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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3月下旬，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 

已超过二亿六千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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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瑞士退党记 

 

蔡女士在集会现场上宣读了告 

民众书：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

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

腥和专制。回顾以往的苏联、红色高

棉、马来西亚共产党等，就是屠杀人

民的历史。几十年来，中共在其一党

独裁专政下害死了八千万中国老百

姓、毁灭传统文化、至今还在残酷迫

害亿万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并活体

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牟取暴利，邪

恶行径震惊全球。 

集会吸引了很多民众参加，他们

纷纷索取资料，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很多人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退党服务中心的 

二月份，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

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遭毒杀，引发

国际关注。马来西亚警方证实，令金

正男身亡的神经毒剂是最致命的一

种，也是联合国公约中明令禁止的。

近日，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在吉隆

坡举办集会活动，谴责共产党恐怖暴

力。退党服务中心的发言人蔡女士指

出，血腥残暴是共产党一贯采用的恐

惧手段，包括对人民的镇压和其内部

绞肉机式的互相残杀。共产思潮也曾

在马来西亚活跃过，虽然现已逐渐瓦

解，但可能仍会以不同的变化方式出

现。因此，辨别并杜绝共产思潮的祸

害，对国家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在瑞士的一个景点，一群中国游

客在听三退义工潘女士给他们讲活

摘器官的内幕真相：世界媒体多年前

就已把这一黑幕曝光于天下，美国众

议院一致通过 343 号决议案，强烈谴

责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罪

行，江泽民是下密令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魁首，罪责难逃。潘女士说完

问道：你们觉得他跑得了吗？游客都

说：“跑不了，绝对跑不了！”潘女士

又问：如果中共和江泽民遭天惩这样

的事情发生了，你们怎么办？游客不

解地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

巴不得早点法办江泽民，也盼着共产

党快点倒台。潘女士说：大家多多少

少都知道或听说过历史典故，天惩滔

天大罪之时，大都伴随着老天爷降

灾，要是水灾、瘟疫、地震来了怎么

办，尽管很多人觉得自己没干坏事，

也会被牵累的。 

有游客着急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呢？潘女士告诉他们：依我所知，必

须“三退”才能保平安，也就是退出

中共党、团、队一切组织，把发过的

为中共牺牲生命的毒誓作废。这样劫

难来了，神佛方可护佑你。否则毒誓

在身，甘愿为中共牺牲生命，谁愿保 

佑这样的人呢？类似事情在古今中

外历史上有大量记载，你如果选择不

信三退能保平安，那就等于把机会推

开了，我想没人愿意给中共做殉葬品

吧！ 

看到游客人人点头，潘女士说，

这样吧，愿意做三退的，我帮你们每

人在全球退党网站上登记，用化名就

行，入过什么退什么，记住你的化名

和退出的时间，以后可以查询记录。

她对站在跟前的一名男士说：我看你

一直在点头，就从你这开始吧！男士

应声说：“好，退！”就这样，这一

群游客都办理了三退。后面的人告诉

潘女士：“知道吗，第一个退的是党

委书记”，“他这一带头，我们也没

顾虑了，不再含糊了。”潘女士过后

走到这名党委书记面前说，你可能都

听见了吧，他们夸你这个头儿带得

好！带头三退，大顺天意，大得人

心。作为党委书记，执行中共政策，

肯定要造不少业，但是能站出来带头

三退，是明智之举。希望你回国后，

接着让你的亲朋好友、手下员工都办

了三退，让他们也平安有好运，真能

做到，功德可是不小啊！他边听边点

头，人群里有人给他树起大拇指。 

2017 年 

4 月 
 

全球去共潮势不可挡 

廖先生告诉大家，在当今自由社会，“共

产党”是个高度贬义词，其全面被淘汰

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他谈到柏林墙一

夕倒塌，两德统一，北朝鲜还能持续多

久？中共还能持续多久？他告诉大家，

尤其是来到这里的中国人，要尽快做三

退（退出党、团、队组织），给自己和家

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切不可再盲目地追

随中共，日后做它的殉葬品。不管人们

愿不愿意相信，善恶有报、天意难违都

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全球“去共潮”势

不可挡。 

调查活摘罪行 

记者获诺奖提名 

美国调查记者、获奖作家葛特曼被

提名角逐 2017 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于

2008 年开始独立调查中共主导的活摘

器官罪行，接下来的 5 年里，他采访了

120 多名证人，包括警察、医生、劳教

所的幸存者，2014 年发表了《大屠杀》

一书，其中收录了很多了解内幕者与直

接参与活摘器官罪行者的的口述。2015

年 9 月，葛特曼应邀出席美国国会召开

的听证会，披露了《追查国际》的报告

研究结果：中国的活摘器官罪行仍在持

续并有加剧趋势。会后葛特曼告诉记

者：这一骇人的事实，让每个人都必须

思考自己需要做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 

2016 年 6 月，葛特曼和人权律师

麦塔斯以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

共同发布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更新

版》。报告提到，中国在过去 15 年中，

每年实施 6-10 万例的移植手术，比官

方发布的数字要高出很多倍。当月，葛

特曼再次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作证

指出，这是一场在手术衣遮掩下的群体

灭绝罪行。《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

表示，中共的严厉信息封锁，使调查非

常困难，葛特曼在制止中共反人类罪、

以及对人类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贡

献。葛特曼说，在采访中共劳教所的幸

存者及多名医生后，感到自己必须告诉

世界这个骇人的事实。…我必须做的事

情就是说出他们的故事，保存，写下，

发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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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共青团 

尽管中共末日已近，但在中小

学，仍有一批批的学生被加入少先队、

共青团。我本人在去年也就这样加入

了共青团，并在入团志愿书写下了无

耻的话、在镰刀锤子之下举着右拳被

宣毒誓！另一方面，交了团费，领了

证件徽章，感觉共青团不过是个空壳

的揽钱形式组织罢了！维基百科在去

年 7 月引导我看清中共的魔兽真面

目，让我得以找到《大纪元》网站、

并发布这一声明，如同转生一般，重

塑了心灵。刚了解真相时，我还期望

中共能够改良，而在了解更深之后，

终于认识到其覆灭已为定数。我热切

希望这一腐败专制体系垮台那一天的

到来，那时，儿童的思想不会再被教

科书中的伪造历史和党性政治所腐

蚀，人们打开被钳制的嘴，伸张正义

的人不会再被迫害，自然环境不再被

畸形的所谓生产建设而破坏，传统文

化重兴中华！我相信，中华复兴已为

时不远！退出共青团！(勇气 ) 

退团声明 

我们是民营企业的员工，眼下处

境很困难，但是当局对企业征纳的税

款却从来都没少要过，税款被中共各

级腐败官员糟蹋得太多了。现在国内

的社会风气很不好，这与中共邪党的

腐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江泽民的

腐败治国、以权谋钱的邪恶招术蛊惑

下，社会风气败坏得越来越糟，最终

老百姓都成了受害者。今天有机会，

听到一名公务员给我们讲三退保平

安的事，很高兴，老百姓是应该表态

了，愿邪党早解体、老百姓早幸福！

在此我们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共青

团等邪恶组织。(阳光、明媚) 

 

“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下岗”；“贫穷”变成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

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

“生存权”。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

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

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

化。…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

能有安全保障的。时至今日，中共几乎

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

统的价值观，…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

这样葬送著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九评之九 》节选) 

乌苏拉女士是德国一所大学医

院的生物学技术助理，为了寻求人生

的意义与真谛，曾尝试过瑜伽、打

坐、太极拳等。2001 年 5 月的一天，

弟弟拿回一份介绍法轮功的报纸，乌

苏拉把内容读了一下，觉得很好，于

是姐弟俩决定一起去找当地的炼功

点。炼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睡眠质

量变好了，精力更充沛了。随着不断

坚持炼功并阅读法轮功书籍，乌苏拉

能够经常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

的言行，遇事向内找，内心变得平

和、宽容了；以前经常跟先生发生争

执的情况，也烟消云散了。 

由于亲身感受到修炼法轮功的

益处，乌苏拉对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

一事感到痛心。作为德国人，乌苏拉

看到中共与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有相

似之处，都是蔑视人类的独裁政权，

例如建立集中营、抹黑宣传。纳粹德

国有盖世太保，中共有610办公室(专

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组织)等。

而中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现

在还没有全面被揭露出来。于是乌苏

拉决定尽其所能做点什么。从 2005

年开始，她利用业余时间，去德国著

名景点之一科隆大教堂前打横幅、向

民众和游客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

受迫害的真相。有时乌苏拉和其他华

裔法轮功学员在教堂前炼功， 

 

很多中国游客看到这情景都惊呼：有

西方人炼功吶！ 

有一次，一团中国游客看到了横

幅，全部愣愣地盯着乌苏拉和她的同

伴，乌苏拉从他们的表情知道，眼前

所见，和他们在中国听到的太不一

样。刚好这时德国警察过来跟乌苏拉

握手打招呼，中国游客更加惊讶了，

怎么警察不抓炼法轮功的？乌苏拉

看在眼里，心里很难过，为那些被中

共的谎言蒙蔽的人而难过。 

乌苏拉不懂中文，只会一点英文。

有中国游客停下来时，她会尝试与他

们搭话，讲述自己的经历，当地华人

学员会加入谈话。在他们的耐心讲解

下，一些中国游客明白了真相。乌苏

拉表示：他们明白了法轮功是一个好

功法和对人的益处，这是让我最感动

的时刻。此外，许多西方游客也经常

对乌苏拉和同伴们的行动表示感谢

和支持，并纷纷在反迫害请愿书上郑

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随着全球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

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越来越多人明白

了。然而从中国突破封锁传出来的消

息，乌苏拉得知，直到现在还一直有

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

摘器官。乌苏拉衷心地表示，尽快结

束这场对善良人的迫害，是我最大的

愿望。 

 

乌苏拉的心愿 

“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

中共一向宣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成

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

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复

无常的流氓政策作了理论铺垫。在这

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

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共产党

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

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

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

的基本路线政策。 

中共一个流氓特性就是可以给

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

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

有的人。… 你入了它那个党，它就

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

活。你让它当权，它就要控制社会、

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 

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

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

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

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

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

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

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

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

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

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

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

共，无法想像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

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

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

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 

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

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