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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二亿八千八百万  

   

                                  

 

 

 

 

 

 

 

 

 

 

 

 

 
 
 
 
 
 
 
 
 
 
 
 
 
 
 
 
 
  
 
 
 
 

 

 

 

 

 
 

 

 

 

 

   

续！同时也不排除其他族裔和异议人

士的供体来源。 

汪志远指出，中共已经建造了这

么一部杀人的机器！用巨大的利润来

鼓励这种杀人的买卖！当被抓捕的法

轮功学员数量不够时，那么在这个环

境中生活的各种人，比如，医院的病

人、街上的流浪汉，或者，武汉前些

天报出来的离奇失踪的 30 多个大学

生，都可能成为他们杀戮的对象！这

说明，这部杀人机器已经在高速的、

大范围的在运行着！活摘器官罪行已

经危害延伸到更广泛的民众！ 

汪志远表示，近年来追查国际已

经发表80多篇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其中收录的证据

足以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迫害 

近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追查国际）发布了关于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结果

显示：中共器官移植数量持续惊人增

加，等待供体时间很短，大量移植器

官来源不明，自愿捐献器官很少。该

报告对外公布了105个电话调查录音，

调查对象包括 65 家医院和 3 个红十

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其中大部

分是上个年度报告中没涉及到的。 

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表示，从掌

握的情况看，官方基本没有说明器官

供体的来源，而官方所公布的个别来

源，数字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根据我

们十多年的调查，大量的确凿证据指

证，就是大量使用了法轮功学员、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还在持 

追查國際:中共殺人機器已延伸到民眾 
 

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特别

是活摘器官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邪恶犯罪！中共的所为与当年的纳粹极

其相似，但其邪恶程度却远在纳粹之上！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表示，对法轮功

的迫害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停止，迫害政

策也没有改变。在国际媒体揭露出中共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中国的

移植器官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继

续扩大！器官来源不仅仅是法轮功学

员，也包括其他人士。中共的国家机器

在屠杀自己的人民！这是反人类、侵犯

人类道德底线的罪行！我们应该让国际

社会、让更多人站起来关注这件事情、

阻止这场大屠杀！ 

2017 年 

11 月 
 

德国名城信息日 民众闻真相 

 10 月 7 日，德国的法轮功学员来

到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弗莱堡，举办了

信息日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同

时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

摘人体器官的真相。在弗莱堡，世界

各地的游客常年川流不息。信息日当

天，刚巧一个来自美国的华人旅游团

来到这里，当这些游客走过法轮功信

息台时，他们笑逐颜开地向法轮功学

员招手致意，有人竖起大拇指表示赞

许，有人双手合十，还有人对学员说：

“加油！”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游客

纷纷与法轮功学员攀谈。一名德国青

年听说法轮功是一种上乘的佛家修

炼功法后，兴奋地说：这正是我要找

的！原来他刚搬到弗莱堡不久，这些

天正琢磨着要学气功呢，今天恰巧就

看到了法轮功信息台。他高兴地拿资

料，并问清了每周的炼功时间、地点，

说一定要来参加集体炼功。 

有十多名中国人做了“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包括刚来

不久的留学生及当地华人。一个刚出

国两个月的中国留学生，一开始说自

己不信什么共产主义，没入团入党， 

 

并对戴过红领巾也必须声明退出少

先队觉得不以为然。法轮功学员说：

当年你举着小拳头宣誓：时刻准备着

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证明，

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迟早要灭亡。你

发誓效忠它，这不是发了毒誓吗？声

明退出，把那个毒誓抹掉，保住平安

才能有未来。留学生说：原来是这么

回事啊！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随后

他用“德福”的化名登记了三退。 

一个讲英语的女士当场跟着学

炼功法动作，临走时拿了传单和画

册，并用心记下了法轮大法的网站链

接。一名来自外蒙古的留学生来来回

回观看了展板好多遍，后来又用德语

与学员交谈。他说：中共杀害了很多

内蒙人。离开展台前，他拿着介绍法

轮功的资料，抱在怀里说：现在世界

太需要“真善忍”了。不少民众通过

信息日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一名中年德国女士得知这个真相后，

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暴行，她还非

常郑重地对学员说，谢谢你们告诉我

这些信息；人是要有点良知善念的，

要分清善恶。 

翻墙软件特抢手 

虚拟私人网络 VPN 是网民翻墙

的常用途径之一。从今年下半年开

始，中共进一步加强对 VPN 的控制。

不少民众趁长假出国之际，寻找解

决方法。长期被中共网络防火墙封

锁的脸书、推特等，在 VPN 被停用

后，有不少用户的页面停止更新。

但是在十一长假期间，不少人的页

面又更新成功了。分析认为，这是

因为用户趁出国之际到“墙外”透

气、更新动态，或是亲友从海外带

回来 VPN 给他。 

互联网观察人士古河指出，中

共的防火墙其实有很多漏洞，尽管

它能够封锁一大批，但仍会有很多

VPN不断被开发与传播。与此同时，

随着 VPN 被封杀，使用其它翻墙渠

道的人数再增多。动态网总裁夏比

尔表示，自由门和无界已经是国内

民众使用的最主要翻墙软件。自由

门使用业界最强的加密方式，最快

最稳定，突破封锁的能力最强，民

众使用起来很安全，而且及时更新。

夏比尔说，现在包括警察国安这些

系统里面，或者是学校、党政机关、

科技公司，都很普遍地在使用翻墙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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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也得保命啊！现在的人心

都坏了，入党提干都为了升官发

财，没有替老百姓办实事的，我

们是中华儿女，不是马列子孙。

你看，苏联共产党当初多么强大，

它倒了！” 

小伙子仍然不动声色，说：

“我是国保大队的。”义工说：“小

伙子，你在国保大队上班，你看

到、听到过任何一个像电视上演

的那样‘自焚’、‘杀人’的法轮

功学员吗？相反，现实生活中法

轮功学员都那么的善良。” 

这回小伙子点头了，说：“是

这样！”又说：“我是党员。”义工

恳切地说：“我给你用化名退出，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真有那一

天（天灭中共），咱们都不后悔！”

听到这里，小伙子爽快地答应退

出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国保大队的小伙子三退了 

 
 
  
 
 
 
                                                               
 
 
 
 
 
 
 
 
 
 
 
 
                                                                    
 
 
 
 
 
 
 
 
 
 
 
 
     

电话响起，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自报是居

委会政法办、610 的（专门迫害

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他问我，你

是不是写过状告什么人的信？并

说，要开十九大了，你是重点监

控人员，上级让我跟你见个面，

摸清情况，有些事电话里不便说，

我们见面谈。我说：我写过状告

江泽民的信，你想怎么样？录像？

录音？还要干什么坏事？他说：

我要是这么做，出门叫车撞死，

天打……”我赶紧打断他，别乱

发毒誓，我一会儿去。 

到了居委会，他有点诧异我

这么快就到了。我说：听见你在

发誓，我赶紧来了，誓不可随意

乱发，叫我来具体是什么事儿？

他说：我敢这么发誓，是因为我

真的不想参与迫害你们啊！上面

压下来的任务，不得不做。江泽

民迫害搞了十八年，动用国家所

有的专政机器，听说一度用超过

军队的开支来迫害法轮功。现在

上面要我们搞敲门行动，小区的

人都躲着我们、斜眼看我们，区

610 要求对重点监控人上报。我 

厌倦了这些，不想报，结果今天

区 610 打电话批我了。我要是有

一点门路，早就调走了。我看见

那些个积极参与迫害的（说了一

大串名字），一个个遭了恶报。我

自己是信因果报应的人，现在这

个位置，干了这些，对不起良心，

不干怕丢工作，我觉得我是抱着

个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爆了，

我也就毁了。 

我说，你既然明白这些，你

可以用你的职务之便保护这些善

良的炼功人。他说：我会的。我

又问，你了解共产党吗？它号称

是无神论的组织，却叫人发誓把

命献给它；这个狂妄的组织企图

管天、管地、管人心，结果是空

气雾霾，土地污染，人心变坏。

与天斗，天要灭它；与人斗，在

和平年代里斗死了八千万中国

人，欠命还命，谁还哪？加入这

个组织的人。我不希望你跟着遭

殃，为了你自己的平安，得退出

这个邪恶组织才能保命。他赶紧

说，是！是！说的对！临行时他

要开车送我，我谢绝了，并祝他

平安！  

一个 610 人员的挣扎与焦灼 回归人心道德  

目前中国社会最尖锐的问题是两极分

化，特别是从 1989 年六四后，谁要说点共产

党的不好，明天就扣帽子整你，现在还包括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知情者在海外爆料，

江泽民儿子为换肾杀了五个人。我想何止五

个？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搞“人间蒸发”。现在

开十九大，政策方针冠冕堂皇，但什么时候

能落实到位，有时间表吗？只有一样有时间

表，就是涨钱有时间表，比如国家发改委通

知，今天 24 点上调汽油价格，准涨，一秒钟

都不耽误。共产党就这么玩儿老百姓。中国

十四亿人，一人坑一分钱那得多少钱? 什么

叫剥削，什么叫垄断？当年共产党以打土豪

分田地起家，现在都归了它的利益集团了。

做事得有人心，讲德。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

（董保才 北京） 

声明退团退队 

我们是出租车司机，近日了解了真相，

才明白中共宣传的都是欺骗老百姓的虚假新

闻，我们都被它蒙蔽了。近来中国乱象不断，

国家政党开会防老百姓就像防贼一样，哪像

一个合法的人民拥护的政党。我们声明退出

过去加入的团、队组织。(蓝天 等 3 人) 

全球去共更上一层楼 

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波兰新修订的《去

共产主义法》于10月21号生效。波兰议会今

年 6 月通过的这项法律，要求波兰各地方政

府在未来 12 个月内，必须全部推倒和清除全

国公共场所的象征共产主义和极权专制的塑

像、纪念碑、路堤、浮雕及其它各种标志等，

预计将总共拆除近470个塑像，其中包括250

个苏联红军塑像。 

事实上，东欧前共产阵营国家的去共化

不断推进，两三年前乌克兰就展开了一连串

去共行动，包括通过法案，要求清除与纳粹

和共产党有关的一切标志和思想，乌克兰各

地掀起清理镰刀斧头标志，推倒列宁、斯大

林及苏共党魁塑像的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

市行政法院作出裁决，取缔乌克兰共产党。 

目前欧盟正在筹建审判共产党罪行的国

际法庭，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立陶宛、

拉脱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家司法部

的代表，已共同签署《塔林宣言》，宣告要成

立国际工作组，来推进国际法庭的成立。代

表们强调，一些反人类罪行的当事人仍未归

案，有些证人和受害者也依然健在，所有受

害人都有要求正义的权利，伸张正义是后代

人的普遍责任。 

 

一天下午，国内一位三退

义工碰见一个小伙子在路边走，

就过去问他：你是学生吗？他说

不是。“那阿姨也得告诉你，你

读书时，课本上有关于法轮功学

员天安门自焚的内容，那是为

栽赃嫁祸法轮功而炮制的一桩

伪案，这个骗局早已被揭穿；

将央视的自焚录像慢速播放，

许多破绽证实了整个事件是江

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全球上

百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唯独中共在迫害。十八年来，共

产党害死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

学员，还活摘他们的器官牟取

暴利，天理不容！如果你入过团、

队，我给你退了，这样将来天惩

中共时才不会受任何牵连。” 

小伙子不动声色地说：“我

是警察学校的！”义工说：“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