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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二亿九千万  

   

                                  

 

 

 

 

 

 

 

 

 

 

 

 

 
 
 
 
 
 
 
 
 
 
 
 
 
 
 
 
 
  
 
 
 
 

 

 

 

 

 
 

 

 

 

 

   

人们带来正能量和希望。来自澳洲的

珰斯康女士透露，自己曾是无神论

者，对任何事都抱着负面看法，常感

到空虚、绝望，但是法轮大法让她明

白了应该怎样做人和人生的真正目

的，希望中国游客都能感受到法轮大

法的美好。 

美国的雅可比女士是一名血液

肿瘤科临床研究员，她和丈夫利用感

恩节假期来台湾旅游，他们在美国就

听过关于法轮功的信息，但这是他们

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活动。

雅可比女士表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

由是一个国家的基石，很高兴看到台

湾能享有这一自由。一名年轻的德国 

2017 年 11 月 25 日，六千多名台

湾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

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型炼功和排字

活动，祥和壮观的场面感染和震撼着

中外游客，他们纷纷驻足观看并拍照

留念。翌日，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大学

体育馆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 

韩国技术研究院教授郑基泰修

炼法轮功已有十七年。他说：法轮大

法带给我全身心的巨大转变，修炼前

我有一些不良嗜好，现在都去除了。

我本身是做学术研究的，修炼使我更

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并得到许多灵

感。他强调，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明

白，做人必须重德，“真善忍”能为 

臺灣修煉者大型煉功  展現法輪大法美好 
旅客第一次到台湾旅游，他表示在德国

就听闻过法轮功，但是了解得不深入，

通过向在场的工作人员询问，了解到法

轮功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广为

弘传。在得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

员、活摘他们器官的罪行后，当下表示

不能忍受这种毫无人性的行径。 

2017 年 

12 月 
 

最新调查再揭活摘器官黑幕 

2017 年度的美国公共卫生协会

年会于 11 月初在美国的佐治亚世界

会议中心举行，全球一万多名公共卫

生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专业人士出

席了大会，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专业

人士。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活摘器官

调查中心在年会上举行了展览、专题

报告和播放了调查影片，披露中共所

掩藏的持续多年按需杀戮、强摘良心

犯器官进行移植的罪行。连日来，该

调查中心的展位成为博览会热点之

一，专业人士们索取了数千份资料，

并讨论如何制止活摘器官的群体灭

绝行径。 

调查纪录片《医疗大屠杀─掩藏

在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群体灭绝》于 11

月 8 日在全球公共健康电影节上放

映。观众表示这是电影节的最重要影

片之一，并纷纷索要影片的光盘。该

片目前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呈递

各国首脑政要与重要机构。中国活摘

器官调查中心的负责人说：自2000年

以来，尽管中国几乎没有器官捐献系

统，但其器官移植量竟然跃居为世界

最高，仅仅几家医院的肝脏移植量

就超过了中国官方对外公布的年度

总量。中共从未停止过大规模的按需 

杀戮、强摘良心犯器官，这才是中国

庞大移植产业的真正黑幕。最新调查

还显示，所谓的“全国器官捐赠与分

配系统”只是名义上存在，基本无法

登陆访问该系统，而移植医院却另有

充足的、高质量的器官来源。中共所

谓的“自愿捐赠器官源”只是用来掩

盖活摘器官罪行的幌子。 

活摘人体器官既是中共从肉体

上消灭“国家的头号敌人”的手段之

一，也为无视道德底线的医院和医生

提供了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调查中

心发掘出的证据与数据，从不同角度

与层面揭露出一个由国家层面驱动、

军队和地方医疗机构协同实施的群

体灭绝罪行的操作全景。 

今年 4 月初，时逢纽伦堡法庭对

纳粹医生的审判案 70 周年，中国活

摘器官调查中心在美国器官移植协

会年会上参展；该调查中心又于 10

月中旬应邀在 2017 年度的美国生物

伦理及人性协会专题研讨会上展示

调查结果，深入分析了中共活摘人体

器官的巨大规模、严重程度、和对世

界的恶性影响。国际学术界和公共卫

生领域已开始对该问题密切关注，并

对其反人类性质形成主流共识。 

 

本人爱国不爱党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党员，

我在此正式声明：退出共产党并辞

去党内一切职务，即日起拒绝接受

党支部的领导，并愿为促进身边的

同事脱离中共组织而努力。我是一

名高中政治老师，为共产党做了 30

多年的政治思想宣传。中共思想对

群众的毒害之深、范围之广我颇有

感触，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身陷其中，

待人接物之观点，因受到党文化、

党宣传的误导，与客观公理相左。

而我作为一名教师，未起到教书育

人的作用，反而助纣为虐，传播中

共理念，对此我深感愧疚。如今我

郑重声明退出，不仅是为终结中共

贡献匹夫之力，也是为自己积一点

阴德，以图身后安宁。在今后几年

的工作时间里，我将以客观公正的

视角去教育学生，让他们能对中国

的现状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爱中

国，不爱共产党。（刘同意 青岛） 

退党声明 

我是假肢矫形专业的学生，深

感人生的脆弱，相信跟随邪恶必遭

恶果，天意不可违。我声明退出中

共的一切组织，不与邪恶为伍，只

有正道才是永恒，天灭中共是历史

的必然，共产党犯下的罪孽值得每

个人深省，人们应该为自己做出选

择，不去承担它的罪孽。现在社会

乱象丛生，很多事实也渐渐摆明了，

感谢退党服务中心的这个平台，让

我们可以有机会发出真实的心声。

（声明人：雨后彩虹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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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脑瓜子，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

个老太太原来有肺气肿、肺心病，整

天气喘吁吁的，炼法轮功后满面红

光；一个老局长因多病提前离休，最

严重的是心脏病，炼功后百病全消，

八十五岁的老人骑车满街跑。有个亲

戚一次帮人挖菜窖，结果菜窖塌了，

别人都被砸在里面，他却因为出去上

厕所躲开了，他说他身上带着法轮功

护身符。一天早晨，我胃痛难忍，坐

起来默念“法轮大法好”。一会儿出

现了一个两寸多高的小佛，慢慢移动

到我眼前，越移越大，金光闪闪。我又

震撼、又激动、又自责，恨那些让我去

迫害佛法的人。现在我虽然还不敢修炼

法轮功，但我要把念“法轮大法好”

告诉那些受病痛折磨、身处危难的人。 

一个机关干部的奇遇 

 
 
  
 
 
 
                                                               
 
 
 
 
 
 
 
 
 
 
 
 
                                                                    
 
 
 
 
 
 
 
 
 
 
 
 
     

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

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

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

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

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

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把“旧世界

打个落花流水”。 

共产主义来自何处？为什么宇宙

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对这些

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

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

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

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

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

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

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

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

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

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

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

不复的深渊中。 

1989 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

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

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

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

情况是，原教旨的和改头换面的共产

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

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

中、朝、古、越，也有打着民主或共和 

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

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

蚀而不自知的很多欧洲和北美民主

国家。 

无论是暴力扩张还是悄然渗透，

“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

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

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

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徒具

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

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

所开示的天机，也就失去了大难来时

被救的机会。这是生命最大的劫数—

—被永远销毁，也是“共产邪灵”的

终极目的。 

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

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

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

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

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

天大阴谋。 

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

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

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

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

因此，我们迫切地以为，必须彻底揭

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

能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

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

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 

《九评》编辑部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 从三起诬陷案 

看鲁炜的落马 

对于中宣部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

违纪被查的消息，民众中叫好声一片，

因他是搞网络监控的主要责任人。从鲁

炜的履历上看，他被重用提拔的最关键

时期，正是江泽民对一批卖力迫害法轮

功的打手集体提拔重用的时期，所以鲁

炜的落马或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在对法轮功学员的栽赃陷害中，有

三大诬陷案是为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

借口而炮制出来的，那就是“天安门自

焚”伪案、“精神病患者傅怡彬杀人案”

和“浙江毒杀乞丐案”。 

“天安门自焚”伪案已被国际教育

发展组织鉴定为中共一手导演的伪火，

其中诸多疑点：在短短一、二分钟的时

间里，警察就拿出二十几个灭火器和灭

火毯应付自焚突发事件；自焚录像显

示刘春玲被一穿军大衣男子用重物击

打倒地身亡；王进东“自焚”时，两腿

间放着的装满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

高温燃烧下竟然完好无损；刘思影做

了气管切开手术，却能在被采访时发

出清脆的声音并还唱歌，违背医学常

识。另外，根据语音技术鉴定，自焚现

场的王进东和一年后《焦点访谈》采访

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条条剑指这一

新闻造假。 

傅怡彬杀人案、浙江毒杀乞丐案则

是利用和法轮功毫无关系的人造假的

典型案件。前者事实真相是，傅怡彬是

个有很长精神病史和暴力病史的精神

病患者，是他精神病的发作造成了这场

凶杀案。浙江毒杀乞丐案当事人陈福兆

有精神障碍，这一点陈福兆的父亲都予

以了证实。 

三起恶性诬陷案件挑起了民众对

法轮功的误解与仇恨。仅“自焚案”的

抛出，就有很多民众被媒体欺骗，由同

情法轮功修炼者到认同镇压，此后所发

生的迫害致死案例明显增加。 

新华社长期以来充当中共当局及

江氏集团的舆论打手，在迫害法轮功中

发动全民洗脑的宣传攻势，为残酷迫害

推波助澜，粉饰施暴者、诬陷受害者，

成为邪恶残暴的杀人工具。作为新华社

的主要负责人，鲁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

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的

天理谁也逃不脱。那些迫害法轮功的高

官纷纷落马，一次次印证了这一点。 

我是一名机关干部，单位领导派

我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我以为

凭我对科学知识的掌握，说服单位那

几个炼法轮功的老头、老太太并不

难。于是我搜集了宣传中关于法轮功

的负面信息，并以继续修炼将面临迫

害、还会给领导及家人带来麻烦、损

失等，试图劝说他们放弃炼法轮功。

几年下来，我不仅没能劝阻了他们，

相反却被他们的精神感染了。我内心

矛盾极了，这边我要绞尽脑汁去说服

他们；另一边由于他们上访、被抓等

原因，我常被单位领导及 610 的人叫

去训话（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

组织）；最纠结我的，一个是信党，一

个是信佛，我应该如何选择？ 

说实话，有些东西用我这个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