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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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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盛大游行，这已经是他们第十次受

到主办方的邀请，他们的阵容也是历

年最受欢迎的队伍之一。主办方负责

人尤德表示：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十分

出色，很感谢腰鼓队，多年来一直来

参加游行，把亚裔文化带给了我们的

居民，天国乐团让民众一睹风采。 

不少当地居民邀请了很多亲朋好

友来观赏游行。居民约翰和他的朋友

们为天国乐团的雄伟出色演奏热烈

鼓掌，希望天国乐团明年能再来。居

民贝薇莉表示，这是个不容错过的节

庆活动：金黄服装的腰鼓队年年都是 

 

今年的 12 月初，美国费城近郊

的西切斯特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圣

诞庆祝游行，现场吸引了四万多名观

众夹道观看,这一游行被《今日美国》

评为全美最有圣诞节气氛的十佳活

动之一。总部位于西切斯特市的全球

最大电视购物公司“酷慰喜”（QVC）

当晚向全美播出了游行盛况，并在圣

诞前夜和圣诞节当天回放；美国广播

公司（ABC）费城分台也于圣诞节前

转播了这次游行，预计共约上亿人通

过电视观赏到这次游行。 

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受邀参加了这 

 

費城聖誕遊行 東方文化顯風采 
 我最喜欢的队伍之一，动作好看，鼓声

整齐，她们的的笑容很真诚，我喜欢她

们，就像朋友一样；这个军乐队实在好，

他们应该排在所有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位于市中心的圣艾格尼丝的教堂

边，坐着一些修女观赏游行，一位修女

赞叹地说：这个军乐队是我见过的最出

色的一个，从服装、音乐到他们整个人

的面貌，有一种非常纯正、美好的东西，

让我感动。她很赞同法轮功学员信仰的

“真善忍”美好信念，表示回去要为被

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每日祷告，直至迫害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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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邪灵一路杀 

 

――――――――――――――――――――――――――――――――――――――――――――――― 
退出党、团、队渠道  (可用化名)  热线 001416-361-9895   001888-892-8757 

给 santui@comcast.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主题为 12345，即为您办理三退，并提供《九评》及《自由门》软件 

直连海外  http://a.win72.win  https://git.io/fax  http://oppc.tk/tv 安全浏览热点视频 重磅消息 赠翻墙软件 

 

 

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

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

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

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

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

一直到 1949 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

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还

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

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

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

出敌人来杀。共产党为什么嗜杀？因

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

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

党把“杀”当作了一门“学问”，一种

“艺术”，把“杀”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怎么杀？用刀把子杀，用

饭碗杀，用舆论杀。用刀把子杀，就

不用多说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中共，那是看家本领。什么

叫“用饭碗杀”？就是卡住人的饭碗，

不服就不给饭吃。多少知识分子，被

共产党用饭碗逼得下跪。中国的士人，

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诱所动。

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

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

说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

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

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把所有的

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碗，

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也

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 

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说

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说谁有罪恶

的一生，谁就有了罪恶的一生。 

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共产党要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

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

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

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

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

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

杀同党，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

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

有针对性地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

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

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

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

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 

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

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

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

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

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

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

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

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

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

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

化的联系。这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

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

被人忽略的部分。  (节选自《共产

主义的终极目的》) 

三退声明 

(一) 二十七年前，我刚刚硕士毕业

准备参加工作，由于当时总听见官媒

关于“美好前景”的宣传，就抱着试

试看、求发展和闹着玩的心态，加入

了共产党。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付出与拼搏，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沉

重的经济压力，看见的是乌托邦式的

大国崛起和老泪纵横的群众，听见的

是央视新闻的无耻欺诈与哄骗！ 

试问：那么多金砖碧玉般的高楼

大厦，可曾惠及百姓的民权民生？乱

如蛛网般的高铁，可曾解决本源制度

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八十年代

的严打、六四屠杀；九十年代的迫害

法轮功；新世纪的高铁大跃进、大国

崛起等无耻骗局，让人伤心，更让人

寒心！更可悲的是，在很多人的心中，

仁义礼智信已不复存在。我坚决退出

共产恶党，是它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

劫难。珍惜生命，远离共党，发扬文

化，恢复灵魂！ (冯新国 上海) 

(二) 我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经过了

一场场的政治运动，每次都是过后才

明白被骗了，因此对共产党深恶痛

绝。这一次关于法轮功问题，又被这

个恶党愚弄了，要不是有人给我讲真

相，还真以为天安门自焚是法轮功学

员所为呢！这个恶党实在太邪了，在

此声明退出共青团、少先队，远离这

个恶魔，不再被骗！（程裕安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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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己地重复着这种恶行，真是感到自

己活得苦累无助，很茫然，很恐慌。 

说良心话，妻子在修炼法轮功后，

身体上、精神上、接人待物及生活作

风方面的巨大变化，我都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而共产党非要把法轮功学

员赶尽杀绝，这不是伤天害理地欺压

民众吗？我帮助共产党在家欺负自

已的老婆，这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真使

我感到很内疚，感到对不起妻子。通

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越来越清

楚认识到，法轮功教人向善，使道德

回升，没有错；我妻子做好人，讲良心

讲道义，没有错。而共产党逆天叛道、

跟神佛斗，祸国殃民、坏事做绝、血

债累累、恶贯满盈、天怒人怨，注定

要失败的！ 

我看过很多法轮功真相资料，确

信“法轮大法好”不是一句空话，我 

沉重的反思 痛心的忏悔 

妻子就是最好的证据，现在我不再犹

豫，决心退出团、队组织，不当它的殉

葬品，并借此机会公示我内心深深的忏

悔！今后要支持妻子好好修炼，用实际

行动弥补以前的过错。也奉劝那些和我

有同样经历的人，别再傻下去啦，别再

往自己亲人的伤口上泼污！别再向她们

的心灵上捅刀！要明白，最关心、最珍

爱你的是亲人，而不是那些凶残、欺诈、

毁灭我们的红魔狂兽！(小波 山东菏泽) 

 

 
 
  
 
 
 
                                                               
 
 
 
 
 
 
 
 
 
 
 
 
                                                                    
 
 
 
 
 
 
 
 
 
 
 
 
     

高大维博士是原广东省政协委

员，广东华南理工大学轻工食品学院

院长，曾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他从

1994 年 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3 个月

内，曾经患过的肝炎、胃炎、支气管

炎、鼻窦炎、严重的膝关节炎全都好

了。他说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高大维回忆道：当年家里备有各

种保健治疗仪，药也吃了不少，但都

不管用。经朋友介绍，开始学炼法轮

功。1994 年底，有幸参加了最后一期

九天面授班，在学习班上，亲身经历

了许多神奇的事。比如，头三天，坐

在那听课，不到半小时，脚底下就出

一滩水印，而我的皮鞋底却是干的。

脚换个地方，不一会又出个湿脚印。

三天后，我的膝关节不疼了，还能下

蹲了。我明白，那是李老师帮我把体

内的寒气驱除出来了。坐在我身边的

太太和另一位同校教工也觉得神奇。 

接下来，经过两个多月的修炼法

轮功，肝区部位的皮肤长出了很多小

红孢，又红又痒。一位老学员告诉我：

这是在排除肝脏的毒素。一周后，红

孢干疤掉皮，口苦口臭、厌食烦躁、

失眠等肝炎症状也随之消失。就这

样，三个月内，原有的七、八种病症

都消失了。在学校博士生导师的体检

中，医生都很惊讶于我的变化，我知

道这是法轮功带给我的变化。不光我 

这样，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中，成千

上万的人都有各自的神奇经历。法轮

功在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带给修炼者

的变化也很大。比如，我刚当院长后，

由于年轻气盛，和领导班子的一些成

员关系比较紧张。我开始检查自己不

符合“真、善、忍”的言行，后来，

我能够在处理问题时考虑对方，结果

班子更团结更和谐了。在日常工作

中，我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

己，碰到吃喝拉关系、收礼送礼等事

都拒绝了。我也劝告我的师生员工和

学生们，尽量把工作和申报材料搞

好，其它的就顺其自然，结果，那几

年我院晋升高级职称的人数在全校

是最多的；我们的学院、学科申请项

目的命中率也是全校最高的。 

    1998年，为了配合国家体育总局

对法轮功的调查，广东省法轮功辅导

总站邀请一批专家学者，对一万多名

广东各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抽样调查，

结果发现，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为

97%，并有许多医学无法治疗的顽症

患者，在修炼法轮功后得以彻底康复；

当时参与调查的医学专家和体委领导

都惊叹：法轮功带给人身心受益，道

德回升，这样的高德大法值得向全社

会大力推荐。高大维表示，目前法轮

功已传播百余国，真、善、忍的光辉

一定会驱散乌云，照亮中国和世界。  

 

一名高管的修煉故事 1989 年六四事件

逾万人遭中共屠杀 

28 年前的“六四事件”，中共军

队对学生和北京市民进行了大屠杀，

但中共一直掩盖着这段血腥历史，此

事件被外界称为“天安门大屠杀”。

英国国家档案馆最近解封的外交档

案，披露了六四期间逾万人遭中共屠

杀。该解密档案记录，时任英国驻华

大使唐纳德 1989 年 6 月 5 日在发回

英国的电报中说，第一批进入天安门

广场的沈阳军区士兵，已把学生和市

民隔开，学生获告知要在一小时内离

开广场，但是五分钟后，装甲车就开

始攻击学生。唐纳德写道：学生们手

挽着手，但是遭到了士兵的扫射。装

甲车多次碾过学生的身体，如同压饼

一般，残骸则被推土机卷走了。尸体

被焚化，（骨灰）从下水道被冲走。

有四名受伤的女学生祈求士兵不要

杀她们，但遭刺刀刺死。还有一千人

被获准从正义路离开，但遭埋伏在那

里的机关枪扫射。中共国务院的内部

人士估计，最少有逾万人死亡。 

另据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记录，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于 1989 年 6 月

16 日收到戒严部队中的线人发来的

报告，引述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提到

6 月 3 日至 4 日，在天安门及长安街，

有8726人被杀。3日至9日，在天安门

以外的北京城，有1728人被杀，共计

10454 人。白宫档案提到，6 月 4 日凌

晨屠城时，在中南海西侧的六部口发

生了残酷杀戮。当民众试图阻挡军人

的去路时，驾着装甲车的27军竟四处

冲撞，辗过学生、妇孺，在广场见人

便杀，因 27 军收到指令：“不可以让

任何人逃走、也不可以让任何人生

存。”杀戮后就用推土机清理尸体。

白宫机密档案还显示，江泽民“六四”

时人已在北京，直接参与了镇压决策。 

我的妻子因修炼法轮功被长期迫

害，每逢年节和“敏感日”，610(专

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警察、村

委会干部就轮番到我家骚扰，不准她

外出，不准学法炼功。妻子因不放弃

修炼，曾多次被传讯、洗脑、关押，我

不得不交上几千元才取保候审放回，

一家老小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我以前一直认同妻子炼功，但自

从中共迫害开始后，我觉得共产党整

人没底线，不把人整垮、整死不算完。

由于怕妻子惹祸受罪，怕妻离子散，

所以就听命邪党派出所的要求，一有

风吹草动就死死地盯着她，甚至污言

秽语的辱骂她，有时还动手动脚。面

对我多次无故的非难和羞辱，妻子却

总是耐心真诚地对待我，她宽容的耐

性以及温暖的语气，一次次打动了我，

让我一再感到惭愧，但又一次次身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