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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二亿九千六百万 

   

                                  

 

 

 

 

 

 

 

 

 

 

 

 

 
 
 
 
 
 
 
 
 
 
 
 
 
 
 
 
 
 
 
 
 

 

 

 

 

 
 

 

 

 

 

 
 

五套功法，特别高兴。她在读了《转

法轮》的开篇后，感觉里面讲的看似

浅显、却蕴含很深奥的道理，于是立

即买了书。 

一个背部受过伤的女士，为治伤

痛寻找各种方法。在博览会上听了法

轮功的简短介绍后，就开始学功。刚

炼第一套功法，她就说背部感到发

热、很舒服；在炼第五套功法时，她

感觉非常祥和，时间到了仍在那里打

着坐，享受着祥和的能量，久久不愿

意睁开眼睛。她兴奋地表示，这个太

好了！我感受到很强、很纯净的能

量。她表示要把五套功法尽快学好，

详细询问了如何能上网自学。 

很多人通过与法轮功学员交谈，

或者看完资料后，了解到中国法轮功 

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南郊的

克阁镇，是一座美丽的海湾城镇，风

景优美，人文淳朴，也是南郊一带农、

副、渔产品的集散地。2018 年 1 月中

旬，哥本哈根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

里为期两天的健康博览会。主办方、

参展商人和参观的民众对法轮功学

员很热情，他们赞扬真善忍的理念，

更有不少人当场学炼五套功法。 

很多参观者在法轮功学员的展

位与学员长时间交谈。一名中年女士

表示，现在社会中的很多理念，都是

追求物质与自私，很不对劲，但自己

又苦于不知怎么办。她说：有一天我

头脑中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说，要学气

功，于是开始找寻。现在了解到法轮

功，“真善忍”的理念和强身健体的 

丹麥克閣鎮健康博覽會 法輪功受歡迎 
 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甚至遭到活摘

器官。他们有的边听边摇头叹息，有的

深表同情，有的表示必须要伸张正义。

一名常去中国的男士说：活摘器官，这

已经远远超出侵犯人权的范围，是和战

争犯罪等同甚至超过，是十分严重的犯

罪，必须全力制止！ 

博览会的主办方对法轮功学员非

常支持，开幕之前，他们特意向其它展

位的人介绍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并把介

绍法轮功的讲座安排在很好的时间段。

很多参展的商家表现出对法轮功学员

的敬佩，有的来了解怎么学功，有的来

拿资料，有的激动地和学员拥抱说：“十

分感谢你们来这里。”有的说要把带有

“真善忍”字样的小莲花挂到自己的办

公室里，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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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摆拍送暖 回首自焚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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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中国多个省市出现了

入冬以来最强的降雪，中共媒体藉此

展示交警送温暖的画面，但很快就有

网友以现场视频证实，那是摆拍！只

见交警定格，手持保温瓶给司机倒热

水，司机配合拿着水杯接水。有三个

人在镜头后面向交警抛雪，制造暴风

雪特效，同时还有人在一旁喊着“雪

不要停”。为了画面效果，现场还准备

了一个增高台，让交警伸手就可将水

递给坐在大货车上的司机。 

中共造假的视频多了，民众似乎

也就司空见惯。可是当摆拍是用于打

击民众时,那伤害可就大了，其中最

典型的莫过于 2001 年 1 月 23 日除夕

夜在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一出自焚伪

案。事后证明，那是中共导演的一场

骗剧。将央视的自焚录象慢速播放，

可清晰地看到许多破绽： 

从镜头上看，警察先到位，然后

自焚者才开始点火。自焚是突发事

件，可特写、中景、远景都有，而且

几个警察在一、两分钟内竟同时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显然都是事

先安排好的。12 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

切开手术，却能声音清晰地接受采 

访，还能唱歌；有违医学常识。一名

武警拎着灭火毯，站在王进东背后，

一直等到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台词，

才特意把灭火毯盖到他身上，此时的

王进东身上根本没有了火焰；王进东

的棉衣裤都被烧焦了，最易燃的头发

却齐刷刷在头上，似戴了面具或头

套；放在两腿间盛汽油的雪碧瓶更完

好无损。 

2002 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

伪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一

洗脑班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

她，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

夹的雪碧瓶子咋完好无损？李玉强

一时语塞，面对法轮功学员有理有据

的分析，她不得不承认：雪碧瓶子是

他们事后放进去补拍的，早知道会被

识破就不补拍了。 

十多年来，有很多知情人向海外

透露的消息证实，天安门“自焚”是

江泽民集团为栽赃嫁祸法轮功一手

策划出来的，在事件发生前，中共内

部就已有消息走漏出来。此案已被国

际社会公认是中共制造的一场世纪

骗局。 

 

退出共青团声明 

快初中毕业时，由于受共产党

的影响，认为入团是一件“光荣”

的事情，因此在刚满 16 岁进入高中

之际，就在新学校加入了共青团。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发现

共青团好像没有所阐述的那么好，

更多的感觉是，那些是吹捧、夸大

其词的宣扬。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翻墙上网，

看新闻并了解了很多在国内不为人

知的事情，如中共成立的内幕、反

右运动、大饥荒、文革、1989 年的

六四事件、天安门自焚事件等，得

知这些历史中被中共掩盖的黑暗一

面。一连看了差不多十来天，我整

个人都不行了。原来中共这么邪恶，

对外人模人样，夸大吹捧，风景独

好；对内却勾心斗角，残酷斗争，

迫害群众。而且最可恶的是搞封锁

网络，也把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自欺欺人。俗话说，身正不怕

影子斜，如果中共是个好党的话，

犯得着这样吗？基于此，本人严正

声明，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远离

邪恶保平安。(张阳 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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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

问的看到有人抄袭作假，人们会义愤

填膺，现在可能也随波逐流…… 

谁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正是

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

道德堕落，催生了今天的文化道德标

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

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

道德标准的下滑了。 

人，都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

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

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

或者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熏陶出来

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

过程中升华上来的？一点儿都没有。 

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

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 

破坏文化 败坏道德 一以贯之 

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

不是中共给你的。…… 共产邪灵就是

要把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那一

份道德彻底给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了

去才罢休呢。(节选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我是一名律师，那天，一位法轮

功学员要聘请我，为他的同修做辩

护。考虑到他的安全，我就让他住到

我家里。无意中我看到了他上身的一

大条疤痕，从胸部延伸到腹部。我问

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两伙不要命

的人火并时留下的伤痕，当时肠子都

要滑落出来了，肋条砍断了四根……

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 

我曾是黑道上的人，能活下来，

是沾法轮大法的光。在此之前，我吸

毒、偷窃、打架……可法轮功让我终

止了那段魔鬼般的生涯。那时，监狱

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少，对他们迫害

得真厉害，连我这个黑道上的人都看

不下去。可他们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

下，都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而且还不恨不怨，不是一个人、两个

人，几乎都那样。我就觉得这个法轮

功不一般，哪有这样好的人？从来没

见过！ 

他们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听得

我泪水直流。他们对我这个吸毒、打、

砸、抢、砍、无所不做的坏人，一个

被母亲都瞧不起的人，他们对我却没

有一点歧视，那是什么感觉？就这样

我决定跟着修炼！后来由于表现好，

我被提前释放了。 

回到家里，母亲开始还不信任

我，将家里积攒的钱还象以前那样东

躲西藏的。我不怪妈，以前我把家里 

 

搅得一塌糊涂，见值点钱的东西就变

点儿白粉，戒毒所、看守所、监狱，

我都进过。多少亲戚都断绝了来往，

左邻右舍都躲避我。现在我修炼了法

轮功，母亲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离开

我的老婆带着儿子又回到我身边，也

跟我一起修炼法轮功。 

听完他的故事，我失眠了。这样

一个混仔，一朝修炼法轮功，就戒掉

了那么多的坏东西，尤其是那个毒

瘾，戒毒所、看守所戒不掉，关监狱

还是戒不掉！可修炼了法轮功后，没

人劝说，没人强迫，就自觉自愿地戒

掉了，断绝了衍生的恶习，如此巨大

的感化力令我非常震撼！从那时起我

意识到，作为一名律师，我要冲破一

切禁锢，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

我开始查找 1999 年以来江泽民集团

对法轮功迫害政策的法律依据，最终

得出结论：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教，而江泽民竟凌驾宪法之上，挟

持整个国家机器搞迫害，下令对法轮

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生

源”，甚至下令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

真是邪恶至极！ 

为了继续以律师身份为善良的

人伸张正义，目前这个舞台对我和对

法轮功学员都很重要。至于不久的明

天，没有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了，我会

修炼法轮功，我肯定会修炼法轮功！ 

 

他的故事震撼了我 封杀升级为哪般 

中共当局不断封锁网络，大规模

删除民间独立时评及封杀相关微信

号，有不少微信网民因发帖被公安处

罚及警告。广东惠州网友转载医院收

费昂贵的视频，被指“造谣”而罚款

500 元。另有广州、上海、北京等地

多名网民被指发表敏感言论，而遭封

锁微信号。近日，微信公众平台发公

告称，若有公众号发布歪曲党史、国

史的信息，严重者永久封号。有学者

表示，中共所编纂的党史、国史基本

都是违背事实，老百姓何以歪曲? 

    旅澳中国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

从中共成立之初，它就在篡改关于其

本身的历史记录。中共本身是共产国

际支持下的远东支部，所执行的计划

都是按苏共的要求，而中华苏维埃更

是卖国政府，在抗战期间流窜到陕

北，种鸦片、卖毒品，跟当时的中国

政府与国军抢地盘，但中共的教科书

完全是另一种写法。 

中共为何要歪曲历史、国史？原

因很简单，因为它是通过依附共产国

际和苏联而暴力夺取权力的，当然缺

乏合法性。歪曲历史的目的无非就是

为了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由此蒙

骗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民众。随着国门

打开、互联网的出现及飞速发展，以

前被中共歪曲篡改的历史真相被大

量曝光，微信的出现让许多有识之士

进一步大规模传播这方面的信息，实

际上动摇了其专制的根基。 

暴力与谎言是共产党的两把杀手

锏，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谎言是

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没有谎言的遮掩，暴政就将赤裸裸地

曝光于天下。近年来，中国掀起了退

党、退团、退队的三退热潮，说明人

们越来越不相信共产主义，党员称号

成为笑柄，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

产。民智开启，民心思变,越来越多

的人质疑和否定中共的合法性。目前

的封网、封微信，恰恰反应了中共的

合法性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亡党

危机尽现。 

 

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

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

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

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

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

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

变异。二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

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

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

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 

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

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

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

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

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

过去看到有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

豫地把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