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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2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二亿九千八百万 

中共体制内人员面临的四大风险 

   

                                  

 

 

 

 

 

 

 

 

 

 

 

 

 
 
 
 
 
 
 
 
 
 
 
 
 
 
 
 
 
 
 
 
 

 

 

 

 

 
 

 

 

 

 

 
 

才开始点火。王进东浑身烧黑，头发

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雪碧瓶

也没燃烧。这属突发事件，可特写、

中景、远景都有，警察在一两分钟内

也同时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显然都

是事先安排好的。此外，刘春玲不是

烧死的，是被一名男子拿硬物猛击头

部致死。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刘春玲

的邻居，都说从没见过她炼法轮功。 

活摘器官的黑幕经“追查迫害法

轮功国际组织”十年多的调查，大量

证据证实了：江泽民亲自下令全国军

队、武警及许多地方医院参与，在一

条龙杀人产业链下，大量被抓捕、失踪

的法轮功学员，成了活人器官库的主

要供体来源。美国、欧洲、澳洲、意大

利、加拿大等多国政府部门通过决议

案，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停止迫害。国

际政要纷纷呼吁：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如今，已有21万人实名向中国最

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控告江泽

民的诉状；江泽民在18个国家，被以

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告上 

 

这些年，翻墙的网友看到那些被

封杀的内幕，都吃惊不已！其中最震

撼的莫过于法轮功真相。原来，法轮

功已传播一百多个国家，在国际广受

欢迎，唯独在中国受到迫害。为何有

如此巨大反差？值得一起来了解。 

江泽民发动镇压，最大的借口是

所谓“围攻中南海”和“自焚”事件。

前者事件的起因是，天津公安无理抓

捕法轮功学员，并向其他学员说，要

反映问题就去北京。因此许多人到国

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从央视新闻画

面和现场照片可以看到，他们在警察

指挥下站在中南海对面的府右街边

和附近街道旁看书炼功。当时的总理

朱镕基让学员代表进去谈，得到善意

回应后，人群便静静离去。法学教授

张赞宁说：当时我正在北京，我看到

了那个场面，他们是和平上访。 

至于“天安门自焚”案已被证

实，是江泽民、罗干为构陷法轮功一

手策划导演的。将央视自焚录象慢速

播放看到的是：警察先到位，自焚者 

人心覺醒正義顯 天理昭彰古今同 
法庭。此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已对参与迫害的七万多个涉嫌犯罪者和

三万多责任单位进行立案追查。 

所谓天理昭彰，神目如电。据海外

明慧网统计出的数据显示，因执行迫害

政策遭恶报的事件已超过数万例。在江

泽民掌权时代，只有手上沾了迫害法轮

功的血债，江才会放心重用，让其升官

发财。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高官，如周

永康、薄熙来、郭伯雄、李东生、苏荣、

周本顺等人，表面因贪腐入罪，实则不

也应验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吗？ 

律师界指出，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

一意孤行的决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因这场迫害造成大量家庭妻离子散、家

破人亡，江被送上审判台只是个时间问

题了。目前很多公检法人员都在设法为

自己留后路，并力所能及地保护法轮功

学员。许多地方采取不管、不抓、不立

案等对策应付了事。其实，很多人是被

谎言欺骗，或为了工作饭碗，不得不昧

着良心执行任务，他们何尝不是受害者

呢。然而，日后将付出什么代价？在善

与恶之间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成了一

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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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声明 

作为一名 90 后，一直以来，受

中共教育洗脑，曾经的我也信奉无

神论和进化论。曾被动的加入过少

先队和共青团；大学时随波逐流写

过入党申请书，后来上党课听马克

思理论昏昏欲睡，于是没有坚持到

入党便放弃了（可喜可贺）。 

直到去年 11 月，一位跟我参加

投资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翻墙网站，

我目瞪口呆，十分震惊。我看到了

法轮功的真相，共产党的邪恶。我

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人是有灵魂

的，神是存在的。直到现在，每天

翻墙看看新闻，听听石涛先生的评

述成了每天都做的事。在此我郑重

声明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当初写

的入党申请书作废，不与恶魔为伍！

(声明人：孔谢轶 ) 

有学者总结，对于一个中共体制

内的人来讲，将面临四大风险。 

一，随时可能被查处坐牢。在共

产党这个毁人的机制里，要想混下去，

就得同流合污，跟着大家一起腐败；

腐败就意味着违法犯罪，一旦东窗事

发，身陷囹圄，一切成空。 

二，随时准备给党做替罪羊。在

中国是党领导一切，重大事情都由党

委会讨论决定，然后找下边干事的人

执行。你干成了，成绩归功于党的英

明领导；如果失败了，那责任就由你

个人来承担。党不会为你承担任何责

任，党从来都是伟光正。每次出现重

大事故，为了平息舆论，都要找一个或

多个干部撤职查办，为党赎回民心，

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三，随时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

牲品。在共产党的内部要想往上升，

都得靠上级领导提拔，这样一级提拔 

 

一级，直到中央。在政治斗争中，如

果你所在帮派的最高层倒了，下边的

人都跟着遭殃，轻者被撤职，重者身

家性命难保。 

四，在天惩中共时当陪葬。由于

《九评共产党》的广传，让人们认识

到中共的邪恶本质，意识到作为它的

一份子将面临的厄运。在历次运动中

它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直到今天它手

中的屠刀从未放下过；血债累累，恶

贯满盈。当上天要清算它的罪恶时，

所有成员都得承担一份，给它当陪葬。 

面对这样一个残暴邪恶的党，很有

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跟它走下去，等

待你的将是什么？这些年来，“三退”

精神觉醒运动的蓬勃发展，就像是天

意一步步在人间的展现。在近三亿人

三退(退出党、团、队)的洪势下，用

化名甚至用真名退出邪党，成了越来

越多体制内人员共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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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邪恶，奔向自由光明。十多年来，我

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真相，也见证了许多

不同的选择。面对强权暴政，面对利益

诱惑，有人随波逐流，及时行乐；有人

追寻信念、坚守原则。我们的终点何

在，取决于各自脚下的路。 

  
 
 
 
                                                               
 
 
 
 
 
 
 
 
 
 
 
 
                                                                    
 
 
 
 
 
 
 
 
 
 
 
 
     

2018 年 2 月 17 日大年初二，美

东地区最大的中国新年游行在纽约

法拉盛隆重登场。人们扶老携幼争睹

游行盛况。据主办方介绍，逾五十个

团体、上万人组成方阵共襄盛举，估

计有逾二十万各族裔民众观看游行。

声势浩大的法轮功队伍作为游行的

压轴队伍，备受沿途观众的瞩目和欢

迎。 

开道的天国乐团身着蓝白相间

传统古装，以嘹亮的鼓乐送上新年的

祝福。他们沿途一直演奏，《法轮大

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和《法正

乾坤》等多首乐曲在法拉盛上空回

荡，正气浩然。接下来是讨喜的“吉

祥宝宝”和极具震撼力的“法轮图形”

与“法轮大法好”横幅推车。小花船

婀娜多姿；彩旗队五彩缤纷，充满阳

刚；腰鼓队神采奕奕、鼓声铿锵，振奋

人心。 

来自不同国家的西人法轮功学

员组成的舞龙队，很受大人孩子们的

喜爱，沿途民众都争着去摸一下龙

头，沾沾喜气。其中来自意大利的蒂

斯塔莱利说：“我们都修炼法轮功，

而法轮功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

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来法拉盛展

现大法的美好。我们想让华人看到：

这么多老外都炼法轮功，法轮功属于

全世界，人人都可以信仰真、善、忍，

并从中受益。” 

 

中午时分，法轮功的方阵走到缅

街中心——法拉盛图书馆前面。前后

望去，整条缅街上都是法轮功学员的

队伍，人群中不时有人喊：法轮大法

好！法轮功新年快乐！有第一次观看

游行的华人观众说：哇！法轮功的方

阵这么多，今天是法轮功专场啊！来

美三十多年的伍姓老先生说：法轮功

的游行一天比一天壮大，你看看，哪

一个游行队伍可以和他们相比？ 

另一个民众白先生说，他是第二

次看法轮功的游行，感觉非常震撼，

无论从精神面貌上和气势上，都体现

了传统价值观。他说：“他们的队伍

看起来非常向上、有活力，让我加深

了对法轮功的了解，‘真善忍’已经

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支持，我心里对

他们更加敬佩了。” 

法拉盛居民叶荣一直在用手机

直播游行，他在推特和 Youtube 上有

十几个频道。他激动地说：“法轮功

每年的游行阵容都是最壮观的，人数

都是最多的。你看，游行时间大约两

小时，法轮功的队伍就几乎走了一小

时。”他特别喜欢学员身上穿着的衣

服，非常传统，还有穿汉服的仙女队

和天国乐团。他不断高呼“法轮大法

好”。他说：“我想表达我的心声。不

只我在喊，我周围的中国人都在喊，

而且那些看我直播的观众也都留言

说赞！” 

 

法拉盛新年遊行 法輪功展風采 大哥被摆拍后退党 

66 岁的大哥年轻时上山下乡，十

七、八岁就在农村入了党，并在生产

队担任要职。在他的信念里，自己加

入的党组织就是“一贯正确”的。然

而 2015 年过年前的一件事，让他彻

底改变了认识。 

过大年前一天，大哥被住家社区

的人找去，把他带到一个需要照顾的

居民家。一进门社区人员就告诉他：

“踩着这个梯子上去，手扶着灯泡。”

大哥不明其意就顺从地踩着梯子，手

刚挨着灯泡，紧跟着就进来了一个当

地晚报记者，举手就拍下了他手扶灯

泡的镜头。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哥在当

地的晚报上看到了自己的这张照片，

还有一篇文章：“某社区党员关心贫

困户，登门修灯”。大哥非常惊讶，

也非常反感，连声说：“造假！造假！

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修灯？只

是让我去摸了一下罢了。”过年期间

他见到修炼法轮功的妹妹，感慨地说：

“这共产党真能造假！” 

妹妹说：“我以前给你说法轮功

被迫害真相你不相信，这回相信了？

共产党什么假都能造出来的，天安门

自焚伪案就是这么造出来的！”明白

真相后，大哥说：“我要退党！” 

老同学的人生一喜 

去年四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带

着孙女走在路上，一位熟悉的面孔骑

自行车与我擦肩而过，我猛然想起，

这不是在政法系统任职的那个初中

同学吗？我大声喊他，他急忙下车，

回头看到是我，就推车来到我跟前。 

他在职时，我曾去他的办公室给

他《九评共产党》一书和其它真相资

料。这回相遇，只见他难掩欣喜之情，

靠近我低声说：一次去香港，就在法

轮功的真相点用“明理”这个名字三

退了。那一刻我替他感到非常高兴，

忙祝福老同学。 

 

青年模范叮嘱：不要说我是党员 

我不曾是中共党员，但却被无神

论和党文化洗脑洗得很惨。从幼儿园

就接受阶级斗争的熏陶，从小学到研

究生，一直被迫读马列，考“政治”，

背诵虚假的教材和骗人学说。虽是华

夏子民，却和五千年传统隔离。成长

的路，失去自由，这种扭曲，充满悲哀。 

父母的几位老友经常到家里作

客，他们都在军队任一官半职，常常

带来一些机密信息。有时，我被允许

旁听，当我听到他们大说特说共产党

的坏话时，还用“烂透了”这类词，

我非常惊讶。我不明白，怎么共产党

的官儿喜欢骂这个党。最有意思的

是，这些叔叔阿姨在询问我的学业情

况时，总要加一句：千万不要入党，

以后能出国就出国。 

暑假里，我和几个同系学生去一

家餐厅打工，比我高一届的学姐也在

其中。她已有两年党龄，还被评为先 

进党员，是重点培养对象。大家都说，

出国培训的人选，她肯定排在前列。

第一天上岗，这位党员与我闲谈时忽

然悄声说：如果别人问，你不要说我

是党员。她的叮嘱，泄露了“先进”

心中的忐忑，也让我想起军队老党员

对我的提醒。 

共产党员的身份曾经代表先进、

高人一等。渐渐地，情况翻转了。“党

员”意味着虚伪、谎话。“你才是党

员！你们全家都是党员”成了当前骂

人的话。 

2004 年底，我们全家声明退出中

共，父母退党，我退团退队。我们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