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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4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达 

三亿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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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中共保平安。 

追查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

示，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人的

杀戮。据估计，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

曾遭受过中共的迫害，八千万人非正

常死亡，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

数的总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

中共几十年杀人历史的延续。更为严

重的是，追查国际经过十多年的持续

系统地调查证实：1999 年以来，以原

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犯罪集

团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党、政、

军、武警、司法系统和医疗机构，在

全国范围内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实施群体灭绝性大屠杀。此罪行

至今还在持续！面对无官不贪，无恶 

 

4 月 22 日，逾千名法轮功学员

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游行，并在法

拉盛图书馆旁举行集会，声援三亿中

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

蓉发言表示，三退大潮彻底动摇中共

的根基，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个没有共产党

的新中国必定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

贡献。三退大潮的迅猛发展，归功于

法轮功学员和良知人士的巨大付出

与自我牺牲；面对残酷的迫害，法轮

功学员没有被打垮，他们冒着生命危

险传递真相；海外三退义工无惧风雨

寒暑，坚持在世界各旅游点讲真相，

向国内和海外同胞送上真相与祝福 

 

纽约法拉盛集会 声援三亿人三退 

 不作的中共邪恶组织，解体它、抛弃它，

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出路。 

纽约州参议员艾维乐到场发言：很

高兴有三亿多的中国民众退出党团队、

追求自由。愿意与大家站在一起，期待

中国早日实现宪政和自由的这天。他表

示，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精神深感

佩服。法拉盛社区领袖玛莎女士到场发

言表示，法轮功学员是反暴力的，他们

展现的是“真善忍”精神，迫害他们是

不能容忍的。她提议大家静默片刻，向

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致敬。集会结束

前，18 名中国人公开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现场领取了三退证书，并合影

留念，全场人员向他们鼓掌致贺！ 

 

2018 年 

5 月 
 

三退声明 

(一)去年到香港旅游，我问香港导

游，你觉得英国和中共治港，谁治

得好？导游问，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我说咱们私下唠嗑，你说真话。导游

说：“真话是，中共搞得很糟糕。”

其实中共不得人心，是人人皆知的。

我退休前是党委书记，经历几次整

党，哪一次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腐败愈演愈烈。回想自己当官时，

昧着良心说假话，干违心的事，真

是羞愧难言。《九评》说得对，中共

真是害人的魔鬼。我声明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也算是给自己赎

罪吧。（声明人：崇思莲 佳木斯） 

(二)我们本地的中共市委书记、市

长什么时候换届，老百姓都能推测，

多年来，只要看到有规律的大兴土

木、修路修桥、移栽挖树、又移栽

种树、换路灯等，就一定是党官又

换届了。民间流行说：不修不补，

哪来贪和腐。共产党确实已是腐肉

一块，大小贪官就是蛆虫。贪腐体

制都发臭了，我们赶快逃离，早退

早平安。现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

的共产邪党的一切组织，抹去镰刀

斧头的兽印，做直起腰板的中国人。

(李俊禄 刘顺祥 等 67 人) 

 

4 月初，《大纪元时报》悉尼分社

主办了关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大潮的研讨会。研讨会在华

人聚集地区的艾雪菲尔德俱乐部进

行，吸引了悉尼各界老、中、青三代

的华裔听众。移民澳洲近二十年、担

任澳洲之声节目主持人的安红女士

出席了研讨会，并讲述她退出中共的

心路历程。 

安红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家住

北京木樨地，1989 年“六四”事件是

她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她说，

我亲眼看到有人中弹被打死，这是人

生中的一次醒悟，让我这个在红墙内

出生、军队大院长大的人从新思考。

居然可以向平民百姓、学生开枪，我

开始不相信中共冠冕堂皇的宣传了。

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法轮功学员遭

到中共残酷迫害。安红介绍，她在证

券公司上班时，就有客户修炼法轮

功,但自己没有进一步了解。刚出国

时，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发真相传单就

绕道走。一次安红跟一个朋友逛街，

又遇到法轮功学员。她知道，因受中

共宣传的影响，这个朋友对法轮功学

员反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次

这个朋友跟法轮功学员聊了近两个 

小时，最后她跟安红说：“我觉得她

们讲得挺有道理的。”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泛传播，像

安红这样的海外华人开始越来越关

注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安红表

示：尽管我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他

们遭受的迫害、包括中共活摘器官等

罪行，让我感受到无比震惊，中共已

经无所不为了，它的所为彻底毁灭人

的道德底线。 

安红清楚记得自己在《大纪元》

退党网声明三退的日期：我是 2014

年 9 月 4 日声明退党的，那时我已彻

底看清了，觉得应该给自己的人生做

一个决断了，一定要站出来，明确地

表述自己，你到底站在那一边？既然

中共是反人类、反传统、反文化、反

人民、反民主自由的，那我不可能跟

它沆瀣一气。她说，自从三退那天开

始，我感到很坦荡、很轻松。看到法

轮功学员发传单，我开始拿他们的资

料，我还给孩子们、给客户讲法轮功

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安红表

示，刚刚听到一位演讲的嘉宾教授

说，三退后自己觉得很轻松、舒心，

我会心地笑了，真的是那种感觉，觉

得很轻松，心里坦坦荡荡的。 

 

一个高干子弟的退党心路历程 



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

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重生之路，是世

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

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

这条救人之路，就是在毁灭人类。 

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处

心积虑地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使

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

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

德品行，那么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

神传的法，也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 

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

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

化。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

目的。(节选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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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曾在中国创下收视

高峰，饰演三阿哥弘时的姜光宇在演

艺圈里展露头角，戏约不断。虽然有

了知名度，可他总觉得精神上空虚、

不快乐，总感觉人需要有追求。有一

天剧组的一个人和他聊到修炼、讲到

如何做个好人，并推荐他看《转法轮》

(法轮功主要著作)。看完书后，姜光

宇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一直以来都

在思索“人为何会活在世上、生命的

意义”这类课题，现在终于在这本书

中找到了答案。明白了生命的真谛

后，姜光宇走入法轮功的修炼行列。 

1999 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

全面迫害，一时间全国到处抓人，修

炼真善忍的民众就这样被拖入灾难

的深渊，姜光宇的演艺事业也受到冲

击。那年 8 月他接了一部大戏，档期

片酬都谈完后，制片主任找他谈话，

说每个人都要签名，证明不炼法轮

功，姜光宇毅然拒绝签字。他说，虽

然我才修炼不久，但我知道这个功法

非常好，四‧二五和平上访我也参加

了…他回忆说：99 年 4 月，天津几十

名法轮功学员无故被抓、被打，警察

还说要反映问题就去北京。我觉得大

家都在做好人，为什么被这样对待？

因此自己也参加了上访。当时大家态 

度很平和，在警察指挥下在中南海对

面的府右街边和附近街道旁看书炼

功。不久朱镕基总理让学员代表进去

谈，得到善意回应后，大家便静静离

去。哪是什么“围攻中南海”？ 

有感于这场迫害对国家、对百姓

的危害，姜光宇觉得自己有义务说句

公道话，所以隔年的 4 月 25 日他又

去了中南海西门对面的信访办。刚把

手举起来要炼功，就被警察抓到派出

所，接着被关入清河看守所。在那里，

一听是炼法轮功的，警察过去就先打

一顿，打得人满脸是血。可能是因为

姜光宇的知名度﹐他没有受到殴打，

但是出来后接戏越来越难。 

2001年，姜光宇被迫离开了热爱

的国土，去到爱尔兰过着边打工边上

学的日子。有人问他，是否感觉很失

落？他说：我找到了人生的信仰和目

标，尽管失去了不少，但得到了更珍

贵的！以前的胃病、鼻炎都好了，炼功

后喝酒赌博也戒掉了，人活得很透亮。

2003年底，姜光宇迎来了转折点，他

应邀到纽约新唐人电视台工作，担任

新闻主播、主持人和节目制作人，还

拍了几部短片，表现亮眼，深受观众

喜爱。挥别跌宕的过往，姜光宇演绎

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三阿哥”的精彩人生 退役军官三退感言 

4 月 21 日在澳洲悉尼海德公园

举行庆祝三亿人三退的集会活动上，

曾任银川市团委常委，陆军参谋处参

谋等职的大陆退役军官胡伟发言表

示，三退大潮是一个伟大的救赎浪潮，

摆脱中共控制，回归心灵自由，呼吁

更多的国内民众站出来抛弃中共。 

胡伟说，共产主义理论是一个荒

谬、反人性、反文明的乌托邦理论，

根据这一错误理论所建立的制度，一

个世纪以来释放了人性最丑恶、最黑

暗的一面，摧毁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 

胡伟在军队有一段时间是搞军

事历史研究的，给当官的写军事论

文，在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历史都被中

共篡改了，完全根据其统治需求去篡

改，很难找出什么是真的。他说，《九

评共产党》是一部全方位对中共本质

进行揭露的作品、从各个层面、各方

位揭露了邪党的本质，《九评》对启

蒙国内大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伟还谈到，为何中共要迫害法

轮功信仰团体？就因为法轮功学员遵

从“真善忍”的原则，而中共是搞“假

恶暴”，两者是不相容的。他高中的

一位英文老师就是法轮功学员。先是

被学校开除，后来被抓走了，胡伟说，

多年来到处讬人打听都得不到她的

音讯。他强调，退出中共可以得到心

灵的平静。现在已有三亿人退出，说

明邪党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即将崩

溃坍塌。他呼吁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站

出来，抛弃中共。 

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五千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

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而唯独

中华文明承传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

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

上国”，其文化深刻影响了整个东

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

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

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

新大陆的发现。 

中华民族也遭遇过很多磨难。特

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绝。

20 世纪中叶，西来幽灵共产党篡取政

权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

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

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 

为什么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

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

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中国共产

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必欲

除之而后快？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 

 

世纪里，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

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 

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

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

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

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

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

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

就的神传文化，或曰中华传统文化。 

世上七十亿众生，并非人人都信

宗教，并非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

落下一个人，但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

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也正是世界

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一再告诫人，

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 

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

即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此时，只

有神才能伸出其主宰天地的巨手，扭 

转乾坤，拯救好人出离最后的危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