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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18 年 6 月底 ，在大纪元
退 党 网 站 声 明 退 党 、团、队人 数 已 超 过
三亿八百万

十九載堅持和平反迫害 超越苦難喚良知
2018 年 6 月 20 日，来自世界各
地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举行了大型集体炼功和集会，
以及反迫害游行。壮观的游行队伍吸
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在华府一家西
班牙报社工作的伊冯娜女士，为了拍
摄游行的盛况，跟着游行队伍走了很
久，她表示要将它传到社交媒体上，
让其他人也看看这盛大平和的场面。

吁停止迫害。十九年来，法轮功修炼
者坚持不懈地以平和理性的方式讲
清真相，让更多的世人认识到了这场
迫害的邪恶与荒谬。十九个年头过去
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
数百万无辜的信仰者被迫害致死、致
残、失去工作与收入，家破人亡、流
离失所，但他们坚定的修炼意志没有
被摧毁。

后，才感到此生不再沉沦于纷扰的红尘
中。他说：一直在寻找真理和信仰的父
母，很快也都走进大法修炼。我们按照
真善忍原则做人，如果人人都这样做的
话，这个世界就会很美好。这就是在实
践善的力量，这才是人类社会的正途。

美国硅谷知名企业家克里斯‧纪泽
是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公司市值
超过 70 亿美元。他说：修炼大法让我
三年前来到海外的于敬女士说： 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修炼后，失眠、
途中有不少中国游客和华侨兴
奋地观看或拍照。来美国旅游的北京 我因不放弃信仰，在国内三次被非法 过敏等问题都消失了，让我有平和的心
张女士碰巧遇上这个游行活动，连称 抓捕、判刑，现在我获得了自由，可 态，清晰的思想，去处理各种棘手的问
“震撼”，她说：
“只要是中国人，看 以无忧无虑地修炼法轮功了，我感到 题和挑战。纪泽介绍，当他了解到大陆
到这个画面都会很震撼，因为在中国 自己有义务为国内的同修们呼吁，希 的法轮功学员在面对酷刑、甚至活摘器
看不到。”她表示，很认同“真善忍” 望自由世界的人们可以帮助他们恢 官的暴行，对折磨他们的狱警依然抱有
巨大的慈悲心，用善心向其讲真相，用
复炼功权益。
的理念，因为那是普世价值。
毕业于山东齐鲁工业大学的江海， 善行唤醒人的良知，这令他相当感动。
游行过后，部份法轮功学员来到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炼功打坐，呼 曾练过很多门派的功法，找到法轮功 他说：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贩卖器官 中国医疗体系的毒瘾
自 2006 年中共活摘器官的惊人
黑幕曝光后，追查国际组织经过十年
多来的调查，大量确凿证据共同指
证：1999 年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一
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
害，并亲自下令，由全国军队、武警
医院及地方医院整体参与，在盗卖器
官的一条龙杀人产业链下，中国器官
移植实际数量是医院公开数量的十
倍以上；大量被非法抓捕、失踪的法
轮功学员，成了活人器官库的主要供
体来源。手术室成了杀人的刑场，惨
烈程度超过纳粹。如此惨绝人寰的暴
行至今仍在上演。
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与加拿大
前亚太国务卿乔高独立调查中共强
摘器官的罪行。他们在 2016 年与调
查记者葛特曼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
指出，在大陆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和
机构至少有上千家，高峰期每年高达
十万例。有些医院甚至在广告中宣称
“有现成供体”，可在短期内为同一
病人拿到多个器官。不难看出，这种
保证只能是有源源不断的供体才能
做到。

麦塔斯说，目前中共医疗系统的
资金主要来自贩卖人体器官，透过贩
卖器官所牟取的暴利，已成了中国医
疗体系戒不了的“毒瘾”。以北京 309
医院为例，该院就称其器官移植中心
是最赚钱的收入来源，从 2006 年的
3000 万元人民币收入增长到 2010 年
的 2.3 亿元人民币，跳升了 8 倍。
中共对是否涉及活摘器官的说
词前后矛盾，多次透过前卫生部副部
长黄洁夫在国际会议及媒体前撒谎、
变换各种说词，试图为活摘罪行漂
白，但怎样都扯不圆这个谎。浙江大
学附属医院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在
2017 年因无法提供 563 例肝脏移植
的器官来源是否符合道德伦理的证
明，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
志》撤销其论文发表，并终身禁止发
表论文。
麦塔斯指出，中共将法轮功妖魔
化、非人化后，发现人数众多的法轮
功学员能够为自己带来另外的“好
处”，就是大量的活体器官所带来的
暴利，因而做出了“这星球上从未有
过的邪恶”。这些年来，国际社会正义

宣布退出邪党
我是一名国资委的官员，在看
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后，深感震
惊!觉得被共产党这个世纪巨骗骗
了这么多年。当思维调整过来后，
觉得这个邪党太无耻了。伟大的抗
日战争，是国军在浴血奋战，而中
共在俄寇的命令下做着汉奸之行，
一边打一边往苏联跑。和平期间，
这个红色邪魔杀戮了近上亿老百
姓，现在仍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
器官，其暴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共产党歪曲历史，所编造出的
英雄 99%都是假的，是愚弄百姓的。
国家被这个邪党掌控，乃我华夏民
族之大不幸，大悲哀！在此郑重宣
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彻
底抛弃这个恶党，以力所能及的行
动，助他人觉醒！ （声明人：退出
江湖）
之声谴责不断。欧洲议会、澳洲、美
国、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等政府
部门相继通过决议案，强烈要求中共
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
器官，停止这泯灭人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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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修煉走進海外校园
法轮功自 1992 年 5 月在中国传
出至今，已传播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主要着作《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种
文字版本。修炼的人群几乎涵盖了各
个民族、各社会阶层，身心受益者不
计其数，来自各国政府的褒奖及支持
决议案等超过 3500 项。
这些年来，法轮功走进五大洲 20
几个国家的学校，有些国家的大学、
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将“真善
忍”的内涵和理念融入教学；有的学
校开设了专门介绍法轮功的课程；有
的大学邀请学员作法轮功专题讲座。
有许多大学设有法轮功俱乐部或社
团。如：澳洲悉尼大学、英国的西英
格兰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美利坚大学等等。加入
社团的成员不乏来到海外后了解真
相的中国留学生。
瑞典是海外最早传播法轮功的
国家之一。瑞典语的网站免费提供书
籍和教功录像。法轮功的书籍在图书
馆、书店里都可以找到。有关法轮功

及在中国受迫害等内容还在瑞典中
学课本中有陈述。
夸蒂诺女士是乌拉圭首都蒙特
维多一所州立学校教师。她为学生们
的暴力行为感到苦恼。2016 年 3 月，
学校做了一项新的尝试，以解决校园
霸凌的现象。夸蒂诺利用午休息时间
教学生学炼法轮功。几周后，成效令
人称奇。学校督察说：改变最大的是
那群有暴力倾向、注意力严重不集中
的孩子！校长说：学生受益的不只是
身体，并且能专注课堂学习。孩子们
也纷纷表示：感到很放松，压力消失
了；以往脾气暴躁，现在懂得通过交
流、讨论来解决冲突了。
印度班加罗尔有超过 80 所学校
的师生学炼法轮功。有些学校超过 3
千名学生，体育课集体炼功，场面壮
观。教师们表示，给学生阅读《转法
轮》
，加上炼功，学生规矩变好，身体
比以前健康，成绩普遍进步了。朱希
国际学校校长维奇先生提倡：学校要
办好教育，跟着“真善忍”走就是了。

解体中共是唯一出路
事实上，中共曾经对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都有过动人的承诺，然而，
时至今日，广大的工人、农民仍在温
饱线上辛苦挣扎；民主自由仍然只是
个幻影；对宗教团体、上访民众及异
见人士的迫害，也越演越烈；在国际
社会普遍重视人权的今天，中国人却
不得不面对严厉的监控，看那些权贵
富豪纷纷往西方国家移民，便说明了
很多问题。
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员高文谦
指出：一党垄断权力是中国所有问题
近年来，老兵维权事件不断上演，
很大部分源于 1990 年代江泽民在位 的根源；表面上光鲜，实际上内部危
时制定的安置政策不公，以及现时地 机四伏。它想用当年的那一套，来面
方政府敷衍和中央当局的不作为。据 对现在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
报导，江泽民掌权时期，中共军方总 尖锐的问题，这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
政治部 1993 年会同当时的中央政府 的。如今中国社会各阶层民怨沸腾，
8 个部门下发“93 政联字 1 号”档。 已经处在大变的前夜，中共正在末路
这份文件一举剥夺了成千上万复员 上狂奔。
军官的干部身份和与其身份相应的
自 2004 年底《九评共产党》问
收入和待遇，使复员军官一下子跌入 世以来，让人们看清了其十恶俱全的
社会底层，生活陷入困顿之中。老兵 邪恶本质，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越
们曾经是中共维稳的力量，但现在他 来越多民众认识到，对这个视民间疾
们却成了维稳的对象。过河拆桥、卸 苦如无物的外来非法政权，解体它才
是唯一的出路。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
磨杀驴是中共的一贯伎俩。
6 月中下旬，江苏镇江退伍老兵
到市政部门要求解决待遇问题，当局
不但不解决，反将他们打伤，激发全
国 22 个省市的退伍军人涌向镇江声
援，遭到数万特警暴力清场。事件中
除死伤人数无法得到证实外，还有部
分老兵至今失联，生死未卜，家属和
他们的战友发出信息和照片希望各
界协助寻找。当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此
事件时，镇江当局对该事件却没有发
布官方消息，官媒集体失声。

《天安门杀戮》
揭六四屠城秘辛
1989 年 6 月 3 日晚间至 6 月 4
日凌晨，中共调集 20 多万部队，对
天安门广场和附近街道的学生及北
京市民开枪射杀，并用坦克车辗压，
此大屠杀事件被外界称为“六四天安
门事件”。29 年后的今天，
《天安门杀
戮》一书在海外出版，作者们搜集了
大量国内和海外报道，及众多知名摄
影师、艺术家，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画面和创作的作品，以真实的历史图
文纪录，全面而深刻地揭露六四屠城
的真相。
这本书首次披露了中共军方标
有“机密”的内部文档。在屠杀后的
6 月 17 日，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在戒
严部队第二次政工会上讲话，承认开
枪屠杀并强调必须这样做。对于军队
故意纵火焚烧军车、装备等来嫁祸市
民与学生的手法，杨称“使我们赢得
了政治上的主动”。
《环球邮报》记者
在书中这样描述：“令人吃惊的是，
军队射出的达姆弹可以击穿盔甲，
但却用来对付那些穿着夏装的平
民。”英国最新解密的文件披露，在
六四期间中共杀害了至少一万人以
上，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
德通过一名中共国务委员朋友那里
获知。
书中指出，共产主义追随者几乎
都杀人如麻，至少一亿五千万人死于
非命。从文革、六四，及六四后对人
权的镇压，包括迫害法轮功、活摘器
官、打压维权律师等，此书浓缩刻画
了共产党的罪恶史。对于中国的现
状，书中形容已经进入全民监控时
代。29 年前的 6 月 4 日，中共杀死了
民主，如今它利用尖端数码技术把十
几亿中国人完全数字化，进行全方位
监控，没有一个人能遁形。作者希望
此书的出版，能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
共的真实面目。

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
三退人数已达三亿多，其中包括看清
时局的官员。三退可用化名，不影响
生活与工作；三退无关政治，是人们
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善与恶之间的选
择。三退觉醒大潮敲响了希望的钟
声，迎来新生的日子不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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