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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18 年 7 月底 ，在大纪元
退 党 网 站 声 明 退 党 、团、队人 数 已 超 过
三亿一千万

從假疫苗事件看中國人的出路
近期假疫苗事件再次曝光，令家
长们群情激愤。虽然当局下令“一查
到底”，但做得最多的还是删帖、删
文，严控媒体报导。民众纷纷表示，
当局公信力全无，每一个坏企业都有
硬后台，哪里有“裆”（党）的影子
哪里便有罪孽，疫苗之殇已成常态。
从毒奶粉到假疫苗，中共向来不解决
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此套
路反复上演。一次又一次的草菅人命
事件，这次对准了最无助无辜的儿
童，令怒不可遏的民意四处汹涌，多
地公厕出现“推翻共产党”的口号，
儿童医院厕所内出现打油诗：毒奶
粉，假疫苗，天价医疗压弯腰；毒空
气，毒食粮，百姓生病泪汪汪；毒制
度，毒政权，推翻中共艳阳天。

泛滥，正是中共几十年来毁灭传统文
化、推行共产西来幽灵的极权专政之
恶果。它摧毁了社会的诚信、道德，
催生出前腐后继的贪官和一批批黑
心奸商，制造出无尽乱象与悲剧。对
中华民族来说，共产党的存在是一场
巨大的灾难和梦魇。从饮食、住房、
求学、交通、医疗，百姓终生遭受着
中共极权体制的全面控制，几乎无路
可逃、无处可躲。在一次次重演的危
机与人祸中，不少人痛悟了：万恶之
源是中共。只要恶源仍在，中国就不
会有希望。权贵阶层的第一选择是逃
离，孩子的安全，人身的安全，财富
的安全，未来的安全，这些沉甸甸的
“动力”，已成为他们移民海外的主因。

三退声明

然而一股更为宏大、浩浩荡荡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之所以“毒化” 浪潮正在国人中兴起，那就是抛弃中

波托马克宣言 捍卫宗教信仰自由
7 月 24 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了为
期三天的“促进宗教自由”全球部长
级会议，40 多国的外交部长和 80 多
位宗教领袖与民间代表与会。在 26
日的闭幕式上，大会发布了《波托马
克宣言》和《波托马克行动计划》。
宣言特别谈到，目前全球有很多人因
信仰而受到迫害，世界不应沉默。该
宣言被外界评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
件。

共的三退大潮(退出中共党、团、队)。
越来越多有识之士体认到，对于有五千
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仅仅几十年的中
共，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外来政
权，退出中共才是中国人的最佳和平出
路，是利国、利民、利己的选择。人们
通过各种渠道和三退义工的协助，在大
纪元退党网上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目前
人数已超过三亿，每天持续有近十万人
加入这个行列。三退可用化名，不影响
生活与工作；三退人士来自各阶层，也
包括看清时局的各级官员。这场波澜壮
阔的三退壮举，将为中国社会和每一位
中国人带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会得到充分保护。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直接有助于实现政治、自由、经济发
展和法治。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就
会有冲突、不稳定和恐怖主义。

《波托马克行动计划》提出很多
具体办法，以帮助各国有效地保护宗
教自由。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制定
针对群体灭绝事件和迫害暴行的措
施，为遭受宗教迫害的社区、个人和
家庭提供迅速和直接的援助。在大会
《波托马克宣言》写道：
《世界人 上，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多次被提及。
权宣言》第 18 条说，人人有思想、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自 1999 年以
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享有信仰自 来，在中国发生的宗教迫害从范围到
由是神赋予每个人的人权。追寻神并 规模都持续增长。报告显示，从 1999
付诸实践的自由，包括个人按照良心 年开始，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迫
做事的自由，是人类至关重要的经 害，采用酷刑、拘押监禁及虐杀等手
历。政府不能理所当然地随便剥夺这 段，逼迫数百万计的信徒放弃信仰，
一权利。每个国家都有捍卫和保护宗 并且迫害规模不断扩大；对佛教、基
教自由的庄严责任。
《宣言》还指出， 督教等宗教人士也进行大肆迫害。美
捍卫宗教与信仰自由是全球的集体 国宗教自由国际大使布朗巴克表示：
责任，宗教自由对于实现国家内部和 在中国有很多团体无法享受宗教信仰
国家之间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在 自由；一系列人权问题持续很久了，
保护宗教自由的地方，其它自由—— 我们打算结成一个国际联盟，采取联
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也 合行动，帮助中国人民拥有信仰自由。

( 一 ) 我从小受母亲佛家思想的影
响，相信善恶有报、人在做天在看。
今闻“三退保平安”，明晓至今国内
的一切乱象皆因中共独裁暴政所
致，特别是近期揭露的假疫苗事件
毒害我们的后代，罪恶滔天，还有
更多的未揭露出来的罪恶。我声明
自愿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邪党、共
青团、少先队组织，不与邪恶为伍，
不做他们的陪葬品，走光明、希望
之路。(图强 兰州市)
( 二 ) 因为自己年幼无知，小学入
了少先队，中学入了共青团，随后
被迫入了共产党。毕业后，本着伸
张正义、除暴安良的愿望进了警察
局。经历了种种情况后才明白，中
国社会腐败的根源就是共产党，警
察局就是维持这个腐败政权、镇压
民众的帮凶、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只要
有背景，杀人也没事。被抓的都是
没背景的、利益冲突中被干掉的，
和维权民众。在审讯室，我亲眼见
识了刑讯逼供和各种践踏人权的行
为。现在根本无人相信党，大家只
是做表面，给上级领导看，趁退休
前大捞一笔钱而已。因见证了太多
腐败，现宣布退出党、团、队组织，
做个有良知的人。(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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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假疫苗案 维权律师仍陷囹圄 法国人权广场集会
疫苗造假事件爆发，引起社会的
广泛愤怒与关注，但这已不是疫苗第
一次出问题。当年为假疫苗受害人维
权的律师，许多仍在监狱中受迫害。
有律师界人士指出，这是体制问题，
这个体制在鼓励企业造假。

师被打压。文章说，“当年为疫苗受
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
这事了。他们在哪里……?”
2010 年 3 月，杨慧文、李苏滨、
江天勇、滕彪、温海波、唐吉田等 8
位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恳请律师
协会和司法部对为山西疫苗事件提
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给予支持和帮助。
如今，被誉为“中国律师第一状”的
李苏滨已经病逝，多位维权律师被抓
捕、判刑,有的被吊销执照，有的在
狱中受迫害，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
团的江天勇目前正在狱中受折磨。

唐荆陵是最早关注假疫苗受害
者的律师之一。7 月下旬，唐荆陵的
太太汪艳芳在推特上写道，初次接触
疫苗受害家属是 2006 年，几个受害
家属在我家躲避追踪、准备去北京。
他们述说了各自家庭遭受假疫苗伤
害的悲剧，唐荆陵帮助他们争取权
益。唐荆陵于 2014 年 5 月被以“寻
前陕西电视台经济信息栏目编
衅滋事”刑事拘留，后被以“颠覆国 辑马晓明,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
家政权罪”判刑 5 年，现在仍在狱中。 访时表示，假疫苗事件是中共体制的
张凯律师在 2009 年曾帮助毒奶 又一个毒疮，浑身溃烂的中共，又暴
粉受害者，2010 年帮助毒疫苗受害家 露出一个腐败点。劣质疫苗的受害者
庭。近日他撰文谈到，2010 年春天他 群体也一直在维权，到现在都没有停
曾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 止，却不停受到打压。十多年前揭露
毒疫苗事件，但相关文章很快被删 毒疫苗事件的人，都受到层层政府和
除。张凯见证了被毒疫苗残害的孩子 公安的警告、黑社会的威胁。这里面
们“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见证 有非常大的利益关系，所以这个腐败
了受害人被拘留被判刑，也见证了律 的团伙不清除的话，人民没有宁日。

扬州卞氏后裔 再曝江家汉奸丑闻
继知名学者吕加平公开揭露江
泽民“两奸两假问题”之后，扬州护
疆民族英雄卞宝书的后裔卞世传，近
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独家采访时
说：希望通过要回卞家老宅这个事
情，把江泽民家族出卖国土的老底揭
开。今年六十多岁的卞世传，目前是
辽宁省环保界的一名负责人，他介绍
说，自己是卞宝书的来孙（五世孙），
祖上在同治年间建造了一座七千多
平方米的宅院，祖谱中为“忠贞榴瑞
堂”，后来被扬州政府和消防队强行
霸占，仅给了卞家四位后裔割了不到
三百平方米的地方。为此，卞氏家族
要求现扬州市政府、扬州市法院撤销
强行分割老宅的土地登记证，并重新
确定权属问题。他姑姑在跟房地产部
门交涉过程中，被气得上吊自杀。
卞世传在扬州“江上青史料陈列
馆”内发现，江泽民不仅多处伪造历
史，还在陈列馆内高调纪念其日本大
汉奸的父亲江世俊（江冠千）。卞世
传表示，同为扬州的两个家族，江家
族父子两代都是汉奸。江在 50 年代

留学苏联时被女特务克拉娃勾引、策
反成为间谍。江在任中共总书记时，
为了避免其丑史败露，疯狂地与多个
邻国签署了一系列卖国条约，极大损
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卞氏家族的
先人在战争年代及国运最弱的清政
府时期，坚持捍卫国家、拒绝向俄国
割让领土。卞世传说，“江泽民在和
平时期，并且是俄国实力最衰竭之
际，签署出卖国家核心利益的系列条
约，尤为令人痛恨。有着忠贞爱国传
统的卞氏家族,对江的卖国行径不能
容忍，也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所坚
决不能允许的。”
江泽民卖国丑闻的再次传出，给
现任当局再次拉响了警报。卞世传在
整理家谱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感
悟，他呼吁现任当局在江有生之年公
审其罪行，这对中国社会解决“依法
治国、收复国土、重拾信仰”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对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延续一天，活摘器官的罪恶
延续一天，现任当局就在不知不觉中
沾染血债，就在不知不觉中把江泽民

纪念反迫害十九年
2018 年 7 月 22 日周日下午，法
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艾菲尔铁塔对
面的人权广场集会，纪念法轮功和平
反迫害 19 周年，通过展板和资料揭
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
呼吁制止迫害。许多行人纷纷签名声
援，有兴趣的现场学炼法轮功的功法。
现场派发资料的陈艳艳，是 1998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因她不放弃自
己的信仰，被中共劳教了三年，后又
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关押在云
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7 年。陈女士讲述
了她制作真相资料的初衷：法轮功是
高德大法，通过修炼可以使人心向
善，道德回升，中共的迫害是邪恶的，
前党魁江泽民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
案，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我想让更
多的人全面了解真相。陈艳艳和丈夫
为了躲避监控和避免再次遭非法抓
捕，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后辗转来
到法国。在监狱中，除了遭受折磨外，
她还经常被抽血验血。陈艳艳说，出
来后我们才知道，实际上他们是把我
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
因为人权广场是巴黎著名的旅
游景点，周日吸引了不少游客。众多
法国民众和来自全世界各国、说着各
种语言的游客纷纷索要法轮功真相
资料，并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罪行”的征签簿上签名。律师
阿哈比卜驻足观看了展板后表示，坚
决反对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我反对
所有反对信仰自由、反对人性的罪
行，我们是人类，应该平等地生活在
一起，必须要尊重别人的思想自由。”
很多华人游客在得知天安门自焚是
骗局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罪行后都深感震惊，想要了解更多的
真相。一名华人表示，人都有自由、
有人权，停止迫害！

留下的沉重负担和罪恶放在自己的肩
上。同时，中共体制本身的变异与邪恶，
与普世价值和正常人类社会的矛盾冲
突，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
层面，中共体制的终结一天天逼近，现
任当局采取行动、不承担卖国罪名与血
债的时间和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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