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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8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一千三百万 

出，废除当初发过的为共产主义献身

的毒誓，否则如何得到神佛的护佑? 

神佛怎会护佑为马列魔教献身者？请

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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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听他瞎忽悠 

我是佛教徒，每天虔诚念经，

身边好多朋友都信基督或佛教。咱

老百姓只想做个好人，相信善恶有

报。诚实做人、与人为善是人性的

体现，而共产党吃喝嫖赌、坑蒙拐

骗、无恶不作，丧尽天良地活摘法

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犯下这个地

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真是到了该

灭亡的地步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是恶党自掘坟墓的必然结果。今

天的老百姓有几个不骂共产党的，

几个还在听他瞎忽悠的。我深信神

佛会拯救人类，而魔鬼中共把人拖

向地狱。觉醒吧中华儿女，千万不

要相信共产魔教骗人的鬼话。我郑

重声明，当兵时曾无知的上了贼船，

误入中共邪教组织，现退出其一切

组织、远离魔窟、远离灾难，保个

平安，不做它的陪葬品。（于领航） 

 

   

                                  

 

 

 

 

 

 

 

 

 

 

 

 

 
 
 
 
 
 
 
 
 
 
 
 
 
 
 
 
 
 
 
 
 

 

 

 

 

 
 

 

 

 

 

 
 

雕塑家，音乐家和食品艺术家参展。

作为推广传统文化与身心健康的项

目，不少人经过法轮功展位时，直接

询问哪里可以学功，有的驻足观看学

员集体炼功的图片，有的问哪里可以

买到法轮功著作《转法轮》等书籍。

一名已退休、家住圣荷西市的西人男

士与学员攀谈良久，他问学员：炼法

轮功后的最大收获是什么？一位学

员说：我的最大收获是日常生活中的

压力减少了，也不再为一些小事而烦

恼了。这位男士还问，集体炼功时是

否会能量更大？学员告诉他：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坚持参加集体

晨炼，在奥德嘉公园中心的八角凉亭

就有炼功点。最后他又问学员，你为

啥要免费教功？学员告诉他：我学功

时是别人免费教我的，所以我也要免

费教别人。 

与帕洛阿图市隔湾相对的佛利蒙 

“这是什么功法？看上去真好，

我也想炼……”话未说完，一名叫汤

姆的西人就带着女儿走到正在演示

法轮功第三套功法的学员身旁，开始

学炼起来。这是 2018 年 8 月的最后

一个周末，旧金山湾区的硅谷重镇帕

洛阿图市举办了艺术节，法轮功学员

在这里设立了展位，演示功法，并跟

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当汤姆和女

儿经过这个展位时，看到学员在嘈闹

的环境中仍面带祥和、平静地炼功，

马上被感染了。学员告诉他，炼法轮

功对身心有益，我们来这里，想跟大

家分享法轮功的美好。汤姆表示：你

们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帕洛阿图市位于硅谷中心地带，

是众多科技巨头云集和必争之地，环

境优美。这里一年举办一次艺术节，

地点在直通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

大学大道，吸引了全美众多的美术家、 

矽谷重鎮居民學煉法輪功 
市，8 月中举办了英文的法轮功九天学

习班，除了西方人士外，前来参加的还

有印度裔移民和来自大陆、台湾的华

人。一名叫苏尼尔的投资人，每天都非

常认真地来学，在学炼第五套功法（静

功打坐）时，他一上来就能够达到两腿

双盘。苏尼尔表示，参加学习班以来，

自己经常在家炼功，特别是炼静功时，

可以感觉到能量场。他表示，现在做事

时会先思考再去做，变得理性和有自制

力。来自大陆的李女士在参加九天班的

第一天，就感觉浑身轻松。她表示，学

功后回家量血压，发现偏高的血压降了

下来，她高兴地带儿子一起来学功。她

说，自己明白这个功法不一样，不光要

炼，还要修心，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

李女士花了二天的时间看了一遍《转法

轮》后表示，愿意继续修炼下去，以后

将参加中文的学习班。 

 

2018 年 

9 月 
 

8 月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

诚性丑闻爆出，令社会哗然。对于那

些真心礼佛的信徒，确实打击不小。

该丑闻还被多家外媒报导，指释学诚

是“披着袈裟的恶魔”。 

谁制造了此类“恶魔”？谁让佛

门净地变成魔道邪窝？释学诚除拥

有多个佛教界职务头衔外，还担任政

协常务、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高职，

是中共力捧的政治级别最高的“和

尚”。他能够登上高位，显然靠的不

是守戒持重，而是紧跟中共，做红色

和尚。释学诚仕途发迹的后台、前中

共佛学院院长赵朴初，被曝是中共地

下党员。释学诚还是推动中国佛教协

会“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的主要倡

导者。 

大力宣扬无神论的中共，一直不

断从内部渗透传统宗教，培植红色宗

教信徒，中国的宗教实际上已归入中

共官场，各级都有党的书记，并且由

宗教局领导。《大纪元时报》曾披露，

当年的中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 

叶小文在一次讲座中表示：共产党最

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的宗教，消灭

人对神的信仰。共产党对宗教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九评共产

党》指出：“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

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

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

宗教。”最初的毁寺焚经、强迫僧尼

还俗，后来的“破四旧”，都是一场

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文革后，中共

刻意营造宗教自由的假象，把各种宗

教都异化为替中共宣传的工具，另一

方面它残酷打压那些追求信仰自由、

不向中共屈服的真正信众，被指为末

日疯狂的表现。 

几千年来，世间正教都是教人向

善，而在中共专制下，宗教界早已乌

烟瘴气，净土难觅。中共反天、反地、

反神佛，红色宗教头目让信徒们跟党

走，能走到哪里去？结果只能是离神

佛越来越远，走向败坏与毁灭。真心

向善的宗教信徒们，如果你曾经加入

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得赶快退 

净土难觅 信徒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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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知名品牌，也是《时尚精英》杂志

的签约模特，还入评“时尚界百名最有

影响力人物”。身处压力巨大的时尚业，

穆尔表示，修炼让我在喧哗世界中能够

保持沉静。三年前她在友人介绍下开始

修炼法轮功，人生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她总爱挑人毛病，一出问题就归咎

他人，现在则先审视自己，并反思如何

改善与提升。穆尔说，修炼大法使我成

了一个更好的人，是我的灵感源泉。 

国家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培育

者。然而对于德才兼备的教师，中共

却一味地打压、处罚，与中国传统文

化背道而驰。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杨绍政是知名经济学家，学生赞扬

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位可遇不

可求的好老师。近日杨绍政被校方正

式开除，理由是，他长期在网络发表

“政治性的错误言论”及“经常在课

堂上讲与课堂无关内容”。杨绍政发

表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披露，中共

每年供养的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

政党社团工作人员，总数约达二千万，

这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 20 万亿

元人民币，人均负担一万五千元。显

然杨绍政触到了中共的痛点，因此成

为因言获罪者，被赶出校园。 

今年 6 月底，福建厦门大学世界

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因校方官员称其

言论“偏激”而遭解聘。尤盛东认为，

自己是因讲了不少真话被某些学生

举报了。消息传出后，400 多名厦大

学生在网络上连署，要求校方让尤盛

东复职。学生们表示，尤盛东是“遇

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 “让人尊敬

的好老师，不该这样退场”。尤盛东 

曾说：我对教学非常认真，家长们辛

苦挣来的钱，学生们将青春奉献给学

业，我要昧着良心说话，是罪孽。 

2017 年 9 月，重庆师范大学涉外

商贸学院的谭松副教授被当局开除。

谭松多年来致力于 1949 年后的历史

真相调查，如土改、反右等，曾经为

此失去过工作和遭关押。他表示要抢

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相被吞

噬和淹没。历时三年，谭松完成了五

十万字的《长寿湖——1957 年重庆长

寿湖右派采访录》。他在后记中写道：

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作家都在歌唱

光明，赞颂伟大，而那么多血泪、那

么多真实无人理睬，我只得选择后

者。我甘愿作一颗“老鼠屎”，坏那

一锅“明亮的汤”。 

大学课堂本应是气氛活跃、信息

流通、畅所欲言之地，在中共专制下

却布满了诡异、压抑甚至恐惧，发生

一桩桩学生举报老师、学校开除优秀

教授的荒唐事件，以此压制更多的真

相和控制言论自由，受到打压的都是

秉持正义、无私奉献的国家栋梁。这

种不尊师，不重教的作法，毁的是民

族前途，何谈育人、自由创新？ 

 

优秀教授为何被逼退场 老牌特务退党记 

谢林是这样一名党员，几十年来

都在为中共做颠覆、分化和统战工

作。然而在为党奋斗几十年后，谢林

看清了中共邪恶本质，毅然选择了退

党。 

谢林表示，他与兄弟姐妹都是国

民党撤退后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的，当

时家族做的是制造军需品生意，背景

红彤彤，后台响当当，他计划到香港

落户。党组织说可以，但条件是他得

去东南亚搞统战，因为他有一些亲戚

散居在那里。最初几年，他参与工人

俱乐部，搞分化、浸透，散布共产党

意识；后来又跟柬共党羽到乡村杀人

放火、搞恐怖、抢夺民财，枪支武器

则由中共提供。谢林说，那时期就是

紧跟党的旨意做特务，根本没有想

过，这是在做伤天害理的坏事。 

亲历过历次运动，谢林看到太多

的惨剧不断上演。许多人被饿死、斗

死、打死打残；人民不断地被骗、被

奴役；共产党利用农民打倒地主、抢

走地主的地；利用工人抢资本家的财

富，共产党则坐享其成，自己做财主。

它的害人手段毒辣至极，比黑社会还

要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搅

得翻天覆地，道德沦丧，让人六亲不

认。他开始反思：为何口口声声说为

人民服务的党，却倒行逆施，如此残

暴地对付人民？看了《九评共产党》

一书，他才恍然大悟，因此决心洗心

革面，退出中共，重新做个正常人。 

谢林说，《九评》将共产党的背

景、邪恶本质、害人手段完整地刻画

出来，是“解毒良方”，亲友们看过

《九评》后也都三退了。他十分后悔

当时被花言巧语所骗、盲从共产党干

了很多坏事，现在要将功赎罪，帮助

人们摆脱邪党的控制，三退保平安。 

一門東方功法改變西方精英人生 
法轮功自 1992 年在中国长春传

出后，人传人，心传心，至今已传播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其主要著作《转

法轮》被翻译成 40 种语言，在提升

道德、净化人心与强身健体方面的贡

献，获得各国政府褒奖与民众的欢迎，

法轮功修炼者涵盖各个民族、社会各

行业，其中不乏各领域的精英。 

加拿大的契布卡出生于地产大亨

家庭，尽管子承父业赚了很多钱，但

在 30 岁时，他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

空虚感，并且与父亲的关系极为不

好。为了寻求精神解脱，他去了几个

国家拜会各宗教门派领袖，但仍不得

其解。后来他的母亲接触到法轮功，

他也跟着炼。他惊喜地发现，法轮功

的功法虽简单，能量却非常大，接下

来他渐渐学会了修心，懂得反思自

己。契布卡说：法轮功让我明白了做

好人的真正意义，当我体会到什么是

真正的慈悲和怜悯，我感到了平静和

踏实，在父亲去世前，我愈合了与他 

之间的裂痕。 

鲁本尼斯是拉脱维亚著名的雪

橇选手，长年的竞技使他病痛缠身，

迫切需要改善健康。2005 年他找到了

法轮功。鲁本尼斯回忆说：第一次炼

功后，感到有很强的能量疏通背部，

那种感觉真棒。炼了一个多月后，他

感受到身体奇迹般的变化，所有的疾

病和伤痛都消失了！2006 年都灵冬奥

会上，他获得男子雪橇铜牌。鲁本尼

斯激动地说：我不再依赖药物了，炼

法轮功是保持身体巅峰状态的最佳

方式！2014 年索契冬奥会，他再度与

队友获得了团体铜牌。鲁本尼斯表

示，过去的我相当自私，法轮功改变

了我的为人和我整个的人生。 

定居纽约的印度超模穆尔，在读

研期间攻读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因

朋友替她报名模特选秀大赛，由此改

变了她的人生。毕业后，时尚界为她

敞开了大门，成为近年来欧美时尚界

炙手可热的东方面孔之一。她曾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