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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一千六百万 

庭成员失踪。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

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历史上

从来都没有过的罪恶，让人们知道这

件事情，对全世界来说太重要了！ 

 

自愿退出共产党 

无界流览器与自由门翻墙软件，

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空间，得以退

出万恶的中共。早就想把这 80 人声

明退党的名单发给大纪元三退网

了，可是中共的网络封锁特别厉害，

几番周折，找到了大法弟子（得到

翻墙软件），才得以发出退党名单。

衷心的希望翻墙软件能够得到很好

的更新，给我们一个清新愉快自由

的空间。 在此致谢网络三剑客：自

由门、无界流览、花园网。谢谢英

雄、好人们的无畏付出。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这

些生活在国内的平民百姓，真的很

压抑、也很无奈。希望国际社会多

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前苏联

解体了好多年了，中共的时间也不

多了。退出党、团、队的人数越多，

中共解体得越快，渴望共产党立马

解体。中共不等于中国，退党爱国！ 

（李亮红 等 80 人 云南） 

 

   

                                  

 

 

 

 

 

 

 

 

 

 

 

 

 
 
 
 
 
 
 
 
 
 
 
 
 
 
 
 
 
 
 
 
 

 

 

 

 

 
 

 

 

 

 

 
 

字。身着金黄色服装的学员在船上演

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展现出中华传

统文化的独特风采。天国乐团队员身

穿古装军服、神采奕奕，演奏着雄壮

有力的乐曲。腰鼓队身着粉绿色的传

统汉服，跳着腰鼓舞，鼓声点点，传

递着欢庆与祝福。 

今年的游行，沿途设立了十五处

讲解台，讲解员不停地介绍着参加游

行的团体。法轮功学员的花车每路过

一个讲解台，讲解员都热情地向观众

介绍：前面过来的是法轮大法的队

伍！法轮功学员从 1999 年开始，年

年与我们共襄盛举，给我们带来无比

的美好与欢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随着观众的掌声，解说员 

 

九月的图文巴市，花团锦簇、春

意盎然。这个位于澳洲昆士兰州的古

朴城市，迎来了为期十天的花卉嘉年

华会。这是全澳最盛大的庆典活动之

一，连续三年蝉联澳洲旅游金奖。花

车游行是其中一大高潮和亮点，也是

南半球规模最大的一个，每年都吸引

十多万观众。今年共有 80 多个团体、

35 座花车参加，昆士兰州长亲自致

词，图文巴市长为游行剪彩。 

法轮功学员今年是第二十次参

加这一盛大游行，也是其中唯一的华

人团体。他们的队伍分外靓丽，花车

是一艘金碧辉煌的巨型飞天船，船体

两侧各有一条被洁云环绕的金龙，月

亮门型的船楼上嵌着“真善忍”的大 

澳洲花節大遊行 華人團體受矚目 
继续介绍说：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遵循

“真善忍”的原则，还有五套功法，老

少皆宜，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我们多么

需要真、善、忍！学员们沿途与观众热

情互动，街道两侧群情激昂，掌声、喝

彩声不断。 

从中国刚来澳洲的新移民张先生，

看到这个场面感到非常兴奋，他说：这

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花车和

天国乐团的表演，太漂亮了，非常震撼！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游行主办单

位对法轮大法团队的独特花车设计和

壮观靓丽的队伍赞赏有加，一位市政府

协调人对学员说：明年是花卉嘉年华七

十年庆典，活动会更盛大，你们给游行

增添了不少光彩，期盼你们明年再来！ 

 

2018 年 

10 月 
 

9 月 25 日，2018 年联合国大会

的第二天，纽约市下起了大雨。疾风

骤雨横打在行人的身上，天色越来越

暗。在曼哈顿第二大道 47 街的联合

国公园里，法轮功学员在一片滂沱雨

声中静静地炼功，他们身上穿的黄色

炼功服在阴沉的天色下更加显眼。在

他们的身边竖立着标语牌，表达了他

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制止中共迫害”、

“法办江泽民”。 

“这点风雨算什么，再大的暴风

暴雨都见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

席易蓉表示：“每年联合国开会的时

候，我们都来此表达诉求，让各国的

领导人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在过去

十几年间遭受的迫害，希望国际社会

帮助制止迫害。”她说，这场由江泽

民和共产党发起的对无辜好人的迫

害中，涉及了一亿修炼人，如果加上

家属就是好几亿人，今天在场的就有

好几位为躲避迫害，刚从国内逃出来

的，我们一直站在反抗中共迫害的前

沿，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全体

中国人。 

山东青岛市著名书法家刘锡铜，

逃离中国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被中共

恶警折磨得生不如死的那些情景，仍 

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说：“我

被打昏过去五十多次。恶警经常用一

拳致命的方法把我打翻在地，等我醒

过来再接着打。”刘锡铜曾被判过三

年劳教、四年刑期，被抓二十多次。

在被关押期间，他经历过铁椅子、剥

夺睡眠、不让上厕所、捆绑八十天、

铁牙刷挠身、死人床、各种体罚、针

刺手指脚趾、烟头烫皮、火烧身体、

性折磨、头套铁桶敲打、灌屎尿……

几十种酷刑。 

他表示：“我体验到了活虾剥皮、

再投入油锅炸一样的痛苦”，亲身体

验过真实的“死亡”，以及比死亡可

怕百倍的“生不如死”的惨境。现在

终于来到了自由环境里，刘锡铜激动

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操着浓重的山东

口音说：“今天我终于来了，我要呼

吁全世界：停止迫害好人！法办江泽

民！” 

在请愿的人群中，有一位纽约的

西人法轮功学员瑞比克，他是塞尔维

亚裔的吉他演奏家。他说，我是个法

轮功修炼者，受益无穷，这是个非常

强大而又优美的功法，我愿意向所有

人推荐。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迫害真相至关重要，好人被折磨，家 

不畏风雨 联合国前吁制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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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市，与旧金山

市湾区大桥相连，这里的中国城，每

年都会举办中秋节街会，今年街会活

动纵横九个街区。众多的商家和团

体，精彩的文艺表演、丰富的各色美

食，吸引了各族裔的数万民众前来。

街会上，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前驻足了

解真相的民众一批接一批。他们有的

主动跟学员热情打招呼；有的竖起大

拇指，称赞学员了不起。也有不少中

国留学生来逛街会，在与法轮功学员

经过一番详细的交流后，了解了江泽

民集团栽赃抹黑、非法迫害的黑幕。

两天下来，共有 249 位中国人当场做

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去年才从大陆来加州的陈先生，

到法轮功摊位上拿了真相资料并做

了三退。他激动地说：“今后不再当

中共的崽子了！”来美国多年的朱莉

女士一开始表示：都过了这么多年

了，不用退出了。但当她听了藏字石

的真相后，非常震惊，她竖起大拇指

说：“三退给神看。”随即她在三退登

记表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藏字 

石是 2002 年在贵州省发现的一块两

亿年的天然巨石，在其断裂面上，凸

显清晰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民间把它叫作“亡共石”，认为亡党

是天意。 

有个老年妇女看了真相展板后

问：“你们有没有办公室？”学员说

没有，但是有炼功点，在奥克兰地铁

站广场，每天早上法轮功学员都在那

里集体炼功。听到她喃喃自语：爱国，

爱党……；学员告诉她，中国有五千

年文明历史，共产党被从欧洲植入中

国才不到百年，不能划等号，中国人

要爱国，而不是爱党。她听后很认同。 

《共产党宣言》在其开篇中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

洲游荡。”中共几十年来通过各种政

治运动，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夺走了八千万中国同胞的生命。《大

纪元时报》在一篇特稿中指出：只有

从思想上认清邪恶，退出中共一切组

织，消除邪恶印记，才能自我拯救、

恢复做人的尊严。 

 

海外中秋街会 华人踊三退 再次篡改教科书 

中共欲洗白文革 

9 月 9 日，在这个中共前党魁毛

泽东去阴间见马克思之日，很多中国

人发现，新版的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下

册，不再称文革是“动乱和灾难”，

而是淡化成“在探索中走了弯路”。

几个字的改动足以看出来，这是在试

图重新定义文革的性质，让新一代人

忘却这场大灾难。《北京之春》杂志

主编胡平认为，对否定文革的大降

调，有部分为文革翻案的意思。文革

的出现显然是制度问题，现在中共否

定政治改革，就要贬低政改的必要

性，也就必须对一党专制所犯下的罪

恶轻描淡写。 

谎言是中共统治的最重要手段

之一，因此一贯篡改历史。中共党史

90%以上都是谎言，把自己描绘成伟

光正，否定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原山

东史学教授刘因全表示，共产党用这

些歪曲的历史造就了一批从知识结

构来说的脑残。他说，他曾经接触过

一些学术上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可他

们有的说，如果共产党倒台了，可能

又会出现北洋军阀那种混战呀。这个

想法是谁给灌输的呢？共产党啊。中

共总是把北洋描述成军阀混战、民不

聊生。事实上，整个北洋时期打的仗

加起来，死亡人数不会超过一万人。 

当时政府对言论自由宽容豁达的态

度，使得北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

发展的灿烂时期，胡适、梁启超、梁

实秋等文化大家和 20 世纪中国文化

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

崭露头角。 

而文革的十年浩劫，几百万中国

人死于非命，上万高级知识分子被迫

害致死，多少文物古迹被毁灭。中国

的文化土壤，已被共产党毒化了。继

文革后，中共为什么能迫害法轮功？

为什么现在又开始发动迫害基督

教？就是因为有这个党文化的土壤。

《解体党文化》一书讲到，中国人对

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

几年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

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

起对自己民族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

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

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

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两出名剧 缘何触动当局神经 

 
近日，著名法语音乐剧《悲惨世

界》在上海公演,出现了令人震惊的

一幕。演出结束后，大批观众情绪依

然高涨，与台上谢幕的演员同唱《你

们可听到人民在高唱》。越唱越激昂，

“听啊，人民在高唱，人民在怒吼！

这是人民的呼喊，砸碎铁链得解放！”

有民众把这一视频上传微博，但不久

被删。被海外中文网站保留的视频显

示，甚至在剧场的大堂里，都有大批

民众跟着合唱；现场气氛热烈，歌声

响彻剧场内外。有民众表示，民心已

变！既然网上不让说，那咱们就聚在

一起当面说。 

在北京上演德国名话剧《人民公

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劲爆情况发

生。该剧讲述一名医生发现小镇的温

泉被制革厂污染了，担心对游客造成

伤害，便向政府汇报，但却遭到压制，

媒体也屏蔽消息，连市民也指责医生

破坏小镇的经济，该医生成了“人民

公敌“。在演出的最后，观众被邀请

与演员对话，表达是否支持医生将真

相公诸于世，结果观众纷纷向台上高 

喊：我们也希望有言论自由；中国媒

体也不讲真话；这个政府一样不负责

任；甚至有观众说：这里有人被消灭。  

北京民众喊出这么直白的心声，

对中共来说非同小可，于是在首场演

出后，剧团被强令删掉演员与观众的

互动部份，而后面两场在南京的演出

则被取消，同时社交媒体上对《人民

公敌》的全部评论都被删除。有民众

表示，这恰恰说明中共心虚，自己给

自己对号入座。有博主曾经指出：中

共是异常敏感的，它所惧怕的是人民

的声音，然而人民的觉醒是任何力量

都压制不住的。 

有句流行的话说，当人们都向往

春天时，寒冬就站不住脚了。三退大

潮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

光。这些年来，在《大纪元》退党网

发表退出党、团、队声明的人，目前

已达三亿多，并且每天递增近十万。

三退人士来自各个阶层、包括看清时

局的各级官员。三退可用化名，不影

响生活与工作；三退正在改变中国的

未来，也在改变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