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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二千万 

三退声明 

(一)年轻时当兵，壮年时在国企上

班，退休后退休费很少，养不起家。

没办法，人快到老了，还得找活干，

每天扫马路，从早到晚的扫，每月

能挣一千七百元，用我的劳动贴补

家庭费用。贪官们如此贪婪，我们

劳动者生活艰难，差距天地之别，

与共产党宣传的共同致富大相径

庭。现在知道，我们这些普通党员

都是被欺骗、被利用了。几十年来

它坏事做绝，历次运动害死八千万

同胞，罪恶难书。我声明退出中共

的党、团、队组织，不与狼为伍，

做个明白人。(云中生)  

(二)在这个严密封锁的国度里，以

前不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最近几年

到国外探亲、旅游后，看到各个国

家都有法轮功学员炼功，举展板告

诉人们真相。来到海外才知道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真相和法轮功真

相，明白了中共邪党是魔鬼邪灵，

是反神佛、反人类的，必该覆灭的。

我们即日起退出曾经在无知中加入

过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与它划

清界限，做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

(李楠 建平 甄美华 等 63 人) 

 

   

                                  

 

 

 

 

 

 

 

 

 

 

 

 

 
 
 
 
 
 
 
 
 
 
 
 
 
 
 
 
 
 
 
 
 

 

 

 

 

 
 

 

 

 

 

 
    

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使活摘罪恶

形成产业化、市场化、黑社会化。自

此中国器官移植呈爆炸式增长，等待

供体的时间短得不可思议，在全世界

绝无仅有。公开信息显示，有些医院

以促销招揽客户，还出现“包换包退”

的广告。以无需等待、快速获得器官

为特色的移植手术，成为利润巨大的

新兴产业。几年前，追查国际公布了

对一百家军队和武警医院的器官移

植调查概况，两千多名军医涉嫌活摘

器官罪行。 

在 2010年第 23届国际移植大会

上，与会者要求国际社会制定政策并

采取实际措施，制止活摘器官罪行。

2013 年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一项紧急

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

心犯、宗教信仰者和少数族裔的器官。 

前 301 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清华

大学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原本

受邀参加以色列第七届“中以高科技

投资峰会”，但因涉嫌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引发“终结中共滥用器官移

植国际委员会”抗议。主办方近日确

认取消邀请，并向国际社会表明：不

对人权侵犯者提供任何平台。2018

年 11 月 1 日，追查国际组织发出“追

查董家鸿涉嫌触犯群体灭绝谋杀罪

的通告”。 

董家鸿与中共卫生部前副部长

黄洁夫等都是“中国器官移植学会”

重要成员，是器官移植领域核心人

物，都严重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1999 年，江泽民对法轮功修炼

者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政策，并亲自下令大规 

 

涉嫌活摘器官醫生 參加國際會議遭拒 
 2016 年，美国国务院更新签证申请表

DS-160，新加的问题之一是：你是否曾

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参与

者不得入境。今年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

会发布年度人权报告指出，中共对人权

迫害依然严重，并且打压法轮功学员，

对他们骚扰、拘禁、迫害。报告强调，

国际医界对中国的器官来源表示质疑。 

董家鸿被拒绝出席国际会议一事，

标志着魔消道长，正义即将彰显。二战

后纽伦堡大审判，杀人刽子手均难逃法

网。同样的，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残酷

迫害，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加害者，无

论是拟定政策的官员，或执行命令的医

生，最后必将在道义的谴责、法律的审

判中偿还罪恶。 

 

2018 年 

12 月 
 

信息自由，历来是中国人精神追

求的重要部分，自古以来坊间就有

“雪夜闭门读禁书”的胆量；在闭关

锁国的文革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和青

年学生都通过“偷听敌台”来突破

中共的铁幕封锁。目前互联网时代，

尽管中共打造了“防火长城”，企图

阻碍民众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但随着

突破封锁的软件日益流行，获取真实

讯息、了解真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无疑，信息自由是无法被禁锢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除了打造防

火墙之外，也搭建了一些 VPN(虚拟私

人网路)，因此有人疑惑，难道中共

在用自己之矛、破自己之盾？其实这

也是中共控制信息的新步骤。中共企

图强迫国内人、特别是外企人员，用

当局掌控的线路和网络进行跨境联

网。近日外媒披露，中国境内约有 60% 

VPN 被当局掌控，用户的隐私基本没

有保护。运营 VPN 端口的测量公司的

研究部主管米格利亚诺表示：调查显

示，超过半数的免费 VPN 干脆就在中

国境内，中共过去一年大幅度对境内

的互联网进行铁腕监管，这些 VPN 多 

数都没有给用户提供正式的隐私保

护措施，大多数的隐私政策令人无法

接受，特别是追踪用户部分。中共的

近期规定是，即使拥有自己的 VPN 服

务器的单位或外企，也必须与当局指

定的三个服务器进行对接。这种方式

逼迫用户付出昂贵费用，成为一种勒

索钱财的工具，翻墙者的身份也会被

暴露，遭当局记录。 

对于想了解真实信息的中国民

众来说，使用“自由门”或“无界浏

览”等免费翻墙软件，最为安全和方

便。其开发公司动态网的总裁夏比尔

曾表示，这些翻墙软件是专门针对网

络封锁而开发的，我们一直在不断升

级，使用业界最强的加密方式，可以

让软件永远不会被封锁，这是我们对

用户的承诺。自 1998 年中共打造了

“防火长城”以来，一批反对网络封

锁的技术人才组建了动态网公司，开

发了“自由门”“无界浏览” 等软件。

由于这批技术人员都是最早的一批

翻墙手，所以他们视用户的安全与自

己息息相关，他们开发的翻墙软件也

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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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弃恶择善，才有生机。三亿多人三

退(退出党、团、队组织)，是一个时代

觉醒的标志；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身处历史的转折点，没有谁是局外人。

现在每天持续近 10 万人加入三退行

列，包括看清时局的各级官员。三退可

用化名，不影响生活和工作：小小善举，

自救救国，为自己也为下一代人。 

  
 
 
 
                                                               
 
 
 
 
 
 
 
 
 
 
 
 
                                                                    
 
 
 
 
 
 
 
 
 
 
 
 
     

张缘在政府部门主管宣传。他表

示：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专门干为

邪党编假话歌功颂德、愚弄百姓的勾

当。开始很反感，然而日复一日，渐

渐习以为常，写什么、宣传什么，满

嘴谎话也不感违心了。九十年代初，

他去南方考察，又去了香港、澳门，

这让他开了眼界，思想有了变化。“我

惊讶地发现我曾经钻研的马列主义、

毛××思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被

愚弄了。那一刻，我的心里真的不知

是什么滋味。” 

1997 年的一段时间里，他发现妻

子天天到点儿就出去，问她干什么去

了，妻子说学功。问她学什么功，有

什么好处？妻子说法轮功，“这个功

好，能让人提高，身心受益。”他从

妻子那里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他把书看了一遍，觉得

很好，启发人的智慧，让人明白人从

何处来及最终的走向。但当时他认为

自己很难按照书中写的去做，错过了

机缘。 

2001年1月，天安门广场有人“自

焚”，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在全

世界煽动仇恨。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

声明指出，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中

共为嫁祸法轮功伪造的一个案件。然

而，张缘受自焚伪案的影响，敌视法 

轮功，并参与对其抹黑宣传。妻子坚

持修炼，他与妻子大干一场，闹到要

离婚的地步。 

2016 年他突发脑出血，做了两次

开颅手术，医院发了几次病危通知。

妻子提着他的耳朵，让他一定要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又

把法轮功的护身符给他戴上。当时同

事们都认为他不行了。谁料到，几天

后他被转到了普通病房。妻子给他听

法轮功的讲法录音，他的病情一天比

一天好转，逐渐地能认人了，有时还

能坐起来，但半个身子仍然不能动。

出院后，妻子给他请了一位法轮功学

员做保姆。保姆每天都给他播放大法

真相音像。“我有时看、有时听。说

来太神奇了，我能一点点地下床了，

小便也有知觉了。” 

    2017 年张缘再捧读《转法轮》，

半年后开始炼功。十年前他因冠心病

做了支架，长期吃药把胃都烧坏了，

可现在不需再用药维持了。通过不断

学习《转法轮》，他感到有了奔头，

人生有了真正的目标，不再稀里胡涂

地生活，遇事尽量按真、善、忍去做。

他给认识他的人讲述自己绝处逢生

的经历，在他现身说法下，很多人了

解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使人健康的

好功法。 

一个官员的见证 三块展板引热议 

许多中国游客到台湾旅游，有些

人会进行环岛之旅。在东台湾一个宝

石店前，有一排真相展板，柱子上挂

着的三块展板，总成为游客关注热议

的焦点。第一块展板写的是“控告千

古罪人江泽民”，内文列出江所干的

坏事，包括：踏着六四鲜血残害民主

自由、出卖国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历

史汉奸、贪腐淫乱治国祸国殃民、残

酷迫害法轮功千古罪人、活摘器官贩

卖牟利天理不容。第二块内容是“迫

害法轮功元凶恶报实录”，从参与迫

害的公检法系统、文宣系统人员遭报

及高官落马等，印证善恶有报的天

理。第三块展板则是提供自救之道：

三退抹去毒誓、远离中共保平安。 

许多人热烈议论，有人说：法轮

功不就是炼功强身做好人嘛！江泽民

却抹黑、迫害，真是坏透了。也有人

对义工说：我们都心知肚明啊，国内

哪个老百姓不骂他！一个老先生提

到：过去老人都说人要积德行善，人

在做，老天在看着，谁敢做坏事？可

共产党什么都不信，它从头到尾就是

杀人。老天肯定会灭它，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不过，时候也快到了！ 

一名青年说：很多人都痛恨共产

党，我们三十多岁的人都知道，共产

党是怎么欺压老百姓的，这个政权真

的就是魔鬼，大家对它的贪腐以及用

欺骗手段操弄百姓，都很气愤。当义

工告诉他三退大潮时，他说：现在谁

还信共产党，就帮我退了吧！ 

在一群人上车前，义工忙着发真

相报，有个中年人说：发这干啥？有

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义工笑着大声

回应：大哥，说反了，应该是，没有

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吧！准备排队上

车的一大伙人全哈哈大笑起来，有人

边笑边竖起大拇指，整车的人开心的

拿着真相资料离去。 

 

红朝末日临 三退显生机 

近期多名中共官员接连“非正常

死亡”， 仅 11 月份，就有 6 名官员

以跳楼、上吊、跳河、割腕等方式了

结性命。今年以来，见诸报导的官员

自杀事件就超过 30 起。这一现象反

映出权力斗争你死我活，官场弥漫末

日气氛。有官员恐慌地说，坐在会议

室内的，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出事

的。尤其是政法委系统，近年被查处

的、自杀的已有一大批。 

对于中共官场出现的自杀潮，外

界认为，这些“自寻短见”的官员，

或是畏罪自杀，亦或是知道太多秘密

而被灭口。 

官员接二连三离奇死亡的案件

令人惊心，和中共吹嘘的“伟光正”

相差多远？当令体制内外的人深思。

那些落马受惩的昔日高官，那些自杀

身亡者的家属，可曾意识到，正是那 

个令其富贵显赫、权钱无限的党，将

他们彻底埋葬？那架红色的“绞肉

机”，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同胞、摧毁

了古老的传统文化、扭曲了无数国人

的心灵，也把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一

并绞毁。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中共鼓吹

的阶级斗争，不仅对外搞得翻天覆

地，也一直在内部残酷地实践着。几

十年来从国家主席、大元帅，到部长、

市长，从军官、文官到名流富豪，几

乎无人能逃脱被整肃的命运。这些个

体的悲惨结局，凸显红色暴政的嗜血

本性。中共权力中心就像绞肉机，今

天绞别人，明天自己就被推进去了。

在专制淫威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目前中国已处在巨变的前夕，不

论是权贵富豪或平民百姓，人心思变。

只有在思维与行动上反转、与中共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