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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2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二千七百万 

   

                                  

 

 

 

 

 

 

 

 

 

 

 

 

 
 
 
 
 
 
 
 
 
 
 
 
 
 
 
 
 
 
 
 
 

 

 

 

 

 
 

 

 

 

 

 
    

游故宮聞真相 闔家三退喜洋洋 
诉那个女游客，我来这儿就是希望可贵

的中国同胞，在灾难来时都能平安。女

游客说：“都知道，三退能解除当初为

共产党献身的毒誓，我们心里都有一把

尺。”林女士说那就好，要赶快勇敢力行

啊！她很快就同意退党。 

义工王女士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一次，几名中年男士同行，其中一人冲

着义工大骂，但同时却不断放慢脚步，

与同伴的距离越拉越远。王女士鼓起勇

气上前跟他攀谈，他不但耐心听，还要

求退党。这时王女士才明白，原来他是

骂给同伴听的，实际是想退党。王女士

经常帮助许多游客全家做三退。今年的

大年期间，一家三代：祖父母、父母和

孩子，五个人同来故宫参观。他们表示

以前听过相关信息，遗憾的是还没做三

退。于是王女士帮他们各取化名，大人

退党，小孩退少先队。一家子笑颜灿烂

的向她道谢，然后欢天喜地享受旅游

度假。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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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北市郊的故宫博物院是

游客参访的热门景点。在故宫院区前

宽广空地的两侧，紧邻青翠的树篱

笆，有一道特殊的景象，那里树立着

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板,熙来攘往的

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当大陆游客看到

三亿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

信息，及法轮功洪传世界百余国的盛

况时，都非常震撼。展板中还剖析了

“天安门自焚”伪案，点出“央视”

录像中的种种破绽，让人们了解江泽

民集团是如何利用“自焚”来栽赃构

陷法轮功学员的。展板也披露了中共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残酷性

令人们震惊。许多人拿起手机拍摄相

关内容，表示要带回去与亲朋好友分

享。更有不少人声明三退，请在场的

义工给他们办理。 

故宫前的真相展板已有多年了。 

义工李女士谈到，前些年国内游客接

触到这些从来看不到、想象不到的信

息时，思想观念产生很大冲击，有的

逃避面对，有的反应激烈、甚至恶言

辱骂。这些都可以理解、也是专制封

锁下的自然状态。现在明白的人越来

越多了，经常一群一群的登记三退。

前几天，一个老先生匆匆赶着要上旅

游车，李女士随手递给他一份真相报

纸，老先生说看过了，再递过去《九

评共产党》，老先生突然说：“人家都

退党了，我咋没退？”李女士赶紧说，

我现在就帮您办，取个化名吧？老先

生高兴的说，好，谢谢！办完后才安

心上车。 

义工林女士分享道，近几年，很

多人跟他们聊了三言两语就表示要

三退。前不久，两男一女结伴而行，

二名男士说他们早就退了。林女士告 

近期，一名网友在推特上发文并

附上图片：北京朝阳区某饭店门旁悬

挂四个大字“莫谈国事”。顾名思义，

“莫谈国事”是指不要谈论国家政

事，起源于 19 世纪末，那时政府对

民间言论进行侦缉打压，北京一些茶

馆在店内张贴“莫谈国事”的纸条，

提醒茶客别惹祸上身。后来随着当局

的压制日益严重，店内“莫谈国事”

的纸条越来越多，显示了当局的专制

和民众生活之压抑。 

任何时期，不要听当权者吹嘘形

势是如何的繁荣昌盛，但凡百姓被强

迫“莫谈国事”，没有真正的言论自

由，就可以断言，所吹嘘的美好表象

必是虚幻骗人的海市蜃楼，这正是当

今中共统治下神州的真实写照。即使

“莫谈国事”的告示貌似不在公共

场所出现，但无形中一直在禁锢着每

个人的思想。 

与此同时，中共近期展开“大喇

叭工程”，并强推“学习强国”APP。

“大喇叭工程”已扩展到 200 多个 

县市，预计明年将覆盖十四个省份30

万个村点。该工程强调政治宣传，要

求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在文化

大革命时期，高音喇叭曾是中共的重

要宣传工具，如今这一洗脑工具又在

农村复活。“学习强国”由中宣部推

出，要求党员必须下载该程序“定期

阅读”，所有公务员，包括国企职员、

各地高校，也被勒令办理，堪称在线

红宝书、手机天天读，将思想控制推

进到高科技时代。 

几十年来，中共战天斗地，破坏

传统文化，毁坏大好河山，现在不惜

高强度维稳，打造层层监控系统，对

言论信息进行全方位防堵，监控与审

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令人精神

窒息的气氛弥漫，民众的压抑几乎达

到了顶峰。然而“物极必反”，从另

一角度来看，这恰恰表明中共的恐惧

和不堪一击的神经质，一代红朝将要

落了。目前汹涌澎湃的三退大潮势不

可挡，唾弃中共已成民意主流，摆脱

红色恐怖，享有自由的日子应不远了。 

退党声明 

本人是一名历史学者和翻译

家，早年在厦门大学获得历史学博

士。以前受中共无孔不入的政治宣

传蛊惑，曾经是邪党的忠实追随

者。我曾在网上对很多追求民主自

由的人士进行攻击，冤枉了不少好

人。现在想起来，都是在邪党影响

下做出的十分愚蠢、错误的行为。 

最近我观看了神韵艺术团的演

出，我明白了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本

来样子，以前看到的都是邪党对中

国文化的粗暴扭曲。我进一步阅读

了《九评共产党》这一划时代著作，

这本书颠覆了我对中国近代史的观

念，使我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也使我改变了之前对法轮大法的敌

视态度，我还理解了“真善忍”的

内涵。在此，我要向曾经被我攻击

过的人士和团体表达歉意，同时也

希望大家以我的经历为戒，不要被

邪党蒙蔽了头脑。（孟驰 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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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批看清了中共本质、但深陷中共体

制中的人的悲哀。在李南央看来，父亲

身在中共体制内，深受“党文化的烙

印”，对共产党能够有那样的反思已经

很不容易。 

李锐不但生前敢言，还让家属在他

离世后把自己的许多资料，包括几十年

里写的工作笔记和信件以及 80 多年的

日记，约一千多万字的文稿，都捐给美

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些资料记

录的是真实的历史，是与官方不同的中

共党史的重要部分，将能让人们了解中

共高层的许多黑幕，特别是对褪去环绕

在毛身上的光环起重要作用。中共档案

馆一直甚少公布历史绝密资料，原因是

要符合其掩盖真相、炮制谎言、美化自

己的政治需要。李锐是中共铁腕统治下

具有独立思维的人，“不当奴隶，更不

当奴才”是他反对一党专政的名言。 

功，并说这种修炼方法奇迹般的治好

了自己的病。黎博士知道，这个同学

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同时还患有类风

湿性关节炎，膝盖经常出现疼痛，腿

部不能长时间站立。同学对她说：

“你知道我的疾病折磨我二十年都

没有治好，可修炼法轮功只有两个月

就好了。以前我的腿不能弯曲，现在

我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没有任何问

题，包括静功打坐。我这次给你带来

了法轮功的指导书《转法轮》，还有

录音带等资料，如果你愿意学我现在

就可以教你。” 

黎博士当即接受了建议，决心修

炼法轮功。没过多久，她逐渐恢复了

活力，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几十年的

心脏病竟然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在

体内植入人工心脏瓣膜的情况下，不

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包括抗凝剂，

这在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事情。从那

以后，她可以自由行走，上三、四层

楼很轻松，可以坐飞机环游世界，这

对一位曾经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来

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虽然退休了，

可她并没有完全离开工作岗位，在需

要的时候还可以熬夜。她的特殊经历

被登在当地报纸上。她感谢法轮大法

不仅帮助她恢复了健康的身体，更让

她明白了做人的真谛。 

心脏病专家绝处逢生的故事 三言两语话爱国 

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任何人批

评政府不会被认为是不爱国、叛国。

民主国家的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是

人民的仆人，做得不对当然可以被批

评。但在中共体制下，批评政府就被

扣上“不爱国”、“叛国”的帽子，甚

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判刑。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其原本的涵

义。一个国家要重视每个公民、每个

生命。哪怕是无家可归的人，失去职

业的人，都有投票权，能发出声音选

择国家领导人，都能对各项政策有发

言权。这种国家重视个体生命，人民

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

感，对维护传统道德、文化信仰抱持

积极的态度，这才是爱国主义和民族

主义的本质。 

但在中共体制下爱国主义、民族

主义被利用来维护专制者的尊严，老

百姓则被视为屁民。它故意混淆“国

家”与“政党”的概念，以党代国，

批评党就是不爱国，官员可以贪污腐

败，而百姓的疾苦根本是不值得谈论

的话题。同时中共视西方幽灵马列为

鼻祖、全面打压中国的传统信仰，摧

毁民族文化，其民族主义从何而来？

这些只是被扭曲的、遭偷换的、为维

护其一党专制而制造的变异概念。 

 

自由派人物去世 家属反对盖党旗 

被视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曾任

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于 2 月 16 日在北

京去世，终年101岁。中共通知李锐

家人说，其葬礼按正部级规格在八宝

山举行。李锐的女儿、目前旅居美国

的李南央对媒体说，她不能接受把她

父亲作为共产党官员对待，不能接受

那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旗盖在父亲的

遗体上，那是对他的最后侮辱。如果

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揭去盖在他身

上的那面血旗。 

作为部级官员的李锐见证了中

共的血腥历史，生前多次在政治运动

中遭受迫害。他在中共延安整风中被

逮捕，受到刑讯逼供，妻子被中共高

官抢走。庐山会议期间，李锐被划为

彭德怀集团成员，遭开除党籍、送北

大荒劳改。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

押了八年。1989 年六四时，李锐在 

北京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中共部队用

坦克和机关枪屠杀人民的过程。他对

女儿李南央说：“这个党没有味道了，

这个国家没有味道了，你如果有机

会，带着女儿一起离开吧。”李锐还

曾说，中共暴力夺得政权，仍以暴力

执政是绝不可行的；中国必须尽快改

变极权制度。 

李锐生前多次批中共党魁。他曾

透露，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遗书

中，称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

氓”，她发现毛泽东强奸了她的堂

妹。李锐还作诗批江泽民“惯于作

秀”，该诗收集在他的《龙胆紫集》

里。李南央说，父亲说共产党是培养

奴才的大黑帮，毫无人性，他和共产

党不是一条线。他与中共的关系就

是，他被卖进窑子出不来了，被中共

钳制着，这是人生的最大悲哀，这也 

著名的心脏病专家黎博士是越

南大水镬医院的心脏病科主任，从医

五十多年，治疗的病人无数，在心脏

病专科领域享有很高声誉 ，直到 2014

年才退休。她创办了越南心脏病学

会，也是亚太心脏病学会的成员。她

培养了许多心脏病专家和优秀的专

科医务人员，可是她却有个最大的遗

憾，就是治不了自己的心脏病。 

她在十三岁时就得知自己患有

心脏病。因为深受该病的困扰，所以

成年后她发愿要拯救那些与自己同

病相怜的人，专攻心脏病学。尽管她

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可面

对自己的病却一筹莫展。随着岁月的

流逝，她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不得不

接受手术。不幸的是，手术很糟糕，

术后一直发烧三个月，在她的心脏中

植入的心脏瓣膜总是与她的身体发

生排斥。雪上加霜的是，她的丈夫在

这段时间突然去世了，那时她只能躺

在床上，虽然咬紧牙关克服着肉体和

精神的折磨，但内心深处已经放弃希

望，心想着也许不久就能够与丈夫在

另一个世界相聚。 

就在她眼看着要走到生命尽头

的时候，一位好同学，也是有多年临

床经验的高级专家，来看望她，向她

介绍了源自中国的修炼方法——法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