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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将近 

三亿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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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不聊生仍无法让我们动

容，如果面对邪恶还无法让我们清

醒，如果正义已远离我们而去，那我

们存在的意义何在？本人声明退出

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远离邪恶，为

生命迎来新的希望。”这是一位化名

“赤乌鹏”的中国人一月份在《大纪

元》网站上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

组织的三退声明。 

三退大潮起源于《大纪元时报》

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由此全面

揭露了中共邪恶、残暴、谎言的本

性。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

退的人数已近三亿三千万。三退民众

来自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南京的

“禾苗”在三退声明中讲到：单位里

有个同事 70 岁了，还能打乒乓球，

看到她的矫健身手和白里透红的肤

色，感叹不已。大家都知道她修炼法

轮功已 22 年，从未报销过医药费。 

她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抓捕拘

留过，但始终不放弃。打球休息时，

从她那里得知了很多明真相者得福

报的事情，活生生的例子很有说服

力。同时还了解了三退的必要性，以

及贵州掌布乡两亿多年巨石，凸显清

晰可辨的“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

天意不可违。特此声明，自愿退出少

先队和共青团，跟共产邪党划清界

限，以保平安。 

一名派出所警察在他的的声明

中写道，自己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事情，后来看到中共根本不讲法

律，极其残忍地迫害这些善良民众，

看不下去又无能为力，就泡病号不去

上班，后来干脆办了病退。今天听了

法轮功真相，我彻底明白了，是中共

邪党和江泽民魔头干的这场泯灭人

性的大恶事，邪党根本就是撒旦魔

鬼，反天、反地、反神佛、反人性， 

这些年到海外旅游的人会发现，

在世界各著名景点都设有“三退服务

点”。中国游客通过展板、传单和与

义工面对面的交谈，了解到很多在国

内看不到的信息，同时明白了三退的

意义和重要性。不过也有一些人有心

结和疑问，在与三退义工交流后，有

了较清晰的认识。 

有人说：是共产党给我钱，否则

我哪能出来旅游啊？事实上，老百姓

的收入从来就不是共产党恩赐的，而

是靠每个人的辛勤劳动挣得的，中共

反而是靠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的。历

史上从来都没有共产党，人们不是一

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吗？世界民

主国家没有共产党，但国民的收入与

福利反倒比我们好得多，苏联和东欧

的共产党倒台后，人们生活得更富足。 

有人问：我入过团、队，早超龄

了；我早就不缴党费了，还需要退

吗？问题的关键是：当初加入时都曾

对着血旗发誓，为它牺牲生命，因此 

唯有声明三退才能解除这要命的毒誓。 

中共在历次运动中，害死八千万

中国人，近十几年来，大规模迫害信

仰群体、宗教人士，对维权民众、正

义律师、异见人士的打压也越演越

烈。它坏事做尽，恶贯满盈，当上天

要清算它的罪恶时，其组织内所有成

员都会受到牵累。正式声明退出，就

是为了不当它的殉葬品，保命保平安！ 

还有人提出，中共垮了中国怎么

办？看看中国的历史，无论经历过多

少次改朝换代，中国还是中国。中共

怎能等同于五千文明的中国，爱国更

不等于爱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人从

没停止过爱国。 

三退，攸关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目前每天近十万人加入这行列，彰显

巨大民意，是一个时代觉醒的标志、

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身处历史的转

折点，没有谁是局外人。相信通过和

平理性的三退壮举，中国必将迎来光

明美好的新纪元。 

 

中国人都被它给欺骗了。我坚决退出共

产党的一切邪恶组织。 

佳木斯的郑彩莲是个佛教徒，她在

三退声明中写道，“中共破坏传统文化，

灌输无神论邪说，是断炎黄子孙的慧

命，有毒食品的泛滥是断炎黄子孙的生

命。这是从精神到肉体毁灭我中华。用

心歹毒，邪恶至极。因此郑重声明退出

中共党、团、队组织。 

一个化名为“天地良心”的人说，

他是个全国性杂志社的领导，出差时听

到“三退保平安”的事，对此很赞同。

他写道：法轮功学员敢于坚守自己的

“真善忍”信仰，敢于对中共邪党说不，

这是很了不起的！眼下在中国，信仰缺

失、道德麻木，人们看不到民族的未来

和希望。三退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恢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美德，抛弃中共

的无神论，我声明退出中共邪党! 

=============================== 

丧钟只为中共而鸣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看看

海外的华人就知道，没有共产党，日子

完全可以过得更好。可以想象，中国今

天人均收入应该与台湾类似，经济规模

就是美国的两倍。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

来说，没有共产党不是他们的末日，而

是他们的真正解放。没有了共产党，他

们才能真正施展才华，发挥才能。而现

在他们都不得不主动顺应中共的粗暴

领导，或者被党的系统束缚住了手脚，

想干正事干不了，想不堕落却不行。中

共把人逼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的空幻而险恶的小道。 

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后，民众从谎

言包装的生活下解脱出来，他们不用再

看过滤后的假新闻，不用再被党文化塑

造自己的思维，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

生活，这才是人真正应有的生活状态。

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失去的是一座监

狱，得到的是平静地安享自由和正常人

的生活。丧钟只为中共而鸣，亡党不等

于亡国。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对所

有中国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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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上消灭”，器官移植则是“肉体

上消灭”，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验血、

器官检查在监狱劳教所普遍存在，除

了为器官移植做配型之外，没有其它

解释。麦塔斯说，2001 年以后，中国

各地都在大兴土木：新病床、新医院，

全部围绕器官移植。医院系统扩建之

后，器官移植总量也逐年增长。 

“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辅助中

心”网页显示，针对外国病患的器官

价格，心脏为 13-16 万美元，肾脏为

6 万美元，眼角膜为 3 万美元……乔

高指出，由政府主导的器官产业链是

巨大的摇钱树，估计每年赚取非法暴

利近百亿美元，大量医院将此作为经

济支柱。 

自 2006 年活摘黑幕被曝光后，调

查事实证明，十多年来，活摘器官的

罪行一天也没有停止。2019 年 2 月

23 日，追查国际发表最新调查报告，

大量证据显示，中共活摘罪恶正向全

社会蔓延：医院移植量逐年增长，供

体普遍充足，等待时间短，急诊移植

仍大量存在；医院出现免费移植促

销；器官来源完全不透明；仍然存在

活人器官供体库，法轮功学员器官始

终是活人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 

 

骇人听闻的罪恶仍在上演 枯木逢春 

我叫朱迪，老家在北京，曾在北

京某科研部门工作，原本工作顺利，

家庭美满，殊不知 40 岁那年得了一

场大病，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坐骨神

经部位长出一个东西，很疼。去北京

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做检查，确诊是

骨巨细胞瘤，癌症，很危险了。很快

做了手术，把整块髂骨都切掉了。医

生说：巨细胞瘤长在盆骨上，因盆骨

是蜂窝状，再也不会长上了。 

两个月后出院了。因大腿骨和骨

盆相接处少了一块骨头，我一瘸一拐

拄着拐杖走路，那个疼啊无法形容。

因盆骨割除，脊柱变弯压迫神经，疼

得睡不了；新陈代谢、免疫系统也因

此发生变化，很快衰老，脸发黑，我

感觉人活着太痛苦了。 

1999 年我移民美国。一天，两

位西人朋友送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转

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我就想看

看这书写的是什么，我发现，一些气

功界不知道的现象全部都解答了，整

篇都讲怎么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高境

界中的人，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

耳目一新的道理。当时，我就想，这

个功法我一定要学。我迫不及待地把

这本书全看完了，然后照着法轮功五

套功法的教功图片，一个动作一个动

作地学。从那天开始，每时每刻，我

就觉得身体的凉东西，唰唰地从身上

往外排，通过两个腿，之后再通过脚

心排走……真是太神奇了！这种感

觉，没办法用语言形容。 

那时，美国有很多人都在修炼法

轮功。周末我就去华盛顿 DC 找到炼

功点，跟那里的学员一起炼功。渐渐

地，身体好了，走起来健步如飞。在

此之前，走路离不开拐杖。炼功 3 个

月后，我发现左边臀部这个肉开始往

上长，觉得麻麻酥酥。自从那次大手

术后，我这儿肌肉已经没了，可是现

在，肌肉慢慢长出来了，骨头也长出

来了。当时我就找华盛顿骨科专家做

诊断，当检查完后，听到“你这儿确

实有骨头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

原本医生都说：盆骨切除是没办法再

重生——可是又重生了。现在，我都

快 70 岁了，我觉得我还是 30 多岁、

40 岁人的精力。原来的我黑瘦，现在

朋友们见到我，都说，你怎么越活越

年轻啊！ 

退休将军呼唤正义 勇揭黑幕 

今年 87 岁的退休将军蒋彦永，

曾任 301 总医院院长，他在 1989 年

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反对中共对学

生与民众开枪镇压，尽力抢救受伤

者。香港有线新闻台 3 月 25 日播出

对蒋彦永的专访，说他在今年中共两

会期间致信中共最高层，要求正确评

定六四事件。 

蒋彦永多年来持续为六四正名

而奔走，一直以不同方式致信中共最

高层，要求平反六四，因此受到出境

限制，但他认为，坚持发声是基于对

人生命的尊重。2004 年“两会”期间，

蒋彦永透过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向

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事件。蒋彦永

还在信中证实，军队在六四天安门事

件中，使用了杀伤力极大的开花弹。

蒋彦永披露，在他抢救的学生中，有

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完全击碎。

蒋彦永表示，六四的问题应该是所有

官员及每个公民心中都清楚的。 

 

2003 年，当局试图掩盖萨斯疫

情，蒋彦永向外界实名公布了疫情的

真相。近年来，他还揭露了军队医院

普遍违法进行器官移植、买卖器官。

蒋彦永指出，包括 301 医院、北京军

区总医等都设有“器官移植中心”，

这些部门主要是做器官移植和买卖

等违法勾当。他还列举实例，北京军

区总医院普外科医师李世拥，毫无器

官移植经验，2005 年却挂牌招揽肝脏

移植。军医华益慰生前多次向军中高

层举报，但都被压下。“追查国际”

把李世拥列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追查对象。在“追查国际”调

查报告中，中国器官移植井喷的时间

曲线，与江泽民 99 年发动迫害法轮

功相吻合，无计其数被非法关押后人

间蒸发的法轮功学员被当成“死刑犯”

摘取器官。蒋彦永直指，军区医院里

有资深医生参与非法器官移植，背后

可能涉及军队里庞大的贪腐集团。 

 

3 月 26 日上午，在英国议会大厦

举行了关于中共强摘活体器官的研

讨会。会议由英国议员、多党派宗教

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香农发起举办，

十位来自多个政党、代表不同区域的

议员在会上发言，强烈谴责中共活摘

良心犯器官罪行及其对法轮功学员

的长期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与国际社

会一起，迅速开展独立调查，进一步

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的迫害，并推动英

国立法，禁止英国公民去中国“器官

旅游”。 

早在 2006 年，一名中国外科医

生的前妻安妮与另一位证人皮特，首

次向世人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

行。此后十几年中，经各方独立调查

取得层出不穷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令

世人惊心的真相。前加拿大外交部亚

太司司长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麦塔

斯联合发表含 59 类证据的独立调查

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揭开了国

际社会调查的序幕。2016 年，他们再

次发布 680 页的报告，显示中国器官

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6万至 10万例，

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麦塔斯表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