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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8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四千万 
   

                                  

 

 

 
 

 

 

 

 

 

 

 

 
 
 
 
 
 
 
 
 
 
 
 
 
 
 
 
 
 
 
 
 
 

 

 

 

 

 
 

 

 

 

 

 
    

国际惩治新规  震慑迫害者 

2019 年 

9 月 
 

瑞士景点中国游客喜三退 

据报导，近期很多参与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及打手，在美国和

其它国家发布了对人权及宗教迫害

者的惩治新规后，大为恐慌。这些新

规的制裁方式包括：拒发移民签证和

旅游、探亲、商务等非移民签证，已

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

拒绝入境；同时他们的配偶、子女亦

在惩罚之列。此外还有更多国家准备

制定类似法规，包括冻结海外资产等

措施。海外法轮功学员已经应邀向美

国国务院递交了第一批参与迫害者

的名单，其中包括中宣部负责人、各

级政法委、“610”（中共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非法组织）负责人、涉嫌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监狱系统负

责人、警察等。对那些己经和准备把

资产、家人安置到海外的官员而言，

这一措施显然起到了震慑作用。 

最近，黑龙江某市的国保和

“610”得知上述消息后很惊恐，立即

释放了遭关押的四位女法轮功学员， 

同时全数归还她们的物品，并且一再

说：“我没打你们吧？我没骂你们

吧？不要通报我，不能不让我家孩子

出国。”山东两位法轮功学员遭潍坊

市警察非法抓捕后，被没收电动车、

法轮功书籍和一些传单，传单内容包

括收集迫害者名单的通告及国际惩

治人权恶棍入境的新规。很显然这些

警察读了传单后感到震惊，第二天晚

上就释放了他们，并归还了电动车。 

在过去 20 年里，由于江泽民的一

意孤行，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

下，发动非法迫害法轮功民众，造成

大量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近几

年很多明白真相的公检法人员，都在

设法为自己留后路，并力所能及地保

护法轮功学员。很多公检法人员，或

是被谎言欺骗，或为了保饭碗，不得

不昧着良心执行任务，他们何尝不是

受害者。如今，参与其中者都应醒悟

了，不要再助纣为虐、为了江泽民集

团的非法迫害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人称卢塞恩是瑞士最美的城市，

依山傍水、风光旖旎，堪称四季如画，

令人流连忘返。在湖边还有瑞士的各

类名牌手表店，吸引了很多观光客，

尤其是大量的中国游客。年近八旬的

瑞士法轮功学员潘淑珍在这景点给

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

党、团、队组织），至今已 15 年了。

仅2015年一年内，她劝退了1万4千

多中国游客，其中有教授、高级工程

师、老师、学生，也有党委书记、带保

镖的高级官员和公安局人员等等。 

多年来和游客互动中，有两件小

故事令她印象深刻。一天，她正跟一

群中国人讲真相，其中有抵触的，有

不愿意听的。她苦口婆心地讲了好一

阵子。这时，过来两个中年男子，把

她拉到一边说：“妳不要对牛弹琴，

他们什么都不懂。看着妳孜孜不倦地

跟他们讲，我们真的很感动。告诉妳，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内很多，我们

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永远支持法轮

功！”这两个中年男子临走前还做了

三退。还有一次，一名男士告诉她：

“国内有人传，你们在海外发资料，

得到外国政府财团的资助。我一直在

观察，我看出来了，事实并非这样。”

潘淑珍说，因为中共封锁信息，给老

百姓灌输谎言，煽动人们仇恨法轮

功。所以，发资料、传播真相，是为

唤醒被蒙蔽的中国同胞。那男子说：

我全明白了，请帮我也退了。 

有一次，有 30 多个游客在等回

程大巴，潘女士就到人群里，给他们

讲江泽民集团炮制“天安门自焚”伪

案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内幕，及央视播

放的自焚录像中被揭露的种种造假

破绽。听罢，一人马上说：“当年央

视在黄金时段每半小时铺天盖地地

播放。”另一人说：“一看就是假的。” 

骗人的人权伪装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

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

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

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

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

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

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

这是境外反动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

其实以上宣言出自 1945 年中共机关

报《新华日报》。有一本书收录了1949

年以前中共的社论、社评及前党魁的

讲话，内容都是反对一党专制，赞赏

民主制度，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

的。但该书早被中共查禁。 

书中引述毛 1944 年回答中外记

者团问题时的话说：“只有建立在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

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

治。”《新华日报》1944 年 5 月 16 日

的评论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

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

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

治。”《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26 日

评论说：“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

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

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

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

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

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生活在中国

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共产党的骗

人鬼话。再看看 1949 年以后中共所

造成的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感受

到什么叫“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有的人点头，有的人耳语。潘女士又讲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牟利的

罪恶。一名女士问是真的吗？潘女士就

举了两个实例。那名女士听了之后说：

“太残忍了！我要崩溃了，我相信这是

真的。”在场的人表情很严肃，纷纷拿

了资料。潘女士劝他们三退，30 多人

都退了。这时大巴来了，大家纷纷向潘

女士招手告别，“谢谢！谢谢！”不绝于

耳。看着这一团明白真相的乡亲离去的

背影，潘淑珍很欣慰，觉得再累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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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然而，中共自 1999 年迫害法轮

功以来，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

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连教师们也未能幸免。成千上万修

炼法轮功的教师，有的被迫害致死、

致疯、致残，有的被非法判刑、劳

教、开除公职，有的被送入洗脑班

强制洗脑。酷刑、精神与肉体的折

磨给这些教师及他们的亲人带来深

重的苦难。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仅

今年一月份至七月份，就有近百名

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教师受

到迫害，其中多人被非法庭审和判

刑，甚至被迫害致死。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 76 岁的

宋兆恒老太太，中学退休教师，她

因修炼了法轮功，身板硬朗健康。

面对中共利用自焚、自杀等谎言构

陷法轮功，宋兆恒不辞辛苦地每天

在大街上告诉人们真相。去年 8 月， 
 

她被抓到看守所。去年11月，宋兆

恒被非法庭审，据悉，邪党法院企

图对她判刑九年，但是宋兆恒拒绝

“转化”签字，坚持信仰真、善、忍

没有错，更不违法。今年 1 月，宋

兆恒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原大连市白云小学教师黄桂英

是位备受家长、学生敬重的好老师。

仅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劳

教所和监狱里共计五年，在牢狱里

遭受种种折磨，曾被警察在她的饭

里下破坏中枢神经的药；出狱后被

开除公职，丈夫又失业，在身心压

力交迫下，于今年 5 月不幸过世，

终年 57 岁。 

79岁的于政祥，是山西省长治

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这些年当中，

他被非法劳教 2 年、判刑 1 年；又

被停发退休金、没收养老金及医疗

保险。2016 年出狱后，身体每况愈

下以致瘫痪，于今年 7月含冤离世。 

 

非法迫害下 教师们的悲惨遭遇 

声明退团退队 
  从来没觉得中共是个什么好东西，

但也没想它到底坏到什么程度。近来从

同事处了解到很多真相，才知道中共已

经坏到令人惊骇的地步，特别是活摘法

轮功学员的器官，简直是可怕到令人发

指，每年几万例的器官移植，铁的证据，

你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比魔鬼还恐怖，从镇压六四，伪造天安

门自焚案，迫害法轮功，手段如出一辙。

早就不想和这个邪恶集团有什么关系，

听同事说有三退这回事，并且已有三亿

多国人声明退出，我也决定发一个声

明，和邪恶中共彻底决裂，做个清清白

白的，真正的炎黄子孙。 (李辉杨) 

 

红朝末日败象显 
人心思变难回天 

近年来，中共官场持续动荡，官员

纷纷谋划后路或外逃，，“裸官”外逃现

象日趋严重。前几年，时任江苏省委、

宣传部长王燕文曾在党媒撰文，公开承

认有官员“身在曹营心在汉”，家属、

钱财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跳船”。

据中共内部一份被曝光的调查数据显

示，有90%中央委员的亲属已移民海外，

85%以上的中共高层随时准备弃官逃

跑。 

近几年中共当局在全国收缴护照、

查移民，并收紧外汇和出境管制，真实

肇因就是企图防堵权贵和高层的末日

大逃亡；近期更将收缴护照的范围，扩

大至村委和居委会，而部分地方甚至直

接禁止新入职官员办理护照。观察人士

指出，这意味着“关门管控”已波及体

制最底层，甚至扩展到公务员、国企人

员、老师及退休人员等。 

  外界认为，红朝末日气氛浓，除了

官员谋划后路或出逃，企业家、富豪亦

纷纷寻找各种渠道，把资金和家人送往

海外，主因也是对这个体制缺乏安全

感，对中共的统治失去信心。种种现象

显示，中共已是风雨飘摇、日落西山，

对外四面楚歌，对内经济断崖式下跌，

想借各种严控手段以维护其专制政权，

已是枉然。目前不论是权贵富豪或平民

百姓，人心思变，“共产党何时垮台”

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多年前，历史学家辛灏年在

澳洲布里斯本发表“谁是新中国”

的系列演讲，从历史角度回顾了

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与专制抗争的

艰难历程。从巴黎公社暴动、苏

联共产革命，到中华民国的诞生，

及中共专制政权的建立，将中国

近代历史的轮廓清晰展现，其中

特别勾画出中共是如何在苏共的

操控下，一步步瓦解颠覆共和，

破坏北伐，发动农民暴动，分裂

中华民族的。 

  上半场演讲结束后，一名中

国的访问学者提出：共产党使他

们家有饭吃，有衣服穿，自己也

能作为访问学者来到海外；辛先

生有何资格评论中国？辛灏年对

此作出回应：因为共产党才有饭

吃、才有衣穿吗？我们回顾一下

事实，1949 年以后农民有土地

吗？中共的土改，短短一年杀了

260 万地主。从 1952 年就开始饿

死人，我上小学四年级时 10 岁，

上初中一年级时 14 岁，这四年中

我都是饿着肚子的。我亲眼看见 

村里一位农民，在后面轻轻一推他

就倒下去，永远也不能爬起来了。

1959 年到 1962 年中共所谓的三年

自然灾害，其实风调雨顺，是共产

党政策造成的四千多万人死于饥

荒。安徽七百万，山东九百万，河

南九百万，四川一千万，这都是铁

的数字。几十年来中共至少杀害、

逼死、处决八千万中国人。我凭着

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良心，我要讲一

个真实的历史，给我的同胞听、给

我的朋友听，也要讲给共产党员听。 

辛灏年表示，1985 年当他看到

真正的历史后，非常痛心，为从小

受了共产党的欺骗而感到痛苦。他

认为，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摆脱

那种虚无的感共产党之恩的那样一

种情绪。他向这名学者说：如果今

天你能讲出成串的事实，那我就服

你的气；如果你讲不出八十多年来

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而我能讲出

共产党对国家民族人民所犯下的罪

行，那我和你的最大区别是，我是

爱中国，你是爱中共。辛先生的回

答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一场引人深思的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