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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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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的滅亡趨勢與征兆 
 

2020 年 

1 月 
 

中共活摘罪行  顶级科学家认证 

社会主义是一个遭淘汰的模式。

世界 200 多个国家中，原社会主义阵

营有十几个成员。随着苏联的解体，

目前仅剩下中国、朝鲜、古巴等。国

际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刻画是：

一党专制、暴力、谎言、人民贫穷、

官僚特权和思想封闭等。中共十九大

炮制出一个“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

的模式，换汤不换药，持续依附这种

落后模式，其实是走自我淘汰之路。

目前中国社会所显示出的各项征兆，

值得每一位中国人深思。仅列举与民

生相关的几项，供大家参考。 

官抢民利，贫富巨差：官民争利，

百姓必处劣势，官吏享有种种权力和

信息网、关系网，竞争不可能平等。

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平等竞争，

“公开、公平、公正”。而中共权贵

把持市场，百姓望权莫及，导致市场

的恶性循环。中共先是打地主分田

地，后来自己当起了地主，还把国企 

变成权贵的私产，把纳税人供养的军

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制变为党的

御用工具。各地方政府强征强拆、强

行将优质民企变为“国有”，如此掠

夺民财，导致中国贫富差距系数远超

联合国的警界线。 

企业飘摇，货币贬值：从产业经

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兴衰受政治环境

制约，如同鱼水。若水中有毒，鱼再

有生命力，到头也得死。这些年来，

中共当局倒行逆施，重走“文革”老

路，大搞各种政治运动，致使大批民

企倒闭、外企出逃。为持续营造经济

“增长”，中共当局又滥发货币，直

接导致物价暴涨。面对失业潮、物价

通胀潮，民众消费能力跌入谷底。更

令民间担心的是：一旦中国经济与世

界经济脱钩，人民币会像前苏联的卢

布一样，一夜贬值百倍。这都是经济

面临崩溃的标志。 

视民为敌，强化控制：中共大搞 

网络封锁，上网实名制，部分地区甚至

买菜刀、坐车都如此，“十一”阅兵期

间，在北京上公厕都要实名制。现在摄

像头遍布，有人说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

狱，并不夸张。中共的维稳经费比军费

预算还高出近 2 千亿，这还不包括地方

的维稳支出，可见中共对老百姓恐惧到

什么程度。比如自 1999 年以来，对手

无寸铁的、信奉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学

员，中共的残酷迫害达到了正常人无法

想象的地步，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犯

下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面对中共专制的种种行径，无论用

什么理论衡量，都已满足了土崩瓦解的

条件。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再坚固的

防火墙也阻挡不了汹涌而来的时代大

潮。可以预见，无论中共当权者如何折

腾，最终也无法改变被历史淘汰的命

运。人类历史反复证明，顺势者昌，逆

势者亡。而对每一位中国人的问题是，

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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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著名的权威科学杂志

《自然》网站，评出了 2019 年对科

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学家，其中包

括找出新方法、揭露中共从事非法器

官移植的澳大利亚临床伦理学罗杰斯

教授。四年前的一次会议中，在观看

了纪录片《难以置信》后，罗杰斯教

授开始关注器官移植伦理问题，2016

年她出任“终止中国活摘滥用器官国

际联盟”主席。罗杰斯带领的团队深

入检视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论文后，

于 2019 年 2 月发表调查报告，她相

信，该报告将遏止“强制性器官移植”

造成的恶果。 

《自然》杂志表示，在海牙起诉战

争罪犯的经验丰富的律师杰弗里·尼

斯所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今年发表

一篇论文，质疑中共器官移植的数

据，并得出结论，在中国因宗教或政

治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因遭强制摘取

器官致死，这种状况可能仍在持续。

自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发动全面迫害 

法轮功以来，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

在劳教所与监狱中遭受惨绝人寰的

各种酷刑折磨，很多人被活体摘取器

官。在“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

直接火化”的迫害政策下，近年各监

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

血等异常体检，而法轮功学员人数却

大量转移消失，早已启人疑窦。 

中共声称采用新的自愿捐献制

度，企图转移国际上对其活摘器官罪

行的调查与谴责。今年十月《福布斯》

刊登文章，引述《BMC 医学伦理》杂

志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中共精心伪

造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器系

统的数据，以掩盖它大规模杀害无

辜、以摘取器官的事实，该报告恰与

尼斯律师等国际专家的结论一致。 

    中共编造的弥天谎言已经逐一

被拆穿，经由国际权威科学刊物及众

多专家的相继认证，中共已无法掩盖

其残酷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事实。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央与地方各

级官员，包括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

织 610、党委、公安、国保等公检法人

员，这些泯灭良心的加害者，未来都将

在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罪恶。 

退团 退队 
我在去年 P2P 的金融灾难中，

已经倾家荡产。那个诈骗犯逃到美

国一年多了，我们向各级政府反映

问题，要求惩办该诈骗犯。结果当

局和黑警却抓捕、殴打、恐吓、关

押维权的受害者，我们过着生不如

死的日子。天下之大，怎么就没有

说理的地方？在反思过程中终于醒

悟，我们全国三亿多金融灾民被诈

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共

产党和大裤衩的新闻，以至误判了

经济状况，其实国内经济已经完全

烂了，邪党天天忽悠老百姓、天天

鼓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创新。现在

我不再相信邪党的谎言了！我醒悟

了! 与其决裂！(声明人：盼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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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网络热传〈历代王朝灭亡

前十大征兆〉，民众对此表示，中共

亡党征兆全齐，甚至比历朝灭亡前的

十大征兆还要多；有关中共崩溃的文

章也在关注中国问题的舆论圈中出

现多年。虽然各方对其垮台的日期说

法不同，但对中共政权进入尾声的论

断越来越达成共识。尤其 2019 年以

来，风雨飘摇的中共政权遭遇前所未

有的乱局。不少学者督促国际社会应

为中共垮台做好准备。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下行，失业

率剧增，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动荡的

股市、不断爆雷的影子银行，以及庞

大的国企债务等漏洞，可能引发严重

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崩溃。民众最

直观的感觉是钱毛了，物价飞涨，消

费降级，可投资的项目少了，已经投

资的损失惨重，跑路的公司越来越

多。当局则加强外汇管制，严控资金

外流，高调注资国企，打压民企。另

一方面，有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中

共的倒行逆施、对人民的迫害和对世

界控制的野心与危害，导致它在国际

上四面楚歌，面临全球反共的态势。 

其实，中共这几十年的统治，靠

的就是 GDP 高速增长，一旦泡沫被戳

破，其执政合法性问题就会被摆在台

面上，中国人不会再容忍暴政。在内 
 

外压力下，中南海无法不担心随时可

能爆发的政治危机，一旦权力不保，

生命、财产也都面临着失去的危险。

全民共振平台发言人李一平披露，体

制内的大家族早已为自己准备了后

路，把子女安排到海外，等船要沉了，

就一起逃亡。而北京最高层有两条逃

亡的秘密通道随时待命：一条是从中

南海到西山的空军基地；另一条是从

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北京国际

机场。中共高层为自己准备后路，其

实也在预示着红朝将沉。 

可能有人担心，中共垮了中国怎

么办？其实，这种担忧也是中共刻意

营造的假象。清朝三百年统治垮了，

中国迅速进入共和，国家还在，紫禁

城还在，北京不也是好好的？为什么

七十年的政党垮了，中国人就一筹莫

展？这些年，退出党、团、队组织的

三退大潮已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

洪流，越来越多人体认到，中国有五

千年文明历史，中共才几十年，中共

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退出

这外来政权是利国、利民、利己的选

择，是和平转型成自由社会的最佳方

式。目前在海外退党网声明退出党、

团、队的人数，已将近三亿五千万，

其中包括觉醒的官员。告别黑暗，迎

来新生，指日可待。 

 

告别黑暗  迎来新生 指日可待 

 

父亲今年 82 岁了，为人正直善

良，乐于助人。2006 年初，我带着《九

评共产党》书和光盘回老家。当天晚

上就给父亲放《九评》光盘，每天看

一评，前六评看完，父亲没有说什么，

当看到第七评“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

历史”，做父亲的把儿子煮了吃了时，

他大喊：“关掉！关掉！我不相信这

是真的！”这时我跟他说：我按真、善、

忍做好人被邪党关进监狱是不是事

实？你不知道的事多了去了，只有你

想不到的，没有邪党做不到的。父亲

听了一句话也不说了。 

隔天早上，我收拾东西准备走，

父亲走过来说：你真要走了，这点钱

你拿着吧！我知道那光盘里说的都是

真的，我就怕我一认同，你就到处去

讲，我害怕你再被抓进去被迫害！共 

产党搞的好多次运动我可都经历过

了呀。接着他告诉我，他在几年前就

写了三次退党申请书。前两次，说甚

么也不给退，第三次，负责人说：你

这么大岁数了，干嘛非要退党啊。父

亲说：“现在那些吃、喝、嫖、赌、

贪、抢、骗丢人现眼的事，都是你们

这些党员干部干的。我觉的自己是个

党员我都感到抬不起头来。负责人满

脸通红，一句话没说就给我退了。退

完了我往家走，一路上就感到浑身轻

飘飘的好像身上卸掉一块大石头。” 

我高兴地说：你既然跟组织退

了，再写个退出邪党的声明，我给你

发到海外退党网上，将来老天要清算

邪党时就不受牵累了，你可以平安拥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父亲说好。一会，

就把写好的退党声明交给我，其中有 

＊＊＊ 父亲退党记 ＊＊＊ 
两句写道：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

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当时很是惊讶，

父亲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他告诉我，

我给他的《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

作)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父亲说：“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

个好人，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自己

离好人差远去了。书里说要做到‘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人人都按

这标准去做的话，哪还有坏人哪。

这书从头到尾都讲叫人怎么做好

人，那些杀人、自焚的负面宣传，

全都是谎言。以前没看过这本书时，

电视报纸说的没全信，但有部份还

是信了。现在，我全明白了，不会

再劝你不炼了。”在那以后，我经常

举父亲的例子，使很多人接受了大

法真相，并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 

 

过年之际话避邪 
传统新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

日，很多习俗都和祈福、辟邪有关。

说到辟邪，细心人可能注意到，在大

街小巷或在纸币上看到过这样一句

话：“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三

退”的确是当今远离灾祸的妙方。 

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一些资料揭

示了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共产党的

老祖宗马克思加入过撒旦教（见马克

思的成魔之路一书）。撒旦教是以恶

魔为崇拜对象，以破坏神的教诲、毁

灭人性和人类为目的的邪教组织。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

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

荡。”该幽灵就是撒旦魔鬼的幽灵。

中共引入西来幽灵到中国，鼓吹阶级

暴力斗争，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就

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可见

共产党的邪恶与危害。 

在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要

发誓把生命都献给它。此乃毒誓、卖

身契，谁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然而一旦成为它的一员，就得替它犯

下的滔天罪行承担一份。老天清算其

罪恶时，就是毒誓兑现之日。三退大

潮的出现，给人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

会。愿国人都能看清中共的本质，不

与邪恶为伍，在新的一年里和以后的

人生中，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