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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2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五千万 

坚决与中共划清界限，希望在中共覆灭

后，我们能在自由的阳光下相见。 

 

   

                                  

 

 

 
 

 

 

 

 

 

 

 

 
 
 
 
 
 
 
 
 
 
 
 
 
 
 
 
 
 
 
 
 
 

 

 

 

 

 
 

 

 

 

 

 
   

法輪功紐約大遊行  傳遞救世良方 

2020 年 

3 月 
 

看清中共邪恶 中国民众踊三退 

2020 年 3 月 1 日，大纽约地区近

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布碌仑第八大道

举行游行活动。本来受武汉疫情影响

而显得冷清的街道，又变得热闹起

来，人们称赞法轮功学员正气、向上、

带着善意，给人心惶惶的日子带来了

温暖与欢乐。 

在纽约市警察的开道下，天国乐

团打头阵，演奏“凯旋”、“送宝”、“法

轮大法好”等乐曲，商户、居民等闻

声而来观看。游行中有多个方阵：炼

功队、彩旗队、花船队、莲花队、横

幅队、腰鼓队，还有“声援三亿五千

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方阵。游

行队伍延绵十几个街区，浩浩荡荡，

场面壮观。其中一个巨型横幅非常引

人注目，上面写着：“诚心敬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避大

难、退出中共保平安”等字样。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表

示：在目前大家对新冠病毒疫情都非

常焦虑、担心的情况下，这九字真言

以及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讯息对中国

人特别重要。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从

病毒的传播以及对疫情的掩盖，中共

不仅祸害了武汉人，也祸害了全中国

人，现在祸害到了全世界。中共才是

世界上最毒的病毒，远离中共就是远

离瘟疫，退出中共就能保平安。同时，

希望中国人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常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确实

能够让人平安渡过灾难。 

    刚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蔡先生，

看了一会游行之后，就毫不犹豫地站

到了游行队伍中。他高兴地说，出国

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法轮功真

相，我特别认同真、善、忍，我认为

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对中国人非 

 

常好。来自福建的高先生一家人，每年

都来观看法轮功学员游行，他说每次都

感到很壮观、很震撼。他表示很想学炼

法轮功，知道对身体很有益处。呂先生

是第二次看到法輪功遊行，他说，这是

在中国看不到的，我相信“九字真言”

确实是起作用的。 

    第八大道是繁华商业街区，也是华

人聚居地，当天观看游行的华人民众，

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一条条真相横幅，

有的三五成群边看边议论；有的拍照录

像；有的高兴地接过法轮功学员派发的

资料；有的耐心地听法轮功学员讲真

相；更有很多人马上同意办理退党、退

团、退队手续。据统计，当天有将近

700 名中国人声明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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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山居人”的民众表明：这

几年来因为接触了翻墙，才开始慢慢

看到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源就在于中

共。这次疫情死了那么多人，这个政

权还在那里骗人，就真的很像切尔诺

贝利的情况。什么模式，什么大国，

都跟我无关，我连做人的权利和利益

都要变成少数人的肥料。共产邪教什

么货色，现在才知道。我以前被骗了，

我现在醒了。这个政权只有死了我们

才会有活路。我在这里退党，退团，

退队，彻底抛弃这个魔鬼。 

木心在声明中说，9 年前还是一

名大学生时，曾通过自由门软件了解

了墙外的世界，随后几年虽然不时翻

墙，但内心仍期待它通过改良使中国

走向民主宪政，然而看到其种种倒行

逆施，终于明白：只要中共存在一天，

中国就不存在转型为正常国家的可

能性。这次疫情更让我意识到中共草

菅人命的反人类本质，如果没有民主

自由，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中共

“不惜一切代价”中的那个“代价”。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日趋严重，很

多中国民众通过翻墙了解真实情况。

有民众表示，现在终于认清了这个党

的嘴脸，它隐瞒实情、草芥人命，是

今日疫情肆虐的罪魁祸首，是造成中

国人苦难的根源，只有摆脱它，才有

生路。觉醒的人们纷纷加入三退大

潮，利用各种途径在海外退党网发表

退出党、团、队声明。 

刘辰在退团、退队声明中写道：

本人现在就在武汉，这场瘟疫中，大

量病人无法得到救治，无比凄惨，整

个武汉沦为人间炼狱，邪恶中共不配

成为这片土地的执政者。真心希望属

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新中国早日到来。 

北京的小明说：虽然这些年不断

有人跟我说“三退”，那时我还是相

信政府，最主要也是怕政治上犯错，

我知道它们整人是多么可怕。疫情到

了今天，这个党在它的利益面前，它

是不会拿人的命当回事的。它要完

了，我不跟它陪葬。我愿退出加入过

的党团队，跟它脱离。 

 

村长领全村三退 
一位海外三退义工表示，最近

通过网络讲真相、劝“三退”(退出

党、团、队组织)，收到不少反馈。

有碰到第一次翻墙三退的网民；也

有很多人以前就三退了的，还有不

少人帮家人也做了三退。其中，在

和一名能翻墙上网的农民网友互动

时，得知他村里的村长号召全村的

人都退出了共产党一切相关组织。 

这个农民告诉义工：我们农民

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单纯，也不愿

意招到中共的晦气，我们甚么党、

团、队全都退了，县城的好人给我

们登记的名号，我们都记住了，在

大纪元退党网发表声明了！村长说

了：“退干净了，瘟神就不来了。”

这话我们信，我们受共产党的气，

不会支持坏人的，也许全国都退了，

共产党就没电了，盼着老天爷把中

共这妖精收了，我们也能像个人似

的活着，有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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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下旬，有超过 80 位国际学者

和活动人士联署发表一封公开信，呼

吁中共当局把言论自由还给人民。公

开信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吹哨人之一

的武汉医生李文亮不幸染病殉职，他

曾因最早发现疫情提醒预防却被勒

令封口。言论自由的丧失导致中国预

警机制失灵，令新冠病毒如入无人之

境，造成极其惨烈的灾害。 

    公开信发起者、在法国大学任教

的张伦对自由亚洲说：这个灾难相当

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祸造成。由于中共

官僚系统的拖累、最高决策者的盲目

自信，尤其是言论自由不能很好地贯

彻，才造成今天巨大的灾难。张伦强

调，中共过去常常用所谓的发展权混

淆视听，将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分割

开，从这次疫情来看，言论表达自由

和呼吸权、财产权、生命权一样重要，

彼此须臾不可分割。 

    参与联署公开信的美国学者黎

安友表示，当局压制言论自由已经对

公共卫生造成恶性后果：通过控制言

论自由，导致疫情恶化。他指出，信

息控制的根源在于一党专制，以及中

共对民众的不信任。 

 

    张伦去年曾在《纽约时报》中文

网撰文《不许说话的中国如何崛

起？》，质问中共是想要不许人说话

的崛起，还是人们可以自由表达、享

有基本的权利与尊严的崛起？他认

为，前者注定会带来灾难。这个事情

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每一个中国

公民都要为落实言论自由而做出努

力。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事情，牵扯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

命，我们的呼吸。张伦表示，不要寄

望中共发善心，亿万中国人要为自己

发声。如果疫情过后，仍然不懂得维

护权利，灾难还会卷土重来。 

    有读者留言：封省、封市、封村、

封路都可能解除，唯有封网、封喉这

两样，中共把它视为保命的基本功，

千人、万人、几亿人请愿都办不到的，

唯有全民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

最后促成邪共垮台。还有网友表示：

CCP 就是不让人说话，要它将言论自

由还给人民，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剥

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包括言论、新闻

等权利，是中共最基本政策；把言论

自由还人民不就要了它们的命。没有

了中共，人权自由自然就都有了。 

 

国际学者呼吁 还人民言论自由 

武汉肺炎疯狂蔓延，病毒来源一

直不明。但近日卫健委专家钟南山突

然抛出“疫情发源不一定在中国”的

言论，引起舆论哗然，认为他试图用

“阴谋论”转移追查瘟疫源头的指向。   

  那么源头究竟在哪里？目前“零

号病人”还没被“露面”，第一个确

诊者者根本没有去过华南水产市场。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这次

病毒很可能是源于人工制造的。制造

出一个病毒，把它扩散出去，造成一

个瘟疫，这是非常严重的犯罪。所以

现在彻查大瘟疫的源头已经成为万

众瞩目的焦点。1 月下旬几名中国研

究人员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

文版上发表一篇论文，其关键结论

是，新冠病毒与萨斯病毒相近，但被

换掉了 4 个关键蛋白，因此很可能是

人工制造出来的。近期的很多相关论

文也都指出，通过自然演变过程，达

到现在的新冠病毒这样一种状态，几

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间需要很长时 

间，也需要宿主来过渡。但通过实验

室的条件，不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可

以一步跳过这个过程，达到突变，完

成一个合成的人工病毒。 

P4 实验室，是这次制造人工病毒

的最大嫌疑机构。它技术先进，是中

国唯一的有最高层保护措施的实验

室。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也只有 P4

实验室能有够制造人工病毒的能

力，其它实验室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所以 P4 实验室就成了全世界调查机

构的焦点。现在很多资料揭发出来，

P4 实验室的管理很混乱。比方说，

试验过的动物随意处置等。这种管理

的混乱和疏忽，既是一种漏洞，同时

也可以作为一种泄露病毒特定方

式。就是说，如果有计划这样干，正

好可以利用这个混乱干，同时做遮

掩，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在中共这

种邪恶的制度下，人为泄露病毒，这

是完全可能的。中共的邪恶，只有你

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浅议瘟疫源头 

诚念九字真言 
肺炎患者转危为安 

近期明慧网和新唐人等海外媒

体收到不少来信和投书，讲的是他们

的亲友不幸感染武汉肺炎，通过诚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转危为安，重获健康。 

武汉 80 岁的李先生被确诊感

染，在一家医院住了几天，医院非让

他去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他只

好在家，病情加重，造成肾衰竭，2

月初住进武汉金银潭医院。他的一位

修炼法轮功的亲戚，得知情况后打电

话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

好”九个字，会有帮助。当时李先生

就每天诚心默念，病情一天天好转，

到了第七天，医生给他做检查，核酸

检测呈阴性，让他第二天就出院了，

让他的亲友们惊诧不已。 

    一名男士在过年前去过武汉，并

在封城前辗转回别省的家。由于怕给

家人带来风险，他自行隔离。第 14

天时，他突然出现高烧、咳嗽、胸痛

等染疫症状，但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派

救护车来接诊。在失望中他打电话给

儿子说：“爸爸生病了，可能快不行

了…。”他的儿子、妻子和岳母都修

炼法轮功，儿子告诉他说：“爸爸，

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一定要念啊！”他答应了儿子。经历

一夜的担忧煎熬，第二天，家人接到

了他的电话，他说高烧已经退了，浑

身大汗淋漓，还很虚弱，但是已经无

大碍了。  

    另一个例子是，先生陪妻子去看

病时感染病毒，症状和武汉肺炎完全

一致。由于医院没有病床不给确诊，

让在家自行隔离。朋友得知后，嘱咐

他和全家一起持续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或许会有转机。两天

后，朋友再打电话问候，听到他说

“今早醒来，所有症状消失了”。 

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让人们

看到了驱除瘟疫、度过劫难的良方。

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歧视

与惨无人道的迫害中，仍然坚持不懈

地劝善讲真相，就是为了帮助别人身

心受益、避免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的侵

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诚

则灵。愿您与您的家人都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