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退弃邪党 
中国有出路  
这些年来，已有三亿五千多万人，

因为看透了共产党的腐败和作恶多端，

在海外退党网用真名或化名声明三退

（退党、退团和退队）。这次疫情更让

许多民众彻底醒悟，唯有抛弃中共，中

国才有出路。 

文彦夫妻在声明中表示：我俩曾相

信共产党所鼓吹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所谓“制度优势”。经过女儿的点拨，

我们才彻底认清事实，恶党采取封口措

施使得疫情扩大，利用封城挑动群众斗

群众，大搞丧事喜办、宣扬所谓典型。

之前总以为，女儿不信党是被其它思想

洗脑，现在看起来我们才是被洗脑了！ 

田克书等 7 人指出：这次大瘟疫充

分暴露出中共邪恶的真面目。先是极力

掩盖，谎称不人传人，害死了那么多同

胞，看到情况遮不住了，又摇身一变扮

演救世主，吹嘘抗疫有功，同时施放假

消息，欺骗世界，致使瘟疫蔓延全球，

还把责任推给外国，真是流氓无赖。 

北京的兴亚、淑燕表示：CCP 控制

我们的信息来源、思想和生活，以达到

让我们顺服地在高墙内努力为其创造

价值。它打着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幌

子，给普通人画着饼，是个邪恶利益集

团。它不是民选的，而是通过谎言和暴

力上台，靠恫吓维持统治。没有中共的

中国，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社会。坚

信有生之年，一定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提供三退服务   

截至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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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连海外 http://s.csst.club  https://git.io/fax33 重磅信息 疫情报道 链接退党网 可用谷歌、火狐等浏览器 
给 santui@comcast.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主题为 12345，即为您办理三退，并提供《九评》及自由门软件 
短波收听希望之声--重要新闻、时事评论、名家谈、脱口秀等，可从 6MHz–22MHz 之间寻找清晰的频率(千赫) 

 
 

 

   

                                  

 

 

 
 

 

 

 

 

 

 

 

 
 
 
 
 
 
 
 
 
 
 
 
 
 
 
 
 
 
 
 
 
 

 

 

 

 

 
 

 

 

 

 

 
    

隐瞒疫情酿重灾 民间怒斥中共是祸首 

2020 年 

5 月 
 

 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共防民胜

于防疫，不但封杀真实疫情，严控舆

论，还宣传吹嘘“大国抗疫”，让老

百姓对它感恩。此作为引起民间反

感，怒斥当局是这场疫情的罪魁祸首。 

湖北宜昌市公务员谭军近日公

开起诉湖北省政府隐瞒疫情，导致人

民生命财产损失。谭军表示，我手里

的证据都是官方文件。湖北卫健委 1

月 11 日发布的通告称，没发现医务

人员感染，没有人传人。但是国家监

察委 3 月发布的《李文亮医生情况调

查通报》承认，感染情况在 2019 年

12 月就已被发现,并且确认可以人传

人。谭军表示：当局早已知道人传人，

已有人死亡，却听任百步亭社区举办

“万家宴”，让四万个家庭在一起互

相感染。而正当疫情爆发期，湖北省 

人大和政协两会却在武汉召开，不知

情的与会者带病毒回到各地，引起更

大的传播。这些事情非常严重，必须

要有人承担责任。 

一直以公民记者身分滞留武汉

的上海维权律师张展，观察到疫情已

经使民怨沸腾达顶点。她说：中共试

图用违反常识的造假说法甩锅其它

国家，反遭国际社会围剿。特别是过

去一段时间，将病毒来源说成是美国

士兵，然而金银潭医院院长在1月末

就在《南方周末》做过澄清，说这几

名美国士兵得的是疟疾。当局把这个

已经澄清的事情拿出来，通过外交口

径以阴谋论的形式炒作、企图误导舆

论、转移罪责，无异是自掴耳光。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接受媒体专

访时表示：中国基本上所有问题，都 

 

年轻时为了调到一个好的工

作单位，曾写过入党申请书。可

因为我是所谓“走资派”的子女，

没有被批准。一段时间后，单位

书记找我，让我重新递交申请书，

我便以“继续接受组织考验”为

由搪塞过去。 

前些年，我即将退休，书记

又找我谈话，劝我入党。他说：

你为什么还不入党啊？退休前把

组织问题解决了吧，只要写个申

请书，我开个会通过就行了。我

说，我有我的信仰，共产党是无

神论，我要入党，那不就等于脚

踩两只船吗？ 

因为共事多年，我看他不太

明白，就笑着对他说：你知道我

是干啥的吗？“干啥的？”“我是

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听我这么

一说，他瞪大眼珠子说：你…你

这么好的人怎么还炼法轮功啊？！

我说：正因为我炼了法轮功，才

成为一个好人，因为法轮功教导 

书记劝我入党 我劝他退党 
 人怎么样做好人，怎么样行善，遇

事怎么样先替别人着想，按照“真、

善、忍”修炼自己。共产党迫害法

轮功，只有恶的才会迫害善的！如

今，觉醒的民众都退出了党、团、

队组织；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退出

邪党才是明智之举。 

接着，我就跟他从“文革”讲

到“六四”，又讲到“天安门自焚”，

告诉他那是中共邪党为嫁祸法轮功

而炮制的伪案，目地是煽动民众仇

恨法轮功学员，挑动群众斗好人，

其迫害手段残酷无比。接着，我又

用修炼的切身体会，讲了修炼大法

祛病健身的奇妙经历。 

我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一

言不发，只是频频点头。直到中午

的下班铃响了，他才恍然大悟，笑

呵呵地问我：这是谁给谁做思想工

作啊？我也笑呵呵地回答：这次当

然是我给你做啦！书记随之哈哈大

笑，拿了真相光盘与其它资料，说

等下班后拿回家去细看。 

 

集中到“这个权力究竟把不把人当人

看”。在中国，所有人在这个权力眼里，

都是工具，而法律已经变成当局制裁老

百姓的工具，那些个到疫区调查的公

民，多少个都被失踪，这才叫犯罪和违

法！凭哪一条法律公民不可以去调查？

郭于华直言：中共掩盖真相，限制社会

力量的援助，加剧了疫情并制造了更多

的灾难。中共的这种专制统治方式，可

以说比病毒更毒。 



  
    
 
 
                                                               
 
 
 
 
 
 
 
 
 
 
 
 
                                                                    
 
 
 
 
 
 
 
     

疫情蔓延全球，法国成为欧洲重

灾区之一。塞维姆是一名移居法国的

土耳其人，3 月下旬，塞维姆惊觉自

己出现症状，无法进食。去医院做检

查，被确诊染疫。医生告诉她病毒尚 

无药可治，但可以在医院隔离 14 天。

她不敢留在那里，直接回家了，因为

在她看来, 医院安置了这么多被感

染的病患，是个不安全的地方。 

之后整整 11 天，她吃不下东西，

感觉好像有蛇和动物在她皮下和骨

头里咬噬着她。隐隐约约中，她似乎

听见自己的骨肉被撕裂的声音。她说

那种滋味太可怕了。痛不欲生之余，

甚至想自杀。 

家人眼睁睁地看着脸色苍白的

她情况越来越糟糕，除了精神上的安

慰，无法给予她实质的帮助。何况她

还需要与家人“保持距离”。就在陷

入绝境之時，一位在荷兰的表外甥联

系上了她。这位表外甥修炼法轮功。

外甥告诉她，赶快诚心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冥冥中 

就能获得帮助。绝望中的塞维姆赶紧

抓住这救命生机，跟着外甥一字一字

的学念这九个中国字，让她惊喜的

是，她马上感觉好多了，人能镇静下

来了，能把握自己了。 

事后她感慨道，当时每念一次，

都让我有死而复生的感觉，一次又一

次，我是怎么做到的？这真是一个奇

迹！她数次赞叹道：真是奇迹！幸运

的她，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可以做家

务了，可以继续工作了。重获新生的

塞维姆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奇迹的见

证者。 

后来表外甥又给她打电话了解

情况。她说，现在状况很好，不再吃

药，思维清晰、活泼健康。从表外甥

那里，塞维姆了解到，中共在此次疫

情中隐瞒真相、导致瘟疫蔓延全球等

情况。她说：人们要做到诚实，并在

这段艰难的时光中互相帮助，保持道

德风尚，至关重要。对于那些隐瞒疫

情的，这是对全世界的人犯下灭绝

罪，没有人性。 

九字真言袪疫病 绝处逢生叹奇迹 

的永远是怎样维护其“伟光正”的外

表。因为党有着绝对权力，所以党让

这个事情是黑的，它就必须是黑的；

让这个事情是白的，它就必须是白

的。此乃当今体制的最大弊之一。 

党与政府，中共与中国，在不少

民众的观念中几乎是一回事。然而很

多中国人都清楚，中共根本不等于中

国。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具有世界上

最优秀的历史与传统，为全世界所敬

佩。而中共起家于西方的垃圾“共产

主义”，西方幽灵入中土，祸害华夏

近百年，历次政治运动迫害死八千多

万同胞，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

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总和。 

这次中共隐瞒疫情祸害全球，迄

今已有三百多万人染疫、二十几万人

病亡，令世界各国对中共的邪恶本质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病毒源头、真

相的追究，以及对疫情的真正责任，

不会随着复工潮而淹没于无声无息，

国际上对中共追责的呼声一浪高过

一浪，这是它当前最害怕、最惶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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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皮落地 显现出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疫情的真相

一直被各界探讨，一个颇为关键的内

部文件“三号文”被公之于众，在这

份文件中清清楚楚写着，在疫情初发

阶段，中共叫停多家检测机构,还必

须销毁病例样本，并勒令武汉所有的

一线医生不得对外透露信息。此后，

就是李文亮医生等八人被公安训诫

的所谓造谣事件，以及上海公共卫生

医疗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

停止病原检测。关键时刻，正在一线

面对病毒的众多专业机构居然被关

闭。疫情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拖

延，至今中共依然对疫情实际数字讳

莫如深。 

中共机构都有着世界上绝大多

数国家的执政党都没有的一个角色，

“党领导一切”，党不仅指挥枪，指

挥写文章的笔，还要指挥医生怎么治

病。是干实事儿还是控制权力，中共

从来都是要权力；在解决问题还是隐

瞒问题上，中共首选的总是隐瞒。在

普世价值与漠视生命之间，中共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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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去中与去共
的思考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表

态，要调查中共如何隐瞒疫情，有

些地区、组织、机构或个人，已经

正式提出了赔偿要求。美国、日本

等政府已经率先出资，支持本国企

业撤出中国，澳大利亚直言与中共

脱钩，其它国家也在陆续跟进。 

有人把这描绘为“去中”化，

这将导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迅速

消亡，生产力迅速下滑，外国资金

也会随之撤走，房价会崩盘，各类

债务将不断违约。出口订单迅速萎

缩后，外汇储备将直线下降，向国

际购买物资将被局限在石油、粮食

等必需品方面。如果中共决定闭关

锁国，倒退回毛时代，粮食、生活

品的配给制可能再现，互联网会正

式变成局域网，人们困苦之余，思

想的禁锢无疑也将更加严厉。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中国人民

造成的，为什么全体中国人要替中

共承担这个恶果？中共政权面临真

正危机，还想继续拉全中国人垫背，

用“人民战争”当作筹码，对抗世

界各国。中共制造了如此危害全球

的大祸，还有资格以中国人民的代

表自居吗？ 

避免“去中”化，显然还有更

好的选项，中国人应向世界证明，

这一切坏事，都是中共政权干的，

与中国人民无关！实际上，各国政

要在发表声明时，都纷纷区分了中

共和中国人民。中共政权的消亡，

意味着中共制造的孽债彻底消亡。

全体中国人站出来与中共划清界

线，已经迫在眉睫，也正当时。 

世界会重新审视中国，觉醒的

中国人民抛弃中共后，“去中”化会

嘎然而止。善良、和善、智慧的中

国人民，将融入世界，中国既能成

为世界最大的研发、制造基地，也

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市场，

为世界经济注入最强的动力。中华

传统文化的复苏，将造福中国人、

造福全世界，与世界的普世价值共

同融合，人类将进入和平、灿烂的

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