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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将东北 100 多万平方公里

的领土割给俄罗斯：将西北 50 多万平

方公里的领土送给中亚国家，还把云南

老山、者阴山和广西法卡山的一部分，

南海诸岛中最大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南。

一个卖国党，有何资格代表人民？ 

中共的谎言无以伦比。1943 年《新

华日报》的一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写

道：为什么不搞多党制？可能怕失去权

力。为什么不搞司法独立？恐怕是怕被

审判。为什么不搞宪政？怕不能以权谋

私。为什么不搞新闻言论自由？怕民众

不再被愚弄。为什么不搞直接选举？怕

做不了官。这段话不恰恰是当今中共的

真实写照吗？这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的骗子党，有什么脸面代表中国人民？ 

分清中共与中国，意义重大。中国

人被中共奴役数十年，吃尽了苦头。它

是中国人民一切苦难的源头。中共一日

不解体，就会一直折腾下去，国无宁日，

民无宁日，中华民族无宁日。如今，“天

灭中共”的大幕已拉开，是中国人跟中

共彻底决裂，挺起脊梁站起来，再创辉

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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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在下沉  三退辟生机 

2020 年 

8 月 
 

当前中国各地病毒仍在肆虐，洪

灾惨重，灾难不断，经济低迷难振；

在疫情阴影笼罩全球之际，中共狂妄

的做派，触犯众怒，国际抗共联盟正

在形成，清算就要来到，红船正加速

下沉。觉醒的民众和看清时局的官

员，纷纷加入三退行列，在海外退党

网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为自己

开辟生机。 

宁波的相佳在退党声明中说：我

来自解放军，入党十余年，如今认清

了共产党。它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老百

姓思考一分，如今国内洪水滔天，百

姓苦不堪言，共产党不思民间疾苦，

只知鱼肉百姓，贪腐荒淫。可叹本人

能力有限，只能退党自保。如若有人

相助，愿做中共掘墓人。  

前军人李旺阳表示：本人官至上

校，曾以维稳的名头参与过几场镇压 

民众抗争活动，本人为此追悔莫及。

而今，我为面包和待遇跪求维权，受

尽屈辱，想来真是报应。强烈呼吁广

大战友走向觉醒，为了国家民族，我

愿浴血；铲除独裁贼党，舍我其谁。 

红二代高义云写道：我父母曾是

高官，他们小心翼翼，好歹躲过了文

革一劫。这次的疫情扩散完全是中共

隐瞒造成的。妻弟是法轮功弟子，让

我知道了许多中共摧残法轮功学员

的内幕，它们活摘器官、将女学员绑

入男牢房轮奸、电棍电、牙签扎指甲

等等，这哪是人干的事？！我呆在这

个邪恶组织里一天，都是耻辱。委托

妻弟为我声明：从今与共产党一刀两

断，以前的宣誓作废！ 

退团的刘魁说：邪党越来越无

耻，从建党以来的一系列运动都是对

无辜百姓的残酷镇压和无耻欺骗，到 

在全球去共大潮风起云涌之际，

世界各国政要都清晰地认识到，中共

不等于中国，更代表不了中国人民。

近日美国国务卿在演讲中谈到：“中

国人民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

民，与中共完全不同。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遇到了才华横溢、勤奋努力的中

国人。”“中国人民与中共截然不同，

中共宣称代表 14 亿中国人民是最大

的谎言。”中共的确不等于中国、更

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老祖宗是中华民族的

列祖列宗。中共的老祖宗是信奉撒旦

教的德国人马克思。作为马列的徒子

徒孙，中共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精神源头是儒、释、

道交相辉映的中华传统文化，是礼仪

之邦。中共的思想来源是《共产党宣

言》，其实质是假、恶、斗，崇尚暴

力革命，摧毁一切，如此流氓党，岂

能代表中国人民？ 

中共是在苏共操控下成立的，在 

中共岂能代表中国人民 
很长一段时间维护苏共利益。甚至当

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反对“武装保卫

苏联”的口号时，即被开除党籍。这

个外来非法组织，如何等同五千文明

的中国？ 

中共发动了几十场政治运动，害

死八千万中国人，最邪恶的是，大规

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

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一个

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杀人组织，

岂能代表中国人民？ 

中共把军队打造成党卫军，从来

都拒绝军队国家化。1989 年 6 月 4

日，中共调 20 万大军进京镇压学生

运动，万余名学生和北京市民惨遭屠

戮。一个随时把枪口对准人民的黑帮

组织，怎能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最有权的官职，最赚钱的行

业，最重要的媒体，都被少数权贵垄

断，而相当多的百姓看不起病，上不

起学，买不起房。一个利用权力暴富

的团伙，怎能代表中国人民？ 

当前的大疫情，无视国人的生命安全，

一味只保政权，镇压民声，隐瞒真相，

并把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大洪水

威胁无数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

看不到领导者的身影和话语，也没见

给予实质性的物资支援，置百姓生死于

不顾。这个政党太过邪恶，我要与它彻

底决裂。  

山西文彬的退团声明：回想青年时

曾经无比追崇的理想，直到浏览资料、

了解历史之后，才发现是如此荒唐。共

产主义的“人造天堂”伪命题，除了欺

骗之外，毫无实际意义。一个以暴力为

基础，以斗争为纲领的组织，必将要

用更多的暴力和斗争来维护其所谓合

法性。苏联、古巴曾是如此，中国和朝

鲜还是如此。我无力改变这一切，但我

能做到不再为虎作伥，毕竟人活一世，

应分清对错。  

 



  
    
 
 
                                                               
 
 
 
 
 
 
 
 
 
 
 
 
                                                                    
 
 
 
 
 
 
 
     

近日，中共官媒公布了由国家卫

健委修订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其中有一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摘

取未满 18 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

植，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该

报导引发网友们的质疑：这莫非是说，

摘取 18 岁以上公民的活体器官，过

去和今后都是合法？都不追究刑责？！ 

外界指出：中共因长期面临国际

社会对其活摘器官罪行的谴责，推出

这个条例，目的是想给人一种错觉，

好像是医疗机构管理不当造成的，实

际上，此罪行是由江泽民及 610 系统

主导，利用军队医院、民间医院和公

检法系统配合进行的大规模虐杀。 

1999 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后，中共的国家机器和医院

组成了一条龙杀人产业，用配型快、

手术预约时间短为诱惑，吸引世界各

国的病人。全国各大医院器官移植量

暴增、赚取暴利，大量被非法抓捕、

被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成了活体器官

库的主要供体来源。 

今年1至 7月中，“追查国际”持

续对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护

人员展开电话调查，获取了一批新的

证据。调查显示，在疫情蔓延期间，

活摘器官的“业务”仍然没有停止。 
 

重庆医大附属医院护士说：我们在疫

情最严重的时候都在做肾移植。安徽

医科大学一附院肝移植科闫医生说：

我们这儿不管疫情不疫情，肝移植没

停！浙江宁波市李惠利医院肝移植朱

医生表示：我们都在做，昨天在做，

今天在做，明天还有…。第四军医大

附属西京医院肾移植科医生李国伟

更是冷血地对调查员说：只要他（法

轮功学员）在我们医院，我可以把你

领到床头，让你亲眼看到这个人。 

    随着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大量

曝光，越来越多各国政要对这惨绝人

寰的罪行表示愤慨与谴责。澳大利亚

前国家公民理事会主席韦斯特摩说，

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完全建立在杀人

基础上，尤其是杀害法轮功学员。加

拿大国会议员瑞兹纽斯科基表示：我

们从未看到过像中共那样，由一个政

府运作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径。 

法轮功已传播世界百余国，广受

各国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喜爱。今年

7 月 20 日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21 周

年，来自 30 个国家的 600 多名政要共

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中共立

即停止对法轮功团体长达21年的残酷

迫害，终结活摘器官的邪恶罪行，并

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器官移植新规 曝活摘罪恶 

资产面临泡汤 专制加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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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醒悟真心三退 
美国拟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

赴美、已取得签证者将被撤销的消

息，在中国人中产生巨大轰动，立即

引发了新一轮的退党潮，“退党”成

为谷歌热搜词，退出党、团、队的三

退人数每天持续攀升。位于纽约法拉

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络绎

不绝，人们急于拿到三退证书，因为

这是美国移民局承认的文件。一名曾

是国内“网路宣传员”（五毛）的小

穆，闻讯后立即联系退党中心，办理

了实名退党。小穆表示，我人在加拿

大，并不会受影响，但我真心想退出，

退了才对得起自己。 

小穆的原工作单位是一个大型

的国有化工企业集团，分支遍布全国

各地，员工十几万。他所干所谓“网

络宣传员”，就是负责监控、引导单

位员工在论坛、贴吧上发表的言论。

小穆说，这行当里的人数相当庞大，

归企业的宣传部门管；而地方宣传部

属下的五毛、网络水军等，队伍更加

庞大。根据共产党严控舆论的命令，

大量五毛水军搅浑水、删贴，只要信

息是有关司法不公、暴力拆迁、人权

迫害的，一发出来就会被删掉。什么

让你看见，什么不让你看见，共产党

全都控制。封杀真相、制造假象，毒

化信息源，导致人们得出错误的、但

是有利于共产党的结论。 

80 后的小穆说，自己从小受共产

党的谎言教育，真以为共产党代表中

国，爱党就是爱国，直到 2014 年通

过VPN翻墙，在油管(Youtube)上看了

“九评共产党”的电视系列片，对共

产党的认识彻底颠覆了，对很多事情

开始重新思考。当不断看到以前接触

不到的真实信息后，内心真是非常抑

郁。因此决定，一定要摆脱共产党的

控制，于是出走加拿大留学。 

小穆呼吁国内同胞，赶快翻墙了

解真实信息，判断一下什么是对，什

么是错，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他说，

北京两会开幕当天，白昼如夜，电闪

雷鸣；6 月端午节那天，北京风云变

色，下的冰雹如同冠状病毒的形状。

种种异象都在警示人，中共遭天谴的

时刻已在眼前，赶快清醒，莫再被谎

言蒙骗；赶紧三退，废除为邪党牺牲

生命的毒誓，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为3.8 万亿美元，比率占官方公布的

进出口总额的近 13%。2012 年之后，

没有理由相信中共一下子就变得廉

洁了，所以按照同样比例和 6%出口总

额的年增长去推演，估计中共转移到

海外的资产达十万亿美元之巨。相比

之下，中国有几亿人的月收入才一千

人民币。 

现在中共面临什么呢？如果美

国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他们洗

到海外的钱就基本泡汤，也算是报

应。估计美国也会说服欧盟、澳大利

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日本等

国，冻结中共海外财产。那样，中共

面对的就是国内的民怨沸腾、国际的

四面楚歌了。估计中共内部已经乱作

一团，心里琢磨退党者不在少数，各

派内斗激烈并加速公开化。马列专制

何时崩溃，百姓拭目以待。 

 

冻结中共贪官的海外财产，是国

际社会对付中共的一个厉害招数，这

会使中共官员的末日逃生计划一夜

夭折。根据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

家”发布的数据来推论，20年来中共

转移到海外的资产约达十万亿美元。 

从理论上讲，中国公布的进出口

额和各国公布的中国进出口额，二者

数据应该一致，但全球金融廉政组织

发现，二者之间有巨大的鸿沟，这一

差别恰是中共洗钱所造成的。举例来

说，官员买一个东西，付了一千元，

商家仅开八百元的发票，把多出的二

百元存在官员的海外银行里，也就是

洗二百元。开假发票是洗钱的主要手

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手段，还有利

用海外投资项目转移资本等方法。根

据全球金融廉政组织的统计来估算，

从2000到 2011年，中共洗钱总额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