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提供三退服务   

截至 2020 年 8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六千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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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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中，前黑龙江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出逃美国，引发坊间热议及国

际关注。李传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明退出中共，讲述了自己目睹的官

场腐败和黑幕，特别提到鸡西市恒山区委书记孔令宝，因披露疫情而遭

构陷抓捕。孔令宝曾说：“不能再给共产党卖命了！”越来越多体制内人士

认清，中共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最大源头，弃中共破船而逃已是必然。 

    李传良谈到，不论是高官、企业家或知识分子，只要稍微有点良知

的，都会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要面对中共的打压威胁，还要担忧人身

安全，不知何时就被打掉、被消失了，中共官员是高风险职业。事实上，

中共对“自己人”的整肃从未停止和手软过，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

文革、六四屠杀、直至今天，多少中共“自己人”被批倒批臭、整死整

残。连二号人物、副统帅、总书记都无法逃脱被整肃的恶运。 

去年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林蔚教授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一

名中共高层幕僚告诉他，“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体制

已经完了，我们进了死胡同。”内部人士的醒悟与反戈最令当局恐惧，因

为他们了解很多底细，掌握许多内幕材料，包括中共各类犯罪事实和证

据。他们的爆料将帮助广大民众和世界各国政府认清中共本质，促使更

多的人跳下红船，推动解体中共的大潮。 

    当前，人们意识到，中国已处在巨变前夕，唯有弃恶择善，才有生

路，国家才有未来。一场划时代的三退大潮，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与出路。

尽管当局极力防堵，三退信息仍广泛传播。认识到“没有共产党才有新

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外退党网声明退出

党、团、队的三退人数，已超过三亿六千万，其中包括看清时局的官员。

可以预见，这艘百孔千疮的破船，将在汹涌的三退大潮中加速覆没。 
 

2020 年 

9 月 
 

随着近期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

越来越多民众看清了一个事实：在中

共体制下，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是大局

的牺牲品，它所谓的大局即是党的利

益。许多人表示，中共倒行逆施，导

致天怒人怨、异象频发，垮台是必然。

感谢大纪元网的退党平台，能让我们

发出肺腑之言，声明退出这个恶党。 

声明“我爱中国，但我鄙视中共”

的爱忠表示：当初入党，一是因为它

披着美丽的外衣，谎称其宗旨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欺骗了多数入党申

请者，误认为负有了崇高的使命感。

二是由于被洗脑，觉得入党是工作出

色、追求进步的象征。然而随着年龄

和阅历的增长，对事实有了逐步了

解，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耳闻目睹，

都感觉该党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帮派， 

民众心声：恶党倒行逆施 垮台是必然 
其所作所为与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福建的王琦、安兰指出：中共统

治就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的杀戮之

上的，几十年来一直杀杀杀！杀地主，

杀资本家，杀右派，文革杀知识精英；

六四杀学生和北京市民；现在杀法论

功学员，杀道德精英。历次运动共杀

戮无辜八千余万人，真是血债累累、

罪恶滔天。我们夫妇通过友人指路，

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圆我心愿，

从此灵魂干净。 

佳木斯的李志明在声明中说：我

是律师，亲身感受了目前司法制度的

腐败，法官贪得无厌，怎么反腐也没

用。但有一次我代理一个经济案件，

给法官送钱他不要，他说：我是修炼

法轮功的，不收钱也会秉公办案，你

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了。我想，有公 

瑞士公投或抛震撼弹 
瑞士一直是世界富豪的避税藏财

保险箱。然而日前瑞士政府发布通告，

以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继续与侵犯人

权的国家做生意。如果 11 月的公投获

得通过，中共权贵们在瑞银的资产将被

冻结或将公布于世。此前，2017-2018

年，瑞士政府与世界 47 个国家达成银

行信息交换协议，宣告终结瑞士银行三

百余年来的保密制度，瑞银将不再对私

人账户保密。源于美国的消息多次爆

料，江泽民家族控制的“盗国财富”高

达万亿美元，洗白的资金高达五千亿美

元, 瑞银有江家的巨额私房钱。坊间称

江家为“中国第一贪”。 

维基解密曾披露，瑞银大约有五千

个账户是中共高官的，三分之二是中央

级大员。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公布“巴

拿马文件”，揭露全球大批政要名人在

避税天堂私藏财富，中国权贵占最多。

而瑞银发布的一份报告透露，有三百多

名中国人在瑞银有存款，合计 7.8 万亿

人民币。一旦瑞士决定冻结和公布侵犯

人权者的资产，相关中共官员的万亿资

产将打水漂。 

官员弃党三退 红船加速下沉 

权的人都修炼法轮功，社会就和谐了。

中共为什么非要迫害好人？太邪恶！我

声明退出团、队组织，不与邪恶为伍。 

化名“苦难从何而来”的民众说：

通过翻墙软件，才了解事实真相，看了

《九评共产党》触动很大，中共恶行桩

桩件件看得我触目惊心！尤其是看到法

轮功学员遭注射神经毒药后瘦骨嶙峋

的惨状，几天睡不着觉。疫情期间，它

们把小区门堵死不让出去买菜，周围饿

死的住户大家都知道，当局却在网上

“辟谣”，央视虚假宣传，真是恶毒至

极！如今的洪水让许多人流离失所，冰

雹让农民颗粒无收……，种种迹象已表

明天灭中共的征兆。我声明退党，退团，

退队。希望中国人能早日脱离中共魔

爪，更希望中国能重见天日，不再如此

阴霾重重！ 

 



 
  
    
 
 
                                                               
 
 
 
 
 
 
 
 
 
 
 
 
                                                                    
 
 
 
 
 
 
 
     

近日中共发布通知，将数字货币

试点扩大到 28 个省市，众多人士警

告，这是当局严控人民、准备重回计

划经济而采用的新措施。一旦正式施

行，就意味着个人的每笔消费、每笔

财产，都在监管机构的严密监控下。

当局通过锁定数字货币钱包，可以控

制你的消费和物资分配，还可以随时

掌握你的行踪。如果大力推行，有可

能成为 21 世纪的公私合营。如果当

局想让某人的财富一夜之间变成公

有、甚至归零，都易如反掌。随着纸

币功能逐渐减弱甚至被废，大多数的

民间财富难逃魔掌。 

中共为什么火急加速推广数字货

币？国内外各界的分析认为，中共现

在内外交困，各种问题是按住葫芦浮

起了瓢。乱局之下祭出的招数是，国

内加强防堵境内资金外逃、尽量把民

间财富公有化，国际上对抗西方的金

融制裁，试图用数字币弥补国际交

易、金融汇兑遭截断后的钱脉。 

知名华语财经信息网“财经冷眼” 

 

建议中国民众，在纸币失效前，尽量

把财富实物化，存珠宝钻石、黄金白

银、美元外币等，万万不可将数字货

币当做保值手段。然而话音未落，有

金融专家在微博披露，央行司长已明

确表示：数字货币不能兑换黄金和外

汇。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

纷纷质疑：这还叫货币吗？这不就是

粮票、购物卷吗？ 

有民众反映，深圳二手房交易已

开始使用数字货币，而且不能兑换纸

币，卖房换汇移民的路被堵死。虽然

当局急着辟谣，但网友认为，当局只

要一辟谣，最后都是真的。有财经学

者指出：数字货币成了宰割百姓的新

利刃，你一旦离开中国，不管是留学

还是移民，毕生积累的财富变成一堆

毫无意义的数字，无异于粮票布票肉

票！中共推行数字货币是一次对全民

财富的洗劫，从百姓、中产到权贵，

无一例外地的被裹挟其中。这好比把

中国人从可以放风闲转的院子里，重

新赶回到狭窄的牢笼中。 

 

强推数字币  洗劫民财藏诡计 

正义律师：遵循真善忍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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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的硅肺好了 
我老伴儿今年 71 岁。早年因工

作环境严重污染，让他患上了“硅

肺”。退休在家后，虽然注意保养，

但身体一直不是很好。2018 年 1 月，

他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我和

女儿陪他去医院检查，医生看过刚拍

的 CT 胸片后说：肺已经“纤维化”

了，这是目前医学上无法治愈的病，

被称为“不是癌症的癌症”。老伴儿

连连问医生：还能治吗？还有治吗？

医生说：得长期住院，但也没有什么

好的治疗方法。 

女儿从大夫那里了解到，北京某

家医院有个治疗此病的门诊，便从那

儿买回一个月的药，花去 7 千多元。

这药的副作用很大，而且长期下去我

们也负担不起。老伴儿因思想压力

大，很烦躁，说精神要崩溃了！我对

他说：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吧。 

我和老伴儿是 1998 年一起接触

法轮大法的，可他却与大法擦肩而

过，而我在修炼后不久，多年的颈椎

病就消失了，到现在没吃过一粒药，

精神状态非常好。我这些变化老伴儿

都知道，也很支持我修炼。至此走投

无路的他，知道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当时从 2 月中旬开始，我俩便每

天照着录像炼五套功法、一起阅读

《转法轮》。渐渐的老伴儿心情舒缓

了，脾气也不经常发了。4 月中旬，

我和女儿陪他去医院复查，四项指标

只有一项还差一点儿，其它基本正

常。女儿发自内心高兴地说：这也太

神奇了，炼功不到两个月，就有这么

大的变化！ 

现在洗衣、做饭、收拾家里的卫

生等家务活，老伴儿都抢着干。我俩

每天坚持炼功、阅读大法书籍。老伴

儿从绝境中走了出来，真心希望更多

的人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大家都

身心受益！ 

法轮功学员如何按照“真善忍”做好

人，并告诉他人也按照这个普世价值

做好人，这没有任何罪！修炼法轮功、

向人们讲述被迫害的真相，是公民的

合法权利，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孔律师进一步指出：动用国家的

人力、财力资源对付百姓，是公检法

人员的最大耻辱，并涉嫌犯下了诸多

罪行！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公安国保人

员涉嫌犯了“绑架罪”；看守所警察

涉嫌犯了“非法拘禁罪”；检察院相

关人员批捕起诉、抗诉，涉嫌犯下了

“诬陷诽谤罪”；法官判决法轮功学

员有罪涉嫌犯下了“徇私枉法，枉法

裁判罪”。辩护结束后，旁听席上不

约而同地响起了震动人心的掌声。庭

审结束时，法官到孔律师身边说：你

的辩护词太激励了！ 

孔律师阐明，国家法律根本就没

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邪教”之说

是江泽民在 1999 年接受法国《费加

罗报》的访谈时抛出的。第二天《人

民日报》跟风发表评论，重复江泽民

的诬蔑之辞。然而，个人讲话和媒体 

 

辽宁孔庆良律师在卧病期间，将

抚顺法轮功学员的上诉状完成，邮寄

给吉林通化等相关法院；今年 5 月他

由于健康状况离开人世。孔律师为人

正直，认真负责。他生前为法轮功学

员做无罪辩护时指出：打压法轮功就

是在打压真、善、忍普世价值，是反

人类的罪行。给这样的好人定罪，就

是无视自己的良知，在摧毁社会道

德，破坏法治。 

2018 年 12 月，遭当地警察无故

抓捕的抚顺清原县法轮功学员丁国

柱、杨秀芳等 5 人被非法庭审，并被

非法判刑 1 年至 3 年多。然而检察院

公诉人仍不甘心，图谋以抗诉的形式

进一步加刑。2019 年 6 月 4 日，此抗

诉案在抚顺南沟看守所被庭审。包括

孔律师在内的五位律师为法轮功学

员做辩护。孔律师当庭铿锵有力地

说：我的辩护标题是：为法轮大法不

是邪教而辩，为“真善忍”是普世价

值而辩，为当事人无罪而辩！话音一

落，全场一片寂静。接着，孔律师论

述了法轮功为什么不是邪教、论述了 

 

报导并不是法律。孔律师进一步解释，

2000 和 2005 年，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

发布的通告，明确认定的邪教组织有

14 个，其中没有法轮功。2014 年，公

安部再次公布邪教名单，法轮功仍不在

其内，这等于再次明确了法轮功不是邪

教。律师界指出，从开始迫害至今，法

轮功学员案无一不是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