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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防疫 百姓怨声载道  
毅然选择三退 

 
极端防疫，加码封控，让百姓怨声载道。 

当前中共仍持续推行动态清零，从南到北加码

封控，惨剧在各地不断上演。从社会现实中人们看

清了，在偌大的土地上，不论是低端、中产、还是

高阶人士，没有一个是安全的，中共的邪恶本性危

害着全体人民。近期在海外退党网退出中共党、

团、队组织的声明者，历数中共给老百姓带来的灾

难，揭露在专制体制下乱象丛生、民不聊生的困

境。至今三退人数已超过四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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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大游行，声援三退大潮。 

    上海唐黎胜、张江等四人声明退出共青团、少

先队。他们说：中共不断升级极端的防疫“错”

施，发现一例就要全员核酸检测，一封控就是几个

月。之前还说物资充足“不必囤货”，封控后发

现，“充足”只存在于新闻联播里。中共说，天天

搞防疫是为我们好。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中共“为

我们好”，我们只要中共灭亡！ 

重庆刘青云在退队声明中表示：大多数国家都

放开了。反观赤匪却在层层加码，天天强迫我们做

核酸，只要出现一个病例就要封锁，我不知道这么

做的意义在哪，看似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实则

都是为了政绩。病毒不可能害死再多人，但赤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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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退队的上海普陀区吴勇、陈浩天写道：我

们小区挨着一条河，河水全是黑的，雨后发出恶

臭，人们不敢开窗户，搬到这儿 16 年了，向上反

映无人过问。新闻上天天说中共国的环保多么有成

效，真是不要脸到极点了！连条小河都治不好，还

谈什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媒体人柴静制

作的关于空气污染问题的《穹顶之下》，句句是现

实，却被中共禁播。这邪党真是太龌龊了，天不灭

它能行吗？ 

署名南峰的人士表示：我曾经是名体制内党

员，一直以来坚信共产党能带领老百姓走向富强民

主的道路，但是随着了解的越多、看到的越多、经

历的越多，验证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道

理。我现在相信，邪恶的共产党不可能给老百姓带

来好的生活，愚民、败民、辱民的共产党已经导致

天怒人怨，必将遭到史无前例的清算。在此我宣

布，退出共党，坚决抵制共党邪教！天网恢恢，善

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  

 



纵观天下电子期刊 ----------------------------------------------------------------------- 

- 4 - 

网络民议 热点话题 
【载舟人的呐喊】 

 
北京惊现反共横幅 中共封杀 国际关注 

10 月 13 日北京四通桥上出现“民声标语”，

挂标语的人叫彭载舟。其中一条写道：不要核酸要

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

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彭

载舟效应，引发坊间极大共鸣，甚至在国际华人

圈、留学生中发酵。还有人用中英文把标语内容贴

到所在大学的告示板上，“让全世界知道咱们的态

度”。接下来可能是更严苛的舆论封口，更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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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更复杂的安检，更频繁的核酸……。当铁拳

砸下来时，不会在意你是小心翼翼还是呜哇喊叫，

它会平均砸扁每个人。做出你的选择吧，躺平，呐

喊，三退，覆舟？ 

【禁止自由买卖快来了】 

 

供销社系统已经准备好了，计划经济要来了！ 

统购统销的供销社系统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

就是禁止自由买卖了，国内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吧？网友惊叹：北朝鲜最让人感慨的地方

在于，它既是中国人的过去，也是中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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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专家接连死亡】 

  

十一期间，北京科兴新冠疫苗之王曹晓斌死亡

（45 岁）；10 月 3 日，武汉大学的病毒学家吴建

国教授突发疾病死亡。之前死亡的还有新冠疫苗研

究专家赵振东（53 岁）、曾兵（52 岁）、刘斌

（37 岁），核酸检验研究专家白晓卉（42 岁）。

这些专家接连死亡，咋整的？目前推测只有一个可

能，就是他们被去世了、被灭口了，这其中隐藏着

巨大秘密和权贵们的惊天利益。军方人有大佬罩

着，死不了，但必定遭严控，比如陈薇将军等。其

他那些核心研究人员，犹如电影里的情节一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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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被消失了。他们本是重要证人，证人很容易被

消失，但想永久掩盖真相，也没那么容易。 

 
财富外流 折射危机 

 
中共实施严厉的防疫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发展。 

在中共所谓的“共同富裕”和清零、封城的压

力下，大量富豪正逃离中国，民营企业家则集体失

声，折射出他们在一党专制下的困境。能逃的选择

了逃，逃不走的则选择低调，对清零和左转的趋势

感到恐惧、厌恶。据彭博社报导，伦敦一家知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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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移民咨询公司估计，2022 年大约会有万名高净

值富豪迁出中国，人均带走约 480 万美元，总计

撤离 480 亿美元。报导提到，中共设下的重重阻

碍，使富人和当局出现了新一轮紧张关系，这会带

来多大的长期经济损失，将由“人才和财富外流的

最终规模决定”。 

 

动态清零、“共同富裕”将持续，“改革开放”已终结！外

资大撤退、富人忙逃亡；反映出对中共国未来局势的恐慌。 

与此同时，中国涵盖股市、债券市场和投资流

通的财政账户显示，今年一月就有千亿美元的净资

金撤离，创下 2016 年以来资金外流的新高。美国

之音报道说，投资者正在逃离贬值的货币和挣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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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以最快速度撤离中国金融市场。金融分析人

士指出，还有更多资金正沿秘密渠道移出中国，规

模之大凸显对中国市场丧失信心，以及美元对全球

资本的吸引力，这也会拖累人民币持续贬值。法国

外贸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埃雷罗说，不光是外国

资产不再对中国投资，更有日益加速的无账面记录

的资金外流，人们想把钱带出去。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表示，如果一个社会

的财富和精英都出现流失的话，说明这个社会将爆

发严重危机，迫使社会中坚力量不得不逃离或躺

平，这反过来又会促成危机的加速，形成一种恶性

循环，令体制滑坡甚至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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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 

  

24 岁的西澳小伙子赫梅廖夫，小时候罹患脊

柱侧弯症，每走一步都感到脊柱疼痛。2017 年，

赫梅廖夫阅读了《转法轮》后，人生发生了转折。

赫梅廖夫回忆，当年他 19 岁，刚开始上大学，他

的哥哥修炼法轮功，送给了他一本《转法轮》，建

议他读一读。他说，我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结

果所有的这些困惑，在读了《转法轮》后都得到了

答案。赫梅廖夫还惊讶的发现，在修炼法轮功几个

星期后，背痛消失了，精神状态也有了很大的改

观，甚至加入了西澳的一支舞龙队，成为生龙活虎

赫梅廖夫参加在悉尼赫斯特维尔娱乐中心 
礼堂召开的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纵观天下电子期刊 ----------------------------------------------------------------------- 

- 11 - 

的主力、经常参加当地的节日活动。他说，以前我

很容易对家人感到厌烦，或发脾气，或大喊大叫。

现在都改正了。得遇大法，我觉得非常幸运。 

  
哈奇森(前）在悉尼海关大楼广场参加晨炼。 

哈奇森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获得西澳 40
岁以下商界领袖奖。十几年前，他曾身患严重的肠

道疾病，尝试过各种治疗，都没有起色。体重降了

25 公斤。如果继续恶化，甚至可能影响生命，这

令哈奇森几乎崩溃。幸运的是，哈奇森也有一个修

炼法轮功的兄长，在哥哥的建议下，他开始修炼法

轮功，三个月后难缠的肠道疾病就好了。十几年

来，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哈奇森说：如果不修

炼法轮功，我恐怕活不到今天！他说：中共对法轮

哈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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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学员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迫害，令人发指。非法摘

取学员的器官，更暴露了它的极度残忍和邪恶。希

望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的美好。 

 

目前在西悉尼大学攻读音乐治疗学位的斯托

克，五年前曾酗酒，吸食大麻，并患有难以治愈的

现代病。修炼法轮功后，不仅戒掉了烟酒，而且彻

底摆脱了对大麻的毒瘾，身体也恢复了健康。回顾

自己摆脱大麻和低级娱乐的那段经历，斯托克真心

感谢大法把他从肮脏泥潭中拯救出来。他向周围的

人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的迫害，他说，我不

仅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美好的，也要告诉人们中共

一直在搞迫害和谎言抹黑！ 

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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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零零后的觉醒之路 

 

          零零后的小倪，从小受中共宣传的误导，一

直认为爱党就是爱国，但是来到加拿大近一年时间

里，得以翻阅大量资料，开始了认识上的大翻转。

早在上中小学时，小倪就有点纳闷，课本里都说中

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到百科上把抗日战争的

会战看了一遍，却发现全部 22 次大会战中，找不

到中共的踪影，浴血奋战的全是国军。作为一个少

年，虽然窥破了中共的一点点秘密，但他还是很相

信课本，也还是把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小倪的爸

爸去教会，可学校老师却说，信教就是迷信，还说

路上碰到练法轮功的，会把你抓走、拐卖等等，小

倪觉得挺恐怖。 

小倪认为，要想让中国变好，就一定
要站出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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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温哥华后，小倪上谷歌查阅了很多中国

历史，他说，因为没有墙了，我想查什么就查什

么。他逐渐了解到，中共不过是苏联在中国扶持的

势力，当时的名字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保

护的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要“武装保卫苏联”。

抗日战争是国军打赢的，而中共渔翁得利，靠苏联

境外势力窃取了政权。明白真相之初，小倪真是痛

苦，一切都在刺激着那颗年轻的心。后来又了解

到，五十年代末中共制造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

人，可毛泽东竟说，这算个啥？文化大革命把中华

传统文化全都毁光；1989 年六四，中共在天安门

广场用坦克、机枪屠杀那些反贪腐、要民主的学

生；再后来，就是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施行残酷迫害。这些都令小倪愤怒不已！ 

        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我对这个党很厌

恶，从小被谎言欺骗到现在。我之前一直以为中国

复兴就靠它，怎么可能呢？中共不代表中国，从历

史上中共就是反中华民族的，它根本不配提民族主

义。当他从大纪元网上得知，已有四亿中国人声明

退出中共时，他觉得振奋，觉得中国还有希望。他

认为中国人要想让中国变好，要想生活在没有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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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度，就一定要勇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期盼中国人能够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更希

望同龄人能突破防火墙的封锁，了解真实的信息，

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考验灵魂的抉择 
当今中国，乱象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乱象的

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

题。对此问题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都是对迫害

元凶的心理妥协，都找不到出路。如果颠倒了对

“真善忍”还是“假恶暴”的抉择，社会乱象只能

愈演愈烈。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美国民权运动领

袖马丁·路德·金曾经

讲：“当一个人接受罪

恶，纵然是被动的，

但他的责任，跟那些

主动参与的人没什么

两样。当一个人接受

罪恶而没有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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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际上成了帮凶。”近二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场政

治灾难，就是江泽民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

害，至今仍在持续。江泽民等迫害元凶为了达到铲

除法轮功的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不计后

果。其中最邪恶的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根本是魔鬼的行为，是继三十年代纳粹对犹太人

的大屠杀之后前所未有的邪恶。 

        

        自从 2006 年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在国际上首次

曝光以来，美国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中国

反强摘器官研究中心、终止中国器官移植滥用国际

联盟、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

际组织、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等，以及加拿大著名人

权律师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国务卿乔高，美

第第一一本本揭揭露露法法轮轮功功学学员员被被中中共共活活摘摘器器官官的的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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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独立调查记者葛特曼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

独立调查，证实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 

        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以活摘器官的

方式杀害？麦塔斯、乔高、葛特曼根据中共的公开

数据，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充分调查，完成了《血腥

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内容长达 24 万

字，引用 2300 多条参考文献。三位作者估计：中

国器官移植手术每年超过六万例，高峰期甚至达十

万例，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大规模强摘

活人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令人神

共愤。如何对待这场灭绝人性的罪恶？是选择跟披

着人皮的魔鬼站在一起，还是选择人的良知，是考

验灵魂的关键问题。更何况根据目前情况，中共通

过采集民众的 DNA 等信息，建立大数据库，活摘

黑手已延伸到广大的中国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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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在大纪元退党网声明 

退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四亿多 

     退出党、团、队途径 (可用化名) 

三退热线：001888-8928757  001416-3619895 
(若听到是空号，请勿挂掉，很快就能接通 )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主题为 12345，即为 

办理三退，并提供《九评》、翻墙软件 

免翻墙 http://d.ucfd.cfd  http://m.rcam.cam/s  
安全浏览海外网站 链接退党网 (可用谷歌等浏览器) 

免费下载《九评》电视片‧语音‧全文电子书 

( 连结不上时请多试几次，或间隔半小时后再试。) 

希望之声：海内外热点 名家谈 脱口秀 

从 6MHz–22MHz之间寻找清晰的短波频率(千赫) 

 

三退渠道 反馈服务  

愿您与家人都安好 

  国外乡亲祝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