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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8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 

已超过二亿八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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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花七、八万的公费医疗，每次去 

北京都买一个月的药回来吃。看着我

生不如死的样子，一位朋友介绍我炼

法轮功，我当时想，反正都快死了，

就试试吧。结果非常神奇，炼功不长

时间，全身疼痛就消失了，我高兴得

楼上楼下跑。那是 2003 年，很多人

都知道我那个病状，后来我就到处跟

别人说炼法轮功好，警察就开始抓

我，最后我就来了加拿大。我家四代

都是党员，这救不了我。年轻留学生

对赵女士说：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中

共高干，出国时我爸对我说：你到海

外加入什么都不要加入共产党，他非

常清楚中共的坏和腐败，他办了很多

反腐的案子。赵女士要他打电话给爸

爸，劝他退党，他说：我爸最清楚中共

的黑了，我一定会劝他退的。 

泰国华人李女士在仔细听了法

轮功真相和迫害情况后说：今天才搞 

加拿大多伦多的太古广场是北

美最大的华人商场，具足东方传统特

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总是人潮汹

涌。8 月 12 日，多伦多市的法轮功学

员在这里举办活动，并声援二亿八千

万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现场醒目的横幅和天国乐团的雄壮

演奏吸引了很多人，有的树起大拇指

称赞，有的鸣笛支持，不少中国人现

场做了三退。一名原四机部的高级工

程师在现场办理了退党，并在“制止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征

签表上签名。他真诚地对法轮功学员

说：你们很不容易啊！谢谢你们，把

真理告诉了每一个人。临走时他拿了

中英文的资料。 

一个二十来岁的中国留学生在

办理了退团退队后，饶有兴趣地问在

场的赵女士，你是怎么开始炼法轮功

的。赵女士告诉他：之前我全身病痛， 

2017 年 8 月 20 日，瑞典斯德哥

尔摩文化节最后一天，市图书馆在最

繁华的步行商业街举行“世界最长书

桌”的书展活动，书展总长度超过一

公里。瑞典法轮功学员携带瑞典语的

《转法轮》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在

申请参加书展时，向活动主办方详细

介绍了《转法轮》的内容、法轮功是

一种什么样的功法、修炼如何能让人

获得身心健康。负责人很快就明白

了，于是决定把最好的位置，市中心

的地铁出口处和最大百货公司的大

门口，划给法轮功学员，并表示：最

好的位置应该给最好的书。 

在书展期间，法轮功学员的展台

上同时摆放了传单和海报，并有五套

功法的演示，吸引了很多参观者驻足

观看。有人当场就学炼了起来，也有

不少人购买《转法轮》。有很多瑞典

人和其他族裔的人不时与学员交谈，

他们了解到，法轮功已传播到世界一

百多个国家，《转法轮》被翻译成四

十种语言在全球发行。 

一个从事 IT 工作的伊朗裔女士

已在网上自学法轮功，当在书展上见

到法轮功学员后，马上就让他们教了

她一遍动作，随后交谈了很久。一名

土耳其电视台的记者专程前来采访

书展，他对着学员的摊位拍摄了好多

分钟的资料片，并说他所制作的书展

节目将会对全土耳其播放。 

从书摊前走过的也有中国人，他

们多数都很惊讶在这里看到了法轮

功，有的接了资料，有的拿出手机拍

照，也有的和学员交谈，明白了在国

内听到的种种负面宣传，都是江泽民

集团为施行迫害而制造的谎言。 

这个“世界最长书桌”的活动在

瑞典已有多年的历史，法轮功学员今

年是第一次参加，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一天下来，注册免费教功班的报

名单都不够用了。书展结束后，法轮

功学员给市图书馆捐赠几册瑞典语

《转法轮》，感谢主办方的帮助和支

持，也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认识到法轮

大法的美好。 

 

2017 年 

9 月 
 

多倫多聲援二億八千萬人三退 清楚，原来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

功，而在中国，修炼者却受那么残酷的

迫害。她拿了好几种传单，表示回去一

定好好阅读。来自中东的留学生曼博威

德和同学在等公交车时被天国乐团的

演奏吸引，他们一边欣赏乐曲一边阅读

传单。曼博威德说：之前我们也曾在反

迫害的征签表上签过名，但今天了解的

比较详细。我们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

害，这样的活动要多办，要获得更多人

的支持，制止迫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贪大贪 触目惊心 

中共官员的贪腐情况已经到达触

目惊心的程度。近期媒体披露出，南京

一名副科级官员，让承包商送现金，有

时金额高达上百万。最后一次，承包商

给该官员用纸箱送来二百多万现金。北

京海淀区某会计挪用资金超过一亿元，

更有老板级别的贪官，从家里搜出的现

金达亿元、黄金数十公斤。中共十八大

后，贪腐过亿元的高官就有 14 名。据

官方通报，周永康贪腐金额超过一亿。

据路透社 2014 年引述三个消息来源

称，仅周永康一案，当局就没收了价值

九百亿的财物。 

大陆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推算，在

1990 年代后期，也就是江泽民当权时

期，仅几个重要部门的腐败所造成的经

济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高达上

万亿，占当时全国生产总值的13%以上。

很多人估计，真实的贪腐情况，很可能

是报导出来的十倍以上。美国南卡大学

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中

的红利，大部分都被从上到下当权的既

得利益者拿下去了，每一个大贪的都是

几千万、上亿。中共的贪腐掠夺，就像

一个经济体大出血一样，使得国库虚弱

不堪。用现在披露出来的数字，可能十

几万亿资产被贪去了。谢田教授还指

出：江泽民基本就是用腐败拉拢、控制

中共官员，为他的政策卖命，比如只要

跟随积极迫害法轮功，贪腐的问题基本

就不管。如果能够通过反腐没收江派贪

官的资产，国家可能拿回十几万亿。如

果反腐反到江泽民头上，肯定会对中国

经济有很大好处。 

 



再兴假大空 中共越加无底气 

权贵富豪用脚投票的背后 

  

   
 
 
  
 
 
 
                                                               
 
 
 
 
 
 
 
 
 
 
 
                                                                    
 
 
 
 
 
 
 
 
 
 
 
      

反封锁坊间多招  

近期以来，中共的网络审查收

紧。三大社交平台也被立案调查，随

后又出台新规，强制要求十月份起在

网上发帖均需实名制。本月，微信私

人对话当中的图片消失，WhatsApp

遭到类似的阻拦，酒店也取消了 VPN

服务。面对封网行动升级，中国网民

越来越担忧他们的网上通讯自由。为

了规避这些限制，翻墙软件需求量倍

增，网民还自创文字功能，从代码、

俚语、到掺入外文等，最近一些网民

又将兴趣转向了火星文。尽管火星文

并不很容易阅读，但很多人仍喜欢采

用它，成为对抗当局网络审查的工

具。网络审查的办法是过滤敏感关键

词，而使用火星文可以延长贴文的寿

命。如果某个火星文翻译词不在关键

词黑名单上，就可以绕过审查而不被

“五毛”网管、审查员删除。 

2014 年英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

微博上发布 2013 年度的人权报告的

时候，就曾使用火星文规避审查。本

月初，一名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在抗

议中共言论审查制度时，发表了《我

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

度》的文章，号召全民反抗中共言论

封杀制度。由于内容敏感，该文被转

换成火星文多次传播，长期与网络封

锁做抗争的网民们，几乎同一时间看

懂并理解了文章内容。有个段子说：

一个政府，不让你独立思考，是因为

谎言已代替了真理；不允许你翻墙，

是怕你看到墙外的阳光。在中国大

陆，讲一句真话往往要付出巨大代

价，不少人选择噤声，同时又很多人

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 

退团 退队 

最近听一位朋友讲了有关共产

党几十年来所做的恶行，不讲没注

意，一讲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它几乎

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否则现在就不会

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了。在和平时

期，各种运动就迫害死了几千万人，

现在还在迫害法轮功这个信仰团体。

把好人都迫害了，能不道德急速败坏

吗？我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会有报应

的！因为我也曾经是它的一份子，虽

然生活在社会最低层，肯定不想为这

样邪恶的政党背黑锅。所以我要退出

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选择

美好的未来！(陆雅萍 上海)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移民输出国。据专门编排百富榜的

胡润发布的《2017中国投资移民白皮

书》显示，中国近半有钱人想要移民

国外。另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

共部级以上、包含已退位的官员，他

们的子女 7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

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更达

91%。如今西方国家一线城市，己成

了中国权贵精英后代最集中的地方。 

令人深思的是，一直以来，人们

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形势大好”，为

什么，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大潮，会在

所谓“中国崛起”、宣称盛世的背景

下发生呢？甚至连很多带头反美、反

西方的名嘴、五毛，也纷纷移民出去

了。 

有段话说：看一个国家的官员富

豪和家属往哪里跑，就知道哪个制度

好！有分析指出，中国不少取得了一

定经济实力的有条件的人纷纷向海

外转移资产，甚至先把家人移民海外 

 

 

8 月底，一家名为“知乎”的网

站成立了党支部，并召开了所谓第一

次党员会议，中组部等多家中共机构

兴师动众出席了会议。另有报道说，

多家私人企业、外企也成立了党支

部。然而坊间对此举不以为然。自由

作家朱欣欣表示：中共通常是缺什么

就强调什么，这恰恰说明没有人对加

入它感兴趣，中共越来越没底气了。

朱欣欣还指出，它对企业加强党组

织，是想抓住企业的钱袋子，防治它

自己统治资金匮乏，没有资金就难以

维持其专制统治。据路透社报导，一

家欧洲公司允许党支部在下班之后

在公司里开会，党支部成员同时要求

公司支付加班费。朱欣欣说：这种党

支部的存在，给新的腐败埋下祸根，

又要养一批人，又要发放工资。 

网络作家荆楚表示，其实中共的

意识形态完全破产了，处于那种心虚

理亏状态，从而想方设法在文化、科

技领域等，用组织形式去强化共产党

的意识形态控制。这种控制适得其

反，因为思想控制与科技创新是完全

背道而驰的，控制了哪可能有创新？ 

荆楚还表示，中共号称党员八千万，

其实连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没有， 

都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实利益。国内

的贪腐所得都往外国银行转，就连政

治局常委的那几个，都把儿女、孙子

都送到了天天被他们丑化的西方国

家去，他们对这个共产制度毫无自信。 

另一方面，由于《九评共产党》

在民间广传，让人们能够认清中共本

质，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退出中共

党、团、队声明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二

亿八千万。中学教师王晨在他的三退

声明中说：学校的很多时间被不是用

于改进教学，而是被假大空的政治会

议占用，搞得身心俱疲。中共邪党的

这种空洞形式主义的洗脑教育和党

文化，不仅戕害青少年，也使教师备

受折磨。我现在郑重声明退出与这个

邪恶政党有关的一切组织，在内心与

其一刀两断，明辨是非，选择光明的

未来。另一名教师刘有涛在声明中写

道：我被抽调参加扶贫工作，对共产

党搞的那一套虚假浮夸的东西越来

越反感，心里不安，又不知该怎么应

对。我现在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加入

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与中共邪党划

清界限，不再做助纣为虐的坏事，只

做对老百姓有利的好事，期盼著中共

早日解体，中华民族早日复兴。 

替他们站住脚，这凸显了一个事实：

中共内部已经离心离德，越是高层的

人士越看得清楚。在中共体制下，司

法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任何人的

生命、财产，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加上严重的水土污染、遮天蔽日的雾

霾、有毒食品泛滥等等因素；为了给

下一代更好的环境和教育，人心思

迁，反映出人们其实都渴望生活在自

由民主、有人权保障的国度。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

些年席卷中华大地的三退大潮，是一

场自救救国的运动。为了改变自己及

下一代人未来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纷纷选择加入三退行列。学者认

为，三退，是中国史上最大的草根运

动，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和平

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方式。这股

巨大的正能量，将给中国带来美好的

新纪元！迎接自由与新生的日子不远

了，身处历史的转折点，没有谁是局

外人，请您抓住这珍贵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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