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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体制对经济的危害 

员：哪里有炼功的？我要去参加炼功！

一名美国女士兴奋地表示：我想参加

法轮功学习班。 

在两天的街会中，有近九十位中

国人在此声明“三退”(退出党、团、

队组织)。中共在三反、五反、文革、

六四、镇压法轮功等各类政治运动

中，以暴力与谎言为一贯手段，造成

数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成为无辜

的冤魂，退出中共是为自己选择美好

的未来。至今，已有超过二亿八千万

人声明退出。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

件《共产党宣言》就公开承认自己：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

洲游荡”，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

幽灵即是魔鬼的化身。一名中国人以

前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因此对法 

一年一度的华人中秋街会是美

国加州奥克兰市颇受欢迎的活动，也

是该市每年最盛大的活动之一，每次

都吸引各族裔民众前来。今年的中秋

街会在中国城举行，与往年一样，当

地的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向民众传

播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教

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功法，帮助人走

向身心健康、道德升华、生活幸福。

当地华侨陈先生听到做好人有好报，

做坏事有恶报，以及人生意义的劝善

良言，被感动落泪，激动地表示：我

正在寻找人生哲理。学员告诉他：法

轮功的法理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要

想了解更深的真谛，最好读读法轮大

法的书。陈先生随即问：在哪里能买

到大法书？一个中年女士急切地问学 

 

近日就当前中国大陆经济面临

的诸多问题，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的

谢田教授发表专题评论，认为房地产

泡沫、债务过多、内需不振、国富民

穷等所有经济问题，根本上是中共的

独裁体制造成的。谢田在回顾历史时

谈到，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很缓慢，

1949 年中共把土地、农业、工商业全

部从老百姓手中剥夺，实行计划经

济，由党主导所有行业，农业体制实

行人民公社，再经过文化大革命，国

民经济濒临崩溃。从 1978 年开始，

农村政策稍微松绑后，就出现巨大生

机。到后来允许私有企业了，加上外

资的大规模流入，私有财产复活，经

济又出现活力。 

谢田指出，可以看到，中共全面

控制经济时，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边

缘；而松绑后中国老百姓创业、自由

发展的精神迸发出来，私营企业一下

就爆发出巨大生产力，老百姓相对富

裕起来。这恰恰说明中国前期的经济

问题是中共独裁体制造成。 

然而松绑后爆发出来的生产力，

后来很快又被中共剥夺了。通过国企 

改制，国有企业实际被中共既得利益

集团大量控制，中共的党委书记摇身 

一变成了企业的董事长，国家财产则

变成中共权贵的私有财产。银行、垄

断企业的交叉控股，左右了中国整体

经济命脉。通讯、交通、能源、电信、

原材料、矿产、主要制造业等，都掌

控在中共手里。这就是搞垄断的根

本。 

谢田认为，房地产泡沫也是中共

造成的。中共非常卑鄙地把土地从老

百姓手中抢过去，建房后租给老百

姓。实际没把产权归还给老百姓，老

百姓买的房产只有 70 年的使用权。 

就像强盗把抢来的东西又租给被抢

的人一样。房市在中共地方政府官员

的控制下，房价大幅上涨，这样他们

可以从中赚更多的钱。房价上涨，老

百姓买房相当于第二次被盘剥。 

谢田最后指出，国民经济被掐住

脖子的地方是，共产党权大于法，共

产党官员因为有权力就为所欲为、制

造冤假错案。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

中共特权造成的。如果中共体制不废

除，经济问题基本没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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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中秋街會 華人聞真相辦三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退声明 

我是广州军区的一名退伍兵，参加

过 1989 年六四期间在天安门镇压北京

学运与市民。当时被中共洗脑后认为，

这些人在闹事、反对政府，就按照中共

的构想与圈套，听信了它的谎言诬陷与

欺骗。把游行抗议的学运与市民视为暴

乱分子，服从命令开枪镇压，成千上万

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倒在血泊里，心里

还认为立了大功，就那样心不跳、手不

软地屠杀同胞，却感问心无愧。 

今天有幸听到真相才幡然醒悟，做

了几十年的历史罪人，却还不知自己被

蒙在鼓里。自己是被中共邪党欺骗利用

的工具和咬人的走狗。上当受骗了半辈

子才如梦初醒，如今从内心明白了中共

的狼子野心，是祸害中华民族上百年的

邪教组织。中共毛头引来了西来邪灵、

破坏了古老文化、炭涂了生灵，文革浩

劫民不聊生。六四屠城血染京城，1999

年开始江泽民集团迫害信仰真善忍的

好人，还活摘他们的器官卖钱。一场场

运动、杀戮未停，八千万同胞死于它的

刀下，这个大魔教简直是毫无人性。 

当今是中华儿女觉醒的时候了。为

了洗刷我的历史罪过和耻辱，决心退出

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与其一刀两断。

做一个有良知、有人性的中华好儿女，

当天灭中共时不做中共的陪葬品，以求

上天的保佑。 

（声明人：张佳运 等 2 人 河北） 

 

轮功学员有误解，后来学员跟他澄清事

实，告诉了他中共是如何残酷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真相后，他如梦方醒，立即退

出了曾经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一个

老华侨愤怒地说：“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干尽坏事，迫害好人太多了！我知道，

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中共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罪

恶”。当听到、看到中共活摘人体器官

的罪行后，许多人表示非常震惊，纷纷

在反活摘器官罪行的征签表上签名。 

 



東方修煉走入西方校園 

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上海市民：共产党

灭了 我们才有希望 

不久前，众多上海市民上街举

牌纪念“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

并公开向中共当局追问高智晟、王

全璋、黄晓敏、刘霞、赵素利等人

的下落。“强迫失踪”已成为中共对

付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信仰

者等的惯用手段，被失踪者通常都

会受到酷刑虐待并长期处于孤立无

助或恐惧的状态，身心都受到严重

的伤害。国际特赦组织 9月14日发

布紧急行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尽

快无条件释放高智晟律师。高智晟

自 8 月中从陕西老家失踪后，直到

9月初其家人从非正式渠道得知，高

智晟已被警方羁押到北京，但家人

一直没有收到正式通知。 

举牌的维权人士徐佩玲表示，

被失踪的人权律师都是为了维护老

百姓的利益而遭到迫害，他们自己

并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为了维护正

义、公平公正。他们为我们老百姓

站出来，但却遭到中共的迫害。这

次高智晟又失踪了，还有“709”事

件的王全璋律师，到现在都音讯全

无。徐佩玲激动地说，最终坐牢的

是我们受害人，你想想这口气谁咽

得下啊？共产党太腐败了！老百姓

的日子怎么过啊！你看冤假错案有

多少？中共维护的就是它自己的利

益。 

她还说：法轮功学员我本来是

不了解的，我因为维权而坐牢，在

牢里认识了几位法轮功学员，接触

下来，我觉得她们很好啊！完全不

是共产党媒体上所宣传的那样。她

们很理智，而且很有修养。还有那

个天安门自焚，都是假造出来的，

找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因为我在网

上也看到过这些报导，那自焚就是

栽赃骗人的，共产党骗人骗了几十

年了！徐佩玲说，现在老百姓也在

觉醒，不相信共产党了，不再相信！

最后她表示：我看只有共产党灭了，

我们才有希望！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

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

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

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自一包”

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

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八十

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

丝毫不影响 1989 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

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

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 

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

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

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

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

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为害

人类的机会。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

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

则是要努力“记住”。 

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

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

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 

美国波士顿大学每年一次的社团

博览会，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在波士顿

大学中心草坪广场举行。当天，广场上

好不热闹，400 多个学生社团吸引了众

多青年学子们前来了解和加入。其中，

法轮功社团的展位令人们眼睛为之一

亮。展位前摆放着《全世界都能，为什

么中国不能》、《法轮大法简介》、《法轮

大法洪传世界》等文字、图片展板；桌

上排列着介绍法轮大法的中英文材料、

传单及精美的手工制作的莲花。许多学

生饶有兴趣地观看世界各地学员炼功

的照片。 

一名刚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第一

个来到摊位。他惊讶地说：“法轮大法

来波士顿大学了。”了解真相后，他又

带了两个同学回来，并拿了资料。一个

中国新生有很多疑问，学员给他一一解

答，后来他眉头逐渐舒展，露出笑脸，

感激地跟学员握手。还有一个中国新生

说，在国内不让了解法轮功。他认真听

学员说明，知道了一些自己原来不知道 

 

的事实，临走时拿了三套资料，说要给

身边的人看，并表示会上网做进一步的

了解。一个西人新生兴奋地说：“你们

展位的图片展板最显眼了！你们信仰

真、善、忍，和平理性反迫害、不屈不

挠的精神，代表着高尚和正义。真了不

起！” 

一天下来，各种中英文法轮功资料

全部被大学生们拿光，40 多名学生签

名加入法轮功社团。 

其实，在迫害前，国内多所大学包

括北大、清华都有炼功点，有很多教授、

学生修炼法轮功。这些年来，在很多国

家，法轮大法也走入大学校园，有的学

校开设法轮功课程，有的大学邀请学员

作法轮功专题讲座。不少大学都设有法

轮功俱乐部或社团，如：澳洲悉尼大学、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

学、亚历桑那大学等等；让西人学子认

识了来自中国的东方修炼与“真善忍”

的理念，吸引许多学生报名参加，其中

不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

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

历史。 

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

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

政权在人间立足后，它干的就是通过血

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

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

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

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

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

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

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

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

几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

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

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百姓。 

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

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

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  节选自《九评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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