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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3 月下旬，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突破

三亿 

三退人士畅谈心灵觉醒  

   

                                  

 

 

 

 

 

 

 

 

 

 

 

 

 
 
 
 
 
 
 
 
 
 
 
 
 
 
 
 
 
 
 
 
 

 

 

 

 

 
 

 

 

 

 

 
 

书，撼动着谎言与恐怖的红墙；每一

份三退声明，都是闪光的自由浪花，

汇入时代的长河。不断攀升的三退数

字，标志着个体与民族的希望和生

机，昭示了中共覆灭崩溃的结局。三

退运动，似春雨润物，洗去毒素与恐

惧；三退大潮，波澜壮阔，势不可当。 

中共用党文化和无神论给民众

洗脑，歪曲历史，割断人与神的联系。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其统治，通过威

逼利诱，迫使大批民众加入其党、团、

队组织，发下为共产主义献出生命的

毒誓。一个人，一旦加入这个邪党，

即被邪灵打上了兽印，成为它的一份

子。当中共恶贯满盈、遭到天谴时，

所有其成员都将与其捆绑在一起，面

临共同毁灭的厄运。因此，只有从思

想上认清邪恶，退出中共的相关组

织，与之划清界限，消除邪恶的印记， 

 

2018 年 3 月 23 日，在海外《大

纪元时报》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的人数突破三亿！三

亿中国人，堂堂正正地与共产邪党决

裂，庄严地宣告心灵的自由。三亿中

国人，摆脱邪恶枷锁，重获尊严、欢

庆新生。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觉醒，

呼应和推动着历史的巨变。这是三退

运动的新的里程碑，这一天将被载入

史册。 

三退不是参与政治，亦非为夺取

权力，而是从道德基点出发的心灵救

赎。三退人员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各

级官员、机关干部、企业家、知识分

子、律师、军人、警官、工人、农民、

运动员、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等。

退出者在声明里表述了内心的变化

过程，并以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的罪行。

每一份三退声明，都是对中共的宣判 

三億人三退 拋棄中共 復興中華 
才能自我拯救，才能恢复做人的尊严，

找回道德良知。 

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说过，退出中

共，是“对这个党的心灵抛弃”。曾有

25名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部门的官员，

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退党声明。这

些正副部级、局级和处级官员在声明里

说：“据我们知道，中央党校两千多职

工中，90%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

党。”走过悠悠五千年，中华大地正在

经历着最深刻的变化。世界也在善恶对

决的动荡中来到了重大的转折点。历史

已经证明，共产主义不是出路，而是绝

路。退出中共，利国、利民、利己，是

最明智的选择，是走向明天的保证。复

兴中华，是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中共

欠下了累累血债，其罪行必将被清算。

天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抛弃中共，

中国人民将重塑民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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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齐三退 

在参加族群清明祭祖时，我们

回忆了家族的经历，回忆了在历次

运动中被整的经历。工商改造时，

家业被共了产；五十年代初留美的

学者，被中共的建设新中国的号召

蒙骗回国，结果被打成“美蒋特务”

入冤狱二十多年；民国政府时期“国

大”毕业的大伯父，在砸烂公检法

运动中被逼自杀；在迫害法轮功的

运动中，校长二婶和她的教师媳妇

又成了中共的敌人……。我们全都

看过《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

标》等书，在此严正声明，退出共

产邪党的一切组织，摆脱共产邪灵

附体，做个有灵魂的中国人。 

(声明人：刘经绪  王国爱 等 120人) 

 

在三退人数突破三亿之际，退出

中共组织的人士，畅谈了自己心灵的

转变过程。前 38 军军长徐勤先的司

机刘建国（徐军长六四时拒绝执行开

枪的命令），六四时目睹了共产党是

如何开枪屠杀北京市民和学生的，转

业后，又“满眼看到的都是共产党的

腐败“，他说，贪腐的疯狂程度已经

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你按它的政策

去做，一样会受到打压，共产党内部

的腐烂和肮脏已经到了臭不可闻的

地步。在过去的多年中，刘建国接到

过关于退党真相的短信和电话，从微

信上看到《九评共产党》。去年十月，

他来到美国后，立即用真名退了党。

他说，退党之后，心里那种压抑感消

失了，感到非常轻松。 

原高中教师余春光表示，他从小

是听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长大的，对中国和中共傻傻分不清，

并在大学时成了预备党员。2013 年的

一个偶然机会，他得到了破网软件

“自由门”，得以翻墙看到翻外的世

界。余春光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 

影片《伪火》和《九评》一书，让我

彻底认识到共产党宣传的一切都是

为了蒙蔽民众。2014 年 11 月，余春

光在退党网站上退出了中共。他说，

在发布退党声明的那一刻，感受最深

刻的就是，自己好像重新活了一次。 

大陆商人叶荣表示，在国内时对

共产党没有清晰的认识，来到新加坡

经商后，在著名的牛车水街上遇到讲

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后来自己上网看

了《九评》，了解了六四及法轮功真

相，开始对共产党重新认识。2016

年，叶荣宣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

队。他认为，入队是因在不懂事的时

候被蒙骗加入的，中共这种做法是非

常邪恶害人的，所以曾经是少先队员

的中国人，要声明退出来，别给它去

献命。 

数年前在日本留学的唐智，上网

搜索看到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禁闻，

深感震惊。更打击他的是十多年前，

他的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因受迫

害逃离家乡，当局极尽哄骗之能事，

说回来后“既往不咎”。结果亲戚一 

回来就被抓了，腿被打断，还被关在笼

子里；他的妹妹也因修炼被迫害死了。

2012年唐智来到美国，退了团。他表示：

没退时，看到中共的丑事时就觉得脸上

有愧、内心不安。退团是我人生的转折

点，让我放下包袱，重新踏实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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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那些受谎言蒙蔽，曾经参与过或现在

仍在参与迫害的人，能早日觉醒，以免

自己成为这场滔天罪恶的牺牲品。 

 

  
 
 
 
                                                               
 
 
 
 
 
 
 
 
 
 
 
 
                                                                    
 
 
 
 
 
 
 
 
 
 
 
 
     

3 月上旬，神韵艺术团在美国费

城的玛丽安剧院上演了 20 场演出，

几乎场场爆满加座。美国常青藤名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世界著名中国历史

教授沃顿与家人一起，观看了第19场

的演出。他赞叹道，神韵演出美丽绝

伦！令他深受感动，并说在观看演出

中感动得“不时流泪”。 

他说，我研究中国的东西四十年

了，看了神韵的演出我明白为什么选

择了这条道路，这是中华文明真正的

宝藏。说到这儿，沃顿的声音哽咽了。

他停顿片刻后接着说：“从演出中，

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所有的演员

个个才华卓绝，令人震撼。中国人有

无限的潜能，可以成就任何事情。但

现今中国的悲哀是没有自由，中国人

的才能无法发挥。看着舞蹈演员的演

出，听着神韵的音乐，真是不可思议

的美妙，世界级的，然后我就想，中

国有十几亿人，中国人蕴含的才华如

果能够全部释放出来，那会怎样？” 

沃顿表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

是一个美好的国度，一个美丽优雅的

地方，一个彬彬有礼的地方，一个和

平、深具智慧和学识的地方，但那是

历史上的中国。不过沃顿又表示，“从 

神韵艺术家们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所付出的努力中，我又看到了希望，

我非常、非常受鼓舞，也非常受感动！

我还知道，中国大陆许多音乐家、舞

蹈家都偷偷去台湾观赏神韵。所有这

些事实都是对真正的文化和精神价

值的礼赞，都显示出那些虚伪、假冒

文化，以及空洞的专制主义的溃败。”

“我可以断定，总有一天神韵会去中

国大陆演出，会实现的，那时人们会

挤满了剧场，他们会欢呼：我要感谢

神韵！” 

作为中国历史专家，沃顿清楚知

道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对信仰者的

迫害。他说，我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

在中国是如何被迫害，被酷刑折磨，

如何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这不是传

言，我们有录音、有目击证人、有照

片、有逃出来的受害者，我们知道整

个事情的一切。 

沃顿教授是哈佛大学博士，曾任

教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

海军战争学院，著有《长城──从历

史到神话》一书。他还是多个美国智

库的高级研究员和美国外交关系委

员会成员。 

 

神韻傾倒費城 中國史教授感動  旅澳学者： 

三退开启新纪元 

旅居澳洲、近 90 岁高龄的前中

国大连大学教授薛适表示，三退大潮

将开启一个新的纪元。薛适在退休前

专门讲授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主的

《马列主义》，她接受大纪元采访时

指出，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不是理论

也不是思潮，而是“邪灵”，短短一

个世纪，共产党造成上亿人的死亡，

它不仅杀死人的肉身，而且还销毁人

的灵魂，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

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薛适说，共产党曾提出要让人民

做党的“驯服工具”，意思就是“牲

口”、没有灵魂的工具。自己来到澳

洲后，这些年看了很多资料，了解到

马克思是仇恨人类、世界，是要毁灭

人类。中国共产党主张三面红旗、大

跃进造成大饥荒，当时死了 4 千万老

百姓，一整村、一整村地死人；人民

以为往共产主义前进，结果进到大饥

荒；没有进到幸福天堂，而是进入地

狱。她强调，有共产党在就有灾难，

中国人要走向幸福，就必须退出共产

党，没有共产党，中国才能好起来。 

薛适提到，自己年轻时曾宣誓把

自己一辈子都献给共产党，但在共产

党的制度里，任何人都会成为斗争对

象，她与丈夫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

象，她的家庭也都被共产党斗争得死

的死、残的残，轻的则被审查、考验

了一辈子。在 2004 年底，大纪元推

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她

就立刻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布声

明、做了三退。 

薛适表示，自己和共产党曾有过

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邪恶透顶、天

理不容。相信天灭中共的日子不会远

了，她大声疾呼：可贵的中国人哪，在

天灭中共的时候，不要被中共捆绑着

去做陪葬品，不要让自己也被灭掉；

赶快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

她呼吁，声明三退能抹去举手宣毒誓

的烙印，躲过灾难。这是当前最重要

的大事，已经到了中国人必须选择自

己未来的时候，千万走好这一步啊！ 

610 被裁并 罪行有待进一步清算 

近日，“610办公室”被新公布的

机构改革方案裁并。该机构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是江泽民为镇压

法轮功群体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如

同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它凌驾于一

切法律之上，可以调度及控制党、政、

武警等资源，迫使政府机构配合其对

法轮功的迫害。610 的设置并未通过

法律程序，虽然挂的是国务院的牌

子，但三任总理谁也没有在这个机构

负责人的任免令上签过字。其经费来

自财政拨款，也就是从国库掏取。 

基于镇压迫害法轮功违背宪法、

违背常理，当时中共七名常委中的六

名都不认同。江泽民集团为了煽动对

法轮功的仇恨，为迫害找借口，由罗

干指挥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

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610 指挥各级

机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抓捕、劳教、

判刑、抄家，酷刑，洗脑，强送精神

病院，停发工资，全面推行江氏集团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

消灭”的灭绝性政策，直至活摘器官，

其犯下的罪行触目惊心，罄竹难书。

各地 610 人员出现大量遭厄运和离奇

死亡的事例，因而被称为“死亡职

位”。参与迫害的各地政法委和地方

官员、警察遭恶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从海外媒体可以找到大量报导。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泛传播，越

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江泽民迫害法轮

功的荒谬与邪恶。特别是越来越多的

公检法人员在觉醒，都在设法为自己

留后路，以自己可行的方式抵制迫

害，并力所能及地保护法轮功学员。

如今，二十多万受害者及家属已向中

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控告

江泽民的诉状；在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江泽民及其帮凶被以“群体灭绝

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告上法庭。

现任当权者及众多高层官员谁也不

愿替江背负迫害法轮功这个黑锅。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