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退声明 

我是一个小企业主，深受中共

贪污腐败之苦。今年区税务局某局

长孩子结婚，大操大办，该局长在

饭店门口收钱，背个大包装了满满

的钱，还不止一次。中央说反腐，

只是为了维护腐败的政治体制。现

在的官员已经无官不贪、无官不腐。

子曰：苛政猛如虎。如今是贪腐暴

政猛如虎。我的企业有个法轮功学

员，是企业最好的员工，却屡遭迫

害。穷凶极恶迫害好人的恶党，扼

杀了中国人的善良，也扼杀了中国

人勤劳创业的热情。中共暴政视民

如敌，其存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哀。我真心退出

中共党、团、队组织！（典志莲）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提供三退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二千三百万 

   

                                  

 

 

 

 

 

 

 

 

 

 

 

 

 
 
 
 
 
 
 
 
 
 
 
 
 
 
 
 
 
 
 
 
 

 

 

 

 

 
 

 

 

 

 

 
    

海外聞真相  三退迎曙光 
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相信

你也明白中共是个什么东西吧？它不

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不

择手段。男子听后沉默，无言以对。 

学员接着说道，中共宣扬无神论，

同时全面摧毁传统文化，不讲道德人

性，不信善恶报应，许多人因此天不怕

地不怕，做尽伤天害理之事！这不是把

人和社会推向毁灭吗？男子略有所悟

地点了点头。学员问他是党员吗？他说

是。学员劝他，赶紧退出来吧，中共恶

事做绝必遭天谴，不能跟着它遭殃啊！

我给您起个化名退，不担风险。他紧锁

眉头在思考着什么，迟迟不表态，然后

朝旅游车走去。快到车门边时，他突然

转身对学员说了响亮的一个字：“好！”

就这样，他选择了摆脱中共。不久的将

来，中国将成为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在

历史的分水岭处，又一名中国人做出了

正确的抉择！ 

 

2019 年 

1 月 
 

经济学家谈退党 知识分子都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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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菲兹洛伊

公园，拥有著名景点“库克船长的小

屋”，圣诞新年期间游人如织。法轮

功学员在这里有个资料点，十多年来

成为中国人了解真相的窗口、同时提

供三退服务（退出中共党、团、队）。 

一天下午，两名中国游客在认真

地阅读展板。年长的那位走到法轮功

学员身旁低声说：“辛苦了，我的几

个朋友旅游回国后，和我聊起了国外

有好多人在炼法轮功，还说了许多在

国内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这次我和

儿子出来旅游，目的之一就是想了解

一下法轮功。”他表示，法轮功强身

健体他是清楚的，但不明白天安门自

焚和活摘器官是怎么回事？学员对

他说：除了强身健体，修炼者要按照

真善忍的原则修心，这是个教人向

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中共迫害修

真善忍的好人，那不就是假恶暴的坏 

 

人吗？接着，学员仔细给他们讲了

“四.二五和平上访”、“天安门自焚

伪案”以及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等

真相。惨烈的迫害黑幕，让父子俩都

落泪了，“我们被共产党洗脑了，原

来他们活摘器官还卖钱，实在太邪恶

了。”学员建议他们做三退，远离邪

党，父子俩当下表示同意，并且用了

真名实姓，临走前还说，一定会有法

轮功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有个随团旅游的男子走到展板

前看了看，法轮功学员把真相资料递

上去，他摆手示意不能要，同时说道：

我也知道你们的一些情况，你们是在

江泽民时代受的迫害，但这不能说共

产党不好。学员和他交流：五十年代

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

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几十万被打成

了右派，多少人被迫害致死；文化大

革命，全国人民都遭殃，1989年 6.4，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

公开表态退党。他表示：共产主义的

思潮已经过时，我也不想再留在党内

了，并透露，很多知识分子有这样的

想法。茅于轼直言，毛泽东时代，把

中国搞成最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没

有政治上的清明做保障，长不了，比

如说贪污腐化的问题，这对市场化是

一个伤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

政治上的清明，言论的自由，老百姓

的监督，强调独立的司法。其实现在

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市场化主要的障

碍就是来自权力的干预。 

茅于轼还提到，中共宪法里的人

民民主专政，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实

行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同时又实行

专政的，实行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实

行民主，这么不讲逻辑的东西，写在

庄严的宪法里头，让全世界笑掉大

牙。他强调，世界在变，在朝着民主、

法治、人权方向变，这是个客观事实。

顺应潮流，你就觉得治理很轻松，你 

顶着潮流，费力不讨好。领导人和中

产阶级都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了嘛，这

就说明这个潮流的力量在起作用，这

个变化会实现的。 

茅于轼曾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

人》一文指出，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

人，中共的政治迫害，造成死亡者达

五千万。茅于轼在谈到人民的权利与

政府的关系时曾说，当我批评政府

时，有人说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

骂娘。一，我吃的不是政府恩赐的肉，

是自己辛苦挣钱买的肉；而挣钱，本

是一切劳动者的权利。二，政府不是

我娘，是民众用交税养着的、指望它

干正事的仆人，中国改革一直是由民

众大力推动的。三是，做为公民，你

根本就没必要对政府感恩！ 

事实上，很多中国人早就不交党

费了，这可以说是对共产党的一种消

极抵制。自《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

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或

义工的协助，在大纪元退党网发表退 

出党、团、队声明，目前总人数已达三

亿二千多万；可用化名，不影响生活。

三退人士都有一个三退证书编号；这份

证书，可证明己脱离中共组织，并可供

日后需要时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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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生活的艰辛，熬过中共株连家

人的心理煎熬，现在，郝凤军在澳洲过

着平淡生活。而他原先的顶头上司，原

中央 610 组长周永康、中央 610 办公室

主任李东生、公安部610主任张越等人，

虽然曾权倾一时，但如今都因各种原因

成为阶下囚。目前，不乏觉醒的中共公、

检、法系统官员加入三退大潮，其中包

括 610 官员。 

  
 
 
 
                                                               
 
 
 
 
 
 
 
 
 
 
 
 
                                                                    
 
 
 
 
 
 
 
 
 
 
 
 
     

荒唐。“建三江”是羁押上访人员、

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王全璋义无反

顾地揭露了这个黑幕，很显然是维护

法治、人权的正义之举，居然被当作

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实。王全璋

为受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辩护，律师

的辩护工作居然也被当成“颠覆国家

政权”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据海外报道，这次开庭不到一分

钟，王全璋就解聘了官派律师，法庭

一度休庭。谢燕益律师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从程序上讲，法庭至少要给 15

天时间，委托新的辩护人。如果严格

依法审理的话，不要说几个小时，就

是一天也无法审结，草草了结必有原

因。谢燕益怀疑王全璋遭到严重的酷

刑，“历经了近三年半的时间，家属

聘请的律师经过无数次的努力，都无

法见到王全璋，直到本案受到海内外

的关注，天津司法局才不得不做出开

庭的决定。我觉得酷刑是这个案子的

核心，希望大家关注，这在中国刑事

诉讼法中也是反人类的罪行。”浦志

强律师指出，王全璋受审，他的妻子

却不让到场，怎能奢望他能获得一个

公道，但所有人都在期盼，他能早日

回家。 

 

王全璋案 外界质疑庭审黑幕 奇书禁不住 

有缘者相继来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在中

国曾是畅销书，当时中共的许多高

官，从部长、副总理到政治局、人大、

政协高层及其家属，几乎人人都看

过。1999年7月，风云突变。江泽民

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转

法轮》被禁止出版，遭大批销毁，至

今在中国仍无法购买到《转法轮》和

其它相关书籍。然而国务院新闻出版

总署，早在 2011 年 3 月就废止了对

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总署令第50 号文

件)，因此法轮功书籍的出版发行在

中国是合法的。 

如今，法轮功已传播 100 多个国

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与民众的喜

爱，《转法轮》已被翻译成四十种语

言，所有书籍、教功录像均可在法轮

大法网站免费下载。在纽约曼哈顿、

加拿大多伦多、澳洲悉尼、韩国首尔

等地，有专营法轮大法书籍的天梯书

店。书店定期举办免费的法轮功九天

学习班，并义务教功。许多人慕名而

至，包括当地的居民、各国游客，也有

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 

天梯书店经理竹先生表示，有大

陆游客进到书店后惊讶地说：“啊，

这有专卖法轮功书籍的书店啊！”也

有人感叹道：“我们是走过半个地球，

才找到你们。”许多受到中共谎言蒙

骗的人由此了解到，法轮功的书中到

底讲了些什么，进而有些人踏上修炼

之路。通过参加学习班，很多初学者

都表示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场，多年的

病症得到好转；按照书中的真善忍原

则要求自己，有人彻底摆脱了各种不

良习性，生活有了新面貌；以前处理

不好的矛盾也得到了改善。海外报道

中，各国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身心

受益的实例不胜枚举。 

610 警察退党的心路历程 
郝凤军在南开大学法学系毕业

后，进入天津市公安局任治安刑警。

曾侦破多起毒品和抢劫案，获个人三

等功。1998 年他竞聘为一级警司。

1999 年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了

法外机构“610”系统。天津市公安

局组建“610”办公室，郝凤军被抽

调到这个单位。 

他透露，天津被分派每年要“转

化”当地 10%的法轮功学员。他负责

指挥协调三个公安分局的 610 办公室

完成任务。日复一日打压无辜百姓，

让他备感压抑。 

2000 年 10 月，郝凤军在南开分

局目睹610办公室二队队长用螺纹钢

棍毒打女法轮功学员孙媞，女民警看

到她的后背都是黑紫色，还有两道 20

多厘米长的裂口。这件事进一步激起

郝凤军对这个岗位正当性的怀疑。“我

认为民警应该去抓真正的坏人、地痞

流氓，而不是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并 

且孙堤还有一个孩子，致使孩子无家

可归，流离失所。”  

无法承受内心煎熬，郝凤军申请

调往四大队当司机。2003 年，他又亲

眼看到 610 抓捕一名法轮功学员、副

厅级官员景占义后，央视《焦点访谈》

威胁其按官方口径污蔑法轮功。郝凤

军脱口而出“这不是造假吗？”因此

被关禁闭 20 多天，在北方寒冷的二

月天，手耳都被冻坏。这使他下定决

心，逃离中共控制。 

2005 年 2 月，他辗转到达澳洲。

6 月 8 日，他公开宣布退党。郝凤军

表示：到澳洲之前，我已经接触过《九

评共产党》，出来后看到更多对共产

党的一些事实评价，让我更加认识到

共产党的本质。他说：体制内很多人

早已与中共离心离德，我来到澳洲

后，一些体制内的我的同事，让我在

澳洲的三退服务点上，帮他们退党、

退团、退少先队。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王全璋被秘

密关押超过 1200 天，12 月 26 日上午

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首次出庭受审，

庭审不到四小时就草草了结。法庭现

场戒备森严，多名王全璋的声援者被

抓，王全璋的妻子则被当局困在家中

不得旁听。检方荒唐的起诉理由受到

各界谴责，起诉书中罗织了三项所谓

“犯罪事实”：参与了提供法律援助

的境外/香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参

与对建三江七星拘留所关押法轮功

学员的关注与营救；在代理法轮功案

件时抹黑司法机关形象等；由此称

王全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

政权。 

程海律师说，王全璋家属聘请他

为辩护律师，但遭到法院拒绝，他提

交了一审的辩护词，但当局强行指派

了一名律师。程海律师在辩护词中写

道：“以上指控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把法律允许律师从事的中外法律事

务合作、律师依法对公安机关和人员

违法行为的监督和投诉控告、及合法

的辩护行为，污蔑成颠覆国家政权，

把司法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美化成

不可批评监督的国家政权机关行为。” 

多名律师表示，中共罗织的罪名极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