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提供三退服务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三千六百万 

提交迫害者名单。”6 月 3 日，美国驻

华使馆微博发布了《全球马格尼茨基

人权问责法》的相关介绍。此法律规

定，实施人权迫害的官员和打手均可

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制裁方式包括

限制其签证以及冻结其在美资产等。 

   “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将中

共的魔鬼恶行曝光世界。法庭判决将

会进一步发挥推动作用，直至将罪犯

送上国际法庭，接受世界人民的公

审。奉劝跟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各级官员和人员，包括参与活摘的武

警、监狱、劳教所、医院、医务人员，

看清形势，清醒选择，不要继续当中

共的帮凶！面对铁证如山的罪行，面

对犯下滔天大罪的政权，知情者都应

站出来举报迫害者名单，早一刻曝光

罪恶，就早一刻制止杀戮，早一刻让

仍有呼吸的生命获得生机！举报平台 

(海外) editor@epochtimes.com  
(大陆) talkdj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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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摘罪行仍在继续 全球正义力量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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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在大纪元网站上宣布退出

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已超过三亿

三千万，代表这场波澜壮阔的弃共大

潮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世界各著

名景点做三退服务的义工们表示，多

年来，中国大陆游客整团、整车三退

的现象很多，这些三退人士中，有许

多是中共官员，甚至是高官。 

几年前开始在好莱坞景点当三

退义工的田璐说：“很多人都觉得共

产党真的挺不住几天了，十年前你跟

人提这件事，很多人不敢公开表达，

现在敢于公开表达对中共不满的人

越来越多。”田璐的一个专用手机里，

记录着每天三退的人数、名字，还有

三退证书的号码。她说，自己从 2013

年到现在，几年下来总共协助了四万

多国内游客做三退。 

在著名的纽约伍德伯里购物中心

的义工高华表示：从七月到十月份， 

 

到这儿来的中国游客特别多，都是有

钱的、官员啊，他们也很接受三退这

个事儿。要单个儿跟他们讲，他们就

说“退、退、赶紧退！”有一次碰到

一个人，自称是省级官员，问他退没

退党，他就说：现在形势这么不好，

赶紧退出来我就不受牵连了。 

美国圣地亚哥的张女士在本地

景点做三退义工。一次，一辆轿车在

景点不远处停了下来，出来一个中年

人走到跟前，指着车里的年长者说：

他是我哥哥，来探亲的，想问问你们

退党是怎么回事？张女士过去告诉

他：《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了共产党

的邪恶本质，引发了中国人的三退大

潮，此书一定要看，现在你是它的一

员，必须退出来，远离邪恶保平安。

长者表示，回去会看《九评》并同意

退党。一旁的弟弟说，他哥是部级的！

张女士于是希望他回国后，向体制内 
 

1942 年，年仅 18 岁的弗尔巴被

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随时都可能被

送入毒气室。1944 年，弗尔巴在躲过

三天三夜的大搜捕后，从集中营逃了

出来。到 1945 年，在弗尔巴近 9 个

月的呐喊与呼吁中，几乎无人愿意相

信他所述说的事实，甚至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大法官也不相信此事。弗尔巴

经过 9 个月的煎熬之后，奥斯维辛集

中营被正式解体，然而在 9 个月中已

有 43 万人被屠杀。相比于 9 个月，

从 2006 年辽宁省沈阳苏家屯医院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已经整整 13

年过去了，至今迫害仍未停止。 

今年 6月17日，设于伦敦的“独

立人民法庭”正式宣告，中共强摘器

官的行为存在多年，至今还在持续；

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

由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担任主席

的“人民法庭”从去年 10 月起成立，

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在伦

敦做出了最终宣判。尼斯爵士是国际 

刑事犯罪领域的知名人士，1998 年至

2006 年期间，他主导了国际刑事法庭

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

诉。在过去的8个月里，“独立人民法

庭”从医学专家、人权调查员和受害

人那里广泛搜集证据，调查中共政府

的活摘器官罪行。尼斯爵士在公布宣

判结果时说：“无可置疑，中共强制

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涉案时间很

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确凿证

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包

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 

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正在

被全球正义力量围堵。近日，明慧网

发布的《通告》说，“在美国的一些

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

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

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

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

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

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

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 

的人讲讲三退见闻，他点头同意。 

欧洲三退义工潘女士提到，这些年

遇到不少中共各级官员，尤其是大官，

不怎么费劲，讲讲就退了。也有不少人

是主动来退党的，这样的人都说已读过

《九评》。潘女士说，一名官员身边的

秘书告诉她：这是我们的省委书记。潘

女士当时递给他一本《九评》，跟他讲

了几句，他就决定退党。有人当场表示，

这辈子一直觉得被共产党绑着，退了以

后感到一身轻，非常舒服。 

还有的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表示，不

少在海外景点接到小册子的官员，回到

住处仔细看，心里明白后，就拨打上面

的热线要求三退，而且有的直报真名实

姓，毫不畏惧，可见三退大潮已势不可

挡。中共越来越遭唾弃已是不争的事

实，三亿人三退是时代觉醒的标志，即

使在残暴专制的高压与封锁下，人性对

光明自由的向往永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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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退队 拒绝入团 
我是一名高中生，初中时因成绩优异，

许多老师要拉我入团，我不认为自己与中共

及政治有任何关系，将来也不会有，所以都

拒绝了。去年九月入高中，老师又拉我入团，

我还是拒绝了。我很早就听说了《大纪元》

等网站，但苦于不会翻墙一直无法浏览。直

到去年 12 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学会了翻

墙，终于上了大纪元网站，内容都是有良心

的媒体应该报导的东西。特别是看了《九评

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之后，又查阅了

大量历史资料，发现这两本书的内容都极为

精确。我犹如遭电击之感，决心把这个邪党

彻底从心里赶出去，于是开始学习传统道德，

驱逐身体里的党文化渣滓。当看到那些被中

共迫害的百姓们声泪俱下的控诉时，我独自

为他们默默流泪。 

学期末，我翻了翻学校的成长手册，里

面道德评价的第一条就是“是否热爱中国共

产党以及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是遭全球

唾弃的东西，把是否热爱它作为学生的道德

标准，何等荒谬绝伦！结合诸葛亮的《马前

课》中的预言，方知中共已在穷途末路上狂

奔，历史必要清算这个混世魔王，为了自救

和消除身上的兽印，我正式声明退出以前被

加入的少先队，拒绝加入共青团。（老范张） 

 

访敏感话题的记者，即使能够把访

问材料带到香港，也可能被引渡回

中国大陆遭受迫害。中共官员利用

法庭打击异见人士、虐待当事人、

甚至殴打、逮捕辩护律师的情况屡

见不鲜。这次几乎每个香港家庭中

都有人走出来抵制恶法，就是不愿

落入中共魔掌，反映的是对基本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捍卫。 

香港反恶法的行动体现了港人

拒绝共产专制的勇气，这震撼世界

的一幕，成了全球媒体的头条。然

而中共一如既往地竭力封锁消息，

媒体噤声、网络屏蔽，甚至当着全

世界的面撒谎，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就是害怕老百姓觉醒，动摇其独裁

专制。然而从墙缝中看到这场景的

国内民众，有人震撼力挺，有人感

动流泪。一个年过八旬的前党校教

授，亲自到香港观察局势，他表示，

共产党倒行逆施，老百姓都在盼望

它倒台这一天。 

 

港人怒吼反修例 拒中共强权 老律师的期望 
我是干了近三十年的老律师，实在忍

无可忍，在此透露中共的罪恶及其统治下

百姓的现状。现在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文

明、法治的影子，哪个行业都一样。冤假

错案遍地，无辜的人被非法关押、判刑；

医疗事故层出不穷，记者不敢报道；百姓

的财产权、人身权在当局眼里一钱不值，

各类上访事件不断，底层民众忍受到了极

限，矛盾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坑蒙

拐骗到处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

信任，做好人很难很难！ 

目前当局对言论、网络看管得严，所谓

政务公开、审判公开、阳光执法等等全是

骗人的，所有机构成了中共用来压制百姓

的工具。律师被强逼为中共效忠，自去年

起要求每个律师所必须建立党支部，学习

它的东西，被灌输洗脑。各级法院如同摆

设，百姓通过一审、二审、再审，甚至倾

家荡产，得到的不是改判或最终的公正判

决，而是被当成刁民、维稳处理。看到仍

对中共抱着希望的可怜民众我感到十分难

过，事实很清楚了，只有每个人从心底认

清并抛弃中共，才能将来过上平安日子。 

近日，香港特首试图对香港的

引渡条例进行修改（简称修例），引

入中共支持的条例，遭到前所未有

的抵制，香港人民对修例展开了一

系列的抗议活动，其中以 6月16日

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为高峰，游行

人数达二百多万人，超过香港总人

口的四分之一。除香港外，全球的

港人也同时发起抗议活动，其中包

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等 20

多个城市。尽管特首已经宣布无限

期暂缓修例，但港人并没有因此而

停止抗议，并明确提出撤销恶法、

特首下台等要求。 

香港人民为什么被“修例”激

怒，其根本就是反对中共的专制。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基本法》是

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基石。但是中

共逐步加大对香港的控制，此修例

若得以通过，就可以用来对付那些

中共不喜欢的人，比如引渡政治犯、

良心犯或压制维权案件。在大陆采 

 

 

2018 年底的一天上午，我骑

车出去转转，看到马路边站着一

个穿着很讲究的中年人，好像是

个干部。我走上前说：你好！送

你一本期刊。他撇了一眼说：搞

退党的是不是？不要！看他那态

度，我想算了，就把自行车向后

转，往回走。这时那人喊了一句：

端着共产党的碗，还砸共产党的

锅！我觉得他的逻辑挺可笑，就

回了一句：它的锅还用我砸吗？

它自己就把自己的锅砸了！腐败

治国，无官不贪，这不是事实吗？

腐败分子多的都抓不过来，而没

抓的就不腐败吗？将来共产党垮

台，不是砸在它自己手里吗？ 

    他好像觉得我说的还在理，

态度好了点：那你们让人退党不

是反党吗？我说：电线杆上、墙

上、钱上不都写着“天灭中共、

退党保命”，这可不是瞎说的！你

入党时宣过誓，要把命献给它，

你就成了它的一份子，将来它灭

亡了，你就成了它的陪葬品，冤

不冤？让你退出来保命，你说是 

 

不是件好事？别担心，可以用

化名、笔名、小名退，不影响

你的职业、工资，又能让你远

离灾难有个好的未来。我接着

说：现在社会啥样了你也清楚，

共产党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愿

好人能得救。不知不觉中谈了

有二十分钟。他说：照你这么

说，我这个党得退了？我说：

当然得退。他说：好，那就退

了吧！还是保命重要！ 

    在我俩交谈中不知啥时过

来一个年轻人，一直站在旁边

听。我说：小伙子，刚才我们

谈话你也都听到了，你是党员

吗？退出来吧？小伙子说：我

考虑考虑再说吧，说着就要走。

这时那个中年人说：“小伙子，

退了吧，保个平安。”经他这么

一说，小伙子说：好吧！我是

团员，退了吧！我看了中年人

一眼，感到诧异而又高兴。二

十分钟内，他的态度由抵触、

到理解、到接受、再到支持，

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相谈心智明 抵触变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