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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四千万 
   

                                  

 

 

 
 

 

 

 

 

 

 

 

 
 
 
 
 
 
 
 
 
 
 
 
 
 
 
 
 
 
 
 
 
 

 

 

 

 

 
 

 

 

 

 

 
    

丹麦召开反活摘器官罪行会议 

2019 年 

10 月 
 

蒙特利尔声援三亿中国人三退 

2019 年 9 月中，正值欧洲器官移

植学会大会在丹麦召开之际，丹麦首

都哥本哈根市政会议中心召开了一

场主题为“紧急行动，中共活摘器官

关系到所有人”的研讨会。研讨会播

放了今年 6 月伦敦“独立人民法庭”

的判决视频：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已

经多年，犯下了反人类罪，并仍在继

续，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

来源。“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主席汪志远先生发言说，截至 2018

年底，追查国际发表了420个有关“中

共活摘器官”的录音证据，包括直接

指证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下令“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明确承认使用

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和活摘现场

目击者的举证录音。 

德国美因茨大学医学教授李会

革博士，从专业角度和具体实例说明

了中共体制下“按需活摘器官”的三

个特征，即“预先计划”、“超短等待”

和“从活着的人体上摘取器官”，并

指出，大规模活摘器官是中国医学界

的公开秘密。在今年的欧洲器官移植

学会大会上，他发表了《中共器官获

取中对脑死亡的滥用》的演讲，揭露

在中共体制下以脑死亡为名进行活

摘器官的血淋淋罪行。他说，在一些

中国医生的论文中的所谓供体，既不

符合脑死亡、也不符合心脏死亡的标

准。也就是说，这是从活人身上摘取

器官，造成了供体死亡。他说：这些

论文中说供体是脑死亡，但是细读文

章，发现实际根本不可能是脑死亡， 

 

近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

声明“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

的人数已经超过三亿四千万。为声援

中国民众的三退壮举，来自加拿大蒙

特利尔地区的法轮功学员，9 月 21

日在该市唐人街中山公园广场举行

集会游行，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

相。当日阳光明媚，“法轮大法好”、

“声援 3.4 亿同胞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等横幅，壮观醒目。活动尚

未开始，街头已聚集不少观众等待。

天国乐团交替演奏多个乐曲，气势雄

壮。一名大陆移民被音乐声感染，他

说：听到音乐，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十分感动，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

受残酷迫害，由衷佩服他们坚持信仰

的勇气。 

蒙特利尔的杨女士在集会发言

中表示，《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

评共产党》，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

露了中共的杀人本质、邪教本质，引

发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大潮。越来越

多的人主动三退，解除被欺骗发下的

为其牺牲生命的毒誓，回归人性的善

良和理性。杨女士表示，蒙特利尔的

退 

退党热线不时接到中国人的三退电

话。最近一名女士打来电话，为自己

及父母、先生和孩子做三退，她说到，

在海外多年，看到、听到的大量事实，

令她认真思考，认识到共产党真的是

一个邪恶组织，因此一定要与其划清

界限，让全家人都三退。 

集会后的大游行从唐人街出发，

途经知名景点和蒙特利尔市中心几

条主要大街，沿途受到民众热情关

注。来自法国里昂的莱昂奈尔和吉赛

勒夫妇表示，游行队伍非常壮观。吉

赛勒说：“我内心被深深触动，想大

声喝彩。天国乐团的演奏很好，有种

强大而又温柔的力量，实在太棒了，

和以往看到的游行完全不同，‘真善

忍’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游行结

束后，人们在公园广场进行了集体炼

功，大学生卡玛被炼功场面吸引，她

说感到有一种宁静祥和的能量场，她

指着法轮大法简介上的“真善忍”说，

自己非常认同这些价值观。过往民众

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后，非常

震惊，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

害，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他们只是利用脑死亡这一说词来掩盖

他们的犯罪，文章描写的是一个实际犯

罪过程。 

与会各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中

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受到美国议院、欧洲

议会及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

谴责，一些国家已经把接受非法器官、

到中国旅游做移植手术定为犯罪。中国

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数量，与实际移植

手术的器官数量存在极大差距，这表明

杀害良心犯、获取器官的罪行至今仍在

中国持续,国际社会必须认清这种群体

灭绝罪行。联合声明最后呼吁：欧洲各

国政府和其它国家发声，谴责中共对法

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团体人士的迫害，

施行具有实际意义的政策，来终结这场

现代最可怕的人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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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公义而退  
作为在中国长大的青年，小时

候糊里糊涂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

团。我曾经对中共歪曲事实的“光

辉历史”宣传深信不疑，真心认为

过去的所谓“先烈”是好的，只是

后来人心变坏了。然而越长大我越

认识到，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

自由和公义被践踏，奴役和奸诈却

无处不在。所有人都告诉我，这很

正常，哪里都一样，你要适应社会，

而不是让社会适应你。但我不相信，

难道这世上真没有自由公义吗？ 

当我有幸离开这个环境，了解

到各种真相时，我痛悔自己曾经的

愚蠢。我看到坦克下血肉模糊的年

轻人，看到被活摘器官的真相，知

道红军在川北杀人如麻，眼泪止不

住地流。我曾为共匪唱过赞歌、为

“革命先烈”洒下过泪水，这让我

无比羞愧难过。我愿意做能做的一

切、忏悔赎罪。为了自由和公义，

在此正式声明，退出少先队和共青

团，以及一切与共产党有任何关联

的组织或团体。（声明人：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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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 9 月发布了一份人权白皮

书，吹嘘其当权的 70 年里，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美满”，各项基本人权

也“得到尊重和保障”，却绝口不提

言论、新闻、结社等基本人权概念，

也全面回避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

舆论嘲讽该白皮书是中共的愚民宣

传，在事实面前不堪检验。国际社会

对人权基本内容是有共识的，其中包

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

和公正权。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

的人权，而自由权是人权的灵魂。 

    在联合国发布的以 2005～2011

年为调查时段的《全球幸福指数》中，

中国排名 112 位，属于相当缺乏幸福

感的国家之列。盖洛普公布的2010年

全球幸福调查，仅有 12%的中国人认

为自己属于生活“美满”，71%的人认

为生活“艰难”，有 17%的人说自己

生活“困苦”。一份党媒的调查结果

亦显示，选择比较幸福的只占 4%，选

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占了38%。这些

数据打脸中共在白皮书中的说词。 

    在中共体制下，私人房屋被强拆； 

 

维权人士被绑架、被失踪；成千上万 

婴孩被毒奶、假疫苗坑害；经济难民

们被割韮菜、被倾家荡产；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被活摘器官；各宗教团体

被迫放弃信仰；越来越多的民营私企

被变相党有、财产被接收。再看看现

在的环境，毒食品，毒雾霾，高房价、

高学费和医药费，全球数一数二的高

税赋等等，在此情况下，能说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人权得到保障吗？ 

    在过去几十年的运动中，每个人

都可以悉数家族成员，看看有几家人

从未在各种迫害中受到波及的。即便

是有权有势的红二代，其父辈有几个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挨过整？普

通百姓又有几家没有冤屈血泪的？

在这样一个高压维稳，严重的贫富差

距，司法黑暗、公义荡然无存的社会，

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法律

的保障。在这些事实面前，恰恰证明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践踏者。人

民想拥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尊

严，唯一的办法是，抛弃中共，结束

专制制度！ 

 

中共白皮书中的人权谬论 邪党杀人史 
古往今来有个团伙，高居殿堂，

受人膜拜，但却害死了数千万人，这

个团伙就是中共。我们来看一看它的

杀人历史。1949年后，在没有战争的

情况下，被政治运动害死的中国人至

少达8千万。历史数据显示，第一次世

界大战全球因战争死亡 1千万人，二

战全球死亡 5 千万人，中共造成的非

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

死亡人数的总和。 

其中 1958-1962 的大饥荒，据赵

紫阳估算，饿死的人超过 4 千万，中

共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那三

年风调雨顺。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

的曹思源在一次演讲中说：1958-1960

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至少 3

千 8 百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

历史上有记载的各种自然灾害，所导

致的死亡总数不到 3千万，中共 3 年

饿死的人，就比 5 千年来因天灾而死

的总人数还多。 

关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中

国人死亡，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报告显

示：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统计

出文革造成 2 百多万非正常死亡。根

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革中非正

常死亡者近 8 百万。坊间流传，叶剑

英在 1987 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式上的讲话披露：文革中，死了 2 千

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

分之一。 

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背后每一

个鲜活生命的消失，数千万个家庭的

悲惨，哪是几个数字就能承载得了

的？现在竟有人说，那都是过去的事

了，共产党改良了，不再杀人了，这

纯属鬼话！当今中共已把活摘人体器

官与器官移植手术结合成一个按需

杀人牟利的产业链，导致大量法轮功

学员和良心犯遭此杀戮。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这

样大规模屠杀百姓，中共通过杀人来

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

感；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

积累的社会冤怨。时至今日，中共由

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只能

以高压暴力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一

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

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

来没有变过，将来更不可能改变。 

一天，看到一位穿着警服的男子

在菜园边摘菜。我走过去，刚提到“三

退”一事，他头也不抬的说：“你就

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吗？大白天的竟敢

在大街上叫人退党？”我说：不怕，因

为你是好人。他抬起头望着我笑了。 

    我接着说：“就像一座要倒塌的

楼房，你在里面不知道危险，我叫你

赶快跑出来是希望你平安。现在共产

党腐败到甚么程度谁都知道，历次运

动害死中国人八千万，又制造天安门

自焚假案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

员，用铁拳暴力对付民众及各宗教团

体，人不治天治。在贵州省平塘县发

现一块藏字石，断面呈现六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亡。经中科院地质学家鉴

定是天然形成。共产党是由党、团、

队员组成的，你是它的一份子，它干

的坏事有你的份，必须退出来，才能

平安。若不是关系着你的未来，我不

会无缘无故说这些的。”他不吭声，

好像在思考甚么。过了一会儿，这名

警察说：看来，我也得退（党）了。 

“我给你取个化名把党退了吧，希望

你家庭永远兴旺！”听到这话他当下

高兴地说：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我还认识一位武术教练，他和老

伴身体都不好。我送给他们一个法轮

功真相的播放器，他们很愿意听。最

近去看望他们，刚进门就看到一位满

面红光的大叔坐在客厅。谈聊当中提

起法轮功，武术教练说：“真、善、忍，

这三个字真好，教人做好人，全世界

都欢迎，都喜欢，就江泽民不让学，

还迫害他们。”那位大叔听了笑而不

语。我问大叔，以前在哪上班？他说：

“我以前就管你们法轮功。”武术教

练介绍说，他是老公安。老公安接口

道：“以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

被关在养老院，我去接他们，对他们

可好了，给他们倒水喝，照顾他们。

到现在这些人见到我都老远就跟我

打招呼。”武术教练说：以前就是他

传法轮功的小册子给我看。老公安笑

瞇瞇地表示：“说句心里话，法轮功

确实是好！” 

 

人心渐明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