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在黑暗中被掩盖了近二十年的非法

迫害黑幕及惊天罪行，将大白于天下。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提供三退服务   

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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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金秋大遊行 華人踴三退 

2019 年 

11 月 
 

证人披露活摘器官黑幕 
 

金秋送福撒甘露，2019 年 10 月

20 日中午时分，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

第八道上，民众站立在街道两旁，翘

首观看游行队伍。军乐锣鼓、彩旗花

船、龙腾狮舞、横幅展板，法轮功学

员的队伍浩浩荡荡，十几个方阵绵延

二十条街区，震撼人心，再一次将法

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中西

方民众如同过节般地喜悦，很多人上

前拍照、录像、微信直播。有的说： 

好开心、法轮功了不起；有的说：在

大陆看不到。当地居民牛先生说：这

两年我都来看游行，好看，壮观！来

美不久的孙先生与舞龙队的彩龙合

影留念，他说：共产党迫害这么多

年，人家照样炼，我的朋友就有在家 

 

偷偷炼的，因为好嘛！炼功能使人内

心平静。民众林女士说：做人要遵循

真、善、忍，我对这三个字很认同。 

游行当日，到处都有退党义工在

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五百多名中国人退出了曾加入

过的党、团、队组织，目前三退人数

已突破三亿四千万。近年来，“天要

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已渐入人心。

一名姓林的妇女以“林幸运”的化

名声明退出少先队，并与女儿在游行

队伍前拍照留念。一个来美国一个多

月的男士，开心的要求加入游行队

伍，并以“陈勇军”的名字做了三退。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易蓉现场

表示，曾经的神州大地，在中共邪党 

10 月 26 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刊

登一篇综合报导，引述几位证人向法

庭提供的证词，并采访了相关证人，

证实中共系统性地强摘良心犯器官的

罪行长期存在，且仍在持续。国际“独

立人民法庭”在对现有证据进行了 12

个月的评估后，今年 6 月做出结论：

强摘器官罪行已持续多年，法轮功学

员一直是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 

2004 年，北京法轮功学员韩俊清

在被中共关押三个月后离奇死亡。韩

俊清之女韩雨说：去看遗体时，发现

喉咙部位有很粗的黑线缝合的刀口。

家人趁警察不备时将衣扣解开，发现

刀口从喉咙一直开到腹部，用手按肚

子，发现里面全是硬硬的冰块。韩雨

认为，父亲遭强摘器官致死。 

另一位证人江丽也认为，父亲江

锡清死于活摘器官的惨烈暴行。她说：

父亲被关进劳教所后，2009 年 1 月去

探望时一切都很正常。隔天下午，劳

教所打电话说父亲死了。当晚江丽和

家人被带到停尸房，只给五分钟。江

丽的姐姐在摸父亲的脸时尖叫起来，

她发现人中部位仍有温度，他可能还

活着！于是将身体拉出一半，摸胸部

还是温的。在准备给他做心肺复苏时， 

几十年的祸害下，已是满目疮痍，八千

万同胞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丧失生命。

中共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其反宇

宙、反人类的邪恶本质注定其解体灭亡

的下场。随着《九评共产党》的广泛传

播，当今中国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无

数人从中共的谎言欺骗中清醒过来，从

其专制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从恐惧中解

脱出来，纷纷选择退出中共。这发自灵

魂深处对中共的唾弃与否定，使他们在

解体中共的进程中获得了新生。易蓉最

后说：三退大潮已成浩荡之势，正在加

速解体中共于无形，“天灭中共”的预

言正在天地间应验，中华民族必将迎来

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退团 退队 
很早就知道中共不是什么好东

西，但是受洗脑教育，一直觉得国

内乱象是受了封建社会的影响，对

1949 年以后的历史一直都是空白。

中共只讲什么丰功伟绩，大跃进、

文革从来不敢多提，现在大部分年

轻人甚至不知道六四、法轮功是怎

么回事。直到一个朋友和我们聊天，

详细介绍了中共 1949 年后的害人

历史，才明白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

社会。 

原来，没有什么三年自然灾害，

大跃进是中共剥夺老百姓的口粮，

直接饿死了四千多万人；1989 年的

六四，只是一群学生争取民主，却

遭机枪、坦克屠杀；法轮功学员只

是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这

几年的器官移植爆发式增长，都是

抢劫了好人活人的器官！简直丧失

天理人伦底线。中共就是一群魔鬼，

以前我们被洗脑宣传所骗，不自主

的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现

在我们声明，宣布全都退出，不再

是与邪恶中共为伍的人。 

(声明人：胡雪存，荣幸福，周新立) 

她们被强行拖了出去，接着警察要求

家属签署火葬单并支付费用。江丽

说，后来看到的尸检报告说，断了三

根肋骨，内脏都被掏空了。 

法轮功学员于溟在中国多次被

非法拘禁，在沈阳拘留所被殴打至昏

迷。他回忆，被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

学员接连失踪，其中有一位叫高一

喜，后来被证实死亡。他的家人描述

遗体的情况时说：他的眼睛睁得大大

的，腹部塌陷，里面没有器官。过去

几年来，于溟对几家军事医院进行秘

密录像，来到海外后，将录像提交给

“独立人民法庭”。他说：很多受害

者的家人只收到一堆骨灰，其它什么

都不知道，我不能保持沉默。 

    从监狱、劳教所幸存的众多法轮

功学员反复提到一点：当他们遭受着

酷刑的同时，却被安排进行抽血筛

查、做超声波和 X 光检查，这些都是

用来确定谁的器官可以用于移植。中

共强摘器官罪行一直不断，在2000 年

前后激增，多个调查报告统计，每年

的移植手术达 6-10 万例，大量失踪

的法轮功学员成了主要的供体来源。

随着越来越多证据和受害案例浮出

水面，相信这场深藏在公众的视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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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主导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今年在乌镇举办，然而主要外国科技

公司的高管竟一个都没出席。在开幕

式上，中宣部长声称，我们将发挥“负

责任大国”作用，推动网络空间的“发

展开放”。然而，就在他“信誓旦旦”

的同时，会场出现了一幕“有趣”的

场面，与会者个个猛翻墙，方能连上

谷歌、推特、脸书、YouTube 和维基

百科等国际网络，真是既讽刺又可

笑。 

   众所周知，中共长期以“防火长

城”审查封锁境外的网站、屏蔽消息，

国内民众必须通过各种翻墙工具，才

能接触到国际信息。除“防火长城”

外，中共还打造了网络封锁软件“金

盾工程”，该软件由江泽民的儿子江绵 

恒主导、前期工程就花费 64 亿人民

币，主要目的是监控民众的浏览内

容，重点包括六四、法轮功等相关信

息，监控范围甚至包括计算机文件、

QQ、微博、微信等。 

中共高筑“网络柏林墙”，肆意

抓捕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的人士，由

它来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本身就是

一个笑话。它自己也很明白，中国人

一旦突破网络封锁，获得真实信息，

那精心筑造的谎言大厦便会轰然倒

塌！但也因为如此，促使人们翻墙的

欲望越来越强。这些年来，据翻墙的

网民反馈，“自由门”、“无界浏览”

等免费翻墙软件已成为他们的必须

品，这些软件使用业界最强的加密方

式，最为安全方便，而且免费。 

 

互联网大会 与会者翻墙成奇观 洗脑教育害少儿 
近来国内的私立国际小学开始

强制学生戴红领巾。不少家长抵制，

呼吁救救孩子。学生家长表示：“送

孩子去国际学校，就是为了远离红色

教育，没想到还是逃不过。”近期，

中共几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强中小

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将在中小

学加强洗脑宣传。令外界警醒：红色

“教育”还要毁掉多少孩子！ 

几十年来，中共在大中小学安排

思想政治课，这类课程充斥虚假的内

容和空洞的理论说教，历来不受欢

迎，这些科目的教师硬着头皮讲，学

生闭着眼睛背，家长无奈兴叹。大量

国家资源、人力和时间被浪费在无

用、无趣且有害的思政课上。此教育

怪象，毁人无数。 

据陆媒报导，中共教育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本次《意见》的思路时称：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此

说引人质疑。 

泱泱中华，承传五千年文明，中

国的教育为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当前，马克

思主义早已被证明为灾难学说，社会

主义已遭唾弃，处在被诸多政府抛弃

的境地，中共反而抱住马列不放，只

能把国家和人民拖离国际文明的轨

道。中小学是少年儿童树立人生观和

世界观的重要阶段，可是，当局把这

些观点混杂起来，作为唯一正确的理

论，强加给不谙世事的学生，迫使他

们在童真年代就开始批判资本主义，

陷入了课本与实际生活的严重脱节。 

中共还把贯彻党的方针和“立德

树人”并列，试想，党化教育何以立

德、树人？中共信奉无神论，崇尚斗

争，宣扬暴力。文革期间红卫兵颠覆

伦常、砸烂传统，就是在听党的话、

跟党走。如今，当局加大力度封闭中

小学生的思想、割断他们与传统的联

系，企图将其打造成忠于党的奴隶。

对此邪恶计划，中共美其名曰“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令人不寒而栗。

红色基因将在少年儿童的心灵里埋

下什么种子？那绝不是真善美，更不

是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而是

共产邪恶理论和对共产党的盲从。 

 

我们村的东边自古就有两座高

高的土崖：一座是黄土崖，一座是

红土崖，村里老人说这是老天爷给

的两座宝山：用黄土崖的土掺上麦

秸和泥，抹墙打土坯，十分坚固，

村民们都用它修房盖屋；用红土崖

的土掺上煤粉和煤泥、做煤球，烧

炉子做饭取暖，火苗非常旺盛，给

村民们极大的方便。 

在邪党搞暴力革命的时期，中

共党魁曾经在这一带山里躲藏，后

来就把这里视为给它带来能量和好

运的所谓“革命老区”。不惜巨额

资金，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了大

型红色历史基地，当地各乡各村为

挣钱，也都发展旅游。但民间集资

修建起来的，却都是道观、寺庙之

类。显然，一旦中共的高压控制稍

微放松，正常人信仰神、敬畏神的

传统文化就会自然回归。九十年代

法轮功一传出，很快就传遍了全

国，在这里也人传人、心传心、越

传越广，修炼法轮功的乡亲越来越

多。即使 1999 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

法轮功，旷日持久的高压和残酷迫

害，也未能让山区的乡亲们放弃修

炼，相反，因为法轮功教人提高心

性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修炼的

人不仅自己坚持，而且不停的传播

弘扬。所以即使面临着疯狂迫害， 

 

法轮大法也已在大山深处生根开

花。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国内掀

起了三退大潮。这里的村庄寨子，

不论新老村支书、村长、小学校长、

大队会计、民兵等等，几乎没有不

同意“三退”的，普通村民退得就

更多了。有的人还说：我就用真名

实姓退，早看明白了，谁跟着共产

党都会遭天打五雷劈！更多的人表

示：过去爷爷奶奶都支持过共产

党，听信了共产党的宣传灌输，而

它几十年来不停搞运动、整人、迫

害人，战天斗地，祸害咱老百姓。

即使被祸害了也不动脑子，以为党

是好的，只是它里面混进了坏人

了。现在读了《九评》，知道了这个

党的本质就是反天、反地、反人类

的邪灵；要不解体它，咱老百姓不

会好，中国也不会好。即使那些一

时得了利益，当了官发了财的，不

定啥时候也会被共产党祸害，家破

人亡。 

 现在无论在田间、街巷、集市，

还是乡镇机关、学校、农家小院，

你遇见的人别看他嘴里说什么，十

有八九是悄悄给做了“三退”的。

被中共视为根基命脉的所谓“革命

老区”其实早已名存实亡，不复存

在了。 

中共“老区”退党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