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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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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惡人榜 罪行無所逃 
 

2019 年 

12 月 
 

国际再度聚焦“中共活摘器官” 

自从 1999 年法轮功学员遭到中

共残酷迫害以来，参与迫害者的名单

及其迫害行径一直被曝光。近日明慧

网更新的恶人榜，收集了超过十万恶

人的名单，上至发动迫害的中共前党

魁江泽民，下至参与迫害的居委会、

村委会的基层人员。这些迫害者的个

人信息和恶行记录在案，数据详实，

证据确凿，是今后将其绳之以法的第

一手数据。 

此前，美国和其它国家发布了对

人权及宗教迫害者的惩治新规，其制

裁方式包括：冻结其海外资产，拒发

移民签证和旅游、探亲、商务等非移

民签证，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

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同时他们的配

偶、子女亦在惩罚之列。目前有近 30

个国家的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相应立

法，以制裁人权恶棍。 

今年 7 月，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20 周年之际，已将第一批恶人名单递

交给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官员回复，

会审核所有提交的信息，依法处理。 

近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澳

大利亚及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将最

新整理出的又一批恶人名单递交给

本国政府。据报道，很多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及打手，在这些

制裁措施发布后，大为恐慌。有些警

察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时说：不要举报

我，我孩子以后还要出国；有的公安

局长也开始有所顾忌。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1992 年

以气功形式在中国公开传出，其祛病

健身的神奇功效迅速获得社会各阶

层的欢迎，修炼者遵循“真善忍”原

则，对社会道德文明起到了极大的促

进作用。1999 年官方报导说，在短短 

近日，中共企图转移国际上对其

活摘器官罪行的谴责与调查，声称采

用了新的自愿捐献制度，取缔了强迫

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引发

国际媒体与医学界对这一黑幕的再

度聚焦。 

《福布斯》杂志引述《医学伦理》

杂志的一份最新报告的结论，指控中

共精心伪造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

计算器系统的数据，以掩盖大规模摘

取器官牟利的事实。这份最新报告反

驳了中共的说法，揭露了移植数量与

中共官方统计数据之间的实质性差

异。11 月初，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公共

卫生学会年会暨博览会上，总部位于

纽约的中国器官采割研究中心以展

览和演讲揭示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是二十一世纪最骇人听闻的

人权灾难”，令所有与会者震惊。该

研究中心还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

二届美国宗教自由部长级峰会上，发

布了 2019 新报告，揭示了“中共对

良心犯的强摘器官移植，是一个由中 

7 年中，就有上亿人学炼。法轮功强调

重德修善，这与中共假恶斗的意识形态

相驳，江泽民出于妒忌以及对权力不稳

的恐惧，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全面

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将和平上

访扣上“围攻中南海”的罪名；炮制天

安门自焚、用自杀、杀人等伪案栽赃构

陷，制订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使无数法轮

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判刑、劳教、酷

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 

风雨二十载，法轮功已传播世界百

余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和支持，

而中共在迫害中坏事做绝，遭恶报的事

情频频发生，明慧网已公布了二万多实

名案例，这些斑斑可考的实例，印证了

善恶有报的天理。近几年很多明白真相

的公检法人员，都在设法为自己留后

路，并力所能及地保护法轮功学员。 

 

共当局驱动，军队与地方机构参与的

非法、按需求杀人系统，利益涉及每

年逾十亿美元。 

    1999 年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以

来，在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

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同时被关

押的法轮功学员大量消失，沦为活摘

器官的供体。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

牟取不法暴利，被视为“国家操控的

大屠杀”，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形容

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已通过谴责这

罪行的决议案，西班牙、意大利、挪

威、比利时、以色列等国家，立法禁

止公民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活

摘器官暴行的残酷性，远远超过纳粹

行径，却发生在当今共产党统治下的

中国。随着大量证据的曝光，越来越

多国家相继对这种人神共愤的罪行

表示愤慨与谴责，制止这一反人类罪

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愿更多

的人能站在正义的一方，早日结束这

场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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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团 退队 
年少时懵懂无知加入了中共邪

党的少先队、共青团，随着年龄成

长也知道恶党的腐败与黑暗，但还

是心存幻想。直到前几年一桩冤案

降临到自己头上，结合现在翻墙所

了解的一切，才真正认识到了它的

邪恶本质。 

中共篡政 70 年以来，一直在用

谎言与暴政欺骗奴役压榨中国人，

垄断一切公共资源、盘剥人民，而

其公检法司机构，都是中共的整人

掠财的帮凶，他们办案基本都是乱

作为、毫无底线与人性，以抢劫财

富为目的，施以恐吓、引诱、欺骗、

刑讯逼供等手段，并强迫受害者必

须按照他们事先编排好的供词签字

并录影，根本不管事实、过程、逻

辑，事后还威胁受害人，不准上诉、

不准“乱说”。付出了巨大沉痛的代

价后，我终于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

质，在此我声明退出共产邪党的团、

队组织，做一个有良心与原则的中

国人！（声明人：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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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聪焕教授是越南河内友谊医

院的专家，该医院为高级官员提供医

疗服务，阮教授治愈了很多患者，不

幸的是，2016 年底他被查出了肺癌，

不得不接受放化疗。 

治疗期间，他接到了一个在军队

医院工作的亲属的电话，跟他说： 

“以前我有多种疾病：肾结石、糖尿

病和高血压，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功，

半年后去医院检查时，所有指标都像

健康人一样了。开始时都不敢相信：

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迹？一年后，我所

有的疾病都消失了，再没吃过任何

药，炼法轮功是最好的治愈方法。” 

接到电话后，他理解亲属是好

意，但却不能完全接受和相信这样的

事实。不过这给了他一个提示：还有

别的途径可以选择！经过六次放化疗

之后，人已经非常虚弱了，他说，“我

感到自己的身体就像失去了灵魂”，

如此下去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他心

里非常清楚。 

一天化疗后，他回到病床上，发

觉枕头下有一本《转法轮》（法轮功

主要著作），他不确定是谁送来的，

但还是拿起书看了起来。在阅读过程

中，他感到莫名地感动，他说：书中

的内容让我感到震惊，关于人类和生

命的大量知识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

了解到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后，让

我绝望郁闷的心情豁然开朗，我当时 

就决定以真诚的态度修炼。 

随后他停止了所有令他痛苦的

治疗方式，全身心投入修炼。几个月

过后，进行 CT 扫描和各项检查，发

现状况完全改变了，各项指标都正常

了，这让他感到莫大惊喜。他的姐夫

也是一名医生，有一天看到他时，露

出了疑惑不解的表情，不相信肺癌病

人能够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当听完

阮聪焕的介绍后，姐夫激动地拥抱

他，并喃喃自语地说：这简直是神话。

他对姐夫说：多亏了法轮功，感谢法

轮功！ 

阮聪焕的神奇变化惊动了身边

的人，都知道炼法轮功在他身上创造

了奇迹。他的妹妹患有多发性关节

炎，行走困难，他向妹妹推荐了《转

法轮》。妹妹读完后，参加了法轮功

的九天学习班。九天结束后，妹妹谈

了自己的体验：第一天听完课后，感

觉腿很痛，根本就站不起来，可是回

家后就能站十分钟了；第二天听完课

后，不费劲儿的就站起来了，在一旁

的女儿和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睹了这

一幕。 

阮聪焕听后也很感动，他说，我

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画面，虽然在

医学生涯中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听别人说我也许不会相信，可我自己

的经历就是一个神话，法轮功创造的

任何非凡奇迹，我都完全相信！ 

 

一位越南医学专家的神奇故事 危墙下用脚投票 
    中共高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

专制政权随时可能崩溃，官场处于一

种末日心态，多少官员抓紧时间疯狂

把国库和财产转移到海外，经营后路

工程，而许多中国的顶级富豪们，其

实早就动手转移资产到海外了，他们

通过多种方式，如今已经成功完成了

财产大转移的主要部分。 

    11 月 21 日，胡润研究院公布了

《2019 胡润套现企业家 30 强》，该榜

单统计了从 2018 年7月到 2019 年 9

月上榜的企业家套现金额，其中 30

位大陆企业家一共套现了 918 亿，是

历年最高。 

这些年，中国富豪改国籍移民已

经成为一种新风气了，全球财富迁移

中国排名第一。不久前，亚非银行和

新世界财富公司共同发布了《2019

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其中最吸引

人眼球的当属 2018 年中国移民海外

的富豪人数再破记录：2018年，1.5万

中国富豪移民，同比增长 50%，排名

全球第一，比移民海外富豪人数排名

第二的俄罗斯高出一倍。 

    中国富豪为何选择移民海外？

胡润研究院相关报告显示，最主要的

原因，连续四年都是教育质量、环境

污染、医疗水平、资产安全、政治环

境、社会安全等多方面。同时越来越

多的高收入人群还担心货币贬值、外

汇管制收紧及城市房产限购。 

    其实，大家都清楚，选择逃离中

国，用脚投票，是对中共的统治失去

了信心。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你创

造了多少的财富，你的安全是得不到

保障的，你的食品是不健康的，你的

政治生活是没有的。 

    不光是富豪，连一向热衷为中共

辩护的五毛也不放弃移民的机会。五

毛高喊“爱国爱党”，那只是他们自

己的政治需要，及名利上的需求。再

看看中央领导人，或者高级别的党政

军的领导人，他们的孩子在哪里读

书？尽管口头上喊着热爱党国，但实

际上早就把他的家人，把他的后路，

都留在了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不光

是老百姓在投票，富豪在投票，其实

这些官员自己也在投票，在投对这个

邪恶政权的反对票。 

 

 

近日，朋友儿子结婚，我去赴

宴喝喜酒。在宴席桌上，经同桌朋

友介绍，认识了身边的一个经营品

牌摩托车店三十多年的老板娘。老

板娘与家人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

可谓见多识广。 

谈起海外见闻时，老板娘说：

在国外，法轮功学员到处都是，真

相资料随便发，随便看，没有人管。

人家可以拿着高音喇叭公开说：法

轮功如何如何好，在中国你试试，

你公开发资料，共产党马上就抓。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事情的女士

探过头来想仔细听听，老板娘大声

对她说：在国外到处都让学，因为 

好嘛，在中国不行。并对我说：你

好好给她讲讲。 

于是，我就给全桌的人讲了我

和家人炼法轮功后，如何得到了健

康的身体、心灵的提升；中共如何

制造“天安门自焚”欺骗老百姓；

三退（退出党、团、队）保平安的意

义等。接下来，同桌还没做过三退

的乡亲，都做了三退，老板娘把多

年的党员也退了。老板娘说：“大法

能保平安健康，真是谢谢！”其他人

也都连声说谢谢！有的还拿了翻墙

软件和护身符。老板娘又高声说：

我们这里电线杆上也挂着“法轮大

法好”呢，法轮大法就是好！ 

 

老板娘高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