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提供三退服务   

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六千万 

――――――――――――――――――――――――――――――――――――――――――――――― 
http://c.cose.press  http://w.suc.world  https://git.io/fax33 重磅信息 疫情报道 链接退党网 (可用火狐等浏览器) 

给 santui@comcast.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主题为 12345，即为您办理三退，并提供《九评》及自由门软件 
短波收听希望之声--重要新闻、时事评论、名家谈、脱口秀等，可从 6MHz–22MHz 之间寻找清晰的频率(千赫) 

 
 

   

                                  

 

 

 

 
 

 

 

 

 

 

 

 

 
 
 
 
 
 
 
 
 
 
 
 
 
 
 
 
 
 
 
 
 
 

 

 

 

 

 
 

 

 

 

 

 

2020 年 

10 月 
 

台湾有位著名的中医师叫胡乃

文，医术精湛，视病人如亲人，慕名

求诊者纷至沓来，很多都是四处寻医

无效后，来到他的诊所，才找出真正

的病因从而治愈。胡乃文在研究所

时，主修神经学和内分泌学，后又投

入药理学，并在美国著名的史丹佛研

究院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经历了各

种各样的诊疗情况后，他开始钻研中

医，探寻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奥秘，也

接触了各门派的气功。 

  1997 年，胡乃文参加了法轮功的

炼功班，后来遇到法轮功创始人来台

湾传功讲法。胡医生回忆说，师父告

诉我们，不论在生活或工作中，都要

从好人做起、进而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要求自己，“真善忍”是高层次

的法理，要遵循高层次的标准去修

炼。这番话一直烙印在胡乃文心中。

自此之后，他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一

个好人，做一个实践“真善忍”的修

炼人。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很多毛病 

一位名医的治病哲学  
 不见了，肠胃宿疾也消失了，精神越

来越好，对许多艰涩的医学古籍也有

了更深的理解和领悟。他也明白了，

治病要治心，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一次，一个基督徒老太太来看

病，她说每天都祷告。问她祷告什么？

她说，跟上帝讲，今天和谁发脾气

了，明天又和谁不好了。胡医生于是

笑着说，您是不是每天忏了，却没有

悔呢？忏而不悔，悔而未改，就等于

零。老太太听后很触动，流了许多眼

泪。下次来看诊时，老太太带来一个

红包，说回家后改了常发脾气的坏习

惯，病情竟然完全好转了。胡乃文悟

到，病由心造，境也随心转，若能在

病痛中修去不好的心、就能从中破茧

而出，帮助病情好转。所以看诊时他

总会劝病人放淡执著和欲望。 

胡乃文常思考：病人为什么会得

这样的病？他有什么放不下的执着

心？他们放不下的东西都在我脑袋

里过一遍，同时问自己，我是否也有 

 

三退心声 
  当前中共内忧外患、面临前所未有

的危机，有识之士认为，共产党统治已

接近瓦解。明智而正义的民众通过各种

渠道，在海外退党网声明三退(退党、

退团、退队)，他们正成为重建中华文

明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江苏的陈凯在三退声明中写道：很

多事情，我们被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

朵，每天看到的都是歌舞升平。一旦睁

开眼睛，放开耳朵，立即看到了一个立

体的、真实的世界。加入共产党，是我

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我声明退出共产

党，投向光明与正义！ 

程序员苏威威表示：我父亲是一个

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他告诉我，创业

时遭受共产党官员的层层盘剥，今年疫

情给他带来的巨额损失。我了解到，自

己一直都活在共产党精心设计的骗局

中！后来我从真相信息看到，1989 年

六四时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开枪屠杀学

生；遭迫害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气功

组织。我向父亲坦承了自己以前的错误

认识，并表达了三退的意愿。父亲十分

欣慰，亦决定让我帮他也声明三退。 

大学毕业生让巴尔感叹：如今年轻

人的收入越来越低，社会怨气越来越

重；共产党把我们的前途都葬送掉了，

本是最需要国家帮助的年轻人，却成了

遭任意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共产党不顾

人民死活，搞出了个瘟疫祸害全人类。

中华大地上妖怪横行霸道，祈求上天灭

掉这个祸害地球的恶党，我郑重声明退

出中共。 

赵祖功、谢景花等八人声明：我们

都是从所谓“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经

历过多次的各种运动，对共产党的丑恶

面目看得非常清楚。被压抑和坑害了一

辈子，今天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的心里

话：退出共产党的所有邪恶组织，跳出

这个共产邪恶主义构成的人间地狱。 

============================ 
同样的执著？行医 35 载，胡乃文表

示，自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有缘人，

希望人们都与法轮大法结善缘，都身心

健康！ 

 

出路在哪里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可悲

的是，这个邪党灭亡之前，还在力图

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绑在一起。行将

就木的中共，它的力量明显在衰退，

对人民思想的禁制也开始越来越不

灵了。现代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

得它很难继续垄断信息、封锁言论。

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日趋

严重，对中共心存幻想的大众逐步觉

悟，不少人走上民间维权抗争之路。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达到

进一步巩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却

大泻了自己的元气，暴露了邪党的残

暴。这样一个大环境，提供了彻底摆

脱共产党邪灵控制的一个契机。 

在中共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

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

灵魂的救赎。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

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

党的邪恶本质。总有一天，人民会把 

附著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

组织剥落，让社会中坚力量所维系的

社会体系独立运作。这一天已经不远

了。 

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

的恶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

关的工作水平。其实把共产党从政府

中剔除的道理，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改

革人士所认识并实践过。但是如果不

能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党的绝对领

导”，这种邪恶体系内的改良努力，

事实上证明是不够的，也是难于进行

的。… 

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

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

国家已经所剩不多了，中共国、北

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

期。以中国人的智慧，照历史上中华

民族的辉煌，摆脱了共产党邪灵附体

的中国，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随着欧洲的疫情逐渐减弱，9 月

12 日维也纳迎来了第一个疫情后被

批准的大游行。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市

中心的卡拉扬广场，镶有金色“法轮

大法”的锦旗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

近百名成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演奏着

雄壮动听的乐曲，为这个音乐之都添

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游人们纷纷驻

足观看、拍照，商店的工作人员也站

在门口欣赏。 

下午时分，由警察开道，天国乐

团打头阵，大游行开始了。队伍由数

百名来自德国、瑞士、捷克、瑞典、

波兰等欧洲各国的学员组成。腰鼓队

打着中国陕西腰鼓，鼓声阵阵，步伐

整齐；唐装队身着色彩艳丽的古代服

饰，手捧莲花翩翩起舞。功法演示方

阵表演法轮大法的功法，动作舒缓祥

和；充满活力的舞龙队，舞动金龙蜿

蜒起伏、栩栩如生。队伍中有一个“反

迫害”的阵容，身着白衣的游行者，

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

照片捧在胸前，以示悼念。照片上一

张张善良的脸庞、他们因坚持信仰而

失去生命的悲惨遭遇，令人动容。 

随着游行队伍穿越市中心，街道

两边挤满了观众，队伍两侧有法轮功

学员派发传单。人们有的为游行鼓

掌、喝彩，有的打开传单阅读，很多

人看了传单和听了游行活动的主持

人讲解后，立即在制止活摘器官的征

签表上签名。 

捷克的贾库布与妻子来维也纳

旅游，看到大游行深感触动。贾库布

说，我们阅读了传单中的内容，这是

一个美好的精神信仰，回家后我也许

会开始学法轮大法。巴西的博物馆学

家莫拉来此地工作，她表示：今天的

活动非常重要，“真善忍”是美好的

价值，遵循它，人类社会将变得美好。

德国游客芭芭拉表示，看过关于法轮

功的报导，他们因为信仰被关进狱

中，甚至遭强行抽血、器官信息被存

档，如有患者需要器官移植，就在数

据库中找匹配的器官，这位法轮功学

员因此就要被杀害，器官遭摘除，这

是超乎人想象的邪恶。电影演员伊利

安认为：各国政府抵制去中国做器官

移植，非常重要，这会遏制这一罪行。

她祝愿法轮功学员圆满成功。 

 

维也纳大游行 振奋人心 

记者曝中共的法治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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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五十分钟 
不久前在海外公映的电影《永恒

的五十分钟》，再现了 18 年前的东北

电视插播事件。当时正值中共全面镇

压污蔑法轮功之际，2002 年 3 月 5

日晚，长春有线电视用户接收到几个

插播短片，长达五十分钟。隔天人们

奔走相告：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原来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都在炼法

轮功！此事件令发动迫害的江泽民

惊恐万状，进行全城大抓捕，参与插

播者遭到惨烈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 

插播的视频中展示了什么细节，

让人们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伪案？

原来那是把央视焦点访谈的自焚录

像慢速播放，于是破绽尽显。 

  1. 自焚属突发事件，央视却能拍

到远景、近景和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

特写，可见摄影事宜都提前安排好

了。在自焚现场，几个警察在一、两

分钟内同时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

火毯，显然也是事先准备的。 

2. 王进东的衣服似乎已被“烧

焦”，而最易燃的头发却齐刷刷的，

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他

身后的警察手持灭火毯，却不急于

“灭火”，等到王喊完口号后才盖下

来，一看就是演戏。 

3. 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被基本

扑灭时，却遭一名穿军大衣的男子用

硬器猛击头部，刘当场被击杀。《华盛

顿邮报》记者曾去刘的家乡查访，邻

居们都说从没见过她炼法轮功。 

4. 12 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

手术，四天后在采访中却能声音清脆

地说话和唱歌，有违医学常识。 

这些年有不少知情人士透露的

消息证实，“自焚”伪案是江泽民集

团一手策划的，在事发之前，天安门

广场就已戒严了。中国民主党的一名

负责人曾经透露，公安部的一名高级

官员向他提供的消息说：自焚案发生

在 1 月 23 日，但时任公安部长贾春

旺 22 日就已知道消息。 

很多律师指出：修炼法轮功是合

法的，所谓“邪教”之说是江泽民在

1999 年对法国《费加罗报》谈话时抛

出的，然而个人讲话绝不是法律。公

安部先后三次公布邪教名单，法轮功

都不在其中。从 1999 年开始迫害至

今，法轮功学员案无一不是冤案。 

 

意不提“法轮功”三个字，让法轮功

在民众的视野里慢慢消失。为什么淡

化报导？就是怕活摘器官罪行被曝

光。但一到敏感日，便把法轮功事件

拿出来污蔑一番。 

张真瑜还指出，在疫情爆发之

初，当局先是掩盖，掩盖不住了就甩

锅到其它国家。由于中共控制舆论，

许多民众不了解真相，觉得疫情很快

会被控制住；了解情况者出于恐惧也

不敢讲。他说，同胞们不能再相信共

产党了，想知道真实信息就要翻墙，

想对自己未来负责就要找真相。 

提到三退大潮（退出中共党、团、

队）张真瑜透露，自己早在 2012 年

就发表了三退声明。他说，三退在党

员中已人尽皆知，包括一些要害部门

的官员、家属甚至孩子，在海外的一

些留学生，及一些亲共的媒体员工，

他们背地里就加入了三退的行列，因

为，人们现在都看到了，共产党目前

在世界上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 

原凤凰网时政栏目记者张真瑜

从事媒体工作十年，日前他接受《大

纪元时报》专访时，披露了在媒体工

作中见证的中共“法治”黑暗。 

张真瑜表示：接触了各种上访事

件，受触动最大的是采访马三家劳教

所的上访人员。2012 到 2013 年间，

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的6名妇女向媒

体求助。她们因上访被关押在劳教所

一年，遭受酷刑迫害，包括被扒光身

子绑“死人床”、强制灌食等非人虐

待。她们的惨状对张真瑜产生极大震

撼，更令他震惊的是，这些酷刑許多

都是前所未闻的，并且首先用来折磨

法轮功学员。受访者亲眼见到法轮功

学员被折磨到丧失意识，劳教所经常

有法轮功学员无故失踪，她们对这些

学员遭活摘器官深信不疑。 

张真瑜在大学期间经常翻墙，了

解一些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信息。做

记者那几年他发现，尽管对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一直没停止过，但中共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