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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七千万 

 

   

                                  

 

 

 
 

 

 

 

 

 

 

 

 
 
 
 
 
 
 
 
 
 
 
 
 
 
 
 
 
 
 
 
 
 

 

 

 

 

 
 

 

 

 

 

 
 

三退利國  利民  利己 是迎來新紀元的途徑 

2021 年 

2 月 
 

这些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及义工

协助，在海外退党网声明退出党、团、

队的人数，已超过三亿七千万；三退

人士包括民众和认清中共邪恶本质

的官员。觉醒的人们意识到，共产党

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源头。三退是摆脱

恶政、启动新纪元的途径，是利国、

利民、利己的选择，是中国人的唯一

出路。退党网上一份份的声明，反映

了来自民间和体制内的真实心声。 

    辽宁营口市的玉荣表示：70 年代

加入了共产党，可是自己生下来就挨

饿，上学就停课，中学毕业就下乡，

回城上班又下岗，熬到退休一身病，

活得实在艰难。读了《九评共产党》

后才明白，恶党是灾难的根源。我被

谎言欺骗了这么多年，现在它还在欺

骗。武汉病毒就是中共制造的生物武

器，导致全球几百万人丧命。现在病

毒变异，使全球陷入进一步的灾难之 

中。我相信天灭中共是必然，特此声

明退出党、团、队组织，不再与恶党

为伍，不受牵连，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自由人。 

    杨浩在退团、退队声明中写道：

儿时被洗脑，遭邪共欺骗。反思后感

到自己异常愚蠢和悔恨，今日本人宣

布与共产邪灵划清界限，终结与魔鬼

的一切联系。感谢自由门、无界网、

动态网和大纪元时报，让我开阔了眼

界，头脑清醒知真相，走上了新的人

生轨迹，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认清

了中共欺骗百姓、独裁暴政的丑陋嘴

脸。神一定会彻底消灭共产邪灵，正

义终会战胜邪恶，民主与自由的光芒

终会普照全体中国人。三退保平安，

祝福每一位摆脱共产邪灵的人。 

河南省的杜宝通说：本人是退休

干部，在卫生系统工作了半辈子，也

曾参军，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对各 

行业和干部队伍的腐败深恶痛绝。在经

过长时间思考后，决定退出中共所有组

织，期待国家迎来美好的明天。 

佳木斯市的奇志表示，一次到郑州

开会，当地一位中学校长谈到 50 年代

末年的大饥荒。他说，前一年粮食大丰

收，农村劳力都去大炼钢铁，粮食烂在

地里没人收。次年邪党强收公粮，把农

民的口粮、种子、牲口饲料掠劫一空，

饿死人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是百

分之百的人祸，中共却谎称自然灾害以

掩盖其罪恶。我们这儿流传一个民谣：

“喝凉水，就东风，十根肠子九根空，

万碎万碎毛泽东”。全国饿死的农民何

止几千万！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学员，

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炼法轮功，都是学

校的教学骨干。警察到学校来抓人，我

不忍好人被无辜迫害，就告诉这两位老

师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回想中共暴戾

恶行，我郑重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 

 

活摘器官这一被称为“这个星

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06年被首

次被曝光。十余年来，共有两千多个

电话录音、亲历者言证等证据表明，

在中国有一个由政府、军警、医院操

控的、系统进行器官活摘的庞大罪恶

产业，而且持续至今仍在不停运作。

日前，一份由中共官员家属实名举报

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体器官摘取

的证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

巨大震动。这份证词呈现了活摘器官

的前后过程，现场手术反应、组织背

景等，而且真名实姓、内容详实。下

面看看这份证词的一些细节： 

陆树恒，1950 年出生，持美国绿

卡，在美经营装修业。2002 年回上海

探亲期间，他嫂子的姐姐和丈夫希望

陆树恒帮助联系美国器官移植“业

务”。姐姐周清是医生，先后任上海

浦东医院妇产科主任、宛平医院院

长；姐夫毛叔平，原上海劳改局副 

 

局长、司法局副局长，与时任上海市

政法委书记吴志明（江泽民侄子）关

系密切。 

    毛叔平对陆树恒说：联系一台手

术比做装修远远赚钱多！陆问是什么

具体情况，毛回答说是器官，肾脏，

肝脏，眼角膜什么的。陆树恒在证词

中讲到，周清是外科医生，做过大量

临床外科手术。她参与了几次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后来就做不下去了，

因为她总做噩梦，吓得不敢做了，由

此可见活摘现场的惨烈度。周清说

过，开刀的时候，被活摘器官者会痛

得拚命嘶叫！那为什么不麻醉呢？因

为麻醉后，器官的鲜活程度要受影

响，所以就不给麻醉。 

    特别须要指出的是：中共这种活

摘器官，完全不同于移植界的供体脑

死亡后的“活摘”概念。证词明确

说：被捆绑者押进手术室时，都喊着

“法轮大法好！”这表明，他们是法 

 

活摘器官内幕：一份沉甸甸的实名证词 
 轮功学员，不是什么死刑犯，而且

都是神智健全、行为能力正常的人，

而非脑死亡供体。周清2002年做活

摘器官，是在武警上海总队医院，

该医院始终没在获准器官移植的名

单中，这证明中共军警系统的医院，

无论有没有器官移植资质，都系统

地参与了活摘罪行。 

陆树恒说：“我实在是憋不住

了。知道了共产党的活摘罪恶，我

一定要把这个讲出来。”他曝光的

内幕说明，大批仍身陷囹圄的法轮

功学员，正面临被活摘器官的危

险！陆树恒此次的实名举报，曝光

了活摘器官邪恶系统完整的执行过

程、组织背景等。至于更深层、更

隐蔽的活摘罪行黑幕，仍然被中共

严密控制而不为外人所知，然而已

经披露出的事实，足以让世人震惊、

对中共的邪恶有了更多、更深刻的

认识！ 

 



  
    
 
 
                                                               
 
 
 
 
 
 
 
 
 
 
 
 
                                                                    
 
 
 
 
 
 
 
     

又到了一月底了，20年前的1月

2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

惊世界的“自焚案”。《焦点访谈》

节目称，五名“法轮功学员”自焚，

但事后多方的分析证实，这是中共导

演的伪案。《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很

多人都看过，也顺理成章地认为这是

该节目组拍摄的，直到前年看了《希

望之声》电台的一篇报导后才知道，

原来这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 

2019年1月23日，《希望之声》记

者采访了《欺世伪火》制片人李军。

2001年的所谓“自焚案”发生前后，

他在南京电视台工作，是《社会大网

角》栏目的制片人之一。该节目跟《焦

点访谈》做的东西类似，相当于地方

版的《焦点访谈》，并且跟《焦点访

谈》有直接合作关系。 

    据李军回忆：大概在2000年以

前，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

《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师我们都

认识。关于他们那个“自焚”的节目，

后来我私下问他们：那个人是怎么拍

出这些镜头来的？他们直接就说：那

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追问，那是

哪儿的？他们回答：政法委的，人不

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

人，他拿这个片子就在那儿播。怎么

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 

还看不出来吗？这不是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制作的节目，是另一个

专门组做的，这个组的人都不在《焦

点访谈》组上班。 

作为专业电视人的李军，当年第

一眼看到《焦点访谈》关于“自焚”

的报导，就知道是假的。他说：事件

发生的时候，我作为一名专业电视

人，看了之后就知道这个基本上是假

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同

时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

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

说话了。为什么？最简单的原理：你

给我一台摄像机，就算你告诉我那儿

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

最多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我到

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

头，包括王进东坐在地上喊口号、那

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

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实地拍

摄到的。所以这种镜头一出现，我们

就知道是在演戏。这是导演好的，我

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

非常正。像那个王进东的镜头，都是

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当时看了

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从电

视专业角度讲，就是为抹黑而抹黑

吧，硬制造出这么个事件来。 

 

原来自焚伪案出自政法委之手 

救命 就差这层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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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流氓本性  
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

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

溃，这场为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

纪末已走入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

书记，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

的鬼话了。既不是“君权神授”，也

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

其赖以生存的信条彻底破灭的今天，

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中共不愿顺应历史潮流自动退

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

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

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

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 

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

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

独裁政权。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

展，是中国人民在受到严密束缚下所

取得的辛劳果实，这不但没能使中共

放下屠刀，反而被它窃为执政合法性

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

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

在倾其全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

根基，企图把人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

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

时俱进”的生存环境。为了民族的长

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

产党的时代从而重塑民族辉煌，在历

史的今天，认清中共为什么要耍流氓

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我打电话给武汉的舅舅，他却说不要

听信谣言，武汉没事。没想到一月底

和舅舅视频通话，他已非常虚弱了。

舅舅、舅妈都是医生，他们互相打退

烧针，但症状却越发严重。我很焦急，

就建议舅舅念九字真言，没想到他不

悦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

这个？看他不信，我就说：那好吧，

听说大蒜煮水喝了有效。 

第二天舅舅又打电话过来，说试

过了没效，看来自己是不行了。我当

时真有点急了，我说，现在这个肺炎

没药可治的，你也知道武汉已经死了

很多人了。你要发财、要升官，我没

办法；但要保命保平安，我有个办法，

您愿不愿意试试？他停了一下问：那

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现在开始您

就诚心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中国有句话：难者不会，会者不

难。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总有超

常的力量去化解。汉朝的张道陵，人

称张天师，遇老子传授其道，后成为

名医。古代很多大医学家都是道行很

深的修道人。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张

天师用了一种特殊妙法给人治疗，很

有效。他让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

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亲笔写

下来，然后扔到水中，同时发誓，不

再做那些错事、坏事，如果再犯就让

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

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于是百姓们

口耳相传。据说，张天师及其弟子先

后治好了几十万人。这方法不仅祛了

瘟疫，而且使人们懂得要敬重神明、

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降低。  

2020年初，当武汉疫情传开时， 

 

好”这九字真言。他说了声：好！又

过了一天，舅舅打电话说：我昨晚念

了，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看来是有效

果，自从发烧以来都是失眠。看到了

舅舅的信心，我跟他说：我想告诉您

进一步的办法，炼功！我把法轮功的

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的视频发

给了他。第二天早上，舅舅发了个语

音给我：舅舅好了！太神奇了呀！以

前腿都是冷冰冰的，现在都是暖呼呼

的！我要赶紧去告诉你舅妈。那时舅

妈已经进了医院，看到舅舅好了，她

也开始念九字真言，出院后也一起炼

功，不久舅妈也没事了。 

看看当前，疫情仍越来越严重，

疫苗的作用尚未明确，但愿这个简单

而确有实效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平安

度过这场疫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