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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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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中共惡黨 終結苦難根源 

2021 年 

3 月 
 

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只代表自己，

但是无数人的声音汇集起来，就能代

表一个时代。当前在海外退党网上声

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

三亿七千多万，三退人士包括各阶层

民众和许多体制内官员。抛弃中共已

成主流民意、时代最强音。 

声明三退的苗佳钰表示：我是一

名来自部队的干部，这些年深刻认清

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今天决定退出中

共党、团、队组织，保护自己，保护

家人，在大淘汰来临之际，为自己和

家人保住未来，感谢神给我一次珍贵

的机会。 

退团退队的赵三力写道：共产党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家代代深受

其害。曾祖父是实业家，公私合营时

财产被侵吞殆尽。祖辈从医，医术高

明，文革时遭批斗，几近精神崩溃。

父辈支持 1989 年的学生民主运动， 
 

被开除学籍，找不到好工作，一家人

挣扎糊口。我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法

轮功是冤枉的”，并拒绝写颠倒黑白

的批判文章，就被拘禁多日，最后被

延迟毕业，扣发奖学金。巧遇机缘，

当年不知谁在我自行车篮里放了一

本《九评共产党》，读罢如醍醐灌顶，

明白了我家几代人的苦难根源是共

产党。建议还没读过这本书的，赶快

找来看一遍，写得真是太好了。真正

的中华儿女绝不与邪恶为伍！  

    都江堰市的一名 80 后的退党声

明：听说了抹去共产兽印保平安之事

后，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加入共产党

组织时所发的毒誓，似乎像喝水一样

平常，但我父亲是气功爱好者，爱给

我摆一些关于气功的龙门阵，让我了

解到很多当前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

明白天意、天道是很可能真实不虚

的。我不想入党，但去年单位非要推 
 

我入党，好完成指标。其实我对共产党

厌恶反感，今天用化名“斌哥”退党，

并回去给我的妻子说一声，叫她也退。 

学生小辉表示：作为一名学生，之

前以为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如同课本上

所说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生

活在一个楚门世界里，现在我明白了真

相，原来共产党就是导演这一切的魔

鬼。为了摆脱它的伤害，我对上天发誓，

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也希望越来越多

的人能认识到邪党对中国人甚至全世

界的伤害！远离它！ 

 

经历了几十天的封城后，武汉人

刘佳鑫深有感触地说：千万不要相信

中共的所谓防疫宣传，要自己思考判

断。疫情初期，刘佳鑫相信了官媒报

导，认为病毒不会有人传人的危险，

就放下了戒心。接下来情况剧变，刘

佳鑫出现了感染症状，开始咯血、发

烧，最后是靠自己服药和自身的抵抗

力闯了过来，但很长一段时间失去味

觉和嗅觉。 

刘佳鑫认为，真正可怕的是中共

对疫情处理的方式，极其不人道。据

他的在武汉地区火葬场工作的朋友

描述，疫情高峰期，武汉每天至少有

五千人死亡。方舱医院只是政府安抚

民众的措施。平地盖了房子，把所有

的患者、疑似患者都赶进去，不提供

任何治疗，造成很多人道灾难。 

刘佳鑫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使用这么残忍的封锁方式。政府没有

给居民提供任何医疗保护品或任何

现金补助，也没有所谓协助买菜等服 

务。武汉人都很清楚，封城就是任其

自生自灭。当局鼓吹的所谓制度优势

的背后，就是牺牲一个小区、一个城

市的人，保卫自己的政权。了解武汉

封城真相的人其实很多，但谁说真话

就抓谁，真实的声音传达不出来。 

不幸的是，去年武汉封城期间的

惨况正在其它城市重演。近期，吉林

省通化市封城，缺粮断药情况非常严

重，当地居民不断发出求救消息。然

而，通化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全

市粮油菜肉等基本生活物资充足，运

输畅通，满足市区居民基本生活需

求。结果引发超过一万五千条评论，

大量通化网民投诉，政府的承诺只是

空话！   

  中共一贯鼓吹伟光正，对任何灾

难的报道，都是党领导之下的坏事变

好事、丧事变喜事。当下推广武汉“休

克”式封城，意味着民众的苦难还未

结束。中共宣扬的所谓“抗疫胜利”，

是真真切切建立在人民的苦难之上。 

亲历者痛述当局封城内幕  

华人义工劝退记 
加拿大温哥华的三退义工王女士，

一直向国内民众打电话讲真相。一次她

的电话打到了国家机关某部长那里，跟

他谈到了美国禁中共党员签证的事，希

望他从长远考虑，也为孩子着想。对方

表示，这些事情听说过，但身在体制内，

没有更多的选择。王女士告诉他：可走

的路还是有的，现在都讲三退保平安，

中国已经有三亿多人选择退出中共，你

应该知道自己的心往哪儿摆放。王女士

还谈了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对

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却受到中共的残

酷迫害，可见共产党对社会和人民的危

害。该部长听了认为有道理，很快就同

意三退，并一再表示感谢。 

还有一天，王女士打电话到新华

社，正好一名社长在值班，就聊起三亿

多人三退的话题：为什么要退呢？中共

就像一条千疮百孔的漏水破船，快要沉

了，赶快换个地方吧！社长一直默默听

着，也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王女士继续

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不是说说而已，

是真真切切的，你这么大个官，多少人

指望你给他们带来福祉，三退不但为自

己，也为那些亲友，此时应该知道怎么

做。社长听后便做了三退。王女士表示，

最近与不少部长级官员、党委书记通过

话，这些高官似乎都清楚形势，知道我

讲的是什么，一般都愿意退党，也都意

识到中共快解体了。 



  
    
 
 
                                                               
 
 
 
 
 
 
 
 
 
 
 
 
                                                                    
 
 
 
 
 
 
 
     

美国休斯顿的越南裔中医师阮

童，原本过着安逸的退休生活，没想

到染上病毒差点丧命。2020 年 8 月

初，他到便利店购物，下午即感到不

适，发烧咳嗽，整夜无法入睡。医院

确诊染上了病毒，呼吸困难，不得不

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接下来他感到肺

部要破裂似的，被送入重症病房，呼

吸机最强度运作，却仍呼吸困难。两

天后他的病情再恶化，不安的念头不

时浮现，是不是会死在医院?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同是越南裔

的阮医生。半年前，在网络越语神智

学协会的周会上，阮童听到一位西贡

人士介绍法轮功，很感兴趣，于是对

方给了他阮医生的联络电话，告诉他

阮医生就在休斯顿地区。之后，阮童

与阮医生联系上了。因为居家令，他

只能在电话里听阮医生谈修炼法轮

功的情况，同时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功

的功法视频，跟着学练动作。阮医生

还告诉他：遇到危难时，念诵九字真

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阮童

在病床上想起了这件事，拨通了阮医

生的电话。阮医生告诉他：不要担心

太多，那会加重心理负担，静下心来

诚念九字真言，心诚则灵。 

  

于是阮童稳住心态，每天反复念诵这

九字真言。念着念着，突然一个念头

出现，想回家打坐！那时他虽然身体

极度虚弱，但仍决定这么做。 

回家后的第一天，他带着呼吸

机、坐在床上、开始炼法轮功的打坐

功法--神通加持法。当炼到第三个姿

势时，他已经感觉好多了。两天后，

他停用了呼吸机，还可以站起来炼几

套动功。很快不再咳嗽了，肺部血氧

饱和度增加到 85%，血压值和血糖值

稳定了。复查后得知，染疫痊愈。 

阮童感叹道，没想到半年前与法

轮功学员的邂逅，捡回了一条命。最

初只知道，要练习功法动作，要阅读

大法书籍，但对九字真言的意义还不

太清楚。后来听阮医生解释说：法轮

功是性命双修功法，除了炼功还要修

心性。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能连通宇

宙的强大能量，这种正能量贯穿到念

诵者身上，可增强自身免疫力，抵御

消灭病毒。阮童还提到，自己患有小

儿麻痹症，双脚不能平放在地上，修

炼法轮功几个月后，有一天醒来，发

现可以双脚平地站立，真是意外的收

获。而从瘟神手里安然脱身，更是终

身难忘！ 

念九字真言 从瘟神手里脱身 
 

英国立法 抵制中共活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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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等于中国 
当一个人提到中国的时候，你的

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可能是一张

中国的地图，或者是那里的亲朋好

友，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可能是长城、

黄河，地标性的建筑，文物古迹或者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等等，但不会是

一个政党。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国

家的内涵包括了国土，国土上的各族

人民，经济、科技、文化、饮食、教育、

社会、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中国

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

上的中国，而中共不等于中国。举个

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货风行世界，

标签上的“中国制造”，没人会理解

成“中共制造”。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中国人的确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爱国

等同于爱党。一谈到中共，很多人就

下意识觉得是在谈中国如何如何。

“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还是

拥有广泛市场。 

在中国人普遍不相信共产主义，

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我党一贯正

确”，“社会主义好”等政治口号已

经不足以再让中国人相信共产党。为

了保持它的统治，不让人们质疑为何

要让共产党来统治中国，中共再次把

党和国家概念混淆，利用狭隘的爱国

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引导中国

人把爱国情绪放到党身上。爱党的行

为和思想被中共宣传为爱国的行为

和表现。它制订的所谓“爱国教育”

的目的，就是要用中国人在经济建设

的成果，来让人坚持党的路线。首先

自我肯定，党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

好；然后偷梁换柱说，中国的成就都

是党造成的；最后把爱国定义成坚持

党的路线；起到混淆概念的目的，让

人把爱党拥党等于爱国。 

 

曾任英国卫生部长的亨特勋爵

表示，此项修正案虽然只是对英国现

行医药法律的局部修正，却能彰显英

国反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态

度和行动，并可望产生积极的国际影

响。他说，我们必须站出来表态，此

法案可以防止英国成为（中共）骇人

听闻罪行的共犯。 

曾任英国皇家医学会主席的芬

莱女爵说：我们很多人对中共从良心

犯身上强制摘取器官罪行已经关注

很久了，修正案发出了一个强烈信

号：英国不会袖手旁观。芬莱女爵特

别提到法轮功学员刘玉梅在独立法

庭的证词：刘玉梅，一位老年法轮功

修炼者，于 2000 年在北京遭抓捕，

警察威胁她说，如果她不提供自己的

名字和地址，就要摘走她的器官，而

且不会让她的家人找到她的尸体。刘

玉梅受到酷刑折磨，脖子被铐住，被 

 

    2021 年 2 月 21 日，英国通过了

《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立

法抵制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

良心犯器官的罪行。该修正法案由上

议院的亨特勋爵提出，得到包括现任

卫生部长级官员贝瑟尔勋爵在内的

多位跨党派议员联合附议，于 1月 21

日在上议院获得政府部门认可支持，

接着又于 1 月 27 日在下议院通过，

正式成为法律。 

    政府部长代表佩恩女爵在上议

院表示：议员们针对中共强摘器官罪

行、以及英国如何避免成为共犯的深

刻发言很有力量。英国外交部认为，

英国独立法庭关于中共强摘器官的

报告，提供了有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

一些民族的人民遭受迫害的证据，政

府赞同议员们提出修正案的目标：不

希望英国的制药业因使用非法器官

而受到损害。 

 

电击，被强灌混着尿液的饭，并被强行

抽血化验，为摘取器官做准备。 

在下议院率先提出修正案的国会

议员里默女士强调，要看清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罪行，多年

来，强制摘取器官一直在中国各地大规

模发生，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的来

源，而且可能是主要来源。我希望并祈

祷，有一天，那些参与强摘器官的野蛮

非人行径、犯下反人类罪行者，会被绳

之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