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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七千六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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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游行集会 纪念四‧二五  

翻牆見真相  覺醒急三退 
  在油管上，教人翻墙的视频点击

量相当高。当网民们翻墙出来，知道

了很多被封杀的真相，才发现墙内环

境如此恶劣，内心既震撼又振奋，就

像出笼之鸟。济南的尹帅在 2019 年 6

月 4 日这一天翻墙出来，被震惊了。

他以前翻墙只为了学学英语、随便看

看新闻，但是那两天突然翻墙很困难

了，后来听说是因为“六四”要到了。

他说：我查了以前的报道，才知道中

共在六四期间对学生、民众血腥屠杀

的事实。同时我还了解到 2001 年 1

月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鄙卑勾当，他

们假冒法轮功学员自焚，由此进行诬

陷、迫害。我感到十分气愤，遂今日

宣布“三退”(退出党、团、队)，与

邪党一刀两断。 

无锡的蒋政伟表示，疫情期间无

法去上学，就把以前学的翻墙技术拿

出来一用，这一下不要紧，直接令我

的世界观崩塌。我把各大中文媒体看

了个遍，又翻阅了中国近代史和世界

史，明白了中共原来是苏共的远东支

部，中共将我华夏子孙变成了欧洲共

产幽灵的奴隶。中共当道后，几千万

国人被迫害致死，实乃我中华民族万 

年未有之浩劫，我悲愤之情难以言

表。现在中国人即使行使一丝民主权

力，就会遭到迫害，中共的黑社会丑

恶嘴脸令我作呕，此等组织本人要与

其彻底划清界限。 

湖南的唐福泰感言：通过翻墙，

亲眼目睹了贵州平塘县藏字石上的

“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再看看

现实的中共所作所为，我明白了天

意、深刻认清了中共的邪教本质，现

退出少先队，彻底与邪党划清界限，

不做其陪葬，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原是小粉红的李纸鸢谈到：我以

前由于受了党文化的洗脑，曾翻墙在

网上大肆发布挺中共的言论，对他人

进行语言攻击。但是经过网友的劝导

和批评、特别是读了《九评共产党》

一书后，我发现中共党文化已经不仅

仅是下里巴人式的低俗东西，而是有

目的、极为恶毒的灌输洗脑。党文化

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关系，破坏

了中国的传统与道德，使我这样的人

失去了理性与独立思考。现在我虽然

无法用真名发表声明，但要借助《大

纪元》三退网提供的平台，表达我弃

暗投明、与中共决裂的决心！ 

复辟文革丧人心 
近来一些中小学校园内出现

“忠字舞”，犹如当年文革再现。民

众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些视频时，大

多表示担忧和反感，更有人指出，借

“建党百年”搞文革复辟，经济上却

继续私有制，这是双重精神分裂。中

共最近不断强调共产党人要不忘“初

心”。其初心是什么？就是要共产、

要阶级斗争、要无产阶级专政。而经

济改革则必须承认民营经济、私有

制。中共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利用

经济发展来自我确立其“合法性”，

另一方面，计划着何时能够再共产、

再将民间财富化为党有。 

其实以前的改革也罢，开放也

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

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这些年的经济

发展，是中国人民在稍微被松绑、但

仍受到严密束缚的情况下取得的辛劳

果实，这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

反而被窃为其“合法性”的资本。目

前中共宣传系统大量翻用毛时代的

红歌、舞蹈等，就是想在意识形态上

迫使人们继续附和相信党文化的那

一套，以达到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

党所言，共产党的洗脑是如此荒唐与

卑鄙。然而，人们在觉醒，谁还会相

信共产主义那一套，谁还会为其奋斗

终身？更何况三退大潮滚滚而来，三

退人数已达三亿七千万！ 

 

机构已经为起诉中共罪行收集了大量

证据，江泽民一伙即将被押上审判台，

天灭中共不是遥遥在望，而是近在眼前。 

法拉盛社区领袖马莎说：法轮功是

一个好功法，让人心向善，带来身体健

康，带来和平和正义，我们支持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值得我们尊敬。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表示：

法轮功学员遭受了灭絶人性的迫害，甚

至被活摘器官，但是都没能摧毁他们的

信仰。法轮大法已经洪传全球，为世界

带来光明与希望。《九评共产党》把中共

的邪恶本质暴露无遗，引发三退大潮。

当更多的人心觉醒，就是暴政终结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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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齐

聚美国纽约法拉盛区，举行盛大游行

和集会，纪念1999年“四‧二五”和

平上访22周年。 

四‧二五事件的起因是，1999 年

4 月，有人蓄意在天津发表文章诬陷

法轮功，数十名学员去说明情况时遭

殴打和抓捕。公安说，要想反映情况

就去北京。于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

4月25日去北京信访办请愿，希望当

局释放被抓的学员、并给予自由合法

的炼功环境。当时大家在警察指挥下，

在中南海对面的府右街和附近街道旁

看书炼功，秩序井然，没有口号、标语。

当天总理朱镕基出面让学员代表进

去谈，随后对请愿要求做出善意回应， 

请愿者便静静散去，地上连一片纸屑

也没留下，所展现的和平理性和道德

风貌让国际社会为之震撼，很多人因

此走入法轮功修炼。没想到江泽民在

三个月后给上访扣上“围攻”中南海

的罪名，发动了残酷的镇压迫害。 

当时被朱镕基指名进入中南海

对话的原中科院博士生石采东说：和

平请愿这本来是给中共很好的机会

去听取民意，可以赢得民心，可以带

动整个社会道德回升，但江泽民看到

炼功的人比中共党员还多，出于小人

妒忌作出千古蠢事。 

政治学博士李天笑说，虽然中共

的迫害机器仍在运转，但其最后解体

是历史的必然。追查国际组织和各种 



 
  
    
 
 
                                                               
 
 
 
 
 
 
 
 
 
 
 
 
                                                                    
 
 
 
 
 
 
 
     

我一句都不信。谈到三退的事，他说：

我们院长几次要我入党，我都婉拒了。

至于团和队，很早就有人给我办退了。

他还说：我知道法轮功的情况，我朋友

中有炼的，他们都是我的好哥们。最后

他说：你们做得很好，帮助更多的人获

得真实信息，我们一起努力吧！真心祝

你们健康顺利！ 

在世界各国不断追踪武汉病毒

起源之际，近日英国媒体再次曝光重

磅消息，早在 2012 年，中共就启动

了一个重大项目，叫做“动物源病原

体的发现及其对人类致病性研究”，

名称耐人寻味。该计划自称是为了从

动物源头上寻找危险的病原体，以便

预警新的突发传染病等，也就是寻找

新病毒。石正丽、曹务春等担任研究

团队的负责人。石正丽是武汉病毒研

究所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曹务春是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也是卫生部

反恐（生物）应急处置专家委员会的

委员，实际就是军方的生物战专家。 

2018 年 1 月项目验收时，党媒的

报导对项目有何成果只字不提。石正

丽团队获取了数以百计的新型冠状

病毒样本，尤其是病毒来源的头号嫌

犯 RaTG13 这种蝙蝠冠状病毒。武毒

所自己的论文承认, 在 2018 年就对

其进行了完整测序。然而直至七年之

后的 2020 年，石正丽才公布了这个

病毒的存在。已知还有八种全新的冠

状病毒，迄今没有任何公开信息。 

    今年3月份在美国的一次研讨会

上，世卫成员梅茨直接向石正丽提

问，是否中共军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

进行秘密研究？石正丽回答说，我是

主任，不知道这个实验室进行过任何

这种研究。可事实上，石正丽和军方

人员至少从2012年开始就密切合作，

并从未公开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曹务

春和中共首席生物武器专家陈薇少

将，曾带领军事科学院的专家组去武

汉病毒研究所，据说是调查病毒溯

源。更令人生疑的是，今年一月，超

过 300 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相关研

究，原刊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网上，后全部被删除，包括从蝙

蝠身上冠状病毒展开的跨物种感染

风险的研究、蝙蝠携带人类病原体的

研究。 

一年以来，出走美国和欧洲的中

国科学家发布了多份报告，证实了中

共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可信性，

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预计这方

面的白皮书会陆续发布，揭开病毒起

源的真相持日以待。 

 

病毒源头直指中共军方  

我想找一本你们的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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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血泪史 
  近日，历史学者颜智华在美国纽

约举行了新书发布会，80 万字的著作

《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

纪实——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

140 万乡亲》公开发行。一页页文字，

一张张的珍贵历史资料照片，讲述着

1946 到 1978 年，亿万中国农民的血

泪史。这部用尸骨堆砌起来的心酸史，

也是中共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史。 

颜智华从 1990 至 2016 年期间，

走访了原四川省近 20 个县，调查了

上至中共地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及

普通社员在内的100 多名当事人与见

证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与相关资

料，写就这本区域性的专题史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

导致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

至少饿死三千多万人，但中共一直推

卸责任，把这场饥荒称为“三年自然

灾害”，而事实上，这三年中国并没

有任何大的气候不正常现象。颜智华

以众多当事人亲身经历与查证的血

泪纪实，还原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三十

多年农村社会真实场景。 

    书中披露了四川涪陵地区的特

大饥荒真相。当时颜智华亲眼见证了

饿殍塞于道，千里无鸡鸣的惨况。他

的家乡涪陵县农村，就饿死了近 38

万人，饿死过半。颜智华表示：这个

数字，是当时担任涪陵县委副书记，

叫罗时恕的先生，在我后来调查的时

候他告诉的，是准确的。 

    颜智华见证过别人的苦难，也亲

身吃过共产党的苦头。这份苦，直到

今天，还在承受。去年 8 月开始，他

因揭露中共罪行，被中共停发养老

金。他说，体制内学者按中共要求写

书，甚至论据都是假的。不少西方学

者，则是雾中看花，资料很多也来自

中共宣传。而他写书的初衷，是为了

还原历史真实。 

示自己有 50 年党龄，思想上早就退

党几十年了。他说，我天天在群组上

发帖，揭露中共的邪恶。学员说，你

太棒了，祝你万事顺利！今天就用“万

顺”这个笔名，正式声明三退，您看

好吗？他马上说：好！他接着聊道，

发那么多帖子为了啥？为了能唤醒！

共产党坏过土匪流氓，除了整死你一

个人，还对你的家属、子女下手，缺

德致极。但是很多人被洗脑了，所以

我也是智慧的在做，我非常认同把爱

国和爱党分开，爱国不等于爱党。他

指出，共产党是邪灵，《共产党宣言》

开篇第一句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徘

徊，一个半世纪多了，欧洲基本都清

理了，可邪灵还在中土作恶，邪灵不

除，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我做这个事

也是为了子孙后代。学员称赞他：您

做了这么功德无量的事，会有福份

的，历史会见证您的福报。 

北京某政法机关的一个老年干

部，接到法轮功学员电话后说：我天

天听《大纪元》新闻，央视新闻联播

我已经五年都没看过了，那个“新闻” 

尽管中共的网络封锁、信息封锁

不断升级，然而国内想了解三退真

相、法轮功真相的，大有人在。南方

某城市的一个副市长最近接到海外

法轮功学员打来的电话，得知中共这

些年一直残酷迫害法轮功群众，大量

活摘他们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2019

年 6 月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已

终审判决，中共犯下反人类罪和酷刑

罪。学员告诉他：你所在城市还在非

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不久的将来国际

社会追责时，这个罪责有多大？请抓

紧时间做点好事，不要参与迫害，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学员还给他讲了法

轮大法已洪传世界一百多国的盛况。

听完这些后，那名副市长问：我想找

一本你们的书看，怎么才能找到？学

员说，《转法轮》已经翻译成 40 多种

语言，可从网络下载，并给了他翻墙

网址。学员接着给他讲了三退的意

义，问他是否愿意把入过的党、团、

队退了？他非常洪亮的回答：退！ 

宁夏的一名老先生接到一个法

轮功学员的电话，就聊了起来。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