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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7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八千万 
   

                                  

 

 

 

 
 

 

 

 

 

 

 

 

 
 
 
 
 
 
 
 
 
 
 
 
 
 
 
 
 
 
 
 
 
 

 

 

 

 

 
 

 

 

 

 

 

三退迎新生 
    7 月是全球退党月。全球退党服务

中心的网站显示，退出中共党、团、队

的三退人数于 7 月 6 日突破三亿八千

万。每天都有很多身在国内的民众，通

过翻墙声明三退。退党中心主席易蓉表

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觉醒，他们认

识到中共邪党是万恶之源。易蓉表示：

中共恶贯满盈，有良知的人、对自己生

命负责的人，还有那些已经脱离中共体

制、逃到海外的人，都应该加入到三退

大潮中，为自己的未来，也为中国的未

来、为中华民族的福祉，公开退出中共。

拒绝邪恶的人，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尤

其在这个瘟疫大流行的动荡时刻，人们

都在寻求保护，抛弃邪恶，拥抱善良，

是最好的选择！ 

办理三退可用真名、化名、小名，

神看人心，只要登陆退党网站，点击“声

明退出党、团、队”，在上面填写、提

交即可；操作安全、保密。在办理三退

后，将会得到一个编号，凭编号可查到

声明。如果需要拿到《退党（团、队）

证书》，可以点击“证书办理-在线办理

退党证书”，在网上自行办理、下载打

印。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出具的《退党

证书》，获美国移民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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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甘做血肉长城的一块砖瓦 
 

洪災人禍蓋天  民怨發酵  人心覺醒 
    七月下旬，全球聚焦河南大洪

灾，郑州市民上传的视频显示，大水

灌满了京广隧道和地铁，把汽车、列

车快速吞噬。很多地区大水漫过胸

口，还有不少人掉进塌陷的深坑。激

流过后，遇难者尸横街头，大量车辆

横七竖八地瘫积在路上，情节宛如经

历过一场战争。除了郑州，新乡周边

乡镇大量民房和农田被淹，卫辉市整

座城市沦陷，最高水深达两米以上，

令近 60 万人紧急逃难。21 日凌晨 1

点，郑州官微发文称，常庄水库 20

日上午 10 点半就开始泄洪。14 个小

时之后才发布了消息，有谁能逃离？

无预警泄洪根本就是无视人民性命。 

    曾有官员透露，泄洪如果事先发

布预警，洪灾便是人祸，要面临索赔

问题；如果不发预警，事后可归结为

“天灾”、“千年一遇”，把锅甩给老

天爷，这样不但可以避免索赔，同时

只要给难民发些面包和方便面，还可

让他们对党感恩戴德。 

对于郑州地铁、隧道淹水的惨况，

民众根本不相信官方发布的死难数字。 

京广隧道由三段隧道组成，总长逾四

公里，其中北路和南路两段隧道被完

全淹没过顶。6 条车道的隧道下班期

间通常塞满了车辆、再加大巴，估算

起来恐怕至少有几千人在里面。激流

5 分钟灌满隧道，有多少人能逃出

去？这只是一处的情况。有消息人士

透露，郑州地铁 5 号线的死者比京广

隧道还多。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二七区殡

仪馆排满满全是尸体，市民到现场认

尸，被公安和军人强制驱离，现场哭

天抢地。在地铁里被淹死的一名职业

五毛的弟弟发帖说：“我们郑州市民

是彻彻底底地看破了当局的谎言与

欺骗，市民的命在领导眼里连一口痰

也不如。”有网友感叹：“只有殡仪馆

的数字才是真实的”；“人人都是蝼蚁，

活得没有尊严，死得也没有尊严。” 

车累累、尸累累、满眼心酸泪！

此情此景，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去年疫

情初期中共的“不会人传人”的谎言。

饱尝苦果的武汉民众早已得出结论：

相信共产党，进入火葬场！中共用数 

位科技监控所有人，却屡屡对人祸造成

的“天灾”实行现场封锁和信息封锁，

打压传递真相者，隐瞒灾情；“丧事喜

报”成了中共一贯的救灾模式，每一场

人民的灾难都变成了一场对党的赞歌。 

    7 月 26 日，是洪灾遇难者的头七，

有大量亲友在地铁口献花、祭奠。不料

官方却用隔板围堵鲜花，愤怒的民众随

后将其拆毁，并表示：“别挡着他们回

家的路”。有网友留言说：中共一再突

破极限，不公布死亡名单、甚至人死了

都不许悼念，还四处派便衣紧盯死者家

属、进行威胁禁声、殴打民众，此等丧

尽天良的行径勘比洪灾更甚。民怨在发

酵，更多的人在觉醒，声明“三退”，

对邪党说不，丧钟在为中共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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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亿中国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

城，这句共产党的“豪言壮语”热传

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心里却嘀

咕，我要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

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带头当

“人砖肉瓦”吗？其实，中共这是在

捆绑 14 亿人、用以虚张声势，中国

人再一次被强行代表了。 

目前，中国民众已有近四亿人声

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既

然主动废除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的毒誓，怎可能再把自己的血肉之躯

献给中共呢？其次，那些通过翻墙看

到被当局封锁的信息、了解了中共残

害人民的历史、认清了其邪恶本质的

民众，怎还愿意为它效命呢？再加上

“躺平族”民众，正在用无声的行动、

无声的智慧反抗中共专制，既然都躺 

 

平了，他们还愿意站起来为所谓的

“血肉长城”添砖加瓦吗？ 

    在中共的党文化里，“筑起血肉

长城”似乎是一句合理的话，因为这

是从党的利益出发。而对那些尊重人

性、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们听来，这

种宣言让人不寒而栗。人命变成了维

持专制的工具、人命要服从于党的需

要、斗争需要，这种以党性取代人性

的逻辑是根植于共产党邪恶基因之

中的。明白人都知道，共产主义早已

被全世界所唾弃，中共罪大恶极，走

入坟墓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人们入

党、团、队时要对着血旗发毒誓，命

运被抓在了共产邪灵的手中。声明三

退，方能抹去毒誓、不再受邪灵的控

制。愿您成为上天保佑的幸运生命,

而不是给中共做陪葬的人砖肉瓦。 

 



 
  
    
 
 
                                                               
 
 
 
 
 
 
 
 
 
 
 
 
                                                                    
 
 
 
 
 
 
 
     

千里迢迢来退党 
2021 年大年初三上午，一名广州

的老大爷不远千里来到陌生的城市，

不为旅游，也不为走亲访友，只见他

急匆匆地走进一家诊所，见到素不相

识的医生，张口就让医生帮他退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大爷姓张，原是广州一个乡镇

的乡长，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

党员，现在已经退休。七年前的一天，

有人在他家门边放了一本《九评共产

党》。老张就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部

书，书中的内容给老张很大的震撼，

使他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残暴，知道

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更明白了正

是因为共产党崇尚假恶斗，容不下遵

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

才发动了残酷迫害。这使老张萌生了

一个想法：找法轮功学员帮忙，把党

退了。老张明白，只有退出共产党的

一切组织，在将来清算共产党的罪恶

时，才能不受其牵连。 

于是老张开始期盼着能遇到法

轮功学员，帮他把这件大事给办了。

可几年下来，他家门口总能收到法轮

功真相资料，却一直没能见到法轮功

学员的面。 

2020 年，因中共隐瞒实情导致疫

情大爆发。老张所在的乡镇有一些人

也被感染了。幸运的是，老张在收到

的真相传单中，得知只要诚念“法轮

大法好 真善忍好”这九个字，就能

避疫保平安，传单中还讲了一些真实

事例。于是老张除了自己天天默念这

九字真言，还告诉亲朋好友都来默念

这保命口诀。奇迹真的出现了：凡是

这样做的，没有一人感染病毒。 

2021 年大年三十这天，他打电话

问候一个远亲。巧的是，这个亲戚前

不久患了重病，经人介绍来到一家诊

所看病，诊所医师是一位法轮功学员，

他给老张的亲戚讲了法轮功真相，劝

他退出党、团、队组织，并嘱咐他诚

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亲戚照

办了，结果回去后很快就康复了。 

老张听了高兴坏了，可真是“踏

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

赶忙要下了地址，立即订好了机票，

就这样千里迢迢，只为了完成退党的

心愿。老张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感

到前所未有的踏实轻松与心安。 

 

中共监狱是这世上最残暴的监

狱，酷刑令人发指，非正常人所能想

像！22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

迫害，使用了各种摧残手段，包括背

铐、地牢水牢、粪池、老虎凳、死人

床、针扎十指、拔指甲、点浓酸，灌

辣椒水和屎尿、不让大小便、性虐待、

强奸、把妇女关入男牢；关入精神病

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电针等

上百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

员器官，贩卖牟利、焚尸灭迹。 

湖南岳阳的老人罗继川被恶警

吊住，用烧红的起子在其胸腹部、背

部烙了 48 道印迹，老人全身严重烙

伤。范家台监狱砖瓦厂的窑内，恶警

将廖元华推倒在烧红的火砖上，顷刻

间皮肉的焦烟和惨叫声一道蹿起，人

当场昏死过去。保定劳教所把多名法

轮功学员拷在椅子上，把头从椅子背

上往下压，捏住鼻子、撬开嘴灌食，

致使张义芹、马占梅痛苦而亡。 

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遭

警察非法绑架后 11 天，家属被告知，

年仅 45 岁的健康的高一喜“猝死”。

高一喜的哥哥在解剖室看到弟弟全身 

赤裸，身上有明显伤痕。高一喜的大

小脑、心、肺、肝脏、胆脾、左右肾

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躯体被

缝合后，有大量鲜血流出，家属震惊

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更令人

震惊的是，牡丹江市“610”科长朱

家滨在国际追查组织电话调查时，亲

口说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将器官

“卖了”、“来钱快”，还说，他不把

高一喜当人看，把他屠戮了。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例只是冰山

一角。在幕后操控、包庇和奖励迫害

的江泽民集团与“610 办公室”，正是

这些罪行的最大祸源。这些年不乏有

据可查的恶报实例；在已曝光的两万

多例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的事件中，

有车祸横死、怪病暴毙、被雷劈死、

得癌死亡、摔跤瘫痪、自杀的，还有

被判刑、被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

及家人的。而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

都力所能及地保护法轮功学员，为自

己留后路。多年来，国际政要、正义

人士纷纷呼吁：立即停止迫害！将元

凶绳之以法！相信黎明终将穿破黑

暗，正义终会到来。 

 

酷刑触目惊心 恶报如影随形 

反迫害 22周年 恶人名单递交 37国 
 害者名单涉及各地区、各行业在迫害

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官员，包括中央

和省政法委书记、省高级法院院长、

所谓的“邪教局”书记，以及各级公

检法司官员。两年多来，明慧网数据

库的信息被多次递交给世界各国政

府，对制裁迫害者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法轮功学员提

供的材料是可信的。 

近几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年度人

权报告与宗教自由报告，都直接引用

明慧网的统计数据，包括受迫害致死

人数、遭非法判刑人数、民众遭警察

非法绑架人数，以及多个具体案例。

明慧网发表评论：凡作恶者，或早或

迟都将出现在制裁名单上，勿存侥幸

心理，所有相关人员应引以为戒，对

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害自

己和堵死家人的出路。善恶有报真实

不虚，是我们中国人讲了五千年的道

理，也是东西方共享的智慧，世界对

纳粹人员的近百年追查就是典例。 

值此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22 周年之际，37 个国家的法轮功学

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

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实行制

裁、禁止入境、冻结资产。37 国包括

五眼联盟的美、英、加、英、澳和新

西兰，欧盟的 23 个国家，以及日本、

韩国、巴西等。 

去年 12月 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

和今年 5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分别

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黄远

雄、成都市“610”办公室主任余辉

进行了制裁。此消息在公检法司人员

和普通民众中都引起很大反响。有的

派出所将警察照片撤下，有的机构将

人员照片从网页上删除，有的极力否

定自己与“610”办有关系，有的声

明自己没有参与迫害等。 

海外明慧网于2019年 11月建立

了恶人榜，至今共搜集了超过十万名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者的名单，他们

的个人信息和恶行等被记录在案。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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