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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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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遗孀：早遇到你们就好了 

反活摘器官峰会 聚焦中共罪行 
9 月 17 日至 26 日，“打击与防

制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召开，共计

六场视频会议，19 个国家相关专业领

域的35 位专家，从医学、法律、政治、

媒体、公民社会及政策制定六大方面，

论证了活摘器官对人类尊严、生命、

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野蛮侵犯，并讨论

如何打击和防止中共活摘罪行。尽管

中共一直试图操纵舆论、转移视线，

但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从未停止追查。

此次由欧美亚的五个非政府组织主

办的反活摘器官世界峰会，专门选定

在第 79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让

更多人了解中共活摘器官是全人类都

不能容忍、必须制止的反人类暴行。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已

发表多篇权威调查报告。他在峰会发

言中指出：为获取器官而大规模屠杀 

良心犯，是由中共操作并且制度化了

的，经监狱系统、医院、包括军队医

院参与运作，成为一门牟取暴利的生

意。追查国际组织的录音调查电话证

明：江泽民是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的罪魁祸首。西班牙“诉江案”的

律师依格立西亚斯表示，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属群体灭绝罪行，在

贩卖器官牟取暴利的同时，把许多机

构和人员拉下水，成为共犯。 

英国前卫生部长亨特勋爵表示，

活摘器官是商业化谋杀，是最严重的

犯罪之一。亨特正在努力推动英国制

订《器官旅游和尸体展示法案》，以

免英国公民沦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同

谋。美国众议员查博称，中共活摘器

官是“人类史上最野蛮的行径”。韩国

首尔行政法院法官金松表示，各国应 

 

从法律和道义上制止活摘器官，可以启

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协同合

作，对参与活摘的责任人实施制裁。 

上世纪 30 年代，很多人都不相信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真相长期遭掩

盖。但是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全世

界持之以恒地追责、索赔、审判大屠杀

的责任人，在德国和全球，纳粹罪犯被

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21 世纪

的今天，对于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尽管中共一直在掩盖、欺骗，企图

蒙混过关、逃避追责。但是法轮功学员

从未忘记，世界上每个有良知的人不会

忘记。此次反活摘世界峰会，就是医学

界、法律界、媒体界、政界等各方面的

正义人士，在全球范围内揭露邪恶、曝

光真相、制止暴行的又一高峰，是一次

“追查到天涯海角”的全球联合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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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不断蔓延、加上各种天灾

人祸不断发生的当今，一些国内民众

接到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听了

很多国内难以听到的真相，不少人办

理了三退，并对来电者表示感激。 

某市一名官员的太太接到法轮

功学员吴女士的电话，谈了半小时后

说，我明白你说的了，帮我做三退吧！

吴女士回答说：好啊，那我帮你办了，

告诉你先生，让他也退吧。这时这位

太太突然哭了出来：他是财政局的，

是党员，职位还不低，可是他几年前

就走了，要是早点遇到你们就好了！

吴女士安慰她说：你帮他做三退也是

有效的，他肯定会感谢你的。她说：

那劳烦您也帮他退了，我希望他也有

个好去处，我代他的在天之灵谢谢你！ 

有一位是基督徒的先生，接到学

员刘女士的电话，便直言不讳地说：

我从小就教育孩子两件事情不能做，

一不要吸毒，二不要入党。我们家人

文革中受过迫害，知道共产党有多坏，

所以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我感同身受。

刘女士说：共产党比毒品还坏，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这个星球上从

未有过的罪恶，老天要灭邪党，三退

(退出党、团、队)方可保平安。他说，

已经有人给他办退过了，但是儿子入

过少先队，还没退，于是就约了第二天

再打电话。隔天电话接通时，他儿子

就在身边，用化名“天福”声明退队。 

    一名黑龙江的年轻人跟来电话

的宋女士讲了近一小时，他问了很多

问题，宋女士一一解答了他的问题。

最后他做了三退，还用短信发了一段

话：我曾经对自己说，人总要做点有

意义的事，才不白来世间一趟。我虽

然每天都看新闻什么的，但没有真正

关心过中国人的那份被蒙在鼓里的

感觉。是大姐你让我明白了，让我了

解到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要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戴着虚伪面具下

的党面孔；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今年七月初，一个河南的小伙子

听法轮功学员甘女士给他讲了三退

的意义、“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和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等，听完后

他犹豫地说：以后再说吧。后来河南 

遭遇暴雨袭击、加上无预警泄洪，遇难

者甚多。甘女士想起来，那小伙子不就

是河南的吗，于是又拨了他的电话。一

接到电话小伙子就说：我都知道了，也

明白了，我相信你所说的，我退！甘女

士又问他，你记住九字真言了吗？他

说：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声明退团退队 
    百年变局，风起云涌。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今日之邪党，固再

凶残、再疯狂、再野蛮、再流氓，

也终究不过是梦一场。做着春秋大

梦，自己欺骗自己，待梦醒之时，

就是邪党垮台之日。洗脑方式再邪

恶，渗透方式再高明，压榨百姓手

段再绝顶，光明与真相终究会到来。

民族会觉醒，人民会反抗，只是时

间问题而已。我明白了中共的所作

所为，深刻认识到它的邪恶本质，

故不再与其为伍。在此正式声明，

退出共青团、少先队。盼百姓早日

脱离苦海，盼泱泱大国真正崛起，

迎接新中国！愿“三退”带给我们

喜乐平安，万事顺意！（曹田田） 



 
  
    
 
 
                                                               
 
 
 
 
 
 
 
 
 
 
 
 
                                                                    
 
 
 
 
 
 
 
     

武毒所毒计划  
伪装自然来源 

近日英国媒体报导，一个叫“急

剧”的追踪病毒溯源的全球民间组

织，挖出武毒所 2018 年的一份申请

拨款的研究计划书，其中详述了几个

极其可怕的实验。说到“急剧”这个

组织，一般人都不太熟悉，该组织由

病毒专家、信息专家、网络技术专家

等各类人才组成，在追踪武汉病毒溯

源这个领域，该组织已堪称大名鼎鼎。 

武毒所、石正丽等人计划进行的

其中一项实验是，进入云南那个神秘

的蝙蝠洞，释放具有“新型嵌合 S 蛋

白”蝙蝠冠状病毒的、可以穿透皮肤

的纳米粒子和气溶胶。也就是，他们

要把人工改造过的蝙蝠冠状病毒的 S

蛋白，制作成可渗透皮肤的纳米微小

粒子，和可以进入呼吸道的气溶胶，

然后跑到云南蝙蝠洞里面去喷洒。由

于冠状病毒非常容易变异，所以当这

种人工改造过的病毒进入蝙蝠体内

后，会继续发生变异，武毒所可以通

过研究持续变异后的病毒，来进一步

测试其危害性的增强效果，杀伤力、

传染性在进入生物活体后，会有怎样

的变化或增强等。鉴于 2019 年秋武

毒所已有人出现症状，不得不怀疑这

个 2018 年计划的制作“纳米级的气

溶胶”部分已在武毒所实施，因为这

是最容易造成泄露、感染的环节。 

对于在云南山洞释放病毒，如果

病毒成功进入蝙蝠体内，最终适应了

蝙蝠体内的生化环境并繁殖，石正丽

等就可以宣布，病毒完全是来源于自

然，而外界几乎不可能发现，实际上

病毒最初源于某种人工干预。武毒所

有能力把病毒制作成为纳米级的气

溶胶制剂，说白了，这种制剂就是地

地道道的生物战剂。即便国际社会全

力追查，查来查去，最终也只能查到

云南山洞的那些蝙蝠身上。于是一场

泼天大祸最终只能以“自然来源”

结案了事。也就是说，石正丽等人的

这项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对“如何伪

装成自然来源”进行一次实战性质

的测试。这是一个无比歹毒的计划！

它在中共制度下得以实施，充分暴露

出中共的凶狠、贪婪、无视生命、反

自然、反人类的本性。 

近期，中国房企恒大集团的债务

危机正在引爆连锁反应，各地都有投

资受害者们在维权。高达 1.9665 万

亿元的恒大债务总额相当于中国名

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贷款

截至 6 月底达到 5717 亿元。应付账

款金额也很巨大。恒大集团可能因无

法还债而破产的消息，引起海内外广

泛关注。恒大拥有直接雇员 20 万人，

相关雇员人数多达 380 万，在中国

280 个城市拥有 1300 个房地产项目，

一旦破产倒闭，影响面会相当大。中

共当局会否出手“打救”消息纷纭，

但至今仍是未知数。 

人已经到了海外的上海金融从

业人士朱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统

治下的中国经济，“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已经不是一二天了，而是二十

多年了。“中共的所有经济政策，都

服从于它的统治需要。当前它统治人

民的基本手段，以我的理解就是：2

个掏空，1 个填满。2 个掏空是指，

掏空每个家庭 2 代六口人的钱袋，掏

空每个人的时间。1 个填满是指，用

它需要灌输的虚假信息和扭曲理念，

灌满所有人的脑袋。而房地产，是掏

空中国人的最重要工具。它最终的方

案就是全民买单。 

8 月中旬当局宣布推行“共同富

裕”。一个月后，中共国家发改委再 

披露，将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綱

要，推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

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中共官媒和海外亲中共媒体表示，中

国将进入一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中

心的新时代。但这个“共同富裕”从

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抢钱计划”。中

国国内外众多舆论都对所谓共同富

裕报以怀疑目光。中国资深法学专家

赵远明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共打出

“共同富裕”的旗号，未必是为了中

国百姓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巩固它的

专制体制。 

不少人并且一直将中共政权的

命运和苏联的解体结局相提并论。立

国 69 年的苏联解体于 1991 年 12 月

26 日，这个由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

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奉行完全的社

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政策的政权

突然解体。 

按政经界的通行说法，黑天鹅指

一个意料之外、影响巨大的事件；灰

犀牛则指显而易见却被视而不见、最

终造成重大危机的事件。恒大集团已

广被描述为灰犀牛，是一个债务水平

惊人的大公司，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

险。海内外反共人士称中共的“国庆”

为“国殇”，国殇日将近，而灰犀牛

会否引来最终令中共政权步苏联后

尘的黑天鹅，正备受各方关注。 

 

恒大灰犀牛冲向国殇日 

封杀自媒体 促国人翻墙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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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推文

说，中共近期提倡的所谓“共同富

裕”、“三次分配”，旨在巧取豪夺民

企资产，强力打击民营经济，此举必

将引发“经济自杀”效应，导致大量

失业、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甚至让

许多人陷入困境。为防止民怨载道，

当局下令封禁经济评论，硬生生把整

个大陆变成“哑巴沉寂土地”。 

实际上，中共一直从未放松箝制

舆论，对财经类自媒体的打压也如影

随形。目前很多中国网民一直都翻墙

出来寻找真实信息，大家都很关注中

国经济，都想了解真实情况。有太多

的信息在国内看不到、被媒体集体屏

蔽。在中共的新一轮封杀自媒体情况

下，估计会引发更多的中国人翻墙。 
 

中共网信办 8 月底宣布，对自媒

体“违规发布”财经新闻内容进行整

顿，重点打击 8 类违规问题，并要求

任何负面信息的报导必须在党所能

容忍范围内，甚至会禁止报导。随后，

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以及两大短视

频平台，抖音和快手，亦宣布开展财

经违规内容专项整治行动。 

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

表示，中共向来害怕被揭经济造假，

即便自媒体转述海外的真实数据，也

会映衬出中共经济的不景气，高层害

怕的是民意对共产专制的冲击，因为

经济问题向来是与政治体制联系在

一起的。谢田说，他的美中贸易战和

中国经济的系列文章，都被转载到国

内网络上，个人推特上也粉丝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