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觀天下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2022 年 

8 月 

 

 

 
 

 

 

 

 
 

 

 

‧ 四亿人三退   开创中华民族新纪元 (多图)   1    

‧ 从 610办的衰落 看善恶有报的天理 (多图) 4 

‧ 专家学者：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多图)   9 

‧ 公检法人心渐明 迫害难以为继 (多图)          13 

‧ 无辜还是罪恶 (图)                                                  15 

  

三退服务 赠送软件 期刊 电子书                   18
 

 



纵观天下电子期刊 ------------------------------------------------------------------------ 

- 1 - 

四亿人三退  
开创中华民族新纪元 

 
2022年 8月 3日，各界人士在纽约庆祝四亿中国人三退。 

2022 年 8 月 3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出

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突破四亿。四亿中国

人堂堂正正地从心灵上抛弃中共，除去中共邪恶印

记，摆脱枷锁，拥抱自由新生！ 

《九评共产党》的问世，引发了中国民众退出

中共的“三退”大潮。十八年来，在全球三退义工

的不懈努力下，《九评》等揭露中共的真相资料广

泛传播，各行各业中国人了解真相后纷纷退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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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许多官员和精英。每一份退党、退团、退

队声明的发表，都等于拆下了中共红墙的一块砖，

红朝垮塌正加速进行。 

 

 
    2022 年 8月 3日，海外华人庆祝四亿中国同胞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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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从西方而来，集所有邪恶于一身。它依

靠欺世谎言和血腥暴力，剥夺人的基本人权和自

由，历次政治运动杀害八千万中国人，超过两次世

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

史。从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反右，到文革、

1989 年“六四”屠杀民运人士，再到迫害法轮

功、基督徒、维权访民等等，它一次次对民众举起

屠刀，此等暴虐举世罕见。 

        当前中共内忧外困重重、已至穷途末路。对

内侵犯人权，导致民怨空前沸腾；对外扩张渗透，

招致世界各国抵制。中共在道德、文化、健康与生

命安全、国际秩序等方面造成的巨大破坏，令其流

氓本性暴露无遗，抵制中共及共产主义的渗透渐成

国际共识。 

        中共篡权几十年，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至

今仍在用流氓黑帮加邪教的方式来控制社会，用欺

骗宣传去毒害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看

清，现在的乱象和灾难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任何心

怀良知善念的人都应拒绝充当中共的帮凶、工具，

更不值得为它陪葬。退出中共，不是搞政治，恰恰

是退出中共的邪恶政治，重新找回本应拥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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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利。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共的

存在时间论零头而不及。中共没有资格代表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中共不等于中国，退出中共才是真正

爱国。史册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在数亿民众的积

极推动下，三退大潮正在和平解体中共邪恶体制，

一个没有中共的自由中国正在诞生！ 
 

从 610 办的衰落  
看善恶有报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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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0 日，是江泽民集团镇压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第 23 个年头，然而法轮功不但没有

从中国消失，而且已经洪传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

地区，让江泽民“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疯狂叫嚣

彻底破产。 

 
 

 

 

法轮功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各民族欢迎。 

事实上，在 2000 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 

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

【2000】39 号）文件，明确了十四种邪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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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不在其中。 

2005 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

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

件，明确了十四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 

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

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炼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

是合法的。 

二十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

据，江泽民集团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用

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

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

的活摘器官惨案。 

中共 610 办公室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机

构，由迫害元凶江泽民指定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

成立，当年定为正部级，从国库获取经费，但不隶

属国务院管，而是直接听命中共高层，指挥公、

检、法、司等搞迫害，无法无天，无恶不作。首

先，610 办按照江泽民“战胜法轮功”的结论，到

处搜集“证据”。怎么搜集呢？凡是说法轮功好

的，尽管是大量的、普遍的、有目共睹的，都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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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充耳不闻；凡是说法轮功不好的，尽管全是

假的，都如获至宝，然后将这些虚假证据提供给江

泽民，作为其镇压决策的依据。接下来，就是用更

多的谎言证明前面的谎言是正确的，用古今中外一

切最恶毒的酷刑，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其中

最邪恶的就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暴利。 

        610 头目都是严重违法的腐败分子。2005 年

底，高智晟律师在调查 610 官员的作恶真相后，

痛心疾首，给当时的高层写了封公开信。其中写道： 

 
 
 
 

610 办公室，是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

黑社会组织，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

源的黑社会组织，是一个宪法及国家权力结

构中没有的组织，却行使着国家机关才能行

使的权力、甚至连许多国家机关都根本不能

行使的权力。我们看到了，610 的权力，正在

持续地以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以镣铐和锁

链、电刑、老虎凳等形式与我们的人民“打

交道”，这种已完全黑社会化了的权力正在持

续地折磨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我们

的孩子及我们的整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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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头目遭恶报的情况触目惊心，恶报者从中央到 

地方都有。迫害越严重的省份，往往恶报也越惨烈。无 

论其表面原因是所谓的“贪腐”、“违纪”，实质上都 
是恶报的一种形式。 

       610 办在国内外早已臭不可闻，2018 年被倂

入政法委，但是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仍在持续。从

1999 至 2021 年，曾经不可一世的 610 办已经有

七名“大老虎”落马。而在全国 610 系统，已知

有近两千名 610 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

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被判刑等

厄运。正因如此，这个职位又被称为“死亡职

位”。当然，这些事例被中共极力掩盖着。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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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天在看。中共的手法也许能让一些利欲熏心者

继续不顾死活、为其卖命，但却无法逃过善恶有报

的天理和结局。 
 

 

专家学者： 
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2015年 5月，海外多国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曼哈顿举行 
盛大游行，其中一个方阵展示《转法轮》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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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转法轮》翻阅，这一看真是后悔为何没有早

点看！书中揭示了修炼的天机和宇宙的奥秘、解开

了她从小到大的困惑！她当即决定修炼法轮功。每

当盘腿打坐，就会觉得身体很暖，过去手脚冰冷的

毛病再也没有了，胃疾、五十肩也不翼而飞。与此

同时，修炼后的美濙智慧如涌泉，在科技研发、产

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获得十多项专利。 

 

 

 

 

          

 

“人从何处来？该

往何处去？”是美国

纽约大学化学博士、

台湾中山大学光电系

张美濙教授从小萦绕

心头的疑惑。直到

2009 年 11月的一天，

她拿出两年前邻居给 
台湾中山大学张美濙教授 

 
美国天主教大学聂森教授 

 

聂森是美国天主教

大学机械系教授，在这

个学校工作了近 40 年，

并当了五任系主任。他

说，我喜欢看书，在图书

馆、电脑上看过很多资

料，感觉自己博学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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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转法轮》里头讲的我都没看过？我们这些博

士啊，算是很专门，但是一点都不博，《转法轮》

里的道理是博大精深，并且圆融贯通。聂森教授在

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

研究领域颇有成就，一度被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

宾，后来他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变成了“反共

人士”。聂教授说：中共把海外科技方面的专家，

一步一步推到对立面去，这些人都是每一行的顶尖

学者，但都被《转法轮》书中的内涵和道理所折

服；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是徒劳的。 

 

 

 

 

 

 

 

 

          

 

 
原中国东北矿山研究 

设计院退休工程师 李莲 

        李莲，原东北某矿

山研究院工程师，现旅

居美国费城。李莲炼功

仅七天，气管炎，风湿性

心脏病、关节炎、胃病、

头痛等疾病全都不翼而

飞。不到两个月，皮肤

变得细嫩，白里透红。

在工作中也有神奇表现：

当时研究院须要快速研 

发出对新矿石选别的工艺流程，以把铁与石英分

开。通常好几天才能完成的流程实验，李莲一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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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她说，自己的思维似乎可以进入矿浆，感

知铁矿石和石英的颗粒分离状况，从而准确加入抑

制剂和扑收剂，抑制石英、把铁矿石颗粒扑收上

来，最终给出准确数据。李莲的高效简直不可思

议，她告诉大家，这是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开智开

慧的结果，其他工程师都说，这太神奇了。 
 

 

       

 

 

 

 

 

 

 

 
 

1996 年《转法轮》名列北京市畅销书排行榜，

1997 年登上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迄今已被翻

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修炼人群涵

盖各阶层，身心受益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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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法人心渐明 迫害难以为继 

 
        20 多年来，中共一直残酷迫害法轮功，随着

学员们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许多公检法人员人心渐

明，在迫害法轮功的事情上不配合、不参与。 

       某地一名警察曾参与过抓捕法轮功学员，但是

在和学员互动中，他体会到了他(她)们的善，也看

清了中共不实的造谣诬蔑。之后上级指名让他去抓

辖区的法轮功乡亲，他当场拒绝说：抓他干啥？我

不抓！上级说：你不去，我带其他人去。这名警察

心想，我挡不住，但可我可以报个信，结果那些去

抓人的警察扑了个空。 

善恶终有报 

正义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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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员的大伯哥是一名检察官，一给他讲法

轮功真相，就又吼又叫。一次，他来到妹妹家对妹

夫说：我们检察院和法院都在一个办公楼里，这几

年，法官、检察官得癌症的一个接着一个地死，而

且死得很奇怪…。学员藉此给他又讲大法真相，还

把检察院、法院相继遭恶报的事在明慧网曝了光。

后来这名检察官说，他们检察院的人都知道真相

了，现在没人愿意接法轮功案子了，对法轮功早晚

会有一个说法。 

有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跟着丈夫和朋友们一

起去爬山，同行的一个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问

她：你怎么爬得这么快呀？这位学员告诉他：我是

炼法轮功的嘛！你不知道我过去什么样，一个瘫痪

在床半年的废人！是法轮功救了我，不但给了我一

个健康的身体，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

意义。这个书记惊讶道：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学

员进一步给他讲了很多，还给了他一本《九评》和

其它资料。这个书记当天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

连他的司机也一块退了。过后的一天，这个书记带

给了学员一张折起来的纸。学员打开一看，原来是

十多个人的三退名单。显然是读过《九评》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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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资料后，他把自己的好多亲友都劝退了。 

有个八十多岁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把一份真相

资料递给一名五十多岁男子时，由于这名男子被中

共的诬陷宣传迷惑，当场就打了举报电话，接通后

他说：这里有人在发法轮功资料。当时电话开着免

提，就听到电话那边回了他一句：人家发资料，碍

着你 X 疼？！这人听后一下愣在那里，然后没趣地

收起电话，推着车子走了。 

 
无辜还是罪恶 

 
  1961年 12月 15日，刽子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处 
死刑，隔年 5月在以色列拉姆拉遭处死。 

艾希曼被警察押在玻璃柜后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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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是原纳粹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

1941-1945 年，他负责运送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

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就运去了 70 多万犹太

人。二战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

曼。在法庭上艾希曼拒不认罪，理由是：自己是一

只齿轮，只是起了传动作用罢了。而全世界人民都

认为他是“杀人恶魔”，理由是：他承认自己知道

“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并且清醒地知

道，他执行的运输工作是屠杀犹太人的一部分。最

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 

在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悲

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

物。“艾希曼”们转生到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

成为了被害的羔羊。自从 1999 年中共迫害法轮功

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

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根本不依法判决，

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非法判决。这样一来，

不计其数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有的遭受酷刑折

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器官致死。 

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的张海涛，曾冤判

21 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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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判刑十年。在张海涛看来：他只是工具，为了

挣工资，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别无选择，他认为

“没有罪责”。在天理道义看来：就是他签字的一

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而王立文

和秦月明遭受的酷刑，与法官的诬判有因果关联。

他用的是职权，他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推卸责任，他还是无法

逃脱正义的审判。尽管张海涛可能理直气壮，他的

末日还是来到了。2015 年 1 月 11 日，张海涛和别

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

了，别人赶紧给他送医，结果心梗猝死在医院。无

辜还是罪恶，自思自量。善待他人即是珍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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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8 月 3 日，在大纪元退党网声明 

退党、团、队人数 已突破四亿大关 

     退出党、团、队途径 (可用化名) 

三退热线：001888-8928757  001416-3619895 
(若听到是空号，请勿挂掉，很快就能接通 )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主题为 12345，即为 

办理三退，并提供《九评》、翻墙软件 

免 翻 墙 ：http://ho.hohop.shop http://t.uest.rest/s  
安全浏览海外网站 链接退党网 (可用谷歌等浏览器) 

免费下载《九评》电视片‧语音‧全文电子书 

( 连结不上时请多试几次，或间隔半小时后再试。) 

希望之声：海内外热点 名家谈 脱口秀 

从 6MHz–22MHz之间寻找清晰的短波频率(千赫) 

 

三退渠道 反馈服务  

愿您与家人都安好 

  国外乡亲祝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