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點三退忙 真相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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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電影節  《活摘》震撼觀眾 
一起来制止它！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议员卡齐姆看完影片后表示，如此

悲剧正在中国上演，令人毛骨悚然，

这完完全全违背了普世人权。 

影片放映结束后，片中的主要

调查人之一乔高，在现场与观众互

动、回答问题。最后发言的是一名

中国男子。他说：我今天如果不说

点什么，我晚上会睡不着觉。我半

年前从大陆出来，中共一直散布说，

活摘器官纯属谣言。我今天来看电

影也只是偶然进来看看，但看完后

实在是太震撼了！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确有此

事！他表示，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不

清楚活摘器官的真相，中共比人们

想象的更加暴虐。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突破

二亿二千万 

   

 

 

 

 

 

 

 

 

 

 

 

 
 
 
 
 
 
 
 
 
 
 
 
 
 
 
 
 
  
 
 
 
 

 

 

 

 

 
 

 

 

 

 

 

 

 
 

些党、团、队员都是它的一份子，难

免要与中共一块遭报应的。这时一个

游客问：那怎么办？义工说：所以我

才希望你们三退保平安呀！游客们纷

纷表示，原来是这样啊，退、退！  

一天，在瑞士卢塞恩景点，三退

义工潘女士刚送走一拨游客，正埋头

整理三退名单时，一名中年男子走到

她跟前说：我观察你们已不是一天

了，以前别人说你们拿钱，我就信了；

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不是这

样，所以我不信了。 

潘女士说：你的感觉没错，印这

些真相资料需要钱，但我们拿的是自

己的钱。瑞士是高福利国家，衣食住

行有保障。我退休了，不待在家里享

清福，十年來每天风雨无阻站在这给

中国同胞讲真相，做三退，难道是为

钱？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讲真相？

因为中共封锁信息，给中国人灌输了

很多诸如法轮功学员拿外国人的钱

反华之类的谎言。而当年江泽民为栽

赃陷害法轮功，竟制造出天安门自焚

伪案。法轮功弘传世界上百个国家，

怎么外国没发生过一例？中共编造这 

 

2015 年初，每日“三退”（退出

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屡破十万。

11 月中，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

的人数，连续数日再度逼近十万人。

目前三退民众已突破 2.2 亿。国内三

退义工表示，现在民众接受法轮功被

迫害的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越

来越容易。在世界各地，三退服务点

已成为旅游景点的独特景观，点名要

《九评共产党》的游客越来越多，很

多人主动和义工就《九评》内容展开

热烈讨论，互动场面生动。往往一个

问题讨论清楚了，就有一群游客三

退，整团办理三退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景点，国

内游客和三退义工边走边聊，当义工

谈到中共历次运动整人害人、挑动群

众斗群众、害死八千多万人时，有游

客说：历史有记载，共产党什么坏事

都干出来了。当讲到中共官员的大贪

特贪时，有游客表示：共产党根本无

视百姓的利益与死活。当义工说到，

凡是曾经举着拳头宣过誓、要为共产

主义奋斗、把生命献给它的，便跟中

共绑在一起了，老天报应中共时，这 

 

些谎言，是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

仇恨。所以我们讲真相、发资料，是

为了帮助中国人明了真相。男子点头

说：我全明白了！他恳切地向义工道

谢，并毅然做了三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臺灣自由廣場盛況 
2015 年 11 月 28 日，六千多名

台湾及海外多国法轮功学员齐聚台

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行大型排

字活动。当巨大耀眼的“法轮”图形

及“法轮常转”四字图像完成后，祥

和的炼功音乐响起，众人迅速排成集

体炼功的队伍，六千多人动作整齐划

一。看到如此壮观盛大的排字及炼功

场面，民众与游客纷纷拿起相机，捕

捉这难得一见的画面。台湾有数十万

人修炼法轮功，一千多个炼功点遍布

全台各地。台湾每年都有盛大排字，

除了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纯正美

好，同时也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

生表达敬意和感恩。 

中正纪念堂是中国游客来台必

到的景点之一，来自天津的李先生跟

旅行团首次到台湾旅行，当看到这么

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广场时，他与同

行的团友都感到震撼不已！李先生

说：以前我有个同学也炼法轮功，他

人特别的善良，可是被（中共）抓进

去关 3 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李先

生说完后脸上带着一丝不舍。第一次

来台湾的陈女士表示，没想到台湾有

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平和自律的精

神，感觉很好，体现出台湾人自由、

亲切的氛围。曾在政府部门担任高官

的杜先生感慨地表示，法轮功其实是

很好的功法，国内现在还是有人在

炼；很羡慕台湾能自由修炼法轮功。 

设置在自由广场牌楼下的“正法

之路图片展”与“真相展板”，让过

往游客在观赏排字、炼功之余，也有

机会深入了解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

多年来讲真相的历程。尤其对很多中

国游客而言，通过这次的活动及图片

资料的展示，了解到法轮功洪传世界

的盛况，特感冲击与震撼，也因此对

法轮功有了全然正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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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党、团、队  三退保平安 (可用化名) 热线 001888-8928757  001416-3619895 

 santui@comcast.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主题为 12345，可收到《九评》《自由门》软件 

希望之声电台(请依序调频找适合的短波频率)→18870、17900、17200、16600、15800、14900、13820、…11300(千赫） 

 

 

在今年 11 月的加拿大马达卢

普正义电影节上，纪录片《活摘》

获多项大奖、备受瞩目。该片是关

于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调

查纪录片，所揭露出的情节及惨烈

程度，令观众震惊。正义电影节每

年 11 月举办，今年有九百多部纪录

片参赛。《活摘》一片曾于今年 4

月荣获第七十四届美国广播电视文

化成就奖，此奖项被认为是纪录片

的最高荣誉奖。 

正义电影节主持者之一默多克

表示，自 2006 年加拿大前亚太司长

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联合调

查中共活摘器官、披露出这一惊人

黑幕以来，它还在持续发生，令人

胆寒，全世界都需要知道这一罪恶， 

2015 年 

12 月   

 



  起訴迫害元兇 還人間正道 

 

 
 
 
 
 
 
 
 
 
 
 
 
 
 
 
 
 
 
 
 
 
 
 
 
 
 
 
 
 
 
  

自 2015 年 5 月起，中国掀起了

诉江（控告江泽民）大潮，目前已有

近 20 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最高检

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迫害元凶

江泽民的诉讼状。他们当中，很多被

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

所，很多人遭受了种类众多的酷刑折

磨，有的甚至险被活摘器官；有的怀

孕妇女因遭受酷刑而胎死腹中；有的

女法轮功学员遭受性虐强奸、被迫害

致疯；也有的是至亲、甚至多位亲人

被迫害致残、致死。 

这一大规模的诉江行动，在各地

引起巨大反响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民

众参加了连署签名，要求将江泽民绳 

 

期老百姓“油炸秦桧”(油条)的典故，

推出了一套“油炸江泽民”的小吃，

深受顾客们的欢迎。 

江泽民推动了一场违法的迫害，

危害了巨大人群，触犯了诸多法律，

使整个中国的司法公正遭到了毁灭

性的打击。江氏集团的贪官们，无视

法律，为祸国家，损害民族，欺诈百

姓，贪腐淫乱，败坏人伦。目前周永

康、薄熙来、李东生、王立军、周本

顺等已沦为阶下囚，进一步的大规模

清算将持续到来。结束这场持续了十

几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民心

所向、大势所趋。诉江大潮预示着法

办迫害元凶的序幕正在拉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入此圈 不知此事 

我刚入共产党没超过三年，本意

想为一方百姓做些有利之事，同时也

想借机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结果入

了这个圈子后才知道，情况并非如

此，而是层层骗局、层层假话，权钱

权色交易层出不穷。江泽民的腐败治

国和这个恶党的本质，已经把中华民

族的根差不多掘断了，人与人之间都

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了权利和

金钱不择一切手段，什么人性、正义

都统统没有了。这是个毒水四溢的大

染缸，一旦进去了，你就别想干净着

出来。为此我在这里郑重声明，退出

这个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恢复我

本来的人性，捍卫我中华正统，扬我

国威忠魂！（白魁 山西） 

全球弃共潮大势所趋 

近几年，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的去

除共产主义的大潮；共产主义代表人

物列宁和斯大林等的雕像被纷纷推

倒。苏联解体后，在乌兹别克，马克

思、列宁、斯大林等共产党鼻祖、暴

君的雕像都被砸毁。2013年底，乌克

兰民众在全国掀起了推倒列宁雕像

的活动，表明乌克兰民众对苏共和共

产主义的厌恶和憎恨。 

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作为一种邪

说和邪恶组织，祸乱人间一百多年。

当人类认清了这个恶魔面目后，它在

全球被唾弃。试看，东欧巨变、苏联

解体、柏林墙倒塌、越共名存实亡、

联合国拟追究朝鲜独裁者的反人类

罪行、乌克兰通过法律解体共产党，

中国民众汹涌澎拜的“三退”大潮，

全球“弃共”浪潮势不可挡。 

 

共产主义被中共引入中国后，欺

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今很多人

一生都泡在党文化的环境中，因此思

想禁锢于党文化之中，对所取得的财

富、地位和成就，感到自满与留恋。

但是，审视今天的中国社会，环境恶

化犹如身在狼窟：为人之师者强奸幼

女，老人跌倒无人敢扶，官员贪腐无

人以此为怪，更有道德沦丧者拥二

奶、三奶、四奶……这与中国过去民

风淳朴的盛世天朝，实有天壤之别。 

在中共邪恶的环境中所求得的

一时风光、一点甜头，不过是狼窟里

的一点荣耀，更是一代中国人的耻

辱。今天，有谁会以纳粹中的地位而

自豪？有谁会以斯大林给的勋章而

自耀？倒塌的列宁像见证着独裁者

的千古遗臭，《共产主义黑皮书》记

载着共产党的罪恶与耻辱。中国历代

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二十四史记

载着中华文明的荣辱兴衰，像明镜一

样照着历朝历代的善恶美丑，大善大 

奸均难遁其形。等中共灭亡之时，翻

开历史所记载的红朝，狼窟里的荣耀

将成为罪恶的见证。 

如果没有中共，任何一个正常的

政党执政，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加上

中国的资源，都会让中国经济比现在

发展快得多、好得多。没有“文革”、

“六四”、迫害法轮功、及中共造成

的八千万中国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老

百姓会更安居乐业，会富裕得多。没

有中共，中国会真正繁荣富强，自由

昌盛。在历史上，没有中共的中国，

历朝都曾是世界强国。 

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比作母亲，

那么中共就是欺凌我们母亲的恶棍。

中共的灭亡就像冲向悬崖的列车，无

可避免。请思考一下中国种种危机的

体制根源，清醒地看到中共的危害，

放下对狼窟里的荣耀的留恋，赶快跳

下中共的死亡列车吧。抛弃共产党，

恢复中华民族的荣耀，是每一位中华

儿女的责任！ 

 

狼窟里的荣耀不值得留恋 

2015 年世界小姐总决赛于 12

月在中国三亚举行，但中共当局拒

绝加拿大选美冠军林耶凡入境参

赛。林耶凡表示，中共阻挠她参加

国际选美决赛，是因为她曾为中国

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发声，当局害怕

民众看到这情况。一时间，佳丽入

境被拒、中共惧怕人权状况恶劣遭

批，成为国际各大媒体的追踪焦点。 

   出生于湖南的林耶凡，13岁移居

加拿大。她谈起在中国的经历时说， 

她在学校是班干部，曾组织全班同

学看中共的宣传片。移民海外后，

她看到了“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

中共虐杀法轮功学员等真相，深感

震惊。她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及其他

受迫害的群体发声。她认为，作为

加拿大小姐，其使命就是要鼓励大

家看到希望，不要放弃。她表示不

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也希望那些为

中国未来而奋斗的人士，不要放弃

自己的信念！ 

 

加拿大小姐：永不放棄信念 

之以法。很多民众表示：江泽民祸国

殃民，早该被送上法庭了，我们就等 

着这一天呢。众多各界人士一致认

为，清算江泽民及其罪行是历史的必

然，也彰显善恶有报。北京维权律师

滕彪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这样一个环

境下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这种勇气

非常令人敬佩。前北大副教授焦国标

表示，过去中国饿死那么多人、打死

那么多右派，也没有谁敢于挺身控告

迫害者，当前的诉江大潮，在中国整

个法制史上和政治文明史上是一个

里程碑的事件。坊间的声援诉江行动

智慧百出。西安一家卖臭豆腐的小店

最近生意兴隆，原来店主参照南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