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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九评共产党》研讨会”

上，一位老太太提问：共产党垮台

之后，谁给我们发养老金呀？一位

主讲人回答道：没有了共产党，就

没有了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而这

个庞大的官员系统是一群世界上最

腐败的官员，没有了他们以后，中

国老百姓的退休金要翻倍地成长。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看看海外的华人就知道，没有共产

党，日子完全可以过得更好。如果国

内不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今天人均

收入应该与台湾类似，那么今天的

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等于美

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国家加起来的

总和。中国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后，在党

文化下生活的民众从谎言包装的生

活下解脱出来。他们发现不用再看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突破

二亿二千三百万 

政府过滤后的假新闻，不用再被党

文化塑造自己的思维，有权利选择

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才是人真正应

有的生活状态。…… 东欧转型到现

在几十年，尽管共产党可以再次组

党参加竞选，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再

次选择共产党，也没有民众再次选

择党文化。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的

东欧人，失去的是一座监狱，得到

的是平静地安享自由和正常人的

生活，社会和国家非但没有崩溃，

反而更加生机勃勃。 

丧钟只为中共而鸣；亡党不等

于亡国。中共是现代中国人苦难的

根源。不理智的怀旧只会加强中共

对你心灵的控制，使你无法摆脱昨

日的梦魇。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

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

新生。（节选自《解体党文化》） 

新生。（节选自《解体党文化》） 

喪鐘只為中共而鳴 

知識精英勇三退 

   

                    

 

 

 

 

 

 

 

 

 

 

 

 

 
 
 
 
 
 
 
 
 
 
 
 
 
 
 
 
 
  
 
 
 
 

 

 

 

 

 
 

 

 

 

 

  

共产主义！特此声明！”他表示，中

国整个社会情势十分严峻，国家民

主、自由、人权、法治状况严重恶化。 

2015 年 12 月 11 日，一名政协委

员发表声明：我是一名政协委员，但

是我长年研究党史，非常了解共产

党，我认为共产党不仅毒害了中国，

还毒害了全世界。我女儿在八九年

“六四”的时候，在北大读书，后来

也深受其害，她和她的同学们全都离

开了中国。我现在决定退出共青团、

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的一切组织。 

12月7日，一名法官发表三退声

明：本人是法官，一听有关法轮功的真

相，吓了一跳。现已明真相，要求退出

党、团、队，并找了一证人为我作证。 

10 月 29 日，一名博士说：“我是

北方某重点大学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的博士后，我认为“真善忍”很好，

是一个社会最高最好的准则；而共产

党打压“真善忍”的群体，我不能认

同。我不站在它的一边，我退出少先

队和共青团。” 

 

知识份子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

所秉持的传统价值观、独立思考性和

社会影响力，一直被中共视为最大的

障碍和威胁。所以中共历次运动都整

肃知识份子。2015 年已成为历史的一

页，过去一年来，在三退(退出中共党、

团、队)大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

中国知识精英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四川重庆人权律师熊代英日前

公开发表退党声明表示：中国社会腐

败黑暗，中共给人民和中华文化带来

毁灭性的灾难。本人因依法为法轮功

学员做无罪辩护、参与纪念“六四”

和重庆的公民同城聚餐等活动，遭当

局无情报复，办公室遭偷拆、不予年

审注册，并受到当局监控、跟踪，生

活无着落、被迫四处流浪。熊代英认

为，解决中国目前的人间悲剧的前题

是，必须破除一党专政。 

上海律师钟锦化在微信朋友圈内

和推特网发表了公开退党声明，他说：

“因为深感失望，自今天开始，本人

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不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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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告诉我们，在共产党的环境

下，强权的压力是特别针对独立思想

者的。如果一名知识分子不凭良知去

独立思考问题，只是随和着中共的意

识形态以及胡乱作为，中共不会管

你，相反它会放纵你、让你拥有所有

丑恶的私生活自由，由此而被中共堕

落化、臣服化，唯有那些仍用良知去

独立思考者，方可称为精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扯不圓的謊言 
目前中共最惧怕、但却总也躲不

过的话题，毫无疑问是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罪行。在世界舆论的不断追

击下，中共狼狈不堪，其有关发言人

不断变化说法、自相矛盾，抛出的不

同说法至少有七种。尽管好话说尽坏

事做绝是中共驾轻就熟的本领，但这

次却怎样都扯不圆这个谎。在当今中

共体制下，活摘器官成了比贩毒更利

润丰厚的黑产业，那些既得利益集团

在中共体制的掩护下继续干着这一

杀人害命、牟取暴利的罪恶勾当。这

一罪行触犯了人类良心和道德的底

线，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必然难逃绝大多数人的愤怒谴责及

全球范围锲而不舍的揭露与追查。 

目前国际上已经组成多个揭露

和追查活摘器官罪行的机构，成员包

括受害最深的法轮功学员及人权活

动人士，还包括国际社会的政界、法

律界及医学界的大力参与支持。法轮

功学员持续不断提供真实可信的证

据，国际人权人士通过详实的调查和

陆续出版报告，终于让世界认识到，

活摘罪行是当今活生生的、血淋淋的

邪恶现实。中共因此也不得不被迫承

认，大陆器官移植形成了一条肮脏的

利益链，并抛出“死虎”周永康为罪

恶总头目，以图把黑幕简单化。但事

实并非如此，活摘器官罪行仍在中国

持续着，更深更秘密的黑幕仍被掩盖

着，而国际上对这一罪行的追查也绝

不会到此为止。犹如至今仍在抓捕纳

粹罪犯的国际行动，穷追不舍地揭露

追查活摘器官罪行，是对未来人类安

全的保障与贡献。 

 



女儿上小学了，孩子面临“被

入队”是个头痛的事。共产党自称

是幽灵，它的一切组织不也是鬼附

体的组织吗？许多人不喜欢中共，

却不敢让孩子拒不入队。但我想闯

一闯，开创一条自由选择、不加入

中共组织的路。一天女儿放学回来

说，老师让他们到一个教室里学习，

还放录像。我知道这是入队的前奏

了，于是我连夜写了一封致老师及

学校领导的信： 

尊敬的校长、老师们好！近日

孩子回家告知，学生要加入少先队。

为避免误会，有些话我须要说在前

边。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信仰应该

是自由的，国家宪法也规定信仰自

由，入队当然也应按此规定。我们

不相信共产主义，作为孩子的监护

人，我在此声明：我们家的孩子不

入队！这些年，共产党其实对人民

犯下了重大罪行，只是因为事实真

相被掩盖，很多人不清楚。同时我

也声明，如若因为我家小孩不入队

而受到歧视，就是在侵犯人权，作

为监护人，我会用尽一切合法的手

段去维护孩子的权益和安全。我相

信校长、老师会用智慧去思考和分

辨的，也欢迎老师们随时找我交流。 

这件事很快公开了，女儿上学

时，值日老师都不会去检查她是否

戴红领巾，因为都知道她没入队。

女儿也说，在一片“血色海洋”之

中，唯独她一个人清清白白的。许

多同学私下都对她表示羡慕：你真

爽，不用戴这鬼东西！我和家人为

女儿不入队深感自豪。我知道，中

国有千万仁人志士，他们不但自己

退出中共，还作为三退义工，不辞

劳苦地帮助众多同胞做三退，从心

灵上解脱中共邪灵的枷锁。人心在

觉醒，三退大潮滚滚向前。 

 

我家孩子不入隊 

   

 
 
 
 
 
 
                                                               
 
 
 
 
 
 
 
 
 
 
 
 
                                                                    
 
 
 
 
 
 
 
 
 
 
 
 
  

欧洲旅游淡季游客减少，但是因

中国阴霾天气，出来“躲霾”的大陆

游客多起来，尤其是一群群北京游客

叫苦连天：就是因为北京的雾霾，我

们才出来的！ 

这天，瑞士景点又来了一群北京

游客。他们向三退义工说：“帮助把

我们也办出来吧，简直没法活了！”

三退义工安慰他们说：别太悲观，移

民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都想移民也

不现实。但是，现在有自救的办法。

只要你顺天意，就能躲劫难、保平安。

听义工这么一说，游客马上静下来

了，等着听怎么躲劫难、保平安。 

义工说：“为什么大半个中国都被

雾霾笼罩，大好河山变成了不是人呆

的地方？谁之过？”有游客表示，政

府玩命卖汽车、办厂啊！义工说：你

们出来走了好几个国家，到处是汽车，

沿路工厂也不少，怎么没有雾霾？这

时游客们纷纷加入这个话题：“人家 

 

退什么，我帮忙上退党网站登记。一

群北京游客高声回应：好！一个个都

办了三退。大家把自己的化名记下来

后，高兴地向义工道谢告别。 

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很邪，但是邪

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

法。从历史事件到今天的现实，中共

的罪行一桩比一桩更骇人听闻。 

1940 年代初，盘踞在陕甘宁边区

的中共，开始全面进行所谓的“土特

产”经营，这里的“土特产”就是鸦

片，中共以“肥皂”为代号，卖往境

外。早期中共党魁之一任弼时曾任鸦

片专员，当年王震的 359 旅，美其名

曰在南泥湾种田，其实就是大量种植

鸦片，而毛党魁写的那篇《为人民服

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鸦片烟

土时因火窑坍塌而被活埋在里面的。 

1950 年代，中共制造了一场大饥

荒，被饿死的人至少达三千万以上。

中共一再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实

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的自然灾害

一次也没有发生。当时中共为证明其

一贯正确，不但大搞浮夸风，并在全

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

果把口粮全部征走，农民没有任何东

西吃。许多省份饿殍遍野，许多村庄

一户一户地死绝，许多人走着走着，

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然

而制造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

却把惨剧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

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 

 

“伟光正”。 

跨越 60-70 年代的“文化大革

命”，是中共制造的又一场大劫难，

很多惨无人道的事件令人发指。据

《广西文革档案数据》披露，在当

地支左的军干部，从军区司令到各

公社的武装部长，大多数都策划指

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共产党员

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吃人肉的先

锋。整个广西有近 20 个县发生过吃

人肉的事件。机密档案《武宣县文

革大事件》中记载的参与吃人肉者，

有名有姓，绝大多数是党员干部，

还有的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不

仅如此，还有中共干部对妇女“杀

夫奸妻”、“先奸后吃”。 

这些历史罪行充分证明，中共

的邪恶是没有任何底线的，1989 年

的六四屠杀和当前的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罪行，更进一步证明了这

一点。如果谁还不明白，那才是最

遗憾的；如果谁还依附中共，那才

是最危险的。中共正面临最终被历

史淘汰的结局，孔子说“君子不立

危墙之下”，从这一角度讲，目前两

亿多中国人声明三退，是最起码的

良知反应，也是最本能的远离邪

恶、生命自救的选择。 

 

国家重视环保啊！”“共产党的贪官为

赚黑心钱，不管国家利益，不管老百

姓的死活。”“官商勾结捞完钱就跑

了，官官相护。”义工说：这就说到

根儿上了，中国环境的严重污染，从

毒水、毒食品、毒空气，这一切不都

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吗？游客听了

都点头称是。 

义工说：还不止这些，共产党干

了更加丧尽天良的事！江泽民下令把

大批法轮功学员抓起来，活摘他们的

器官，大赚黑心钱。有游客表示听说

了。义工接着讲：中国的雾霾绝不是

偶然发生的，背后有人祸。人无德，

就会导致天灾人祸频发。 

听到这里，有游客焦急地问：“那

怎么办？”义工说：若不想跟着恶党

恶人倒霉，就要声明退出共产党的一

切组织，将加入党团队时发过把生命

献给邪党的毒誓作废，才能得到神佛

的护佑。大家可以用化名，入过什么 

 

 

   出國躲陰霾 遊客齊三退    

辭舊迎新添喜慶  

驅邪三退保平安 

邪党无底线 君子避危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