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 2016 年 1 月底，中国民众

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的人

数已突破二亿二千六百万，而且每

天持续攀升。世界著名景点很多都

设有三退服务点；从一些景点的三

退故事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快速

弃共。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女王公园是

游客必游之处。一天，三退义工周

女士向两个游客讲三退为什么很重

要。其中一人说：“我是市长，拿着

共产党的钱，我要退了党，谁给我

钱？”周女士对他说：“那是因为你

工作就应该挣到钱。假如你不做市

长而做生意，你也会挣到钱，那钱

是共产党的吗？要清楚，中共历来

推卸罪责都是往下面推；现在全球

已有二十万人控告江泽民，审判江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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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突破

二亿二千六百万 

泽民时，他会把罪责推到你们身上；

拉你们当垫背、做陪葬。这名市长听

后同意退出中共，与他同行的党委书

记也决定三退。 

在台湾故宫，经常有大陆的中、

小学生由老师带团参观。有一天，有

个老师阻止三退义工马大姐跟孩子

讲退队。马大姐说：“对小孩子更应

该讲，小小年纪，什么都不懂就被共

产党唬弄进去了。共产党发起的历次

运动害死多少中国同胞，做了多少坏

事。这些血债老天爷必会向共产党清

算，到时，加入过中共组织的就会被

牵累，怎可剥夺孩子们听真相、保平

安的机会呢！”于是老师不再阻拦，

孩子们都安静下来听真相，听到后

来，老师自己意犹未尽，对马大姐说：

“你讲，继续讲。”最后，一群三、四 

朋友们都能看清中共的本质，彻底摆

脱共产邪灵，在新的一年里、在往后

的人生中，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好运。 

嚴正聲明 
退出中共組織 
中共几十年来制造无数冤案，官

员弄权，几近于无官不贪。文化大革

命，愚弄百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

人才、人力、资源丰富的大中华搞得

环境恶化、道德沦丧。所谓改革开放

以来，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等谬

论之下，高干家族多成为中国当前巨

富，使社会贫富差距空前悬殊。近年

来，需房者买不起，医院、学校收费

奇高，百姓为医疗费、学费而犯愁；

职业道德沦丧，社会道德败坏。这些

恶劣问题，皆缘于一党专权、以党代

政之弊。近来虽处治不少贪官，但中

共体制是滋生腐败贪官的根源。体制

不改，没有百姓和舆论的监督，贪官

必前仆后继，难以治本。我们几人学

历较高，都还年轻，对祖国的未来深

感忧虑。为此决定退出应予摈弃的中

国共产党，特作此声明！(万荣、杜

谷、杜峪等 6人 山西)(节选)  

年级的小朋友和老师都退了。 

圣保罗是巴西第一大城市，有

二十多万华人。东方商城是全巴西

华人最密集的地方。店主都是操着

各种家乡口音的中国人。在这里，

义工一个店接一个店地讲，老板一

人退，能带动全店、全家退。很多人

向义工要《九评共产党》，说：很多

人都说《九评》好，但没见过，这

回得好好看看！在一个博览会上，

中国参展团的一群国企人员，每人

都接了义工赠阅的《九评》。再经过

他们展台时，见到他们的“头儿”

在专心看《九评》，义工问他看《九

评》的体会，他说：“这上面说的都

对，共产党就是这么坏！”义工说：

“看来你们都知道真相，那就退

吧？”一厂长说：“退！都退！” 

 

海外遊景點  三退保平安  

   

                                  

 

 

 

 

 

 

 

 

 

 

 

 

 
 
 
 
 
 
 
 
 
 
 
 
 
 
 
 
 
  
 
 
 
 

 

 

 

 

 
 

 

 

 

 

 

就讲：“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

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指的这

个幽灵就是撒旦魔鬼的幽灵。 

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奇书《九评

共产党》一针见血地道出，《共产党

宣言》为共产党注入的是一个反天理

灭人性的邪恶生灵，它的使命就是要

用暴力颠覆人类社会。共产党不让人

信神，而逼人信共产幽灵，鼓吹仇恨

与阶级暴力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

一个半世纪以来给人类带来了深重

灾难，仅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就造成八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可见

共产党的邪恶与危害。 

为什么中共强迫人们从小加入

它的组织，并发毒誓把生命和一生都

献给它？其真实目的就是害人、毁

人。因为人们一旦加入中共组织，那

么它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就要摊给你

一份，上天要惩罚它时，只要是它的

一员，谁都逃不掉。“三退”大潮的

出现，就是上天给我们一次重新选择

的机会。“三退”这件事情和我们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在新年之际，祝福 

中国传统新年是中国人最隆重

的节日，除了祭神祭祖，很多习俗都

和祈福、辟邪有关,象征把一切灾厄

驱走，期待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现在

虽然有些传统习俗被淡忘了，但人们

渴望在新的一年里能远离灾祸、拥有

平安好运的心理并没有改变。 

说到辟邪和远离灾祸，就不能不

提到一件事情。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

注意到了，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在纸

币上都能看到这样一句话：“天灭中

共，三退保平安。”其实“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是真正辟

邪和远离灾祸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一

些资料中得到启示。 

近年来，一些公开出版的历史资

料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共产

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从来就不是无神

论者，他早年曾是基督徒，后来加入

了撒旦教。撒旦教是以恶魔为崇拜对

象，以神为敌人，以破坏神的教诲、

毁灭人性和人类为目的的邪教组织。

带着对神的仇恨和对人类的诅咒，

马克思写出了《共产党宣言》，开篇 

 

2016 年 

2 月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

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

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

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

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

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

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

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

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

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

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

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

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

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

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

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

的良机！ 

一同去“翻墙” 

网络本是广阔的世界，自由的

天地，然而在中国，网络上的信息

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和过滤，如果你

发表了与党的利益相背离的言论，

不管多么有真知灼见，马上就会被

“河蟹”；专制者斥资近百亿筑起一

座无形的高墙，将中国与世界隔离，

且美其名曰：“金盾工程 ”。 

为了看到真实的资讯，一大批

有胆识的人士不得不去“翻墙”。有

些人看到“墙”外的资讯，通过比

较真伪，再也不愿看国内那些被审

查和包装过的无价值的信息。 

那么，“翻墙”很难吗？不难。

只要拥有一款“翻墙软件”，如自由

门、无界浏览，不论是八旬老翁，

还是八岁孩童，只要轻轻用鼠标一

点，就会越过网络高墙，看到你看

不到的精彩世界。很多人从 2002 

年开始就学会了翻墙，看新闻，发

文章，即使在中共体制内，翻墙也

是公开的秘密，高官、警察，哪个

不会翻墙？ 

    通过翻墙，你可以根据个人爱

好选择去看新闻，议时事，品人生，

话信仰，论人权，说自由，讲民主，

谈法制……通过翻墙，去开阔我们

的视野，追寻我们的信仰，释放我

们的心灵，增长我们的智慧，丰富

我们的人生。新年新气象，新年新

希望，我们相约一同去翻墙。 

大纪元郑重声明 
 

 
 
 
 
 
 
                                                               
 
 
 
 
 
 
 
 
 
 
 
 
                                                                    
 
 
 
 
 
 
 
 
 
 
 
 
  

近日，有一段微博帖文写道：为

什么专制政权最终要被淘汰出历史

舞台？五十年前全球有一半是专制政

权，现已不剩几家，原因是专制政权

不符合现代人类社会文明。 专制制度

目前面对的不仅有来自世界文明的

强力围堵，同时有来自国内人民的反

抗，注定死路一条。 

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民众的关

注和热议，网友们随后纷纷跟帖留

言。有的表示：当一个政权演变成恐

怖组织，并变本加厉地不断实施反人

类罪行的时候，也就表明它离下台不

远了。也有的说：一个政权，维护少

数人利益，侵害广大民众利益，是注

定没有好下场的。 

在15年前的1月23日(除夕夜)，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

焚”案。将央视焦点访谈的自焚录像

慢速播放，发现大量破绽。国际教育

发展组织 2001年 8月 14日在联合国

会议上，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

恐怖主义行径”，声明中指出：所谓

“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

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录像分

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

的”。让我们回顾这场“伪火”的种

种疑点： 

(1）自焚本属突发事件，央视却能

拍摄到大量远景、近景和多个自焚者在

不同位置的特写，还录下了喊口号的

声音，可见摄影事宜都提前安排好了。 

(2）以前人们从来没见过天安门

的公安背着灭火器巡逻，而在自焚现

场，几个警察竟在一、两分钟内同时

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显然是

事先准备好的。 

（3）当刘春玲在火焰中挣扎时，

被身后一名穿军大衣的男子用硬物猛

击她的头部，刘春玲立即倒地，被当

场击杀。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

在事发之后，前往刘春玲原居住地进

行采访得知，刘生前在夜总会上班，

邻居们都说从没见过她炼法轮功。 

(4）官方提供的王进东照片，脸

颊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进东却

是大脸盘、宽骨架。头型、额头、耳

朵明显不同，央视说王进东是河南开

封人，而喊口号的王进东却是地道的

京腔。 

 

（5）当王进东衣服已被“烧”

焦，最易燃的头发却还齐刷刷在头

上，似戴了面具或头套；而挟在腿

中间装汽油的雪碧瓶更完好无损。

(“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 2002

年初在河北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强

制洗脑的黑窝）被非法关押在那里

的法轮功学员追问自焚镜头疑点

时，当众承认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

去的，镜头是补拍的。)  

（6）电视中报道了一个十二岁

的“自焚者”刘思影，大夫说因为

有吸入性烧伤，女孩刘思影做了气

管切开手术，但电视画面中她却声

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而

海外医生揭秘：气管切开是不能说

话的。还有，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

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

也不戴口罩帽子。整个一场假戏! 

海外新唐人电视台 2002 年制

作了《伪火》记录片，分析央视录

像中的争议之处，再次证实该案是

江氏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

宗伪案。江泽民动用一切宣传工具

造谣诋毁、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

恨，为迫害制造借口，如今落得在

全球18个国家面临反人类罪、酷刑

罪及群体灭绝罪的诉讼；在中国，

已有超过 20 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

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

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参与迫害法轮

功的帮凶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

王立军等已沦为阶下囚，诉江大潮

预示着法办江泽民的序幕正在拉开！ 

在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持

续了 100 多年，对人类的危害巨大， 

超过任何体制。据《共产主义黑皮书》

统计，世界各个共产专制国家所屠杀

的人数高达 1 亿 5 千万，仅中共就造

成至少 8千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有学者表示，专制政权给人们带

来的是杀戮、镇压、掠夺，为了巩固

权力，消灭政治异己，往往不惜动用

国家暴力机器血腥镇压国民，造成人

类历史上的悲剧。从苏联解体到东欧

剧变，从阿拉伯之春到邻国缅甸大

选，专制政权消亡，走向民主化的趋

势，已经势不可挡。中国的民主化必

然要到来的，很多人已经在给中共解

体倒计时了。 

民間熱議  專制解體倒計時  

自焚伪火 15 年 再揭造假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