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清中共邪恶本质 今年前三月 458万人声明三退 

（洪泰 报导）据退党网站统计，2021 年前三个月在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为 457.63 万

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5.2%。 

截至三月底，三退总人数达 3.75 亿人，约占大陆 2020 年底人口总数的 26.8%，也就是说目前每 4 个大陆人中

至少有一个发表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如果考虑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及未曾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这一比例

会更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呢？ 

大纪元声明明确告诉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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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都要赶

快退出，远离邪恶。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自从中共窃取政权

后，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在欺骗、折腾中国人。其

根本原因在于中共表面上是一个党派组织，专制独

裁政府，本质上是从西方来的一个幽灵，是这个邪灵在背后控制中共这个组织在干坏事。它表面说的好听，那都

是骗人的！其实质是想通过利益控制人的思想，败坏人的道德，达到毁灭人的目的。 

尤其 1999 年 7 月，中共举全国之力，曾一度动用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力，开动包括军队、外交、司法、文宣等在

内的全部国家机器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迫害法轮功运动。这场邪恶发起的运动，让中共变得更加腐败，整个社

会道德沦丧，经济危机加重，人民更加艰难。 

中共更加腐败 

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后，中共官场出现了以镇压法轮功做为升官与否的新的用人标准。谁支持镇压法轮功，谁

镇压法轮功有成绩，哪个地区抓法轮功学员抓得多，劳教判刑的多，哪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转化率高，哪个地区

没有上访的，江泽民就提拨重用哪里的官员。 

人中败类周永康，由于充当镇压法轮功的急先锋，被江泽民从公安部长提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

书记的正国级高官。原大连市长薄熙来因疯狂迫害法轮功，被江泽民提拨为辽宁省长、商务部长，最后任重庆市

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共官场则是越腐越升、边腐边升。 

相反哪里镇压法轮功不主动不积极，轻则批评警告重则罢官降职降级。中共各级官员为了保官保利，为了升官发

财，不惜出卖良知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各级腐败官员，在镇压法轮功后变得更加丧失人性与良知，

原本就腐败的中共各级官员，在丧失了人性，增加了血腥之后，变得更加腐败不堪。 

江泽民之后，由于迫害法轮功还在继续，中共也越来越腐败。初步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副省（部）级及

以上高官达 468 人，其中，亿元以上贪官达 81 人，涉案金额只是根据官方披露出来的数字，实际肯定要高得

多。 

道德更加沦丧 

法轮功修炼者都是真诚、善良与宽容的，其带给社会的是高标准道德风貌的展现。但是，这些道德高尚的人，不

但没有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尊重，相反却被中共妖化为异类分子，并受到中共 20 多年的残酷迫害与镇压。 

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只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被开除公职、下岗失业、抄家、虐待、酷刑、拘留、劳教、判刑，

甚至被迫害得失去生命、被活摘人体器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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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残酷镇压行径与一心只求修心向善的大法修炼者

的无理被迫害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告，在中共的治下做好

人犯法，做好人有罪，非要将好人转化成坏人，非要让

坏人迫害好人。镇压中有的地方官员公开说：“你吃喝

嫖赌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修炼法轮功” 。 

由于好人受迫害，坏人没人管，那些不修炼的普通人民

让中共搞得既不相信中共也不再相信其他信仰，他们为

了自保，为了不受中共迫害，只能选择不再讲道德不再

讲良心不再谈信仰，他们变得更加变本加利的一切向钱

看，对物欲的追求与享乐成了他们唯一的人生信条。 

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整个社会的道德出现了急剧性

下滑，而道德急速下滑后又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混乱，整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进一步退步，客观上引发了中共解体

速度的加快。 

经济危机加重 

中共开始全面镇压法功轮功后，全国急速的扩建监狱、劳动教养院，加大收买国际媒体及国际社会的政府、政

客、财团、组织，为了阻挡法轮功学员上访，中共动用数千万人在社区、街道、公路、车站、码头、机场、重点

区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包保、盘查或抓捕。 

据中共内部透露，中共在最高潮镇压法轮功时期几乎动用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位中共的官员在辽宁马三

家教养院讲话时公开指出，镇压法轮功所花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费用。可见，中共发动的对法轮

功的镇压，加重了中共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场迫害还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一方面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持其邪恶的迫害，浪费

了国家资源；另一方面，大量法轮功学员因经常受到抓捕、关押、骚扰、恐吓无法正常生活，也影响了其家庭、

工作单位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这必然加重经济危机，为中共政权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人民更加艰难 

近来，中共高调宣称，“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按照中共的定义，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准是衣食无忧，能够接受义务教育，能够获得医疗保健，并拥有

安全的住房。如果全县人均全年收入达到四千元人民币，该县就可摘掉贫困的帽子。 

但《财新》报道认为，政府采用的是平均收入指标，所以仍有一些个人、家庭和地区，并没有达到每年收入

4000 元的标准。尤其在一些未被列入扶贫计划的城镇，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社会救济机制仍很不健全，目前虽

然可为大约 1500 万城镇人口提供救助，但实际需要救助的人数则远不止于此。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制定了不同的贫困标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则多达三亿七千三百万，相当于中国人

口的四分之一。 

在 2020 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世界透露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一个可靠数据：中国有

6 亿人的月平均收入只有 1000 元人民币，有 9 亿人的月平均收入只有 2000 元人民币，面对国内虚高不下的物

价，面对压在人民身上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中国百姓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时，曾疯狂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21 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中共迫害倒，反

而让法轮功学员更加坚强，法轮功更加强大。现如今全世界已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修炼法轮功。 

而当年不可一世非要迫害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中共，却面临四面楚歌的危机与处于随时解体的前夜。2019 年

6 月 17 日，在英国伦敦，全世界最具权威的“独立人民法庭”做出终审判决，并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政权是一个犯

罪的政权。它们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一些良心犯的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也面临着接受人间审判及永受地狱之苦的惩罚。 

清醒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毅然决然地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岳诚信在声明中说，当网友、明星们被共产党的煽动以爱国的名誉抵制世界名牌耐克的时候，我想起了以前国人

抵制日货砸烂中国人自己的日本生产的汽车，旧戏重演被欺骗的人依然会有。 



当董卿、毕福剑、崔永元在央视电台消失的时候，想明白真相的人会找出他们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处境，毕福剑因

为一句真实评论毛泽东的错误；董卿因赴美生子，一面引导人们仇视美帝国主义，一面让孩子得到美帝国主义的

美好生活条件；崔永元实话实说的节目，承受的压力目前只有他自己知道。 

岳诚信还说，每一句真话都能揭开共产党的一层画皮，哪一个人揭开共产党的最后一层画皮，让全世界的人也看

清共产党的妖魔本性，就不会有无辜的人被欺骗。 

总是打着反华的旗号欺骗国人，绑架国人的消费能力惩罚不为共产党效力的中外企业家。我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

决定立即退出这个流氓组织。 

大学教师叶蕾声明，她是一个大学辅导员，也是心理健康教师。小时听信了中共恶党的甜言蜜语，崇拜共产邪

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工作期间，一位学生来找她谈话，说自己家经济困难，希望退学。叶蕾追问之下，这位学生才说自己的父亲因为

批评中共政府被捕，为贿赂当局，家里花光了钱，而且“政审”不过，没有助学金，交不起学费 

和宿舍费。 

听完此事，叶蕾不由得为自己的党员身份羞愧难当。邪党罪孽滔天，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洗清罪

恶。 

 

明真相 退出中共组织 

理发师遇难呈祥 

在中国大陆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李姓男子，常常在

集市上给人理发。他经常和修炼法轮功的人接

触，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十多年前就了解了

法轮功真相，并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团和队。他

说，这些年他遇到的都是好事，有的很神奇，简

直不可思议！ 

大火瞬间转向 

有一次他在地里烧麦秆，没有想到火势借着风力

越烧越旺，并随风刮向仅仅一壕沟距离的二十多

亩的麦田。他惊诧不已，不知如何是好。他本能

地赶紧用手抓沙子撒向火头，但无济于事。如果

把邻近的别人的麦田点燃了，将会损失惨重，后

果不堪设想！他吓的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就在火

势将要越过壕沟的紧急时刻，风向奇迹般地突然

改变了，火势随着风向转，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损

失。他激动万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妻子掉進深坑毫发未损 

他家盖新房的时候，为了用土方便，就在院子里

挖了一个一人深的大坑。晚上他和妻子去看新

房，他忘了告诉妻子在院里挖坑的事。毫不知情

的妻子走在前面，意想不到整个人一下子就掉進

去了大坑。他吓坏了，因为大坑不仅很深，而且

里面还有锹、镐等用具。他赶紧跑过去，在漆黑

的夜色中用手一呼噜就把妻子拽上来了。他妻子

竟然毫发未损，他觉的不可思议！ 

骨折的女儿考上大学 

他女儿在临近高考时，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在自家

门口被一辆摩托车给撞的腿骨折。那个骑摩托车

的人吓坏了，赶紧说好话，说他很可怜，很贫

穷，孤身一人，还未成家。理发师大发善心，让

那个骑摩托车的人走了，自己花钱带女儿去医院

治疗。他女儿打上石膏就回学校上课了。高考的

时候，女儿是由同学背着進的四楼的考场。没想

到他女儿高考超常发挥，考出了意想不到的分

数，最后被河北师范大学录取了！ 

这位理发师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明了大法真

相，做了“三退”得的福报。他希望人们都能知道

大法真相，早日“三退”，同享幸福。 

 

 

 

 

 

 

 

 ·发表三退声明的其他途径 

 (1)电子邮件: 

tuidang@epochtimes.com 

 (2)美国热线电话: 

001-702-873-1734  

001-866-697-6570  

001-888-892-8757 

 加拿大热线电话: 

001-416-361-9895  

001-514-342-1023  

001-604-276-2569 

  



大陆小伙听明真相从谩骂转为

退出中共 

 

自 2004 年，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揭露中共

反人性、反神，假、恶、斗的本性。至今已经有超过 3.7 亿中国

人三退。 

台湾法轮功学员玉云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一名义工，她在去年

下半年给大陆一位小伙子拨通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的事，遭到对方的谩骂。 

你是中国人吗？你放 x！没有共产党还有中国？你早死了。 

您知道吗，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信奉的是魔教…… 

你是中国人吗？你 xx！ 

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不爱共产党，共产党是外来的邪灵，它信奉

的是马克思，而马克思信奉的是撒旦教。 

你放 x！没有共产党有你今天？你早死了！ 

兄弟，那您错了，您在中共这个体制下受到了宣传的毒害。 

没共产党还有咱们今天？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是日本的了！ 

玉云说：“兄弟，您应该翻墙出去看一下，现在的世界变化有多

大？您不要蒙在鼓里面啦，您听到的是搞一言堂的中共宣称自己

伟光正，它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清醒过来了

吗？人们说共产党只有你想不到

的没有它做不到的。它就是这么

邪恶，它宣传无神论，让人不相

信做了坏事会遭报应。” 

“兄弟，武汉李文亮等八位医生

吹哨的事，您应该听过吧？”年

轻人说是。 

去年瘟疫在武汉大爆发之前，武

汉医生李文亮给朋友群组发信

息，告诉大家武汉出现了人传人

的疫情。 

“您知道李文亮因吹哨子而被警

察抓去写悔过书、受训诫吗？您

知道最后李文亮医生染病死了以

后，为了平民愤中共把他评为烈

士吗？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啊。我打电话给大陆人，很多人

都跟我说，他们被这个疫情炸醒

了，都知道共产党是流氓啊。它

为了政权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死

活。如果它不隐瞒疫情不会死那

么多人啦，不会让全世界那么多

人陷入苦难当中啊。” 

年轻人安静地听，没作声。 

“有一个老医生说，李文亮肯定

是被做掉的（遇害），因为他的

病情本来已经好转了，第二天却

说他病危，后来他就死掉了。您

想想，如果让他活着出来的话，

中共怎么向 14 亿中国老百姓交

待？所以他们都说，共产党只有

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一位老师还跟我说，她从小到

大被共产党欺骗，就因为这个疫

情把她整个人都震醒了。兄弟，

我相信您也是个善良的人，我也

希望您能醒过来。我们要做个清

清白白的中国人，不要当马列子

孙啊。” 



“我们中国人是讲敬天信神的，是讲善恶有报的，而共产党宣传

无神论，不让人相信神佛。您知道瘟疫是冲着什么来的吗？是冲

着无神论、不相信神的人来的。共产党让咱们这些善良的老百姓

都成为它其中的一分子，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打这个电话就是希

望您能躲过这次灾难，能保个平安。” 

玉云问年轻人是否听明白了她讲的。年轻人态度缓和地说：“明

白了。” 

玉云接着说，“不是叫你跟共产党对着干，只是叫你要保护好自

己，您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家人，您说呢？” 

年轻人，“嗯嗯，明白，明白！” 

玉云表示很为他高兴，想发给他一个翻墙网址，让他看正在发生

的大事。年轻人欣然同意。 

玉云又问他是否入过党，年轻人说入过。 

玉云让他记住一个好听的名字“富安”，富贵又平安。 

“我帮您抹掉毒誓，退党保平安。您平安了我就放心了，好人得

福报，走到哪里平安到哪里。好吗，兄弟？” 

年轻人：“好的，好的！” 

接着玉云给年轻人讲遭中共谎言抹黑宣传的法轮功真相 

法轮功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不管黑人、白人、黄种人

都在炼，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法轮功收到国际褒奖超过 4,800

项，主要的著作《转法轮》发行了四十多种语言，这是人类文化

史上的奇迹。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帮助人祛病健身、提高道德水平。人们

按照“真、善、忍”做真诚、善良、忍让的好人，对社会可以起到

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最后玉云告诉他 2001 年“天安门自焚案”是造假的，是江泽民集

团栽赃陷害法轮功的。 

“您想想，天安门上的警察会背着灭火器、灭火毯巡逻吗？这是

个突发事件，可是摄像机、摄像台那么快就全部到位了，那是叫

人去演戏的，栽赃给法轮功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宣布这是中共

的‘国家恐怖行为’。” 

“《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书里写了，不能杀生。我们

修炼人都知道，杀人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有罪的。全世界一百多

个国家里都有人炼法轮功，可是

没有一个国家里有人自杀、自

焚。那个自焚伪案是共产党在欺

骗我们善良的老百姓啊。兄弟，

我这么说，您明白吗？” 

年轻人：“明白，明白。” 

“当时有一亿人炼法轮功，江泽

民出于嫉妒镇压法轮功，说三个

月要消灭法轮功。可现在 21 年

过去了，法轮功在全世界洪传。

兄弟，我要送给您一个佛家保命

的护身符，您要记在心里啊。当

时在疫情下，武汉医院里有很多

病人接到我们的电话，按照我们

说的去做后，很快就康复出院

了。” 

“我也把这个福份送给您。您要

记住这九字真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遇到危难时，诚

心念诵这九个字，您会遇难成祥

的。兄弟，您记住了啊？” 

年轻人：“记住了。” 

 

 

 

 

 

 

 

 

 

 

 

发表三退声明的其他途

径  台湾热线电话: 

00886-906073004 

00886-937537422 

00886-901012397 

00886-901012875 

  香港退党热线电话: 

+852 65963278 

+852 96652626 

  日本退党热线电话: 

81368067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