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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三退大潮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96,655,203

到2022年5月31日截止

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排字庆祝大法洪传30年

中共加速自我解体 觉醒民众踊跃三退

2022年5月14日，美国旧金山部分法轮
功学员齐聚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的草坪，进
行排字和集体炼功活动，庆祝法轮大法洪传
世界30周年。

航拍图片展示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排
成壮观而神圣的“大法”二字，下面有“洪
传三十周年”的字样。殊胜的排字图形，将
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

5月13日 是 一 年 一 度 的 世 界 法 轮 大 法
日。排字活动组织者之一张虹表示：“我
们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世界30周年，所以这次
我们主要排了‘大法’这两个字，而且是用
李洪志师父写的隶书‘大法’字体模型做成
的。我们发自内心感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
度；同时想把大法真相告诉给更多世人，而
且还要声援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还在遭
受中共的迫害，所以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意
义。”

法轮大法（法轮功），是以“真、善、
忍”为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由法轮功
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于1992年在中国传出。至
今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使上亿人
身心受益。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已被
翻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也是目前被译
成外国文字最多的中文书籍。

排字和集体炼功祥和的场面，吸引与震
撼着民众，行经的路人纷纷驻足观看，拍照
留念。

一人修炼大法 阖家幸福安康

西 人 学 员 莉 莎 · 埃 尔 斯 莫 尔 （ L i s a 
Ellsmore）当天同家人们一起，参加庆祝法
轮大法日的排字活动。

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埃尔斯莫尔表
示，他的先生修炼法轮功后，目睹亲人身心
变化的她，也开始了修炼。“修炼后，我去
掉了抽烟、酗酒的恶习。我变得更有耐心，
与家人的关系变得融洽，身体也健康了。”
现在一家五口都修炼法轮功。她感恩地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与同修一起，庆祝法轮大
法日和师父华诞。”

埃 尔 斯 莫 尔 的 女 儿 玛 娅 （ M a i a 
Ellsmore）赞同说，很高兴与家人一起庆祝
法轮大法日。

“我从小就开始修炼了，修炼后我的身
体更健康，更有忍耐力。我的朋友们都说
我很平和、友善。她们非常喜欢跟我在一
起。”“我非常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祝贺
世界法轮大法日。”玛娅说道，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她说自己参加排字活动，是希望人们能
了解真相，“在中国还发生着对法轮功的迫
害，这是不对的。”

湾区法轮功学员Susanna Yao从2013年开
始修炼法轮大法，周六她带着7岁和10岁的
女儿参加排字活动，来感谢大法不仅让她自
己受益，也感谢大法指导她女儿健康成长，
让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感激地说，“学炼法轮功不仅自己身

心受益，还学会用大法‘真、善、忍’的原
则来教育孩子，让孩子也受益，因现在社会
各种不好的风气，小孩子经常捧着iPad看，
不知道什么不良的风气就可能影响她们。”

Susanna常常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教导两
个女儿，比如女儿在学校被人欺负，心情
很不高兴，她告诉女儿“真、善、忍”的道
理，做人要宽容大量，别人今天对你不好，
可能是她遇到了不好的事情，所以心情不
好，对你态度不好，所以你不要和她一般计
较，要宽容，体谅别人。女儿们很高兴地接
受了这样的教导，两个女儿也在大法中受益
良多。

知名画家企盼世人了解大法真相

中国知名书画家王建中也参加了当天的
排字活动，他希望通过排字活动，告诉世人
法轮功的真相。王建中的书法和国画作品不
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还在香港、日本
东京、法国巴黎卢浮宫展出。

王建中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
的经历。1998年3月1日，王建中在中国山东
省过马路时被摩托车撞了，被诊断为脑震荡
住进了医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法轮功，说
法轮功治病效果很好。于是王建中请了《转
法轮》一书，“不到二天的时间，我就看了
一遍。看书后，身体很舒服。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身体就恢复了。”

“法轮功确实对祛病健身有奇效。”王
建中说，“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
的原则做人，我一看太好了。我就想，我一
定要坚定地修炼下去。”

王建中修炼前脾气暴躁，喝酒后经常与
家人发生矛盾。“修炼法轮功后，自然而
然就戒酒了，脾气也好了，与家人和睦相
处。”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建中
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过程中他遭到中
共非法绑架、劳教、酷刑折磨等许多迫害。

他说：“我所遭受的这些迫害，就是因
为我不放弃法轮大法的修炼，坚持‘真、
善、忍’的信仰。” “我今天真诚地告诉
大家，法轮大法是佛法，希望民众了解法轮
大法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
解法轮大法真相是您得救的唯一希望。”

因阅读一本奇书走入修炼

来自中国山东的法轮功学员李刚并非为
祛病健身而炼功，但他同样感恩，无比感激
李洪志师父让他从一个情欲满身的人，变成
一个修炼人。

1996年就读研究生的李刚很喜欢读书。
一次，他的同学将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
轮》放在了他的桌子上，李刚就拿起了那本
书阅读起来。“我觉得这本书太好了，书中
的道理能够打动我的心，我心中的很多迷被
破开了。我当时就想：我要修这部大法。”

“随着学法不断深入，我知道怎么修炼
了，修炼就是要去掉人的执着心，随着不断
地学法，思想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不好的念头
逐渐地去掉了，思想变得越来越清净。”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也象其他中
国法轮功学员一样，跟民众讲真相，告诉世
人中共剥夺人们信仰自由是不对的。“2002
年，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青岛市的警察非法
抓捕，被非法判刑四年，关在潍北监狱。”

由于李刚坚持修炼法轮功，并在监狱教
犯人学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法理
去做，受到狱方的迫害，“他们用电棍电击
了我们很长时间，还有的学员被关小号，受
到了残酷的迫害。”

李刚认为排字活动很神圣，可以让人们

通过活动，了解真相，了解中共的迫害。
“我们要让更多民众了解大法，了解法轮大
法的美好，以及认清中共的邪恶。

游客关注排字活动 支持法轮功

不少游客被法轮佛法的纯正能量场和壮
观排字景象震撼，并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敬
佩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讲真相的善举，认为
“真、善、忍”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

在附近管理大草坪和停车场的管理员贾
斯汀（Justin）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举办的
排字活动。他说：“许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大
草坪上举办活动。很少看到有这么多人一起
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非常祥和，‘真、
善、忍’的原则非常美好。我支持他们为争
取信仰自由的权利所做出的努力。每个人都
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共产主义所做的
都很邪恶。”

在加州圣玛丽大学任教的教师拉提法·
波帕尔（Latifa Popal）经过时，看到法轮功
学员的排字活动就停下了脚步。当她了解
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世
界三十周年，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
忍”，很多人修炼法轮功后去掉了恶习，她
说，“这太好了，我也要遵照这个原则。谢
谢你们今天在这里让人们了解法轮功。”

当她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
轮功学员的器官时，她震惊了，“天哪！这
太恐怖了。感谢你告诉我这些。这件事太重
要了，我在学校工作，我要把这些信息与我
的学生们分享，他们需要了解。”

来自迪拜的游客阿琼（Arjun）一直在
观看法轮功学员的炼功活动，他表示，“我
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法轮功的‘真、善、
忍’原则绝对是太美了。现在这个世界需要
‘真、善、忍’，尤其是发生大瘟疫和战争
的困难时期。”

“他们看起来非常祥和，动作舒缓。”
阿琼看着法轮功学员的炼功场面说。他对炼
法轮功很感兴趣，他表示，回去会上网进一
步查询。

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旧金山市民乔安·
蒂皮特（Joann Tippett）表示，“我认为走
出来告诉人们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这很重
要。”她说，很高兴能够现场看到法轮功学
员举办的活动，更容易让她了解什么是法轮
功，“法轮功学员看起来很平和，每个人都
应该遵循‘真、善、忍’的原则。现在的世
界缺少的就是善良。人们的忍耐力很低。”

蒂皮特说，她听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
害，“这太不应该了。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国
家自由地修炼，太可悲了。每个人都应该有
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次是湾区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大型排字
活动。法轮功学员最早的排字活动始于1996
年。2000年以后，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全球五
大洲持续举办大型排字活动，彰显大法洪传
盛况。法轮功排字，已成世界各国独特的风
景线。◎

中共从它成立那天起就给人类
带来重重灾难。大瘟疫发生后，中
共在防疫这件事情上，更是荒唐至
极，邪恶至极，导致国内很多人因
为其邪恶荒唐的防疫政策而枉死。
生在苦难中的民众也纷纷觉醒，争
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
退），从而促进这个邪恶组织的加
速解体。下面简单列举一些：

受够了中共暴政，希望中共早日灭亡

脑血栓患者郭辉在声明中说：
中共的“电视广播、报纸宣传的是
人权最好的时期，平等、法制、民
主等等，都是口号，全是骗人的鬼
话。当官的全是说一套做一套，
光顾着自己贪污腐败，那管咱老百
姓的死活呢。从我的苦难经历让我
深深的痛觉，共产党真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流氓政权，是一个黑社会组
织。”

“相信谁也不要相信共产党，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最耍不要脸，最
不讲理的东西……我是信天主教
的、也相信法轮功朋友说善恶有报
的天理，这个欺压百姓、作恶多端
的中共邪党一定会遭到老天的报
应，早盼着老天灭掉他这个邪恶组
织啦，让老百姓能过上一个没有共
产党的崭新幸福生活！”

“在此我用真名退出共产党的
团队邪教组织，为不久的将来解体
中共献出爱我中华的一片诚心，奉
劝受苦的中国民众赶快清醒吧，觉
醒吧，尽快摆脱邪恶的魔爪，做一
回真正的炎黄子孙吧！” 

深圳化名夏尔洛的网友在三退
声明中说：对于“共产党说过的话

和做过的承诺要反着理解，说李文
亮传播谣言，这谣言就是真的；说
武汉病毒不人传人，（真相）就是
人传人 ；说不封城，结果是封城
封到海枯石烂。开历史倒车的中共
倒台指日可待。”

大陆的张景木声明中称，“一
个腐朽，烂到根骨的政体，早已经
无药可救。希望（中共解体）那一
天早些到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光
明！”

被洗脑加入中共，明真相后坚决退出

上海的李明宇先生在退党网站
声明说：“之前由于政治课的洗
脑，我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加入了
中共邪党。如今的上海疫情让我亲
身体会了被共匪压榨是什么感受。
上海百姓饭没得吃，病没得看，然
而新闻中报道的却是一片歌舞升
平。”

“更可恶的是，反映上海市民
呼声的《四月之声》惨遭共匪全力
封杀。目前在墙内已被删得毫无踪
迹，制片人因涉嫌颠覆国家罪被逮
捕，就连仅仅是点赞，转发这个视
频都可能会被请去喝茶。中共邪党
的暴政已经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
活得不如奴隶。我已经受够了共匪
的剥削，因此我想退出中共邪党，
与其划清界限！希望共匪早日灭
亡！”

来自新西兰的江华奇在声明中
说：“上世纪50年代我相信中共在
海外的宣传，从柬埔寨回到中国，
以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
中国后才知道中共的宣传都是假
的，骗人的，但那时后悔已经来不

及了。后来有机会移民到西方国
家，更加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我宣
布从即日起退出中共邪党的共青
团，彻底与中共划清界限。”

大 陆 的 李 爱 婵 称 ， “ 禁 锢 思
想，无法禁锢我的灵魂。一个只会
禁锢思想的党派，就不会是一个得
民心的统治者。从小所受的洗脑教
育，让人蒙蔽了双眼，我了解了它
的邪恶本质后，决心退党员，以
免在有生之年，对得起自己的灵
魂。”

加入中共这个邪教组织是耻辱

觉醒的李明先生说：“我是在
中国大陆出生和成长的。小时候不
懂事，以为共产党组织是好的，所
以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随大流加入
了（中共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组
织。现在我到了国外，了解了真
相，知道共产党是杀人魔王，我为
自己曾加入过这样的组织而感到耻
辱并且追悔莫及。”

“現听朋友说有办法可以退出
这样的组织，抹去兽印，这让我感
到万分高兴。我现决定退出曾经加
入过的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
织，从新做一个好人。”

生活在美国的精英人士刘翔宇
博士后和张心莲助理教授说：“我
们认清了中共这些年给中国和中华
民族带来的危害，认清了中共的
本质。当年加入中共组织是一个
耻辱。我们决定退出一切中共组
织。”

站在神的一边，与魔鬼势不两立

黄 聪 先 生 则 声 明 ， “ 本 人 从

2018年底开始翻墙了解到诸多骇人
听闻的真相，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
本质是反神反人类的邪教组织和流
氓匪帮犯罪集团。中共邪教祸乱人
间百年有余，殖民统治神州大地，
奴役和残害华夏儿女业已七十二
载，罪恶滔天人神共怒。在中共邪
教即将覆灭之际，本人实名退出
年少无知时加入的少先队和共青
团，站在神的一边，与魔鬼势不两
立。”

期盼移民他国，彻底摆脱中共魔爪

更有觉醒民众曹波先生不光是
声明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还在声
明中说希望能移民他国，彻底摆脱
邪共魔爪。

他说：“近几年在上海上班，
虽然早就知道有这样的三退平台，
但是一直没有抽空过来做三退。如
今，封禁在上海，更加深刻领悟到
共产党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发心不

愿留在中国国内。在此声明退出小
时候加入的中共少先队和共青团组
织，同时也希望可以获得移民的机
缘，从而摆脱中共魔爪的束缚。”

中国人自古都知道不能随便发
誓，誓言是要兑现的。而中共邪党
采取欺骗，引诱人民带上了红领
巾，举着拳头对着它的血旗立下毒
誓，要为它奉献一切乃至生命！但
是我们冷静看看这个邪党的恶行，
真是令人神共愤。

得道天助，失道寡助。当人们
看清其邪恶本质后，谁还愿意与
之为伍？又有谁甘愿为它献出自
己的生命呢？据退党网站统计，
截 至 2022 年 5 月 底 ， 三 退 人 数 达
396,473,908人。

曾误入中共组织，还没声明退
出的人，为你的未来负责，赶快行
动起来，早日退出这个黑帮组织
吧！◎（宇清）

图为四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排字，欢庆法轮大法洪传三十周年。（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