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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患上了被医学界称

为“第二癌症”的肝肾综合症，

无药可治；父亲处于肺癌晚期

弥留之际，寿衣都准备好了，

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着生命的

终结。幸运的是，奇迹出现

了，这对父子在修炼法轮功之

后起死回生，恢复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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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国 波，1963 年 3 月

出生，山东威海人，身材魁

梧，大学文化，原山东潍坊

市政法委官员，副县级级别。

1994 年初，姜国波感到头晕

脑胀、疲乏无力，浑身虚肿，

到医院检查发现：他患上了

被医学界称为“第二癌症”的

肝肾综合症。

家人千方百计寻访中医、

西医及民间土方给他治疗，钱

花了不少，可病却越治越重。

当时的姜国波虽然才 30岁出

头，就感到已经到了生命的尽

头。妻子与几个至亲背着姜国

波哭了一场又一场，几次劝他

病休，姜国波却不甘心就此放

弃那点名与利，还是硬撑着去

上班，但绝望无助的痛苦无时

不在噬咬着他……

1995 年 6 月初，姜国波

有幸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

先生在山东济南的讲法录像，

当时就感到浑身从未有过的舒

坦。学法炼功不到一个月，姜

国波就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

福。以前沉重得象灌了铅的双

腿，变得异常轻快，有时走路

都想蹦个高。 1997年的一次

抽血化验中，姜国波发现他的

肝肾病变的加号消失了，激动

的心情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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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波炼法轮功一个月后，

1995 年 7 月，他的父母也开

始学炼法轮功，当时姜父已是

肺癌晚期，饭几乎都吃不了。

可出人意料的是，他炼了法轮

功后竟然起死回生了。同年十

月，姜国波回老家，惊喜地发

现父亲能下地搞秋收了。

1999 年 7 月中共迫害法

轮功后，姜国波因坚持修炼和

讲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 5年，

遭受“死人床”、野蛮灌食等

多种酷刑，家人也受到种种株

连，使他的父亲精神上十分痛

苦，但老人的身体仍然健康。

姜国波 70 多岁的老母亲

炼功后不久，即告别躺了 30

年的病榻。原来腰痛的连洗脸

盆都端不了，炼功后还可以下

地干农活。更令人惊奇的是：

没上一天学、连自己名字都认

不全的姜母，在学法轮功一年

多后，竟然能把十六万多字的

《转法轮》熟练地通读下来！

这一切成了村子里的“神话”。

发生在姜国波及其父母身

上的奇迹，站在现代科学的角

度上确实无法解释，却是活生

生的事实！这也证明了大法的

超常和神奇！

历史回顾 ：中共迫害法轮

功之前，广东《深星时报》于

1998 年 12 月 31 日在热点专

题中专门介绍法轮功（如图）。

报道说 ：12月 26日上午，

深圳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两

千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法轮功

爱好者排着整齐的方阵，集体

汇炼法轮功，这是南天居委会

从十月一日第一次组织汇炼法

轮功后第二次组织法轮功爱好

者在体育馆广场集体炼功，人

数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千多人。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八十多

岁、最小的四岁半，当中有企

业家、大学教授、警察、大、

中、小学生，都是抱着一个共

同的目的而来：健身祛病、提

高心性。近年来，在热心人士

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了练功行列，从大鹏湾畔到松

岗镇，都有法轮功的练功点，

法轮功热潮涌动，已逐渐成为

都市人休闲健身的一种时尚。

台湾中医师胡乃文，一头

华发，皮肤却光滑细嫩，脸色

白里透红，声音洪亮，精神奕

奕。鹤发童颜的第一印象，往

往就给前来求医的患者不少信

任感。胡乃文医师在北美的华

人圈知名度很高。他不但医术

高明，而且在新唐人电视台

开了一个“认识中医”的节目，

收视率很不错。

胡乃文是台湾台北“上海

同德堂国药号”名医，行医济

世二十余载，治愈过很多疑难

顽疾、绝症。胡医师说：“一

个人的心情紧张，烦恼，免疫

系统就会出问题，而如果保持

平和的赤子之心，免疫能力就

会很好，西学也是这么看。”

胡医师通过修炼法轮功，心态

乐观祥和。他笑称，台湾的健

康保险实行多年来，自己从未

使用过健保卡，这一定与这一

养生秘诀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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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么能活得久、活得

好？这是医学永恒命题，也是

胡医师孜孜以求的研究方向。

中医和针灸讲究“气”，

为了解“气”，胡乃文开始了

解各门各派的气功，学习佛家

和道家的修炼方法，最后有缘

接触到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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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苏容、孙柏台

湾综合报导 )黄石城先生年轻

时在台南邮政总局上班，后升

任台南县市多个邮局局长，是

有口皆碑的好主管。 1998年，

65 岁的黄石城届龄退休，准

备享清福，却患上了严重眼疾

“虹彩炎”，且随时有永久失

明的危险。

黄老先生描述每次眼睛发

病的过程：“虹彩炎发病时，

眼睛先红肿、然后模糊，需经

过一个多月的吃药、点药水治

疗才会慢慢消退、恢复视力，

而且一下子患右眼，一下子

患左眼，接着就开始有“飞蚊

症”，好多蚊子在眼前飞来飞

去的感觉，非常难过。”

虹彩炎眼疾每年至少要发

生一两次，运动保健和治疗都

无效，让黄石城非常苦恼。退

休后第二年，即 2000 年，他

的一位好朋友开始修炼法轮

功，也介绍他来炼，一向注重

养生保健的他，听了很是心

动，决定试试。于是他到炼功

点每天凌晨四点五十到八点半

炼功学法，几乎零缺席，至今

已修炼 14年多。

炼着炼着，困扰多年的眼

疾逐渐改善，几年后完全没再

发生，不药而愈，他深深体会

大法的超常与宏大，非常认真

和珍惜修炼的日子，每天凌晨

到炼功点炼功学法，风雨无

阻，身心变化很大 .

现年 82 岁的黄石城越活

越年轻，视力清澈，耳聪目

明，腰杆挺直，走路轻快，脸

上皱纹很少，现在还长了黑头

发出来。黄石城也常常回去找

他多个邮局的同事们介绍法轮

功，好多邮局的员工都知道

“法轮大法好”。

黄石城的老伴曾得过三次

癌症，经多次化疗虽把命挽救

回来，但生活无法自理，儿子

和媳妇的事业又非常忙碌，黄

石城无怨无悔照顾重病的老伴

和小孙子。

黄老太太满怀感激的说：

“我先生因修炼法轮功才能有

这么好的体力和爱心照顾我，

感谢大法师父。”

严重眼疾虹彩炎不药而愈 

图：现年82岁黄石城耳聪目
明，腰杆挺直，脸上皱纹很
少，还长出来黑头发。

弥留之际发生的奇迹 

媒体报道 ：
都市人健身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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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台北"上海同德堂国药号”名医胡乃文说，他接触过很多修炼方法，发现法轮功是真正性命
双修的上乘修炼方法。

都被打开了似的，对一些艰深

医学古籍著作也有更深的理解

了。

更重要的是，他对生命真

相有了真正的领悟。法轮功修

炼给他打开了一扇认知和体悟

生命奥秘的视窗。他认识到人

的健康与道德有直接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体现在微观空间。

胡医师解释说：比如穴位

与经络，虽然肉眼看不到其存

在，西医解剖也看不到，可我

们祖先却通过修炼，发现和记

录了准确的经络图，现代科技

也印证了其真实性。祖先通过

修行领悟到，修炼身心可使人

达到贤人、圣人以至真人，而

真人则能与天地同寿。现代科

学也发现善念可帮助身体处于

健康状态；动恶念时，身体会

产生毒素伤害自己。所以，身

体好坏完全取决于自己。当

代亿万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实

践——通过修心做好人而达到

了身体的健康，则是最近、最

广泛的实例与佐证。

胡医师表示，科学的精神

应该是“用已知去探索未知”，

而不是“用已知否定未知”。

如果人被实证科学所限，被

“眼见为实”所障，不相信因

果报应和另外空间的存在，错

失身心健康和自我升华的机

会，实在是可惜！

“以前我所接触到的，无

论修炼佛家、道家的或各门各

派的修炼方法，多数只偏重于

‘修 ’或‘炼’的一个方面，我

发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性命

双修’的上乘修炼方法。 

对于‘修命’，法轮功有

五套易学易炼的高效功法，能

把身和心结合起来，将人体的

百脉打通，增慧生力，促进与

天地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

使人整个机体处于最佳状态。

对于‘修性’的部分，西方宗

教讲博爱；在东方古老的修炼

中，佛家讲慈悲，道家讲修真，

而法轮大法是‘真、善、忍’

同修。在我的理解，这不仅是

我们个人应遵循的修为标准，

更是宇宙的法则，是最高的智

慧。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

修炼法轮功了。”胡医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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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法轮功以前，为了使

自己的体质、精力更好，胡医

师按照科学营养方法摄取大量

的富含钙、磷等矿物质和蛋白

质，但效果并不理想，还是经

常感冒，失眠。

修炼法轮功以后，他明显

感到原来身体各种不适症状都

不药而愈，连感冒也很少有

了。自然而然地，睡眠好了，

记忆力增强了，思维能力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好，好像智慧

图：迫害之前，广东《深星时报》
整版介绍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
集体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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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年四月二五日，

上万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

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四˨

二五”上访。上访背后的原因

是中共多年不断打压法轮功学

员正常的修炼。

    中共从一九九六年起，就

暗地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

压。先是中宣部一九九六年发

通知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

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

意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

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

缔”作准备。

随后在 1998 年又多次发

出通知，秘密网罗罪证欲定法

轮功为“邪教”。这些秘密调

查虽然并未发现一条法轮功的

罪证，各地却因为“通知”的

误导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炼功

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罚款

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

炼的事件。到一九九九年四˨

二五之前的三年中，中共的打

压、骚扰没有间断。

最后在 1999 年 4 月由天

津警察殴打及非法抓捕法轮功

学员的“天津事件”，引发了

“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和

平上访。

“四˨二五”上访经过简

要： 1999年 4月 11日，中共

公安部长罗干的连襟何祚庥，

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

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

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

该文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

指名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

轮功。

4 月 18 日至 24 日，部份

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

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23日和 24日，天津市公安局

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

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

伤，45 人被抓。法轮功学员

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

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

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

功学员 4月 25日自发来到国

务院信访办。当日，在国务院

总理的直接关注下，合理解决

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

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

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

起来了。

法轮功学员们所表现出的

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

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

评价。

一九九九 年
四月 二十五
日，上万名

法轮 功学员
和 平 上 访，

学员们静静

地在路边看

书、 等 待。
警察放心地

在闲聊。谁

见过如此平

和的“围攻”

场面？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

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

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

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

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

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

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

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

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

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

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

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

相。

●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

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

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

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

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

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

● 2003 年 11 月 8 日，由新

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

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

（《False Fire》）获第 51 届哥

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

日，中共在天安门炮制了一

出自焚的假戏，用来栽赃法轮

功。在央视播放的录像中，多

处破绽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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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

第一个点火的，电视画面中的

他浑身烧的黑炭似的，他两腿

间用来盛汽油的 雪碧瓶却翠

绿如新，而最容易着火的头

发也还完整。有人专门做个

实验，雪碧瓶装上汽油，点

燃后，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

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缩成

一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东两

腿间的雪碧瓶不但完好无损，

连色都未变，绿莹莹的，煞是

醒目。这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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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

伪案还专门在现场打死了一

个自焚者，这个被打死的人就

是刘春玲。慢动作画面显示，

刘春玲身上的火已经被扑灭。

在一片烟雾当中，一名穿大

衣的男子用一条状形的物体

照着刘春玲的后脑就是一下，

一次和一个新闻专业大

学生谈话。我问：“你说中国

大陆新闻媒体和国外有啥不

同？”她不假思索地说：“受上

级干预太多。”

我说：“是啊，中国上下

一个声音，不同的声音全被封

口。中共耗费巨资封锁国外媒

体的声音，剥夺了中国人民的

知情权。听人说，如果中国大

陆新闻媒体全面开放三个月，

中共就不打自灭。”她马上说：

“阿姨，不用三个月，只须开

放一个月，中共就自灭。”

有网民投稿说：“昨天做

饭的时候一点热油溅到俺胳膊

上，烫得一跳老高。不知咋地，

俺忽然又想起来了电视上那王

进东的自焚镜头……浑身都烧

成那个样了，要是真的，王进

东早就应该在天安门大广场上

活蹦乱跳啦，还会在那老老实

实坐着，纹丝不动，等着警察

来给他盖毯子？拍电影给老百

姓看啊！”这位读者的分析很

在理。人在被烫后会不由自主

的抽搐甚至跳跃，生理学上这

属于反射弧的应激反应，不受

大脑控制，就是说即使想忍也

是忍不住的。

假如媒体
全面开放一个月 

谎言挡不住的事实

几个常识看穿天安门“自焚”骗局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作

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级官

员的。许多地方不法官员为了

邀功请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

资本，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

闻栽赃法轮功，公安人员逼迫

犯罪分子，承诺减免刑罚；医

院收买危重、绝症病人，承诺

减免医药费。

中共抛出的诬陷法轮功的

“1400例”谎言，有许多就是

这样出台的。以下仅举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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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平，女，辽宁省铁岭

市大甸子镇人，身患怪病于

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家中死亡，

时年22岁左右。据了解，杜维

平生前到处求医，找巫医、去

基督教会祷告均无效。后来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学了两月法轮

功，炼功动作还没学会就不学

了。死亡前几天还请巫医到家

中治疗，巫医告诉她三天之内

不允许见任何人，她都照办，

过了不几天就死了。

　　当时正值江氏集团开始诬

蔑法轮功，铁岭电视台记者崔

大新，与报社记者多次到杜维

平家里，要她父母作假证陷害

法轮功并承诺给一笔钱作报

酬。杜维平父母在金钱的诱惑

下违心作了假证。

此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

响，有的老百姓说：我知道了

电视台所报导的这些都是假

的。

ϡ䇈Ā㒗㟈⅏ā䙁↦ᠧ

　　山东蒙阴桃墟镇居民石增

山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医院治不好，附近的居民都知

道她死于先天性心脏病。

然而蒙阴县宣传部为了搜

罗诬陷法轮功的材料向上级邀

功，组织专人编写了一份材

料，说石的女儿炼法轮功，不

让吃药、不让打针，最后死了，

要求石增山配合电视台，念这

份稿子录像。开始石增山不同

意，不想出卖良心说假话。但

是镇政府组织了一批打手用了

三个晚上对石增山进行非人的

折磨、毒打，致使石增山被迫

妥协，配合电视台说了假话，

做了录像“揭批”，造成了终

生遗憾。

刘春玲本能地捂着后脑倒地身

亡。虽说这个画面只有短暂的

几秒，可是镜头一放慢，仍然

捕捉到了凶手击打后来不及扭

头逃走的身影。中共制造死人

事件，就是为了栽赃法轮功，

挑起民众的仇恨情绪。

⇨ㅵߛᓔ㛑ଅ℠˛

央视在报道其所炮制的

这出假戏时，还特别采访了

十二岁的“自焚者”，一个叫

刘思影的小女孩。电视中首先

采访了大夫，说了她的烧伤情

况，大夫说因为有吸入性烧

伤，所以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

手术。可是刘思影接受采访说

话清脆，甚至还唱了一首歌。

海外医生揭秘：气管切开是不

能说话，更不能唱歌的，因

为气管在喉咙下方，气管切

开后，人的呼吸都不再走咽喉

了，没有气流的冲击，嗓子怎

么发声？另外，刘思影属于大

面积重度烧伤，按医学常识，

这样的病人要严格消毒隔离。

可是为何电视画面中央视记者

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

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径直

伸向孩子？可见整个都是一场

假戏。

中共不断肇事导致万人和平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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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是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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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 11 月《九评共

产党》在民间热传，人们认清

了中共谎言加暴力的邪恶本

质，由此引发了退出中共党、

团、队（三退）大潮。现在

有大约一亿九千万的中国同胞

公开声明三退。他们为什么要

退出中共的组织呢？

㿔㗠ֵ᳝ⱘЁҎخ

六十多年来，无数中国人

被“志愿”（欺骗、诱惑，或

无奈）发了那个最恶毒的誓

言：为自己都不相信的主义奋

斗终身，并随时准备为之牺牲

一切。

细想想，发誓随时准备为

中共牺牲一切？！多么恶毒的

誓言？当然多数人并不愿真的

为之“牺牲一切”。反过来讲，

中国人自古重信义，言而有信

是一个正常人的道德底线，一

个连发誓都不当回事的人，当

然也谈不上什么诚信、道义。

因此许多人声明“三退”

的一个原因，是出于良知和道

义的选择：要做一个言而有信

的华夏儿女，不愿做马列子

孙，犯不上为西方（德、俄）

国家都唾弃的某某主义欺骗良

心，“牺牲一切”。

ᑳ䰸↦䁧ԥᡸ

那么那个毒誓会不会被兑

现？想一想中共建政以来，犯

了多少罪恶！中共历次运动中

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比两

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还要多，包括五十年代的三

反、五反、肃反、反右，六十

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

命，八九年六四屠杀大学生，

一九九九年迫害信仰“真、善、

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甚至

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

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牟取暴

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

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

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上

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掌

布乡发现了一块两亿多年前形

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

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

党亡”。明白人感叹：真的是

上天要灭共产党呀！

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那

些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它、为

它奋斗终生的党、团、队员

们，就会成为它的陪葬品。这

就像一个人得肝癌死了，尽管

其他器官都还是好的，但也是

这个人整体的一部分，都要一

同腐烂、被埋葬。一亿九千万

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中共

组织，就是抹掉这个毒誓，为

自己选择平安。

三退很简单，用小名、化

名退也可以，没有任何风险，

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

天看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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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海 外 电 子 邮 箱

（除雅虎信箱外）向

f reege t .one@gma i l .
com发送一封邮件，内
容任意，主题任意（不

能空白），大约十分钟

后会收到一个网页地址，

打开网页后，请点击下

方绿色Download按钮
下载翻墙软件，双击下

载的软件即可突破网络

封锁，安全、自由地浏

览更多的真实资讯。

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声明，是发表在全

球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

元的退党网站上，可用

真名、化名或小名。

截至2015年1月，已有
约一亿九千万中国同胞

声明三退，为自己选择

了平安。您可选以下任

一种方法声明三退：

y !ቂࣴိძ໌װߙಖ 
邮件寄到tuidang@
epochtimes.com

y  ݂ဖܮ၃ዹ 
（在中国大陆，通过

翻墙软件）http://
tuidang.epochtimes.
com

y  ဖݢܮय़ 
（北美号码，从中国大

陆打在开头加00）： 
+1-416-361-9895或 
+1-888-892-8757   
001-416-361-9895或 
001-888-892-8757 

y  ဖۈܮጡ 
（北美号码，从中国大

陆打在开头加00）： 
+1-510-372-0176或 
+1-702-248-0599

y  在海外旅游景点找退
ܮဖ֔ሆܮ

提示： 
由于恐惧，中共对退党

热线做了手脚，如从中

国拨打接通后听到：“这

是空号。”请别上当，不

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

ಖঊ၃是海外法轮功
学员志愿创办的法轮功

真相网站，主要报道广

大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

陆遭受中共迫害的实情，

澄清中共谎言，唤醒众

人的良知。明慧网同时

发表李洪志老师的法轮

大法著作及法轮功学员

在修炼中的真实体悟、

交流。欢迎访问明慧网，

全面了解法轮功真相：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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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进入冬季时令，已是

旅游淡季。但是大陆游客和过

去同期人数相比，明显增多。

有大陆团的景点，只要时间来

得及，义工尽量深入讲《九评》

真相，“三退”（退党、退团、

退队）比例随之攀升。点名要

《九评》的游客越来越多，很

多人主动和义工就《九评》真

相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互动场

面很生动。往往讲一条真相，

就让一群人决定“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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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卢塞恩景点的精品店

前，过路一位中年西人男子，

见义工在给一群大陆游客讲真

相，他问：“是法轮功吗？”义

工说：“我是。”他顿时笑容满

面，用标准的中文大声说：“法

轮功好啊，法轮大法好！”游

客显得吃惊。义工：“你们听

听，老外都说法轮功好，法轮

大法好。”

　　那西人男子听后笑得更开

心了，又认真地说：“谁说我是

老外？我是当地人，你们才是

老外。”大家都笑起来。

　　游客议论纷纷，有人说，

人家瑞士人都挺法轮功，我

们中国人自己倒含含糊糊。有

人说：在国外听外国人给法轮

功叫好，咱这脸上也感觉有光

啊！有人说：知道法轮功好，

不是不敢说嘛！

　　义工说：“这就是中共的邪

恶之处。法轮功从中国传出，

但是在海外洪传。原本是中国

人的大福份，却被中共打压迫

害。你们一路上都能听见看见

法轮功，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都有，从政府到民众，都给法

轮功竖大拇指。刚才大家看见

了，这不是在吹牛。法轮功是

佛家高德大法，唯独不能在中

国大陆立足，这正常吗？”游

客都摇头说不正常。义工说，

共产党宣传“假、恶、斗”，法

轮功倡导“真、善、忍”，谁

是谁非，谁正谁邪，不是一清

二楚吗？游客点头称是。义工

提议三退，都回应：“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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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工给坐在石凳上歇脚

的一排人讲真相，其中一人

说：“你别说了，我们这里有安

全部的一块出来了。”义工说：

“安全部是搞安全的，劫难来

了，他能保证自己安全吗？”

大伙一听都笑了。义工说，谁

明白真相，选择退了，谁安全，

谁不退，谁不安全。”大伙静

静听着。

有人说：“那是我们党委

书记，他要退了，我们都退。”

义工说，你们退了，他也会退

的，我刚才讲真相他也在听

嘛。于是这几个人就都点头退

了。

　　那党委书记对来到跟前的

义工说：“材料我不拿了，我们

一群人手里都有了，留给别人

看吧。我退！我退！”

图：贵州省将平塘县藏字石景观建成国家级地质公园，图为公园门票，其中大石头上天然形成“中୯

共ౢ党亡”六个大字历历可观。

翻墙
在大陆突破 
网络封锁的方法

如何声明三退？

1.9亿中国人为啥“三退” 

图：大陆游客在巴黎看真相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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