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六四”見證人 
我是 1989 年“六四”的历史见证人。“六

四”那天我出差刚回到北京，看见马路上躺满了

尸体，有学生的，也有老百姓的，令人惨不忍睹。

出于同情，我就把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拖到路

边，以免被车碾轧。我一个人流着泪，无辜的人

啊！不幸的是，不知从哪儿飞来一颗子弹，将我

的腹部击穿，于是我也成了死人堆中的一员。后

来我被当做死人运往火葬场，在颠簸的途中我苏

醒过来，从卡车上的死人堆中爬了出来，老天佑

我，这才拣回一条命，差一点就被扔到焚尸炉里

了！伤愈后，我申请到加拿大读博士，目前人还

在国外。共产党邪恶至极！人性全无！我就是一

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我心里早已不是什么共产党

员了，今天借《大纪元》一角公开声明退出共产

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夏阳） 

大纪元有奖征文 
《九评共产党》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一场前所

未有的心灵洗礼，三退则让这种洗礼化为具体的

行动，目前已有五千万人发表“三退”声明，越

来越多的民众也在此过程中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摆脱了对中共的恐惧。目前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

历史转折的时刻，其动力就是这风起云涌的“三

退”大潮。我们深信，这五千万“三退”的先行

者中，许多人都做过深刻的反思，都有感人至深

的真实故事。这些思考和故事诉诸于文字，将是

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更多的后来者“传九评、

促三退”，实现自身的心灵救赎并带给中国真正

的自由。大纪元基金会推出《广传九评、声援退

党潮有奖征文》大赛，旨在有助参与者说出心声，

相互启发激励，让更多的人阅读和传播《九评共

产党》，顺应“三退”之势，尽早解体带给中国

人无数苦难的中共。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1,000

（美元）； 二等奖 3 个$500；三等奖 3个$200。

请访问《大纪元》网阅读大赛章程及细则 。 

縱觀天下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免费提供《九评》电子书和突破封网软件 

退党、团、队总人数已达 5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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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盡忠 決裂中共
历经了不满、失望、最后绝望，前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

于 3 月 11 日公开声明退党，彻底与中共决裂。目前旅居美国的李

凤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洗手不干国安、间谍这一行有一段时间

了，此期间遭到中共的骚扰和威胁，最终选择公开声明退党，主要

还是良心的驱使。他说，“之前还没有我这样的人公开站出来，但

终究要有那么一个人。我最欣慰的是，我愿意做第一个，给别人带

来一些帮助、启迪和鼓舞，那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呼吁中共体制

内人士，尽早脱离中共邪党，弃恶从善，洗刷罪恶和耻辱，以求得

良心的安宁与未来的新生。他强调，“退党是救国，所以只有站出

来，才是真正的为国尽忠。” 

李凤智在退党声明中表示，“中共自成立以来，违背人类的普

世价值，实行一党独裁，压制人权、剥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丧心病狂地以谎言愚弄和欺骗广大群众，毫无廉耻地破坏中华传统

和文化，是现今中国诸多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的罪魁祸首，并对

手无寸铁的底层民众、信仰人士和异议人士等进行肆无忌惮地迫

害。它非但不悔过自新，而且变本加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和发展。为此我郑重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彻底决裂，以

声援我父亲及其他有识之士和团体的正义之举，支持中国受迫害的

各界人士，唤起更多善良人们的觉醒。” 

李凤智特别提到，这些年国安也混入了海外法轮功等一些信仰

团体里，企图收集情报和搞破坏活动，但最终发现根本起不到作用。

“邪不胜正，镇压法轮功无论从道义、策略和结果上完全是失败的，

而且帮法轮功传播发展壮大。现在中共骑虎难下，死撑着而已，我

相信信仰自由必将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共产

党，中国的发展应该比现在强得多。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实际

上是中共不得不对人民部分松绑的结果，民间的部分潜力发挥出来

了。中国人自古聪明勤奋、富有智慧，如果社会公平正义，如果没

有共产党这些额外强加的束缚，能将潜能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的话，中国一定非常好，起码应该是发达国家之一。” 

我們要人的尊嚴 
由上访民众组成的“中国冤民大同盟”三月初在香港召开了首

次会议，全体与会者首先起立，为几十年来惨遭中共各种酷刑被迫

害致死的中国冤民默哀 3 分钟！随后大同盟主席沈婷致词。由于合

法上访而屡遭打击报复，受尽酷刑虐待，访民们将改变维权策略，

致力于揭露真相，从个体维权转向集体维权，从进京上访转向走向

国际维权。冤民大同盟正告中共，专制打压不会使人们放弃维权，

反令冤民群体迅速联合壮大。成立三个多月来，冤民大同盟在全国

的成员已达 8万多人。 

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上海浦东新区的何茂珍声泪俱下的控

诉遭中共强迁的冤情。何茂珍原本家境富裕，拥有花园小洋房、过

千平方米的房产等，丈夫是三等功的复员军人。2006 年7月24 日，

她的房子突遭强行拆迁，衣物、现金、存摺、电器设备、古董等都被

一抢而空，她被迫走上了喊冤上访之路。另一位上海访民周敏珠控

诉说，在中共体制下访民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我每次去北京，

都要立遗嘱在家里。我这次还能不能安全回来？能不能再看到我的

子女？能不能和亲朋好友团聚？”  

   大同盟负责人张兆林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还有访民被打死，在

冰库里面 2 年了还没火化，连死的人都不得安息，咱们怎么办呢？

唯有一条路就是前仆后继。五位访民施亚萍、刘莲美、毕和英、顾

全根、何茂珍公开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对中共不再抱有

任何希望。大同盟主席沈婷强调：“现在是向中共讨说法的时代了，

这个时代要开始了！”“中共代表不了中国，真正代表中国的是我们

底层人民，我们要人的尊严，让国际社会听听真正中国人民的声音！”

退党、团、队途径 ( 化名、笔名皆有效）

 ̇退党热线   001-888-892-8757  
退党传真 001-281-476-6146 
退党电邮 santui@comcast.net 

 ̇手机短信三退 +886-932-974-471 退党发

“愿意1”，退团发“愿意 2”，退队发“愿意
3”，三退发“愿意 123” 请署名  可用化名

 ̇动态网 https://www2.fuxi5.com 
加密浏览海外网站    

（如出现安全性警讯→接受此证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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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無絕人之路 
在中共的两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纷纷到北

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或繁华闹市，叫屈喊冤，有的在走

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方式自杀自焚。福州六位上访

老人因其住宅被当地政府强拆，无家可归，上访无门，集
体服农药自杀；上海一位访民试图跳入天安门城楼下的金

水河，北京一访民在北京市政府门前剖腹；还有的采取自

焚、上吊、割腕等自杀方式，抗议中共暴政和黑暗统治。
这些事件中再一次证明，很多人已没有活路可走了。 

尽管苛政猛于虎，人们还是要珍爱自已的生命。一个人
的生命只有一次，极为可贵，也是祖先血脉的延续、无限生

命链中的一环。那么出路在哪里呢？老子曰：“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既然敢于牺牲生命，何不当一位有所作
为的勇者！纵观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早已瓦解，只剩下中共

苟延残喘。中共不代表中国，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认清

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邪、骗、煽、斗、抢、痞、间、灭、
控”九大邪恶基因，不要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否定共产

党专制的根本步骤就是加入到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

潮中来，切实可行地瓦解中共暴政。五千万民众已经迈出
了他们的三退步伐，有了关键的第一步，一条大道即在眼

前，汇入到这伟大的历史潮流中来，生命将变得更加珍贵

而不朽！ 

46 次核试验 75 万人死亡 
中共自 1964 年至 1996 年的 32 年间，进行了多达 46

次的核试验，给试验地区带来巨大灾难和环境污染，但真
相一直被隐瞒至今。3 月 18 日，日本札幌医科大学的高田

纯教授在一个讨论会上，揭示了中共核试验的灾害问题。

高田纯曾获得日本科学技术协会高木奖和化学工业技术振
兴特别奖，并任日本放射线防护情报中心代表。他介绍说，

他本人曾在与新疆相接的哈萨克斯坦进行调查，获得科学

报告数据。中共多年不公开现场，不公布受害的实际状态
和核试验灾害真相，所以在科学和良心的驱使下，他对新疆

地区的核试验进行了危害估算。 

高田纯谈到，中共在新疆地区进行过 46 次核试验，总
爆炸当量达 2千万吨，特别是 1981 年核试验降下的大量粉

尘，导致癌症的高发病率及婴儿畸形。他引证说，最大的

核爆炸是 1976 年 11 月的地表核爆炸，有 4 百万吨级，相
当于前苏联核试验的 10 倍，致使大量的核沙下落，放射污

染导致周边居民 19 万人急性死亡，129 万人受到污染放射

线的影响，但因不准许现场调查，到现在为止受害程度依
然不明。在全球，核试验的国家有许多，可是在居住区域

进行大规模地表核试验的唯有中国。据中共内部机密信息，

有 75 万人死亡之说。 

据英国电视台 1998 年记录片《死在丝绸之路》记载，

考察员安华托帝对一个维族村子进行健康调查，发现许多
小孩由于核危害造成唇口盖裂，大脑不发达，维族人中患

恶性淋巴肿和白血病的剧增，从 70 年代起癌症发病率开始

上升，到了 90 年代，维族区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高 30％以
上，从 1993 年到 2000 年，乌鲁木齐的癌症发病率是其它

地区的两倍。前不久，世界日报记者访问中亚研究史专家

金子民雄，金子回忆了当年作业考察时出现的身体反应，
在中国塔里木的罗布泊近郊，他的眼睛不断流泪，而且泪

中渗着血，喉咙也受不了，鼻血也出来了，不少后遗症到

现在还持续着。他说他从各地收藏很多样品，却没从罗布

泊地区带回任何东西，因为测验表明，那里石子的放射

超标数千倍。高田纯教授指出：“丝绸之路的观光地与

核试验场同属一处，在那里旅游伴随着核辐射的风险，

虽然最高峰在 1996 年前，但核危害今天依然遗存”。 

（《看中国》网） 

真正的“周扒皮” 
我们是沈阳的农民，通过这几年的亲身遭遇，我们

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周扒皮”。这些年土地价格

年年上涨，乡村干部就私下卖地，贪污土地款。后来土

地更值钱了，官方就以五万一亩的低价强行收购，再以

几十万元高价出售，他们一下变成了大地主。农民虽暂

时得到一些补偿款，可却没有了土地。这还不算、政府

还强迫我们搞动迁，不同意就雇用黑社会一阵乱砸，然后

警察开着大铲车，强行推倒。我们农民被层层扒皮，各级

官员却从中大发黑财。政府还警告：不许上访，否则就

像对付法轮功一样。我们沈阳人都知道马三家教养院，

专押法轮功，打死人也不犯法，还活摘人体器官卖钱，

共产党就这样对待老百姓啊？看了《九评共产党》后，

我们终于了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性！现在天灭邪党，

我们决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一切组织，迎接没有

共产党的新中国。（王军、王化、洪大光等 ） 

冥冥之中有定數 
过去南京城北有个金川门，是明代所建的十三城门

之一。明朝燕王朱棣攻占南京时，就是从金川门入城的；

清末 1907 年动工的“宁省铁路”（俗称“小火车道”）

也是从下关至金川门入城。当年修宁省铁路时，发生了

一件奇事，工人在金川门外挖沟渠泥至七尺深时，突然发

现了一块长约六尺，宽四尺的石碑。人们把上面的淤泥

剥掉、洗净时，发现那石碑其实是上下对和的两块石头，

把这两块石头分开后，围观的众人惊讶地看到，里侧石面

上刻有隶字道：“此路变成铁，大清江山灭”。 

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知道了此事，就命人把它抬到

设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秘而不宣。据说这块石碑后来

被秘密砸碎，丢进了金川河里。虽然石碑被毁掉，但它

上面刻下的预言却在民间流传开来。果真 1909 年该铁

路建成通车后没多久，辛亥革命就于 1911 年爆发了，大

清王朝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石碑上的预言真实地应

验了。 

时至今日，这样的预示征兆再次显现。2002 年 6 月

在贵州省平塘县的掌布乡发现一块巨石，断面内惊现

“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字体如浮雕，每字约一尺见

方，排列均匀，经过专家们考察、鉴定，此百吨巨石距

今2.7亿年，约五百年前从陡崖坠落崩裂，六个大字没有

人工雕凿痕迹，乃天然形成，堪称世界级奇观。  

自从发现了“藏字石”（官方称“救星石”，民间称

“亡共石”！）平塘掌布就成了游览区。风景区门票正面

图片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亡”这六个字。国内媒体虽

都报导了此新闻，但一律只提“中国共产党”五个字，

没有人说破还有那个“亡”字。这块“藏字石”，许多官

员，包括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都曾前往观看，表面不作

声，却都心知肚明。奇石异象显天意，让我们拭目以待。 

―（ 纵观天下第 2 页 2009 . 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