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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安的退黨聲明 
我是一名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的老公安，退休

前是一个看守所的所长，如今已 70 多岁了，虽然退
休多年，由于一些原因我还一直在原单位做一些杂
事。10 年来，在看守所里我接触了较多的被关押的
法轮功学员，有机会和他（她）们交谈一些事情。 

1999 年 7.20 后，虽然江泽民、罗干和周永康

操纵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定了那么多的罪名，但是
我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完全不是上级传达的那样，

也不是媒体宣传的那样，他们都是一个个完全为别

人着想的好人，凭我多年的公安工作经验，他们没
有任何夺权、反党的政治诉求，只是信仰真、善、

忍，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凭我的直觉判断，这些

人根本不是坏人。于是，根据自己工作上的便利条
件，默默地为这些无辜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提

供一些帮助。 

10 年来我也深深感受到，永不放弃的信仰在他
们心中是那样的坚定，不畏任何强暴和酷刑凌辱，

不管身在何处，都坚持把要做好人的道理告诉别人，

把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告诉别人。无论是国安、警
察刑讯逼供和酷刑折磨，还是遭受警察指使的刑

事犯、吸毒犯、卖淫女的包夹和毒打，他们依然劝

善，告诉这些人要多行善事，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
个好的未来。每当看到他们受苦受折磨，我的心里

就特别难受。我注意到，有一些暴烈的刑事犯、吸

毒犯、卖淫女渐渐的变好了，后来居然和法轮功学
员成了莫逆之交，这些人都悄悄告诉我说，是法轮

功使他们变好了，他们也要做好人。 

我看了《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那里
面说的都是事实，都是我亲身经历过了的，共产党
整人害人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啊。我也看清了共产
党那根子上的恶毒与丑恶嘴脸。共产党的解体和灭
亡已为期不远，经慎重考虑，郑重宣布，自愿公开
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以及与共产党相
关的所有组织，与共产党彻底决裂，抹去那西来的
兽印，让自己的生命迎接无限光明的未来。 徐凯旋

三退感怀 
人生瞬间七十载，友劝三退心感慨。 
入党误为做先锋，谁料当今率腐败。 

回天无术红朝末，劫数难逃猢狲哀。 

九评唤吾梦中醒，唯退方显爱国怀。 

我和老伴坚决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一切相关组织! 

原加入其组织前后所做的一切口头、文字上的承诺

和誓言，是受骗下的产物，现宣布全部作废! 

立伟及老伴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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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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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等於中國 
当一个人提到中国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可能

是一张中国的地图，或者是那里的亲朋好友，熙来攘往的人群，
也可能是长城、黄河，地标性的建筑，文物古迹或者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等等，但不会是一个政党。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国家

的内涵包括了国土，国土上的各族人民，经济、科技、文化、饮食、
教育、节日、社会、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中国是指历史上、

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而中共不等于中国。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货风行世界，标签上的“中国制造”，没人
会理解成“中共制造”。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的确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爱国等
同于爱党。一谈到中共，很多人就下意识觉得是在谈中国如何

如何，“没有了共产党中国还能存在吗？”，“没有共产党，中国

怎么办？”还是拥有广泛市场。 

在中国人普遍不相信共产主义，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我

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好”等政治口号已经不足以再让中国
人相信共产党。为了保持中共的统治，不让人们质疑为何要让共

产党来统治中国，中共再次把党和国家概念混淆，利用狭隘的爱

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引导中国人把爱国情绪放到党身上。
爱党的行为和思想被中共宣传为爱国的行为和表现。 

中共中央制订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重要目的，就

是要用中国人经济建设的成果来让人坚持党的路线，用党的路线
的内容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自我肯定，党做的事情都是为

了中国好；然后偷梁换柱说，中国的成就都是党造成的； 后把

爱国定义成坚持党的路线；起到混淆概念的目的，让人把爱党拥
党等于爱国。  （ 《解体党文化》节选） 

别让网警住你家 
工信部关于在计算机上都要预装“绿坝”过滤软件的通知，

立即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超过 80%的网民反对安装，国际
舆论痛斥其为公然剥夺言论自由的恶行。经国内外多方专家测试

发现，绿坝有严重的安全漏洞，令黑客有机可乘，安装后将面临

隐私被泄等风险。网民们称绿坝为流氓软件、滤霸、驴霸等，因
为它属于恶性木马，连接一个匿名服务器，每三分钟截屏一次，

相当于派一个虚拟网警住在你家，频繁监视你上网的动向。 

滤霸出笼前央视曾爆出奇闻，在搜索普通词时搜索引擎竟然

反馈出色情内容。然而国际专家考察发现：此前一周，有人大规

模搜索黄色词汇，搜索源 100%来自北京，导致近期 流行的关
键词全部为黄色。这违反了随机搜索应遵循的正态或均匀分布，

从统计学上证明了是中共本身在操纵黄色搜索，打着保护青少年

的幌子，为滤霸制造舆论。 

目前中共称暂缓滤霸的安装，但中国日报报导，联想电脑已

附有滤霸；海外记者调查三大电脑商，台湾宏碁的产品也已附有

滤霸；戴尔、惠普未直接回应问询；另外笔记本电脑制造商 BenQ
承认滤霸已在硬盘上。动态网总裁夏比尔等专家认为，“暂缓”

只是中共对付国内外巨大压力的托词，具体实施则转入暗中，网

民必须清醒。众多网友表示，买了电脑后把硬盘重新格式化，

装一个 GHOST 版本的干净系统，一旦出现可疑情况，可及时把

系统恢复到初始的干净状态。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已推出“绿

坝克星”，帮助用户检测、卸载及禁用绿坝，动态网提供免费

下载。（本刊也免费提供，欢迎索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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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  
    1998 年 12 月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样一段新闻：“今天

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

的炼功者会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
父于 1992 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六年来，功法以炼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

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
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发性的

群众炼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

一亿人在学法轮大法。”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一段新闻节目，
也许会大吃一惊。 

事实上，直到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公开镇压法轮功之
前，法轮功不但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中共高层也对法轮功

有正面的了解。在93 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

获博览会 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
以及“ 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国家体育总局于 98 年 5
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 月由医学专家对广东

12553 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
总有效率为 97.9%。从 96 年开始，北京修炼法轮功的人数

迅速增长，中共各大部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炼功，甚至

有的在任副部长也炼。到 99 年，官方统计学炼法轮功的人
数已达一亿人。 

然而，法轮功的迅速传播，被中共视为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挑战力量。《九评共产党》中是这样评价江泽民与中共相

互利用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

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
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

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

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
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

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

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
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有人曾预料，在这样铺天盖地迫害狂飙中，法轮功也许

多能坚持三个月。然而，法轮功修炼团体三个月后仍然没
有屈服，三年后没有倒下，十年后也没有倒下。与世无争的

修炼团体反因中共的打压而被推向国际舞台。十年来法轮功

学员和平地讲真相、不屈地反迫害赢得全世界所有关注正义
与和平的人们的支持。如今，法轮功已传播到世界 110 多个

国家。（明慧网） 

抗暴風雲起 專制途已末 
中国民众公开抗暴成为中共 后的梦魇，越来越多

的官员担心控制不了局势而外逃，民众对欺压百姓的共
产党贪官污吏的清算已开始，目前不断涌现的民众暴力

抗争事件，构成了中国近期社会的一大特征。 

5 月 10 日，巴东烈女邓玉娇手刃淫官，当局欲判
“故意杀人罪”，但民众舆论一边倒声援，称为“替天
行道，大快人心”。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当局被迫退却，
以“防卫过当、免于处罚”快速结案。 

6 月 15 日，江西南康当局以整顿家具行业为由，实

行新税收征管办法，导致上万名愤怒的群众封堵道路，

掀翻近十辆警车，迫使当局第二天取消了征管办法。 

6 月 18 日，一份起义书在网络上刊出，披露山东
菏泽东明县化工污染严重，导致几万人患甲状腺肿瘤，
然而污染企业勾结官方，使数年来民众呼吁、哭诉、上
访、甚至下跪均无人理睬，受害民众遂决定被迫起义
抗暴。起义书誓言：组织敢死队，毁灭污染工厂，为了
东明的下一代，不惜慷慨赴死。 

同期前后，湖北石首数万人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
突，起因是永隆大酒店的一名年轻厨师，疑知悉了官匪
勾结的毒品交易而被害，尸体从三楼被抛下，警方随之
定案为自杀，令民众极度愤怒，要求彻查真相并阻止警
方运走尸体。当局从各地调集了几万武警镇压，并实施
戒严令， 终抢走了尸体。 

小规模的抗争更是层出不穷，很难统计，用风起云

涌来形容亦不为过。极度尖锐的官民矛盾，使中国社会

步入一个剧变阶段。从现实中可以看到，腐败、官商勾

结、权力黑社会化已经愈演愈烈，中共对维权人士、上

访民众、异议人士和信仰团体的铁血镇压，加上各级官

员普遍滥用权力、肆意鱼肉百姓，导致愤怒者与日俱增，

终忍无可忍，走向暴力抗争。中共已经担心控制不了

局势并开始内讧，对民众、弱势团体、信仰团体的迫害

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少数事件中，中共不得不实行局部

妥协，在巨潮般的民意面前，欺凌百姓的官员都在担心

成为下一个邓贵大。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一切也都是在

《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大潮中所必然出现的社

会生态变化。老百姓的怒气和胆气越来越强壮，清算罪

恶多端的贪官污吏成为“天灭中共”之天意在人间的具

体体现。 

然而专制的绞肉机不会在灭亡前停转，局部妥协

并不意味着中共会主动弃恶从善、愿意顺应历史潮流而

还人民以自由与权利。邓玉娇事件的真正犯罪者仍然逍

遥法外；石首事件中中共仍不惜动用数万军警镇压；滤

霸流氓软件的推行和变相安装没有因民众和国际压力

而出现悔改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抗争必然日益

加剧，任何个案都可能酿成激烈的群体抗暴活动，反

抗者与具体实施镇压者面临着玉石俱焚的可能。我们呼

吁维权的勇士们，坚定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自救，理性地取得维权抗暴的实质

胜利，不负自已的热血。也希望更多的武警、士兵、各级

官员、以及迫害镇压的具体实施者，对民众选择同情或

支持立场，认清自己也是中共专制的受害者，也须赶快

退出。广传《九评》，帮助三退，解体中共，中国才能以

小的代价、 和平的方式终结专制，完成社会转型。 

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

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

导下的政权，在二十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

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

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

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共产党

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

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

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

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

是更加具有欺骗性。《九评》之三（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