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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0年5月6日止 退黨(團、隊)人數 72,788,951人持續增加中九評特刊　85期

九 評 共產黨 特刊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

每天對中國播報《九評》及相關訊

息，北京時間：

早 6:00 ~ 7:00 短波 9635  千赫
早 7:00 ~ 8:00 短波 7310  千赫
晚 7:00 ~ 9:00 短波 7280  千赫
晚 9:00 ~10:00 短波 7310  千赫
晚10:00 ~12:00 短波 9450  千赫
晚12:00 ~ 1:00 短波 11765  千赫
24小時短波8400, 17470 千赫

華府大集會聲援逾七千萬勇士三退

大紀元鄭重聲明

廣大的中國民眾：共產黨

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這個

邪惡的黨（魔教）在歷史上

卻對眾生、對神佛犯下了滔

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這個

惡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類

的誰對共產黨清算時，也一

定不會放過那些所謂堅定的

邪惡黨徒。我們鄭重聲明：

所有參加過共產黨與共產黨

其它組織的（被邪惡打上獸的

印記的）人趕快退出，抹去邪

惡的印記。一旦誰對這個魔

教清算時，大紀元儲存的記

錄可以為聲明退出共產黨和

共產黨其它組織的人作證。 

天網恢恢，善惡分明；苦

海有邊，生死一念。曾被歷

史上最邪惡的魔教所欺騙的

人，曾被邪惡打上獸的印記

的人，請抓住這稍縱即逝的

良機。                      

 大紀元  2005年1月12日

世界第一秀 神韻晚會風靡全球 
被譽為“世界第一秀”的美

國神韻藝術團以中國古典舞為

主，帶領觀眾領略中國神傳文

化之精華。2010年在全球五大

洲各大劇院演出三百多場，預

計覆蓋全球百萬各族裔觀眾。

加拿大雙子星獎獲得者溫

蒂‧史密斯表示，“中華文明

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沒有任

何其它國家，沒有任何其它文

明能望其項背。”來自奧馬哈

音樂學院的經理羅娜‧維特將

神韻的演出讚譽為“一生中所

見過的最好的演出之一”。

神韻在捷克的二場演出爆

滿，演出結束時，全場觀眾起

立鼓掌，演員五次謝幕。捷克

前文化部部長米蘭伍德表示這

是一場視覺上的盛宴，中國藝

術令人印象深刻。

許多觀賞表演的華人表示，

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專業

攝影師鄭先生表示感動和震

撼。他說：“這個晚會體現的

是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是傳統

的觀念。”

4/30~5/2 紐西蘭

5/25~5/30 澳大利亞墨爾本

6/4~6/6 美國夏威夷

神韻官網：
gb.shenyunperformingarts.org

隨着世博會開幕的逼近，

上海當局如臨大敵，安保措施

全面升級。海陸空層層設防，

士兵、武警甚至阻擊手提前到

位執勤，嚴密檢查監控來往人

員，內地民眾感慨，世博會令

上海“如同戰區”。

當局近日又下令各醫院和康

復中心一律不得放精神病人出

院，在家的精神病患者及曾有

精神病史的人士也被接走“保

護”。網民轟當局為世博安

全，罔顧人權。

上海世博拆遷戶聯合國前
抗議

4月16日上午，上海冤民大

同盟的沈婷和葛麗芳代表全體

受上海世博會影響的拆遷戶來

到曼哈頓聯合國總部前和平抗

議。世博在籌備展會期間，強

拆民房導致數萬百姓無家可

歸，估計因為上海世博拆遷，

影響的居民有將近四千人，而

受影響的家庭約有一萬八千

戶。訪民指控世博是踐踏在中

國訪民的血和淚上。

上海保安如

美國華盛頓集會聲援逾七千萬中國退黨勇士

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公開聲

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

已突破7200萬。4月11日，來自

紐約、費城、新澤西及大華府

地區的民眾在華盛頓自由廣場

舉行大集會，聲援七千多萬中

國大陸民眾退出中共，共呼籲

立即結束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

迫害。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發起人李

大勇博士在集會上說，從2004

年11月大紀元發表《九評共產

黨》以來，五年多時間過去

了，中國大陸的民眾已經無視

中共的恐怖，以每日幾萬的速

度，最徹底的三退形式拋棄中

共。國內國外的退黨服務人員

最近一個普遍感受就是：“勸

中國人退黨容易多了！”

前中共遼寧省瀋陽市委宣傳

部聯絡部長張凱臣說：“《九

評》震撼人心，沒有任何一個

文件能夠這么系統，這么全

面，這么到位，這么要害地把

共產黨的本質揭示出來。”

前首都師範大學心理系副教

授孫延軍在集會上說，傳《九

評》、促三退意義就在于區分

正邪、明辨是非，使民眾棄惡

從善。這是提升社會道德、拯

救人類靈魂的關鍵一步。也是

締造人類和平的最有效手段。

中國民運后援國際創辦人約

翰‧庫蘇密（John Kusumi）

認為，《九評》是在正確的時

間、出現在正確的場合，這是

天意。隨后引發的退黨大潮是

改變中國形勢、朝向更美好未

來邁進的運動。

神韻在捷克的演出受到熱烈回響

神韻演出部份行程：

“戰區” 世博冤民控訴暴政

退黨(團隊)方法
方法一：電子郵件發表聲明 tuidang@gmail.com
方法二：網頁投稿
        進入動態網再連結至大紀元
        退黨網站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方法三：美國電話：001-702-873-1734
              加拿大電話：001-416-361-9895
        海外傳真：001-702-248-0599
付費語音按鍵退黨：00886-922-105-048
方法四：公開張貼

暫無法用以上管道者可先將聲明張貼公共場所，
但日后有機會請務必上大紀元網登記。

提示：未開通國際直撥電話的大陸人士打退黨電
話時需用IP電話撥打(網通先撥17969，電信先撥
17909，鐵通先撥17991)，手機IP電話(“中國移
動”先撥17951， “聯通”先撥17911，“小靈通
”先撥17909)

方法五：短信 00886-926-801-530
退黨發“願意1”，退團發“願意2”，退隊發“
願意3”，“三退”發“願意123”請署名，可用
化名。

中共建政以來造成至少八

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罪

惡至今還在延續，善惡有報，

生死一念，聲明“三退”就是

表示不願作中共的陪葬品。因

“三退”而避禍得福、遇難呈

祥的奇蹟不斷在中國大地上出現。

全球聲援

2002年6月，中國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風

景區發現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斷面驚現

“中國共產黨亡”六個大字。經三批地質

專家鑑定藏字石為2.7億年前天然形成，

中共新華網隱去最后“亡”字號稱救星

石，鼎力宣傳。中共第16屆九個常委都去

過貴州，親自看過此石。

豬叫石又開叫了

中國林州市太行大峽谷風景名勝區內的

高家台輝伏巖自然村旁有個“豬叫石”，

因其發音如豬叫，故稱“豬叫石”。據當

地老人講，大事發生來臨前，它都及早而

準確地警示給人們。如：明末的李自成起

貴州奇石現“中國共產黨亡” 三退保命得福報
三退

義、清廷的屠城、

八國聯軍進中國、

二次世界大戰中日

本侵略中國，直到

文化大革命、薩斯

病等，當地人都因這塊頭而提前預知了。

這幾年來豬叫石連續鳴叫，使當地老人們

意識到不久將來，一定有一件超過歷史上

事件的大事將發生。

預知中共將亡 大量貪官外逃

許多中共高層意識到中共的腐敗遲早走

向滅亡，官員內部部署資金外撤和購買外

國護照、安置家人逃離中國的后路工程已

有時日。

據2008年BBC報導，北京市檢察院消息

指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外

逃官員人數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

項達八千億元人民幣。 

曾前駐澳外交官陳用林證實江澤民和曾

慶紅家屬都拿到澳洲移民身份。2003年，

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之子賈建國、賈衛國

移民澳洲，成為澳洲公民；中共前國家副

主席曾慶紅之子曾偉也成了澳洲公民。

全廠“三退”地震中安然無恙

四川成都市郊縣某地區有位元老闆

明白真相后，除自己退出中共外，還把

廠子裏的數十名職工全部都勸了“三

退”。2008年汶川地震來時，他的廠房

和職工都安然無恙。

遭遇嚴重車禍 幾乎毫髮無傷
一山東威海市泊于鎮金雞村民眾在躲

過了一場難以置信的車禍災害時表示，

“多虧‘三退’才保了他的命！”因為

他的車頭在車禍中嚴重變形，整個玻璃

碎片飛了一地，但神奇的是，他卻只是

手面被劃了一點皮，出了一點血。

明真相聲明三退 腦瘤不見了  
河北棗強縣程信(化名)正值壯年時

突然得了腦瘤，煉法輪功的親友告知他

“三退”的重要性后，程信當即宣布退

出中共，並明白了法輪功真相，就在手

術前的檢查，其腦瘤不見了。

截至2010年4月22日，退黨網站上公開

發表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超過7200

萬，成為退黨潮中一個新的里程碑。全球

各大城市：香港、巴黎、韓國、華府、波

士頓、加拿大相繼展開遊行集會活動，慶

祝和聲援中國大陸民眾精神覺醒的義舉。

海外各界聲援中國人三退 

加拿大外交官布萊恩‧麥克亞當認為退

黨大潮意味“中國人已意識到受到中共的

欺騙”。香港立法會議員鄭家富在香港聲

援七千萬人退出中共集會時呼籲全世界有

良知的人繼續對(中共)政黨，說“不”。

共產主義被世界所唾棄

曾飽受共產主義毒害的東歐國家，如波

蘭、烏克蘭、羅馬尼亞、捷克、保加利亞

等國家皆通過立法和其它方式，清算共產

主義餘毒。美加等則通過建立共產主義受

難者紀念碑方式反思共產主義危害。2009

年2月，由聯合國推動的群體滅絕案法庭

在柬埔寨首都正式開庭，對前波爾布特共

產黨政府的五個高官進行審判。

國際社會公開譴責

共產主義，鼓舞正在中

國不斷高漲的退出中共

及其相關組織的三退大

潮，在和平理性的精神

覺醒中迅速解體世界上

邪惡專制的最后圍牆–

中共。

7200萬人退出中共

把 握 退 黨 契 機  前 途 光 明

韓國聲援中國民眾三退波士頓民眾退黨

掌布風景區門票印有藏字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