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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全球退黨中心介紹，“三

退”數字有幾種不同的來源：

1.直撥“三退”熱線；2.國內

的“三退”義工收集名單傳到

海外；3.在世界各地觀光景點

登記“三退”等，這都是“三

退”的主要方式。而最多的是

國內民眾和“三退”義工突破

網絡封鎖在退黨網站上宣佈

“三退”。

目前每日“三退”數量穩定

在5～6萬，遇到中共封鎖嚴厲

時期，傳輸受阻，數字會相應

下降。

退黨網站每天要處理數萬則

“三退”聲明。退黨網站負責

人蘇珊娜說，每篇發到網站的

聲明都要審核，才能累計到網

站的“三退”人數中。工作人

員會花很多時間辨別內容的真

實性，對有疑問的聲明，編輯

人員會通過對方留下的電子郵

件或電話來聯繫發表人，及時

與對方溝通核實。

這是一個工作量極大的任

務，處理這些工作的網站後台

編輯人員有一百多位，分佈在

全球各地，24小時輪流值班，

通過人工手動和電腦軟件來計

算“三退”人數。

“三退”數字如何統計

三退累計人數 / 年/月

10/0406/04 07/04 08/04 09/04

10,125,428

21,239,904

35,986,511

53,554,009

72,267,536退出中共人數
節節上升

各界人士論九評三退

九評引領中華民族回歸正道
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主任吳葆璋表示，五

年來的事態表明，《九評》已經成為喚醒中國民眾起

來清除共產幽靈的偉大的酵母，它也如一股強勁的春

風，正引領中華民族回歸正道，中國社會正醞釀著突變和巨變。

退黨是徹底洗淨良心的機會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指出，

“九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退黨運動找到了一個

非常好的角度。幫助那些還沒有完全脫離共產黨的人

把自己的良心徹底地洗乾淨﹐從良心上和共產黨劃清界限。

三退標語及紙幣遍布中國

大陸民眾透露，“天滅中

共”和“退黨保平安”等不乾

膠貼遍各個街道樓區，掛滿了

大街小巷。此外還有印三退標

語的紙鈔公開大量在流傳，內

容越來越豐富。上海維權律師

鄭恩寵指出，現在上海30歲以

下的年輕人還用實際行動來加

入三退熱潮，包括幫人安裝破

網軟件“自由門”等。

真名退黨公開化

伴隨《九評》在中國大陸廣

傳，從平民百姓、知識份子等

紛紛退出中共，中國民眾已衝

破共產黨長期製造的恐懼，從

以前私底下退黨、個人退黨、

化名退黨，到現在公開、集

體、真名退黨。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

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

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從歷

史、政治、經濟、文化、信仰

等層面深刻揭示中共的欺騙、

暴力、邪教和流氓本性，給為

禍人間一個多世紀的國際共產

主義運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

蓋棺論定，幫助世人認清中共

十惡俱全的本質，放棄對共產

黨的一切幻想。

《九評》帶動民心覺醒

對很多在中共謊言下生活

一輩子的人們來說，《九評》

不僅還原真相，更帶來全新的

思維與勇氣，越來越多的中國

人認識到：中共邪惡統治的存

在，就是中華民族大的不幸，

是中國一切天災人禍的禍根。

中國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表示

現在訪民知道只有結束共產黨

他們才免于災難，只有結束這

個體制，他們才能太平。

重慶作家顧萬久、前人民日報

記者邱明偉等人，接連宣佈脫

離中共，公開站出揭露惡黨，

他們的勇氣和義舉激勵許多熱

愛自由的人棄暗投明。

黨政軍匯入三退大潮

中共大勢已去、解體已成定

局，中共高官比老百姓更知道

中共政權的真實情況，前中共

外交官陳用林、天津市610辦

公室警官郝鳳軍、原遼寧沈陽

司法局局長韓廣生、前中共遼

寧省瀋陽市委宣傳部聯絡部長

張凱臣等人紛紛退出中共。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高

大維透露，一位海軍高幹來電

堅持以真名退黨，表示對《九

評》和三退大潮的支持和對中

共暴政的憤怒，鼓勵退黨服務

中心義工堅持下去。

集體學習《九評》

中共利用嚴密的封鎖阻擋

《九評》傳播，但《九評》仍

傳遍中國大陸每個角落。據悉

《九評》發表沒多久，就有大

陸民眾成箱的傳送《九評》。

中國南部某省一名退伍軍官透

露，他所在的省有30多個縣各

行業和階層的民眾集體學《九

評》，也有前官員。另據湖

北某縣公安局人士透露，在

公安內部有90%的人看過《九

評》，有部分人已上網三退。

希望更多的中國同胞抓緊時
間儘快退出中共，為中華民族
的未來做出一個果斷的決策。

退黨標語和寫有三退

聲明的人民幣、九評

光盤在各地流傳

《九評共產黨》

引發三退大潮

退黨潮反映了人心向背
《中國事務》總編伍凡指出，退黨潮完全反映人

心的向背，中共現在已經完全腐敗，凡是有點名望的

貪官，百分之一百是共產黨員。從退黨潮可以看到人

們內心善良的一面會得到弘揚，邪惡的一面可以壓抑下去。

顧萬久邱偉明

陳用林 張凱臣

真名退黨勇士

韓廣生
全球退
黨中心 ：

郝鳳軍

“全球互聯網自由聯盟”

長期致力于開發突破網絡封

鎖的技術，使得中國大陸的

互聯網用戶能夠自由訪問被

中國政府封鎖的海外網站，

同時更加安全的訪問未被封

鎖的網站。

目前翻牆軟件使用最多的

就是被稱為“破網五劍客”

的自由門、無界、花園、世

界通、火鳳凰等破網利器。

如何上動態網：

破網軟件突破中共網絡封鎖

創造利于中共的輿論環境

握緊槍桿子，箝制筆桿

子，是中共獨裁政黨維護

暴政的不二法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宣部的最高長官

李長春強調說：“宣傳工作要

為中共的平穩發展提供強大的

支持，創造一個有利于中共的

輿論環境。”

據多方消息，中宣部在玉樹

地震發生的當天就向中國各主

要傳媒下達了內部命令，要求

突出報導黨政官員關心與慰問

災區的消息，禁止報導任何有

關青海大地震的負面資訊。

中共為什么懼怕負面新聞

前人民日報主任邱明偉認為

資訊封鎖和壟斷直接危害

社會。尤其是在許多突發事件

中，人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嚴

重的威脅，需要及時地知道全

面、客觀和真實的消息，從而

做出相應的措施來保護生命和

財產，因此資訊封鎖是草菅人

命的犯罪行為。

例如：國內有關地震專家踢

爆，中國地震局在玉樹地震及

汶川地震發生前均收到地方地

震監測站的預報卻隱瞞未報，

造成重大傷亡。

山西問題疫苗導致近百孩子

致死致殘，國務院新聞辦網絡

局卻下令刪除所有和山西涉嫌

使用變質疫苗的相關報導。

網上揭露百度收取三鹿公司

的賄賂，昧着良心在搜尋結果

中過濾掉“三鹿奶粉”的負面

新聞，坐視讓更多嬰幼兒喝下

北京打造金盾 箝制網路言論

據維基百科資料顯示，從建

立互聯網的第一天起，中共就

開始了網絡審查。中共對付網

路封鎖的主要機構有兩個，一

個是公安部主導的金盾工程，

另一個則是中宣部主導和工信

部主管的網路長城（GFW）。

“金盾工程”監控內容由網

路擴大到公安、國安、宣傳等

方面，成立核心為一套網路封

鎖與監視系統，能看、聽與思

考，連網咖都必須裝設監控軟

體，隨時追蹤。同時還有一批

“網軍”配合北京，滲透侵入

政府機構或異議人士電腦，竊

取當中機密資料。

因此，總部在法國巴黎的記

者無國界組織，在2009年公布

了十二個“互聯網敵人”，中

國共產黨排名第二。

據記者無國界組織發表的

2009年度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報

告，中國排名倒數第八，僅比

寮國、古巴、緬甸、伊朗、北

韓等國略勝一籌。該組織稱，

北京當局繼續控制新聞、對網

絡實行新聞檢查、任意抓捕記

者、博客作者、持不同政見者

和人權活動人士。

近期因知名網路搜尋公司谷

歌（Google）宣佈不願過濾中

共“敏感詞”，出走大陸退守

香港后，再度揭露出在中國大

陸網絡被嚴格封鎖的真相。

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

甲流疫情在中國各地爆發，

但用“大陸甲流瘟疫”去檢

索時，看到的只是“甲流不可

怕”之類的謊言，而當我們的

親人眼睜睜地在兩三天內命喪

黃泉時，很多人都還不明白，

誰是瘟疫殺人的助手。

信息封鎖和壟斷本身也是嚴

重的腐敗行為，也助長和保護

社會的各種腐敗行為，這也正

是中國貪污腐敗蔓延的一個重

要原因。

信息自由關乎生命安危

毒奶結石嬰兒

中國新聞自由全球倒數第八 

早在2006年2月18日，《華盛頓郵報》就報導一份關于中

國博客網站使用的禁忌關鍵詞名單。在名單的235個關鍵詞當

中，有18個屬于猥褻淫穢的，其它的詞都與政治或者時事有

關。這個名單列出的人名包括：鮑彤、高智晟、胡星斗、華國

鋒、焦國標、劉曉波等等；有關中國政治的關鍵詞包括：高幹

子女、太子黨、中共高官、聲討中宣部等；法輪功、新疆獨

立、西藏獨立、六四事件的相關詞彙全部屏蔽。

2005年4月14日，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約翰‧帕弗雷

（John Palfrey）公佈調查中國網絡封鎖的研究報告，報告

說：如果一個網頁包含反共政治主張，被封鎖的概率是60%，

包含六四的是48%，色情網站是10%，《九評共產黨》是90%。

中國人被過瀘了什么?

Skype帳號dongtaiwang.

com 提供最新動態網IP位

址 (Skype下載：http://

download.skype.com/

SkypeSetupFull.exe)

MSN給ze_chuai9932@hotmail.

com 或雅虎通給dynet_001@

yahoo.com或谷歌即時通訊給

dtwip001@gmail.com(001到

005皆可)發短信可收到IP。

給ip@dongtaiwang.com發郵

件，就會收到最新翻牆軟件。

＊

＊

＊

中宣部控制

媒體輿論

這幾年為社會動盪不安，群體

性事件不斷出現，雍安事件、

胡北石首事件、新疆屠殺事件

等，現在的事情中共真是提心

吊膽。他們非常擔心由于這些

事情引發新的社會動亂事件，

就像一堆乾柴，一點火頭，就

會成為熊熊烈火。

北京嚴密監控網絡、新聞自

由，突顯出中國當局對于信息

自由的畏懼。廣泛傳播的真相

會導致謊言的破滅和紅朝的覆

滅。這是共產黨萬萬不想看到

的，因為這不僅意味着失去權

力，而且意味着被人民審判。

中共控制媒體 箝制網絡言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