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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医生输血时发现她没有脉搏，心跳也停止了，于

是紧急做了手术，却发现她腹腔内全是瘀血，子宫内的
胎儿已死了。 

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的郭文燕，遭绑架被强制
堕胎时，因胎儿大，医院怕出事故，恶人们就强迫她的

家人签字。没想到孩子被流产下来时活着，还哭出了

声，是个女孩。她的婆婆说：“还活着呢！我们抱回去。”
然而，泯灭人性的医生听到孩子的哭声，就一把掐住

了婴儿的脖子，活活地把孩子给掐死了。 

陕西汉中的张汉云怀孕 8 个多月，而且有生育指
标。她被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等人绑架后，强

行押去堕胎。因胎儿过大，导致难产，他们便惨无人道

的将胎儿肢解后分块取出，其残害生命的手段令在场
的人都不忍目睹。 

这样的例子，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1 年的迫害中
不胜枚举。这是对人类文明和妇女尊严的最大亵渎！

孕妇们的悲惨遭遇映衬的正是中共的灭绝人性。中共

邪党已经没有丝毫的道德底线。任何有良知的人，都
不应该对如此丧失人性的迫害保持沉默！(明慧网) 

看完奇书《九评》一夜未眠 
昨天刚看完奇书《九评共产党》，心中受到了极

大的震憾，一夜未眠，上班时心情也极不平静。作为
一名从小受共产党歪理浸淫多年的人，猛然听到这样

的声音，心中一下子顿悟了许多。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党员，爷爷一九三几年就加入
共产党，并在地区担任了一定职务，先后在机关、地区

党报、中学担任领导。在文革期间，爷爷受到了无情

打击，成为走资派，整天游街、挨斗，精神受到了极大
的摧残，后来成了精神障碍的患者，直到文革结束后，

外面声音一大仍吓得颤抖。 

我的父母都是有 30 多年党龄的党员，都是正直
善良，传统观念很强的人。父亲长期从事政工工作，曾

对中共怀有幻想。1999 中共镇压法轮功时，父亲受中

共蒙蔽，做了一些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如今他
已彻底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对中共造成的社会动

荡和风气恶行，痛心不已。 

我是一名公务员，也从事政工工作，对《九评》

书中揭露中共欺世盗名、愚民欺民、精神控制、野蛮残

暴等恶行，有着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但由于生存需

要，也加入了中共，做了一些违背自己良知的蠢事，

现在后悔不已。我希望能够通过退党这种形式，弥补

自己的过失，让自己的良心稍安。在此我郑重声明，

我们全家三人以及我已故的祖父退出中共，我们受蒙

蔽所立的誓词作废。  ( 山东 马华 ) 

縱觀天下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免费提供《九评》电子书、最新破网软件和三退服务
退党、团、队总人数已达 76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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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党是什么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地回答。虽然共产党披

着一个为“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
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

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

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肌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
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 

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

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
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

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

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
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

了这个问题。… 

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

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

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
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

供养邪教，确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

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肌体的人群。这部份人中不
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

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

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
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 有不少人是为了

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

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
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

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

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 所以
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

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九评之八节选)

孕婦的悲慘血淚 
对怀孕妇女的关爱是社会中最起码的品质，体现的是发

自本性的人文关怀。可是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没有

丝毫的道德底线，罔顾所有法律规定，残忍地利用妇女的身

孕而对她们展开野蛮的折磨，并在折磨她们的同时肆意污辱。

邯郸市的武俊芬，2008 年 7 月到娘家看望病危的父亲，

却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当时她怀有四个多月身

孕，看守所不收留。派出所警察就伙同计生办不法人员，把

武俊芬的手脚铐上，强行灌药，打催胎针。堕胎后四天，再次

将她劫持到看守所，十天后又将她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

河南孟州市的耿菊英，警察为了达到劳教她的目的，给

她强行打堕胎针。耿菊英在病床上疼痛难忍，几个男恶警却

在现场观看，并淫笑着说：“你不是漂亮吗？我们就是要看
你堕胎。”就这样耿菊英在几个恶警的眼皮下被强制做了

人工流产，随后又被他们关进焦作市洗脑班。 

黑龙江富锦市的高玉敏，到哥哥家看望母亲，兄妹三人
被国保大队绑架。当时高玉敏身怀三个月的身孕。在看守所被

折磨 28 天后，双目什么也看不见了，出现了严重缺血，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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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文人為何三緘其口 
自从《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我就在一直等待着

共产党机关报和中共高级御用文人的反驳文章。我曾在

《独立评论》上悬赏一万美元，给任何能登载到人民日

报上的反驳文章…。时致今日，共产党机关报和高级党

校的教授们一个个装聋作哑，仿佛这《九评共产党》他

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似的。实际上，我了解到党中央看到

《九评》发表后，如火攻心，急得七窍生烟，曾多次召集

党校的高级教授商讨对策。要知道当年中共曾经趾高气

扬地先后刊登九篇文章，反驳苏共中央批评中共的公开

信，底气足的很，如今这些个高级教授们，谁都不肯出头

组织批判文章。 

《九评》天天在卫星频道上播出，在国内，《九评》的

光盘随处可见。亲戚告诉我：到自由超市买东西，交完钱，

一回头就看到一个光盘在购货车上，回家打开一看，是

《九评共产党》，看完后那个高兴呀，真是句句话说在俺

们的心坎儿上。转念又一想，何不送到派出所教育教育

警察们，就以报案的姿态去。到了派出所，警察一听是

举报《九评》，眼皮都不抬：早看过了，别招事！亲戚说：

如此重大案情如何不管？警察：怎么管，去哪里管？亲

戚：那您说怎么办？警察：自己处理得了，别跟别人说

我们的意思，不要影响我们的奖金。(春秋冬月) 

年輕八十後 飛天斬河蟹 
尽管中共严密禁止各类敏感话题，不少中国的年轻

人仍然自己找到了真相，并用极具创意的方式表达他们

内心深处的感触。2010 年 6 月 4 日，一架小型飞机拖着

巨型横幅在美国纽约的哈德逊河上低空飞行，横幅上写

着28 个中国字：“昭雪六四，结束专制，人民必胜，良知

永存！河蟹，草泥马喊你从中国滚蛋！”这是一群 80 后、

90 后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的“飞天斩河蟹”的行动，飞机

在中国领事馆和自由女神像之间低空盘旋了三小时。 
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 1984 年出生的、哥伦比亚大学

毕业生，他自小就是个发明家，已拥有 30 多项专利，被

哥大破格录取。他和十多名 80 后、90 后的留学生筹款、

组织了这次飞行，包括申请领空许可、查阅美国及纽约

各种法规等。他说，六四事件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很清晰的

完整记忆，“我妈带我去大街上和学生一起拦卡车，然后

在卡车上一起喊口号。还有一天，妈妈买了一箱汽水，

让我把盖子一个个打开，一瓶一瓶的递给学生。” 

担任飞行员的留学生，六四时才两个月大，他通过零

碎的资讯了解到真相。他感慨地说，在 21 年前，那一群

跟我年龄一样大的人，为了理想，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好，

付出了非常多。另一名 90 后说：十多年来，六四这个词

只在大人们偶尔的谈话中听到。大一住校时，下载了关于

六四的纪录片；我和室友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夜，我们

几个女生边看边紧紧地抱在一起哭泣…。有些东西是可

以被掩盖一时的，可是当真相唤醒了心灵深处的良知正

义时，谎言与利益的长城顷刻间就变得毫无价值。 

参加行动的留学生们表示，为中国未来寻找希望，

需要年轻人的参与，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具

有创造活力的国家。现在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整

个中国社会寻求真相！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新纪元

周刊）  

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又到了“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纪念日，谁是抗日战

争的中流砥柱的问题再次引起广泛的讨论。从近年来不断

公布的事实看，国军有 3 百多万官兵战死在抗日疆场，其

中包括 200 多位将级军官，发动了近 3 万次小型战斗和

1 千多次大型会战，其中三次长沙会战歼日军近14 万。八

路军一方，战死的高级将领有 2位，平型关“大捷”歼日

军后勤部队几百人，据近期考证百团大战的歼日军数目约

为一万人。1937 年国民政府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后

来又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而

国内学者近期披露的一些情况，很说明共产党当时的策略。

1938 年 8 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讲话：一定要趁着

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趁着日本占领中国

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抗日胜利后，打败筋疲

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

日，才爱国，… 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

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

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我党必须严格

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1956 年，毛对日本社会党访华团说：没有皇军侵略大

半个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

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1972 年 8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侵略中国道歉时，毛

说：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

战争，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

我们如何感谢你们呢？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 

看过电影《地道战》的人可能都熟悉《论持久战》中

的一段的话，“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

己”。关于此话的最新解读是，只有“皇军”大量地消灭

敌人“国军”，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共军”。(华华) 

财富垄断 两极分化  
中国贫富不均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最

新报告，中国极少数的家庭掌控了全社会四成多的财富，

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财富两极化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 1%的人口掌

控了41.4%的财富。另据全国总工会 4月公布的报告，1997

至 2007 年，尽管中国企业盈余从国家生产总值的 21.2%

增至 31.3%；劳动者的收入反从 53.4%降至 39.7%，城乡收

入差距从 1.8 比 1 扩大到 3.3 比 1。按照世界银行的每天

人均收入 1.25 美元的贫困线统计，中国贫穷人口数目高

居世界第二。 

中国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

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事业集中，不仅导致

内需和消费不振，引发经济风险，更会造成广大民众严重

不满。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增至 0.48，最近两年实际

上已超过 0.5，而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 0.24 到

0.36 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程

度已超过所有已开发国家。基尼系数由意大利经济学家

基尼提出，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公平

程度的标准，基尼系数超过 0.4 是收入差距较大的标志，

代表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易引起社会阶层对立，导致社会

动荡。（看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