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这是与他们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的。现在

我借《大纪元》的一角，替我父母郑重声明：永
远退出共产党邪恶组织、与这邪灵彻底决裂、所

有写的入党申请全部作废、所写的有关党文化

的文字资料全部作废，抹去兽的印记，迎接美
好的新生。 (蔡晓蕙) 

第四座大山 
住房之贵、医疗之贵、教育之贵，现在已成

为压在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然而在这三座大
山之上，还有一座更大的山，其重量超过三座

大山的总和，那就是庞大的中共官僚体系。上到

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是党、政两套班子
重迭设置，连军队、公检法、企业、学校都不例

外。中国人为了养活政府之上的党系班子，要承

受相当于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与古时相比，西
汉时代每 8 千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如今中国人

口众多，但每 26 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官，可

见中共官如牛毛，官僚集团极为庞大，何者是剥
削阶层，一目了然。除了供养现任官员外，中央

委员以上的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高达 1千亿

人民币；江泽民等 11 人的特权待遇每年耗费公
款 10 亿元，其他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

开支也都高达 500 万元。 

除此之外，共产党还采取各种手段压榨百

姓：如非法强占农民土地、野蛮拆迁居民的房屋、

官商勾结非法集资坑民众的血汗钱等等。 近
重庆、辽宁、湖南等多个省市的中、小学教师大

规模集体罢课事件不断，均是由于工资问题，这

些教师的月薪只有几百元或一千元上下，有时
还被无理拖欠、挪用或克扣，温饱都成了问题。

试想，如果在国家体制中废除了中共官僚
体系，没有了这个庞大腐败系统的无度挥霍，

人民的收入、退休金就可以成倍地翻。中华民族

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看看海外的华人就知道，没
有共产党，日子完全可以过得更好，中国的人均

收入应与台湾类似，经济规模也就等于美国、日

本、俄国等国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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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万

  
 
 
  
 
 
 
 
 
 
 
 
 
 
 
 
 
    
 
 
 
 
 
 
 

 
 
 
 
 
 
 
 
 
 
 
 
 
 
 
 
 
  

       2009 年

1 月 

神
韻 
巡
演 

再
現 
中
華 
五
千 
年
輝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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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921-0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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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网 https://www1.Ping66.com 

加密浏览海外网站    
（如出现安全性警讯→接受此证书→确定） 

以海外华人艺术家为主体的神韵艺术团于12月19日在美
国东部拉开了 2009 年度巡回演出的序幕。今年神韵艺术团将

在全球 80 个城市的一流剧院上演神韵晚会。神韵表演的舞蹈

以中国古典舞为主，精湛的舞姿与多彩的服饰绝妙地融为一
体，舞台背景采用三维立体动画天幕，衬映出不同朝代、民族

的场景，将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内涵栩栩如生地再现给观

众。专业人士誉神韵演出为“顶级艺术盛会”，中西方观众无
比惊喜、好评如潮。 

费城的画家吉尔森说：“演出之精彩让我整场都在屏息观

看，这场节目展现了人类历史和人性中 美的东西。我无法用
语言来描述我的欣喜，我要向所有朋友推荐，让所有的人都来

看这个演出。”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的市长帕默尔曾经是舞

蹈演员和编导，她携全家七口人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说：“世界
各地来这里上演的各种文艺节目都无法和神韵演出相比，我能

看到他（她）们的舞姿随着精神而动，跳得那么高贵但又是那

么令人激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新意表演艺术学校艺术
系主任鲁德瑞克说：“演员的舞姿非常动人，每个细节都那么

完美，现场乐队的演奏非常和谐，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这是

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神话传说的精彩介绍。” 

休斯顿市的吴先生一家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吴先生表
示，这些演员技艺超群，很有创造力，作品很有感染力，把历
史和现实都维妙维肖的、鲜活的展现出来了。中国人这些年骨
子里有一股受压迫的、紧张的感觉，今晚的艺术家完全脱离了
那种痕迹，那种优雅、高贵、端庄，让人肃然起敬。吴先生的
母亲是音乐教授，近日从国内来美探亲，她观看演出后评价说，
“这才叫艺术 真的把传统的精华拾起来了 指出了 条路“这才叫艺术，真的把传统的精华拾起来了，指出了一条路。艺术

家 重要的就是品格，中国艺术家真的可以从这里看到希望和该

走的路了。” 

在中国新年期间，《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将通过卫星播放在纽

约百老汇 豪华剧院上演的神韵晚会，给海内外华人拜年。您还可

通过《自由门》等突破网络封锁软件观看晚会网络直播。愿神韵晚

会为您带来美的享受，点亮新年的璀璨。 

著名演員之女代父母退黨 
我父亲蔡松龄和母亲张蕙桢是 1938 年和 1937 年相继入党的，

父亲扮演过影片《烈火中永生》中的华子良、《红旗谱》中的严志

和。他们都是知识份子，追求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天真地以为共

产党可以实现他们的理想。父亲是从事戏剧艺术的，在中央戏剧学

院任职，淡泊名利，仅埋头业务，却被说成是“重业务轻政治”，受

到排挤。1958 年，河北的一个党员干部想进北京，四处活动终于得

以留下，而他们全家进京却是以拆散另一个家庭换来的，中戏的组

织决定调离父亲。因为父亲是个受爱戴的好老师，一些学生和老师

为此抱不平，向组织提意见，但邪恶的组织非但不采纳，反而把提

意见的人打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这也应验了中共党员的定律，

卖命干活的被迫害，为私钻营的升迁发达。父亲只身去了河北，开

始组织哄家人说只是九个月，结果一去到死再也没有回来。母亲带

着四个孩子与父亲天各一方。文革中，父亲成了走资派，受了不少

罪，后来得了肝硬化， 后他被实习大夫随便插胃镜引起大出血，

离开了人世。母亲一直从事中学教育，一生勤勤恳恳，一直都没有

放弃对共产党的幻想，直到“六四”邪党向人民开枪时她才被惊醒。

如果他们早点明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醒悟到自己也是被欺骗、被

迫害的，他们一定不会与其为伍，更会觉得宣传变异的党文化是生

命中极大的污点。 

我的父母都是善良的好人，他们教育我们要看淡名利、为人正

直、为他人着想、有道德标准。但他们毕竟在共产邪灵党文化的控

制之下，除了被迫害也免不了随着社会道德的大滑坡而被污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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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九评》原文。他还说，《九评》引起的反响
已经在党内和民间传播开来，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和

党内有识之士，已经打算写更多、更深的类似这样的

文章，更系统地揭露共产党的黑幕与谎言。  

旅游点的退党故事 
一天，几位中国游客来到巴黎的一个旅游景点，

聚精会神地阅读起退党服务中心的展板，展板上标着

每日更新的退党人数，告诉人们为什么要退出中共，

以及各种揭露中共整人、迫害人、毁灭中国传统文化

的文字材料和图片。一位老先生把所有的展板都看了

一遍后说：“你知道吗？共产党把我们一家的土地都给

掠夺去了。我现在才拿一千块钱的退休金！就这么点

钱，还得要你给它歌功颂德。亏了沾我两个孩子的光，

能让我出来溜跶一趟。共产党存在一天，老百姓就多

受苦一天！”一位工作人员问他：那您退了吗？老先生

赶快说：你帮我退了吧！ 

在加拿大的一个旅游景点，一次来了一家人。在

场的一位退党义工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并指着一张照

片说：“这是贵州境内一块二亿七千万年前的奇石，

上面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是天然形成的。

共产党在历史上害死了太多的人，现在要遭老天灭它，

这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象征着天意，赶快抓紧机会退

党吧，别给它当陪葬。”年轻的女士回答说：我和先生

两人在国外，早已经退了，父母刚来探亲，还没跟他们

讲这件事呢，你给他们讲讲吧。退党义工认真地介绍

了三退的意义与好处，两位老人认真地听着，随后欣

然同意用化名三退，并向这位退党义工致谢。 

瑞士的一个旅游景点，来了一对老年夫妇和女儿，
经过和退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潘女士交谈，一家三

口表示同意用化名三退。女儿接着问潘女士：“我家里

还有三姊妹，你能给帮忙退吗？”潘女士说：“要她
们自己表态才行。”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到旅游景点，

高兴地说已经和她们通电话了，她们都同意。 

網絡監控不得人心
据国内外多方报导，中共为了监控人们的网络活动，于

2008 年底全面建置完成金盾工程，对互联网实施全方位监

控。网络监控违背国际互联网开放原则，侵犯人权与隐私，

而且浪费了巨额资金，仅金盾工程的第三期就耗资 210 亿，

各地网监机构借机大饱私囊。在商业领域，网络监控很不得

人心，广东公安曾挟制网络企业封杀路由器的使用，令舆论

哗然；金盾主管者对各大公共网施压，让它们设置敏感词过

滤程序，大大损害了公共网的名誉，使点击率降低。 

从根本上讲，全面监控国内网络和封锁海外网站是一个
不可能的命题。如今国内两亿多网民已经让 30 万网警疲于

应付；国内外网络专家研制出的各种突破封锁的软件，如自

由门、无界浏览、花园、火凤凰等，小巧灵活，可让网友随心
所欲地畅游互联网世界，令金盾的封锁形同虚设。同时更重

要的是，网民在心理上已不再惧怕中共的监控与封锁。动态

网公司总裁夏比尔指出：“现在的趋势，网友在网上的发言
越来越大胆，很多发言内容直接指向专制制度的本身。同时

海外的网络不受中共控制，网友通过各种突破封锁的工具，

能看到海外网站的人越来越多。中共新一轮网络封锁必将以
失败告终。” 

对于为什么中共封不住动态网，夏先生介绍说：“一个
固定的网址，中共只要把你的 IP 封了，网站就上不去了。
但是动态网不同，整个网络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我们
总是处于主动，而且加入了很多智慧化的东西，只要能够用
自由门软件联到动态网上的话，网友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自由
的互联网。”  

毒上加毒的政法委 
三鹿毒奶黑幕曝光三个多月后，人们终于等来了几项决

定。首先是石家庄法院拒绝受理受害家长提出的民事索赔

案；随后石家庄政府宣布中级法院已裁定三鹿集团破产。然
而援助受害者律师团调查发现，2007 年底三鹿还有净资产

12.24 亿元，在没有对受害者赔偿之前，根本无权提出破产

清算从而逃避赔偿。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毒奶事件至少导致
29 万儿童患肾结石，6 人死亡。但 11 月份海外中文网引用

北京卫生局副局长的数据显示，截止 10 月底，实际上报的

病例超过 375 万例，死亡人数近 3 万 4 千，其中 10 岁以下
占 77%。提出索赔要求的有 98 万人，按现行规则，赔偿额将

达 3千亿。从低价奶粉的销售量上推算，受害者达 600 万，

死亡情况也更严重。面对民众如此巨大的灾难，司法处理明
显带有包庇毒奶公司之嫌。而石家庄法院的说词是，上级有

指示，暂不受理索赔案。 

目前体制下可以直接对法院、检察院下令的只有中共政

法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河北政法委书记由公安厅

长张越担任。外界认为，整个事件是一个由警察头目指挥检

察院办案、法院审案的典型。这种畸形的司法体制是当年由

江泽民、罗干一手编制的。2003 年中央 13 号文件规定：各

级公安负责人进入政府班子；同年 11 月第 20 次全国公安会

议上，罗干施压各地尽快落实该决定，借助政法委的框架大

力扩张公安势力，升格后的公安局长很多任政法委书记和政

府行政副职，为其干涉法律、充当暴力走卒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根子上说，中共政法委就是凌驾在检察院、法院上的毒瘤。

仅毒奶一案即可看出，且不论司法的公正性，就连走形式的

诉讼程序都无法启动。政法委不废除，中国就无法制可言。

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于11月20日公开

宣布，真名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其后他在

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时强调说，三退（退党、

团、队）是每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每个人都可

以有自己的选择。郑恩宠曾接办过数百件拆迁诉

讼案件， 著名的是上海静安区东八块拆迁居民

状告周正毅一案，后被上海帮抓捕入狱。2006

年出狱后，他曾经用化名退团。他告诉记者，他

一直在等待一个用真名公开声明退团的时机，

现在《九评共产党》发表四周年，是个和共产

党划清界限的好时机。“不管怎么样，我现在

的知名度比坐牢以前高得多，我用真名三退的

话，我相信更多的人、我的朋友会更多的三退，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出来讲话。”  

郑恩宠赞扬《九评》写得好，在国内传播很

广泛。他说，当年出狱一个星期，就有朋友突破

警方重重包围，带着海外发过来的《九评》传真

单张给他看，其后他又多次借助朋友的电脑上

网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九评》广播， 后

终于用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登陆《大纪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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