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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1月下旬，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 

已超过二亿六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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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 

 

在于，被谎言封闭的信息环境打开

了，更多的民众清楚知道了中共专制

暴政的手段，因此使其谎言宣传、暴

力恐吓、威胁镇压等逐步失去了效

果。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体制内官

员、体制外人士、还是普通百姓，对

中共的邪恶本身认识得越来越清晰，

甚至很多人敢于在公开场合对中共

进行批判与揭露。前安徽检察院检查

官沈良庆表示，其实中共内部很多人

早就不信共产党那一套了，思考中共

何时垮台的大有人在，因此三退是有

人心基础的。 

多年来，退党的高官越来越多，

更有军人、警察和甚至曾参与过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610”（专职迫害法轮 

《九评共产党》问世以来，中国

民众越来越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目前

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

人数已突破二亿六千万人。滚滚向前

的三退大潮，也督促着体制内的官员

纷纷抛弃中共，选择自救。 

港刊《争鸣》2017年1月号披露，

中央党校有份调查报告反映，对共产

党高层意见最多、背后骂得最凶的是

退休高官及其子女。多名前中共官员

表示，其实中共意识形态早已崩溃，

那些建造在谎言上的所谓理论基础，

连体制内者都嗤之以鼻。 

前中共官员、大陆时政评论员陈

明慧说：三退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 

功的非法组织）成员。借海外旅游之际 

声明三退者不胜枚举，身在国内的官员

也都在积极寻找退党途径。 

曾有 25 名来自中央党校的官员在

大纪元三退网集体退党，他们在声明中

说：“据我们知道，中央党校两千多名

职工中，如果条件允许，90%都会退

党。”国内一个老人在接到三退义工打

来的电话后，不但自己退了党，还要求

义工给他当官的儿子打电话，后来他的

儿子也很快做了三退。该三退义工表

示，这对父子其实就是在寻找合适的

三退机会。目前很多官员也都认同，

中共及其专制暴政体制是人民的公敌，

只有抛弃中共，中国才能拥有美好的前

程。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遇，也成为

了一个劫数。……一方面世界掀起中

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另一

方面，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

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

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

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

制，人权恶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国淘

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

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

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

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

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

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

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

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

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

而中共的底线就是决不放弃党的领

导。于是，党的因素成为解决中国一

切问题的障碍，去除党的因素成为正

常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重建中

国文化的先决条件。 

人们找到了乱的根源，却找不到

问题的出路，因为卡在了党文化上。

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 

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所误导，

或者被恐惧所震慑，在如何对待党，

如何清除党因素时，人们的思维表现

扭曲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共产党危害

中华，却要去为共产党寻找各种藉

口。《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详细论述

了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和在方方面面

的种种表现，以期帮助人们摆脱党文

化，解体党文化，恢复正常的思维。

其实，那些中共编造出来的谎言，无

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地貌似完备、高深

或诱人，如果我们回到基本的道德是

非层面，那些谎言都不值一驳。 

共产党摇摇欲坠，却又是个庞然

大物，其巨大的阴影造成了许多人的

无奈。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

人们在数着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其

实，人们在推算历史发展时，常常没

有意识到，改写历史的经常是一些意

想不到的因素。历史上无数强权在突

然之间倒塌了……!共产党不可一

世，但天意难违。《九评共产党》及

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

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

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

举！( 《解体党文化》节选 ) 

 

2017 年 

2 月 
 

中共严控 VPN 

翻墙软件更火红 

近日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再次升

级。一月初，主管网络通讯的工信部发

布通知称，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

租用专线等（含虚拟专用网络 VPN）其

它通道。舆论认为，收紧对 VPN 服务的

监管，真正目的是加强封锁海外互联网

信息。这个规定令中国网民开始担心，

日后无法利用 VPN 访问海外网站，国内

外企业业务也恐受冲击。不过有网络专

家指出，新的封锁措施主要限制了国内

VPN 服务商，民众仍可透过其它翻墙软

件获取海外真实信息，或令这些翻墙方

式更火红。 

“自由门”是民间广受欢迎的翻墙

软件，其门户网站动态网近日访问量激

增。自由门的有效翻墙功能在于，可隐

藏用户真正 IP 位置，无需安装、不留

痕迹，让国内相当大的一批人打开了视

野，看到全球的动态。封杀网络是对民

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剥夺。多家国际

媒体报导，自由门等翻墙软件令中共网

络封锁长城千疮百孔，也是突破世界其

它专制国家网络封锁的利器。(本刊免

费提供自由门软件，欢迎索取。) 

 

   
全球要闻 财经速瞄 

明真相  体制内人员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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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影响上亿人命运的惊天伪案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江泽民、

罗干等人为使镇压合理化、为迫害制造

借口、煽动民众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与

对立，而精心策划出来的。这些作恶者

终将面临正义的审判！ 

 

 

   
 
 
  
 
 
 
                                                               
 
 
 
 
 
 
 
 
 
 
 
                                                                    
 
 
 
 
 
 
 
 
 
 
 
 
      

近年来，媒体报道的人为制造有

毒有害食品的事情频发，什么毒韭

菜、瘦肉精、三聚氰胺乳制品、苏丹

红腐乳、注水肉、注胶螃蟹等等，而

且花样翻新不断，悄然形成了互害式

的生态链。无论你职业如何、地位高

低、年龄大小，都不可避免生活在这

个生态链里，陷入担忧、无奈、恐惧

的沼泽中难以解脱。是什么因素在短

短几十年间内，迫使有着五千年文

明、善良而勤劳的华夏子民，走上了

这样一条互害式的不归之路？尽管

当今法规多如牛毛，但伤天害理之事

却肆无忌惮、而且愈演愈烈？寻根问

底，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人心丧失了

道德的约束！ 

古往今来，人生最大的愿望莫过

于健康、福寿。圣人云：德配天地，

天必佑之。千百年来，善恶有报之天

理教化人心，崇尚道德是人类得以繁

衍生息的普世价值。然而，在共产党

专制的几十年间，很多人已逐渐淡忘 

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无所顾忌地一层

层突破道德底线，利用衣食住行、各

行各业，不择手段地攫取最大利益。

最后的结果是，你觉得占了便宜，我

觉得占了便宜，最后谁也没占着便宜，

每个人都处在这个互害链中，逃不脱

伤害和被伤害的魔咒。 

正是中共的假、恶、斗，使得道

德急速下滑、风气败坏，行恶者因此

更不计后果。如果人心不变，任魔性

肆虐而无所忌惮，久之必陷入恶性循

环，造成事事防不胜防、人人为近敌，

此乃社会危机也！人们开始承受在中

共驱使下自己所制造的一切。 

法轮功的出现，以真善忍标准教

化世人，使人心向善，带给了人们一

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

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中共无端

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达十多年之久，是

在断绝社会的自救之路。重新拾回

传统本身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社会

道德回升的唯一希望。 

 

浅析互害式生态链 

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时

一个关注，一份善念，足以给自己带

来莫大的福份。在此一起回顾十几年

前一桩牵动人心、影响上亿人命运的

惊天伪案。 

2000 年 1 月 23 日(除夕夜)，天

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焚”

案。把央视焦点访谈的自焚录像慢速

播放后，发现大量破绽。国际教育发

展组织 2001 年 8 月在联合国会议上

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

径”，指出：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涉及惊人的

阴谋与谋杀。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

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这一世纪冤案背

后的真相在国内被严密封锁，但在国

际社会已广为人知，现在让我们回顾

这场“伪火”的种种疑点： 

(1）自焚本属突发事件，央视却能

拍摄到大量远景、近景和多个自焚者在

不同位置的特写，还录下了喊口号的

声音，可见摄影事宜都提前安排好了。 

(2）以前人们从来没见过天安门

的公安背着灭火器巡逻，而在自焚现

场，几个警察竟在一、两分钟内同时

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显然是

事先准备好的。 

（3）当刘春玲在火焰中挣扎时，她

身后一名穿军大衣的男子用硬物猛击

她的头部，刘春玲立即倒地，被当场击

杀。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在事

发之后，前往刘春玲居住地进行调查

得知，刘以前在夜总会上班，邻居们都

说从没见过她炼法轮功。 

(4)官方提供的王进东照片，脸颊

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进东却是

大脸盘、宽骨架。头型、额头、耳朵

明显不同，央视说王进东是河南开封

人，而喊口号的王进东却是地道的京

腔。当他的衣服已被“烧”焦时，最

易燃的头发却还齐刷刷在头上，似戴

了面具或头套；挟在腿中间装汽油的

雪碧瓶更完好无损。焦点访谈的女记

者李玉强2002年在河北法制教育中心

（洗脑班）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

学员追问自焚镜头疑点时，当众承认

雪碧瓶是放进去的，镜头是补拍的。 

（5）电视报道了十二岁的“自焚者”

刘思影，说有吸入性烧伤，做了气管切

开手术。依医学常理，气管切开后是

不能说话的，但报道中她却声音清脆

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烧伤病人要

严防感染，记者采访却没穿隔离衣、没

戴口罩帽子，整个一场假戏! 

 

退团 退队 

2016 年，领导动员大家入党入

团，单位三千多人，没有一个人举

手，领导就在上面说，不会写申请

的可以帮忙写，但还是没人举手，

现在这个党简直糟透了。朋友告诉

我，三退可以抹去兽印、带来好运，

所以我很愿意退出曾经入过的团、

队，同时代我侄女声明，退掉红领

巾组织。侄女说，现在非让我们入

这个，脖子上挂着血染的布条，想

着就恶心害怕，我才不要呢，特此

退出。（杨恒，杨恒宝） 

------------------------------ 

巧结修炼之缘 

 “2000年，我去了一趟中国，没

想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时，目睹了

炼法轮功的连老弱妇孺都被警察

殴打……”黄祖威博士回忆说：“这

一幕令我很震惊！”黄祖威是一名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科学家和

高级工程师，他带着不解回到美国

后，同一位朋友讲起了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上的所见所闻。刚巧这位朋

友也是炼法轮功的，通过他，黄祖

威开始去了解这个功法。 

他在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

法轮》后说：自己是搞科学的，以

前觉得气功啊，或是一些超常现象

啊，是不可信的；但是看了《转法

轮》后，思想好象开了窍，书里面

把很多目前还无法解释的东西，包

括人从何处来，层层宇宙是怎么回

事，善恶有报等，非常清晰地、系

统地讲了出来，有信服力，有科学

性，很多东西都是结合着现代科学

和现代人体科学讲的。 

从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目睹暴

行，到接触法轮功，继而被《转法

轮》书中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折服，

黄祖威说：“就这样，我走入了法

轮功的修炼，深感修炼的珍贵，也

知道中共在用什么方式污蔑和迫

害法轮功学员。我会尽自己的力量

去揭露真相、呼吁制止迫害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