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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万退党意味着什么？
大纪元上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

关组织的人数在美东时间2005年
10月18日达到了五百万，这个日子
距离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
》公告和九评之一正好十一个月。

在中共内部，有许多人是把自
己的命运和中共捆绑在一起的，如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人。他们
坏事做绝、十恶不赦。在这些人看
来，延缓自己被绳之以法和全民公
审的唯一办法就是躲在中共的权力
盾牌后面。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干
坏事则已，要干就干得十恶不赦，
让中共根本就改不起。胡锦涛如果
在意中共的前途，就无法清算这些
罪人，否则中共将随着这些人的罪
恶曝光而解体。 

五百万的退党人数虽然尚未造
成中共的崩解，但是这种量变到质
变的积累正在逐步完成。虽然我们
并不知道退到第几个人是雪崩效应
的临界点，但是每天将近两万乃至
更多的人退党，意味着我们向这个
临界点不断接近。只要我们坚持做
下去，中共的崩溃就必然会到来。 

五百万人退党，对江泽民、罗

干之流，意味着末日越来越近。因
此我相信他们比许多中国人更加关
注退党人数，也在为自己的阳寿做
倒计时，并尽量多地拉人下水，给
他们垫背。胡锦涛就是江泽民拼命
要拉住的第一个人。

对于广大的党员来说，他们剩
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中共灭亡之
前，他们如果能够声明退党，等于
他们在道义和强权之间选择了道义
。也许他们也曾被中共裹挟着干过
坏事，但是声明退党的本身毕竟是
对结束暴政做出了贡献，也是对他
们过去所犯错误的忏悔和补偿。如
果他们犹豫到中共垮台之后再声明
，那么就很难说他们是出于道德考
量而非利益考量，对于他们改过迁
善的决心就不能不大打折扣。这里
的界限是如此清晰，又是如此逼近
，因此他们必须尽快作出决断。 

他们应该想到的是，在他们前
面已经有500万勇敢的先行者，他
们已经并不孤单。可以肯定的是退
党的人会越来越多，而甘心被中共
捆绑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他们应
该选择历史正确的一边。 

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自由的
钟声越来越清晰。500万人退党退
团，就是五百万张的无记名投票，
就是五百万声“皇帝没穿衣服”的
真言。凡是还没有退出中共相关组
织的应该赶快退出，没有加入过中
共相关组织的应该站在一旁大声喝
彩。我们不仅仅是在声援退党的勇
士，也是在否定中共伪造的“拥共
”民意，也是在清除我们内心对于
中共的恐惧。声援退党退团人士，
就是声援我们自己，就是保障我们
的权利不再被侵犯的开始。我们不
仅是做给自己看，也是做给中共看
，更是做给国际社会看。让所有人
都看到，中国人是有尊严的，他们
面对着一个邪教黑社会政党，是非
是分明的。他们不愿意再跪着偷生
，而要大声说：“不” ！

对于世界各国政府来说，应该
看到这是中国和平过渡到一个没有
共产党的社会的最佳途径。一个没
有共产党的中国才可能真正认同普
世价值，并与民主国家一起维护世
界和平。 

【大纪元记者浦慧恩香港报导
】10月1日香港大纪元时报社举办
了集会和游行，给港人带来了一个
新颖的“没有共产党 才有新中国
”的“十一”活动。集会早上9时
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喷水池旁举
行，很多特地来参加集会游行的市
民表示，很荣幸能在10月1日参加
一个真正能表达心声的游行集会。

香港东区区议员曾建成指出，
中共靠的就是霸占民脂民膏。他举
例说，日前，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一
批涉嫌贪污人士，其中包括李鹏的
女儿。“共产党就是共了人民的产
据爲己有。中共上台后，拖累了中
国人50多年，只有中共下台，中国
才有希望。” 十月一日，香港游行队伍经过湾仔进

入金钟

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曾被迫参加六四镇压的官兵今何在 ?
前几天听知情人透露：一个

偶尔的机会，他们几个为了生计
在外打工的木工、泥工和油漆工在
北京平乐园地铁处找事做，一个正
需要请人做泥工、木工、油漆工的
人找到了他们，达成协议后，一辆
将窗玻璃蒙得严严实实的昌河式面
包车将他们从地铁出口处接走。由
于车窗蒙得严实（车内看不到外面
，外面也看不到里面），只知道从
北京海淀区出发往西南方向跑了半
个多小时，稀里糊涂到达了地点。
下车后门前岗哨林立，进去后只见
是一个很大的农场的样子，有六、
七栋六层以上单元式的楼房，估计
可住一千多人的，都是住家的。接
待他们的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规
定他们“在此地不准乱跑、乱走动
，不准谈论和询问与做工无关的事
，只管做好工，把好质量，工钱好
说。”

做工需要的材料都由主人买回
，十来天他们自己做饭，极少数人
与他们搭腔，偶尔说两句也只是质
量上的事情，刚说两句就有干部或
保安马上过来盯视着他们。这里很
奇怪，没有一个青年人和小孩，都
是一对对男、女住家，大都是四十

几岁的人。那天本来早就完工要结
算工钱走路，可是却非挨过晚上七
点才结算，结完账后，还是来时接
他们的那辆面包车在夜幕中又将他
们送到平乐园地铁处下车。

为了感谢介绍人介绍了这笔
生意，他们几个木工、泥工和油漆
工在一家小酒店宴请了这位介绍人
。介绍人四十岁的样子，在酒喝多
了的时候，大家都很谈得来，他无
意中说出了这个所谓农场的秘密：
原来这个农场的干部、职工都是八
九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参加
镇压学生的坦克兵和开枪射击的步
兵，中共当局害怕他们复员或转业
后泄露机密，造成影响，就将他们
集中起来，把他们的家属（妻子）
当年全部转来，名义是在农场劳动
，实质没干活；名义上自由，实质
是软禁，不准他们外出。他们自参
加八九年“六、四”镇压后就再也
没有让他们回家，在此地已有十几
年了。介绍人说：“当年进入天安
门广场镇压学生的部队正是我所在
的部队，因其它原因我没有执行这
次任务，所以有幸没在‘农场’软
禁之列，因原来是一个部队的，与
‘农场’的战友也有点联系，有些

业务帮着介绍一些。”介绍人反复
强调：“大家一定哪说哪止，千万
要保密呀！据说这只是参与‘六、
四’镇压的一部分，其他的还不知
在哪里呢。”

“六、四”运动已成为了历史
，十几年来，人们只知道参加八九
爱国运动的学生死的死、伤的伤、
判的判、逃的逃，没逃走的大都没
有分配工作，即使有少数分了工作
的也是极差的工作。而这些幸存者
十几年来在国内一直受中共恶党
的审查和监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当年参与“六、四”镇压学生的官
兵情况如何，这里只是浅简的一些
情况。

然而，这些官兵十几年来心里
感受如何？当年本着听党的话，党
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盲目服从军
令干了这么大的蠢事，帮助恶党充
当镇压人民和爱国学生的刽子手，
从而犯下了罪行。是愤恨恶党利用
人民军队镇压人民！是悔恨自己？
是绝望？是内疚？至今一直有家不
能归，他们的后果将如何呢？有人
凭几十年来对恶党残暴的了解和经
验，担心他们会不会被恶党杀人灭
口？！ 

左上图: 陷阱(六四凌晨6:15)：一队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由南转上
长安街。当他们走到六部口，离党政中枢机关只有50米的地方，三辆
坦克从广场冲来。发射的催泪弹烟雾弥漫在空气中。许多学生试图跳
过路边的栅栏逃避坦克的追碾。
左下图: 恐怖(六四凌晨6:20)：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目击
者们迅速上前抢救一位靠在栅栏上的伤员。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
右图 : 他的双腿被坦克捣碎(六四凌晨6:25)：两个人试图帮一位在

六部口落入陷阱的大学生包扎被碾碎的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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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广生，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之前曾任
沈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2001年9月出逃到加拿大寻求
庇护。在澳洲悉尼领事馆的政治领事陈用林及天津市

610办公室的一级警司郝凤军出走后，韩广生成为又一
个公开站出来揭露中共内幕的前中共官员。

 面对势头强劲的退党潮，中共现在不得不公开回应。
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7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
会上首次“辟谣”，他说“个别境外网站报导的数以千
计的共产党员要求退党及一些人的退党声明，据调查是
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或编造的故事。”超过500多万的退党
退团人数在大纪元网都有据可查，而最近中共外交官陈
用林、一级警司郝凤军、司法局长韩广生退党，更是举
世皆知。对此，记者采访了韩广生先生。 
   记者：自从九评发表以来，你对中共第一次做出回应
海外退党大潮是如何认识的？ 
　　韩广生：我觉得这是中共不得不被迫作出的一个反
应，而且它所作出的反应，和中共历来的做法都是一样
的，就是根本不承认现实，一定要说假话，一定要通过
说假话来蒙蔽国内的党员和群众，我看就是这么回事。 
　　记者：李景田说，在中共改革开放的领导下，“吸
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士不断加入到党组织中来”，“去
年申请加入共产党的人数是一千七百三十八万人。”您
对此是怎么看的？ 
　　韩广生：这个数字的真假，准确与否我无法判断，
但是这个入党在中国，一些人入党这个现象应该是会有
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些民营企业的人，想加入共产
党以保护自己。也就是说，现在要求入党的，未必都是
说在信仰上、信念上真正的拥护共产党，而是要钻在共
产党内寻求保护和寻求既得利益，我是这么看，他们不
一定就真正是拥护共产党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
面，据我所知，现在主动要求入党的不多，被迫要求入
党的，就是被拉进共产党的就应该不在少数了。根本不
是出于自愿，而是集体的一种行为，被迫的行为 。 

香港 
"十一"游行
迎新中国

 欧洲民众集会巴黎 声援中国人退党
2005年7月9日下午，巴黎市中

心香榭丽舍大道和塞纳河之间的加
拿大广场上鼓声阵阵，爆竹声声。
来自欧洲的几百民众在此集会，声
援全球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 

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廉-斯
考特向组织集会的欧洲退党中心
发来贺电，向集会参加者表示衷
心支持，他在信中说，“正是这样
的活动使在中国争取公平和基本人
权的抗争得以取得胜利。”麦克米
廉-斯考特称“中国正在经历巨变
”，而最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比
利时的中共官员相继脱离中共政权
显示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权利
的决心。

两百多年前，巴黎公社的诞生
标志着第一个共产组织的成立。台
湾大学政治系资深教授明居正在演
讲中称，当年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为
现实中的丑恶表现，世界各地的共
产组织害人不浅，而尤其以中共最
为恶劣。他说九评使中国人良心觉
醒，和共产邪灵划清界限，他们为

此要付出巨大代价，在此集会不是
为了传播仇恨，而是支持勇气，唤
起良心，终结暴政。他相信会有更
多的人退党，直到共产政权瓦解。 

德国国际人权组织代表瓦尔特
劳特女士在发言中，列举中共执政
84年导致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通
过文革，中共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
尊重自然和人性的传统文化价值，
使中国人沦落为中共奴役的对象。 

来自法国、比利时、德国、瑞
士、瑞典、西班牙、奥地利的数百
名支持者来到巴黎声援退党集会。
来自比利时的尼可拉斯说他有不少
中国朋友正在遭受中共的迫害，他
想以自己的行动表示对有勇气退出
中共人士的支持，他觉得在共产党
的起源地巴黎公开支持退出中共，
是在为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在鼓声和爆竹声中，游行队伍
举着"PCC PLUS JAMAIS"(抛弃中
共)，“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等横幅缓缓穿过巴黎市中心，走
向艾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 

来自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
牙、瑞士、瑞典、奥地利的数百
民众来到巴黎声援退党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