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促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先生辞职书 
 
公元2017年11月20日开始的的冬季暴力驱赶华人公民事件，是北京建

城以降凡3062年来，最恶劣的行政做恶事件，范围广大，手法残忍，

忤情背理，违法乱规，天理不容。 
  
曾被燕辽金元明清等朝代定都的北京城，有过多次灾害和战乱。但由主

政北京的首领在和平时期如此大规模侵害所辖市民的，却绝无仅有。 
  
在蔡奇书记“刺刀见红”的高压推动之下，大兴、海淀、昌平等各区领导

纷纷仓促登场督阵，“动狠刀、动真刀、动快刀”，调用大批荷枪持棍的

警察保安城管执法人员，凛冽寒风中连夜捣毁拆除居民勉强栖身之地，

砸烂损坏市民必须的生活用品和设施，停电停水停止供热，意在以摧枯

拉朽之势，荡平所谓“低端人口”的生存环境，剥夺他们的留滞和再次返

回的机会。霎那间，黑衣共寒夜一色，铁锤与飞脚并起，眼泪伴悲号齐

飞。共和国公民的合法财产和人格尊严顿时被踩在了皮靴之下。可怜这

些为北京提供服务的劳动者仓皇失措、顿失家园，在天寒地冻中无处安

身。孩子手里的花儿凋谢，青年梦中的理想成灰，妇女迷惘着的眼神惊

怵，老人黄昏时的希望落空。喏大个北京，已经容不下他们蜗居的一张

小床。暴力拆除产生一片狼藉的街道上，到处散落着孩子的玩具,女人

的鞋子，老人的拐杖和病人的药片。此情此景，恍如百年前八国联军士

兵放手抢掠，李自成屠城之劫后余生。 
消息传出，举世哗然，群情鼎沸，天怒人怨。连昔日里不分青红皂白为

当局鸣锣开道的写手官媒，此时也难掩不满，颇有微词。 
 
而此时的蔡奇书记无意收敛，一面删帖封号，镇压舆情，追捕揭露真相

的人士，一面再次逆民意而动，强力拆除数万牌匾标识，大小企业，老

店名号都甚少幸免，以至于市民吃个包子都要靠红布条幅指引。在如此

短暂的时间行恶如此多端，激起如此沸腾民怨，使不堪忍受的市民愤而

上街鼓噪者，盖属北京开埠3062年以来绝无仅有的暴政，蔡奇书记实

乃北京历史上空前绝后之第一酷吏也。 
 
火箭式跃升、跑步挺进政治局的蔡奇书记毕竟是中共党员，而刚刚修改

通过温热尚在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却信誓旦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

则，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党章关于党的建设第三项基本要求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
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

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

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 
 
对照党章我们看到，蔡奇先生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

的宗旨。 
 
党章中关于党的建设第五项基本要求声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

围内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和蔡奇先生一起复习一下法律常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 



        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再看看2011年6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

几乎是为蔡奇先生量身定做的： 
　    第四十三条：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

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

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

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 
 
关于违反该法行为的处罚如下： 
       第六十一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四）违反本法规定，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 
  （五）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

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的； 
       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

的，依法给予赔偿。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以上罗列的《党章》、《宪法》、《行政强制法》相关条款不难看出

，蔡奇书记已经严重违章和违法。尽管北京市的执法仪、监控摄像头依

然会选择性遗忘、损坏、失灵、丢失，硬盘依然会选择性不硬、关停、

空白、缺失，但人在做天在看，坊间网上有足够的视频，图片，连同蔡

奇书记、汪先永书记杀气腾腾、提前罗织“妨碍司法”罪名进行动员的录

像，都到处流传。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我们注意到，蔡奇先生事后到街坊和朝阳火灾现场做慰问，发表有关讲

话，与此前的杀气重重相比确有悔意，前倨后恭。但是本次暴力驱赶公

民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委实需要有人对

此承担责任。又因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做为守法公民，我们断然不敢徇私枉法，放弃自己

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根据下列法规赋予我们的神圣不可辜负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

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

会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又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序言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一
切依靠群众”“坚持从严治党”的表述； 
 
我们敦促已经严重违法乱纪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先生立即辞职，以谢天

下。让后来治京者，依法行政，善待百姓，不敢以身试法。 
 
恳请蔡奇书记先生认清形势，领悟民胆，放弃侥幸，尽快去职，早日悔

过。 
  
2017年12月13日 

 



1. 中国人民大学78级新闻系 鲁   难 
2. 中国人民大学81级财政系 何   宾 
3. 清华大学81级化工系 潘荣根 
4. 清华大学84级 崔力军 
5. 清华大学81级 徐彬 
6. 清华大学81级电子工程系 娄玉麟 
7. 清华大学84级建筑系 吴蓓 
8. 北京大学82级法律系 薛扶民 
9. 北京大学85社会学研 娄   健 
10. 北京大学82级数学系 赵   斌 
11. 北京大学78级经济系 郑   棣 
12. 北京大学86级中文系硕 顾明 
13. 华东师范大学78级经济系 张勇进 
14. 华东师范大学78级政教系 蔡抗 
15. 山东大学03级 尉继武 
16. 上海交通大学81级数学系 张晓东 
17. 艺术评论家 帅好 
18. 河南 汤明 
19. 河北省黄骅市 白金岭 
20.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系84级 周明剑 
21. 清華大學87級 周海 
22. 原某部局长 杨小平 
23. 北理 郑智中 
24. 四川省德阳市 余白 
25. 中央美术学院 王连强 
26. 北京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廖见纯 
27. 广东省整形美容医生 马常青 
28. 吉林大学七七级物理系 张晶 
29. 山西省 李旭东 
30. 北京 刘春 
31. Splunk 严立忠 
32. 北京科技大学 陈翔 
33. 上海交通大学 江 民 
34. 北京大学哲学糸1960年毕业 雷永生 
35. 四川省 王朝 
36.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 黄敏 
37. 学习时报退休编辑记者 蔡金刚 
38. 大专 张宾 
39. 自由职业 胡学萃 
40. 北京市清华大学 李子文 
41. 教师 万瑀 
42. 贵州省毕节市民 卓然 
43. 江苏教师 于常建 
44. 黑龙江省绥化市 李燕 
45. 江苏泰兴 吴春涛 



46. 北京师范大学 张楠 
47. 北京 张婷婷 
48. 书画家 朱麟 
49. 北京设计师 周一方 
5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96级 张七毛（张唯楚） 
5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79级 戴国军 
52. 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 郭怡 
53. 昆明学院 陆军 
54. 北京90后创业者 度爷 
55. 清华大学毕业生 武文辉 
56. 北京公民 李想 
57. 云南公民 王进 
58. 新闻工作者 陶涛 
59. 贝尔法斯特社会学三年级 学生傅岛 
60. 巴萨哈市美专学生 傅丹 
61. 银川公民 张文彬 
62. 北京公民 陈实 
63. 北京公民 傅嘉嘉 
64. 北京教师 孙炜 
65. 北京外国语学校 苏新建 
66.清华大学64级土木建筑系 张肖蝶 
67.北京市 徐泽 
68.清华大学教师 沈阳 
69.哈尔滨佛学院 王一 
70.原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官塘村、村长 大志 
71.贵州省贵阳市愤怒群众 杨飞 
72.贵州 娄方兴 
73.清华81 叶四舟 
74. 中国人民大学65级新闻系 张宝林 
75. 中国人民大学80级档案系 王亚伟 
76. 中国人民大学85级计划系 王   绛 
77. 中国人民大学88级农经系 马建红 
78. 中国人民大学91级新闻系 李   芳 
79. 中国人民大学91级新闻系 贾义红 
80. 中国人民大学02艺术学院 王    楠 
81. 中国公民 唐春林 
82. 清华大学61级精仪系 陆元吉 
83. 原四川达州罐头食品总厂下岗工人 高寒 
84. 在读大学生 钱梦龙 
85. 江苏 朱悦 
86. 自由职业 Jerry Lin 
87. 湖北财专经济学院 刘冰心 
88. 中國傳媒大學 鄭曉江 
89. 广东中专生 王颖 
90. 浙江省杭州市学生 蔡雨辰 



91. 江苏公民 王婕妤 
92. 浙江大学1980级 苏明 
93. 上海海事大学 丁梦茹 
94. 西安外国语大学 张哲 
95.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现代服务系 jinliyei 
96. 江苏省南京市学生 张雪莉 
97. 上海 付维康 
98.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在读 季嘉诚 
99. 广东省惠州市 黄进源 
100.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4级 王张穗 
101. 四川省宜宾市青年 代建玮 
102. 自由职业 李红丽 
103. 广东省江门市礼乐中学2016届 杨振翔 
104. 河北石家庄 王立伟 
105. 墨尔本莫纳什 王敏 
106. 青岛科技大学15级制药工程专业 郭羽绮 
107. 北京程序员 李辉 
108. 武汉市 李星 
109. 山东省青岛市 张宏志 
110. 重庆市永川区 陈沁源 
111.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季子路 
112. 重庆市 何孟燧 
113. 广东省五邑大学 张依菱 
114. 北京市民 张伟焜 
115. 自由设计师 王思捷 
116. 广东省汕头市 陈俊 
117. 青岛设计师 杨云帆 
118. 低端人口 米永航 
119. 北京市民 吴中平 
120. 中国矿业大学土木工程2001级 陆游 
121. 天津理工大学 王志新 
122. 中山大学哲学系79级硕士 王  
123. 福建省莆田市 吴权 
124. 福州 郭唯 
125. 泉州 大学生 程每 
126. 河北省委 马哲 
127. 澳大利亚悉尼设计师 杨博群 
128. 福建福州 林蕤 
129. 杭州市民 王群 
130.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刘伊娇 
131. 中国公民 杨博群 
132. 在读大学生 许钧玮 
133.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王水军 
134. 浙江杭州 徐小林 
135. 浙江省杭州市学生 谢俊 



136.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夏愆忘 
137. 北京市民 佟可强 
138. 诗人 马桓 
139. 北京市 鲁大巍 
140. 海外华侨 薛明祖 
141. 河南 张渊博 
142. 新疆公民 穆罕穆德.沙毕木.坨坨阳 
143. 北京市 孙培笛 
144. 北京 纪新昊 
145. 北京公民 杨敏 
146. 北京語言大學 裴梵鑄 
147. 广东省 刘华庚 
148. 北京79岁退休职工 王曙川 
149. 山东省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大一学生 张怡良 
150. 福州 郭南碑 
151. 湖南农业大学1977级 雷晓毛 
152. 河南郑州 张俊飞 
153. 青岛市 王颖石 
154. 北京低端人口自由职业者 王惟 
155. 福州大学77级地质专业 吕柏林 
156. 清华大学土木系80级 谷松 
157. 三峡大学 邱索 
158. 深圳大学2016级物理学 Scott LU 
159. 西安市产品经理 单军 
160. 北大0464 秦永年 
161. 河北保定市 夏阅春 
162. 北京市低端人口 扬伸 
163. 西南石油大学08级 李赣 
164. 低端人口 洪煜 
165. 大唐发电 王欣 
166. 河北省石家庄市在读大学生 刘硕 
167.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84级 王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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