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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与媒体：第一部分——导论 

  

 

  

读者注意： 

 

 

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我经营了一个政治评论网站，里面有数千篇

文章，其中许多是来自各种媒体的内容，但许多是我自己的作品。

该网站经历了偶尔但持久的DDOS攻击和其他未知势力的攻击 

几年前，我在那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西方媒体的三页文章，内

容与我在这里介绍的媒体系列相似。在我所有的书面作品中，只有

这一篇文章经常受到攻击。通常情况下，页面无法正确加载，导致

读者无法看到完整内容，也无法点击进入下一页。很明显，我已经

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他们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得到这些信息。  

 

几年前，我在那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西方媒体的三页文章，内容与我在这里

介绍的媒体系列相似。在我所有的书面作品中，只有这一篇文章经常受到攻击。

通常情况下，页面无法正确加载，导致读者无法看到完整内容，也无法点击进入

下一页。很明显，我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他们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得到这些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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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写了一篇题为《寻找真理与理解》的文章。它为本系列提供了一个极

好的引导，我建议您阅读它。时间不长 (1) 

当我到达中国时，新闻报道形式是最早引起我注意的事情之一。有一些不同的，

不寻常的东西；报道似乎有些呆板，有点枯燥或含蓄，也许很谨慎。谨慎和谨慎

当然是中国的传统，但我很难评价它。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也许政府不仅控制了

内容，而且还控制了方法——新闻报道的方式。 

但我慢慢意识到，不寻常的一面只是我看到的新闻没有评论——一个简单的事件

年表。我已经习惯了北美猖獗的以舆论为基础的新闻报道，以至于中国没有这样

的报道，使得文章显得有些荒芜和空洞。但他们不是没有消息；他们没有任何观

点、偏见、宣传、猜测和道德判断，而这些在西方总是与事实密不可分。纵观当

今大多数西方报纸，当然也包括与政治、资本主义、宗教或美帝国主义有关的话

题，似乎每一篇文章都包含3个事实、4个猜想、2个虚假假设、

6个道德判断、12个毫无根据的观点和至少6个毫无根据的指控，都遵循一个连

贯的议程。在今天的美国主流媒体中，不可能找到诚实的报道——事实上，在所

有西方媒体中，被报道的“新闻”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激增，新闻业公开地只不过

是帝国主义或政治权力的认知管理。  

美国和加拿大，主要是所有英语国家，曾经有过真实的新闻报道。但随着读者或

观众的竞争，媒体开始在新闻中添加他们称之为“色彩”的内容，这些附加信息旨

在使新闻故事更有趣，例如，新闻中有人有一个儿子是奥运会运动员；与故事没

有直接关系，但增加了人类的兴趣。色彩的问题在于没有太多的色彩，媒体也不

失时机地用评论取代它，实质上是用意识形态观点来编辑新闻。  

当然，西方政府和媒体对伯奈斯的秘密宣传理论非常熟悉，但到了20世纪

80年代，“秘密”已不再具有可操作性，甚至被抛弃了微妙性，意识形态不仅无处

不在，而且是公开的。在今天的英国媒体中，事实和观点不再分离。这是如此的

真实，以至于许多文章除了对一些过去事件的间接引用之外，没有其他新闻，而

且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社论，事实上，带有严重偏见的评论文章主要提供了精英

们希望我们采纳的政治解释，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滥用。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

人和澳大利亚人现在已经有两代人接触到这种虚假的报道，他们不再意识到这种

广泛的宣传，尽管它不再被隐藏。 

正如有人如此准确地写道：“传统的新闻编辑室文化在事实汇集之前就决定了一

个故事的基本性质。” 

“一个年轻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但编辑说，”我不认为我们会去运行它。“第二次

记者去她的编辑，编辑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她不研究和写的故事。第三次记者有了主意。但她不去找她的编辑。第四次她

不明白。”——前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斯·约翰逊 (2) 

 的确，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大量捏造的新闻。其中有些完全是捏造的，因为当时没

有发生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是利用当前感兴趣的话题中的一些小事实为政治社

论提供借口。其中大部分是由一种政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驱动的，这种意识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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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发布令人吃惊地缺乏对真理的尊重，对一些事实使用了严重扭曲的解释来

编造一个完全错误的故事。新闻诚信在西方国家几乎消失了。事实上，情况比这

更糟，因为我们的许多“新闻”实际上完全是捏造的，有必要的假视频和音频，误

导性的标题，扭曲的信息和赤裸裸的谎言。我在这里指的是真实的捏造的混合物

——发明的“新闻”——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这

里不是说“颜色”或“偏见”；我们说的是事实上捏造了一个事件，做出了明知故犯

的坚定声明。我将提供一些典型的例子。你可以从杰西卡·林奇和奥萨马

·本·拉登的故事开始  (3) (4)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新闻故事可能是虚构的，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显然

无法接受我们的政府和媒体会撒谎。但他们会撒谎。几年前，CNN被他们的一位

新闻主播起诉，因为他被命令在新闻广播中撒谎。CNN赢了这个案子。他们没有

否认命令新闻主播撒谎。他们的辩护仅仅基于这样一个立场，即美国新闻媒体

“没有义务说实话”。2003年2月，佛罗里达州一家上诉法院一致同意福克斯新闻

的说法，即美国没有禁止歪曲或伪造新闻的规定。福克斯声称，没有书面规定禁

止媒体歪曲新闻，认为根据《第一修正案》，广播公司有权撒谎或故意歪曲公共

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福克斯电视台的律师们并没有反驳一位新闻主播的说法，

他们向她施压，要求她播出一篇虚假报道；他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权

利 (5)  在这些案件和其他案件中，美国法院的立场意味着《第一修正案》的权

利属于少数拥有和/或控制整个媒体格局的个人，这是一种保护他们大规模宣传

活动的盾牌。 

我们已经到了西方媒体在进行一种心理战的地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务院

、五角大楼和白宫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有权利和权力管理新闻，告诉我们的不

是真相，而是他们希望我们相信的 (6) 

 这是一个大而复杂的话题，但让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既然我们确实每天都在

被自己的媒体宣传，我们如何认识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如何区分宣传

？我们如何区分真假？要找的主要东西是什么？ 

1.暴行故事。  

第一种是今天有些人所说的“暴行色情”，实际上是从未发生过的暴力色情事件。

为此，你可以回想一下我在早些时候的一篇宣传文章中对伯奈斯和利普曼的建议

所作的评论，即制造对一个民族的仇恨和愤怒的最好方法是编造暴行故事。德国

人的浴缸里装满了犹太人的眼球，他们用犹太脂肪制造肥皂和工业润滑油，他们

用叉子叉婴儿和强奸修女 (7)  我们发展到萨达姆·侯赛因准备发射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他用碎木机消灭他的政治对手，用毒气杀死数百万库尔德人并将他们埋葬

在万人坑里，他的士兵把婴儿从孵化器里扔出来。 

我们让哈达菲给他的士兵发放伟哥，让他们强奸更多的妇女。我们有“证据”证明

这一点，在一位妇女身上，她做了一项调查（在战争期间）受虐待的妇女。发出

1300份问卷，1200份返回，所有1200名妇女都声称遭到强奸。当红十字会和

人权观察组织追查这名妇女并要求采访一些受害者时，不幸的是，这名妇女与所

有受害者都“失去了联系”。毕竟，这是一场战争。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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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用氯气毒死他的人民。最终，没有证据——没有证

据——被发现来证实这些说法，但为时已晚；这些国家已经遭到攻击和破坏。 

今天，我们在中国的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集中营监禁了数百万人的强迫劳动

，以及无限制的强迫绝育，强迫灭绝维吾尔语，毁坏穆斯林寺庙和墓地等等。事

实上，在新疆发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中国政府在消除几十万（受过西方训练的）

潜在恐怖分子的极端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用有报酬的就业取代了宗教极端

主义。我们有蓬佩奥的“证据”证明COVID-19是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逃走的。同

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说法；一如往常，闲置的索赔等同于证据。 

2.仇恨文学  

几乎无一例外，任何导致你对一个国家或它的人民形成（通常）负面看法的东西

，都是宣传，通常是为了支持无耻的政治行动或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你只需想

想那些关于俄罗斯、中国、伊朗、古巴、伊拉克和利比亚、叙利亚、委内瑞拉、

古巴的负面新闻就行了。在可能的范围内，暴行故事（1）是媒体攻击的一部分

。 

3.框架 

 

这是一个更阴险的宣传工具-指导我们“如何思考”一个特定的事件。对伊拉克的入

侵和破坏被军方和媒体称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真正关心疫苗污染和危险副作用

的人被称为“疫苗恐怖分子”。1950年，当自由欧洲电 (Radio Free Europe）开始广播其关

于东方的谎言时，人们被要求捐赠“真相美元”来打击共产主义，有点像向利比亚

和叙利亚派遣“自由战士”。正如乔治·卡林所说：“如果消防员扑灭大火，美国的自

由斗士会做些什么？”香港的恐怖分子在媒体上被定义为“民主抗议者”。他们在一

个大学实验室里制造了超过10000枚汽油弹，用于政府大楼和警察局（以及警察自



己）。又把汽油倒在一个人身上，放火烧了他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8) 第一步是提

供一个有用的宣传定义，如果被公众采纳，将一举消除独立思想。 

4.媒体泛滥 

如果你回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世界性事件，即使是像日本福岛核反应堆被毁和大量

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太平洋这样的重大事件，也只会在短时间内占据头条新闻，然

后消失。大多数事件只是一两天的“新闻”。但每当我们看到一个项目在媒体上反

复出现数周甚至数月，有时甚至数年，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

被宣传，媒体的流动不会停止，直到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的主人，大多数人已经接

受了被提升的职位，或者政治压力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你可能还记得，40年前，当日本处于与中

国相似的竞争地位时，美国将广场协议强加于日本，使日元升值近300%，摧毁

了日本经济，消灭了日本的竞争者地位。同样的计划也适用于中国，由纽约时报

的人民币蓝宝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领导，他高呼中国需要将人民币

升值“至少25%到40%”。这些“中国欺骗”人民币和必要的人民币升值

40%的故事，至少每周都会在西方媒体和美国国会出现，可能持续十年。但事实

上，人民币一直在一个适当的区间内交易，这一点已被后来的事件所证明，中国

政府并没有屈服于媒体和政治压力。 

今天的中国新疆故事，昨天的寨卡恐怖故事等等。其中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是“性

偏好”这一新宗教，它在媒体上被不停地炒作，以至于很少有政客有勇气（或死

亡愿望）拒绝参加同性恋骄傲游行。宣传的力量(9)  

中国的华为是另一个这样的项目，它吸引的媒体关注远远超过实际情况所需，而

且有充分的理由。华为在G1、G2、G3和G4期间一直在美国、加拿大和许多其

他国家，从来没有暗示过间谍活动或任何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G5突然发生

了什么？你可能想看看这个，了解细节 (10) 

5.改变你的价值观 

任何暗示你改变你的道德价值观的东西，特别是性，或堕胎，协助死亡，色情，

移民，家庭价值观，今天的西方白人垃圾。在这一类中，我们对所有这些主题都

有大量的论述。我想在这里包括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免除企业高管对所有

罪行的责任，包括过失杀人 (11) (12),电影《美丽的女人》，以及上文提到的

关于我们新的性变态行为的“偏好”。 

6.重头戏 

每当你看到一位作者或一份出版物在媒体上被糟蹋时，你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他们

不想让你知道的。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去那里看看是什么。几乎无一例外，每当人

们被妖魔化时，你知道那是宣传；你被灌输了避免他们不想让你得到的信息

。当詹姆斯·巴克（James Bacque，(12) (13) 发表了他关于战争结束后在欧

洲的美国集中营中被杀害的数百万德国人的历史性令人惊讶的作品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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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北美媒体上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他的研究被嘲笑为“比无用还要糟糕

”，尽管他完全依赖美国军事记录，而且他的书的导言是由一位美国高级军官写

的。他的作品被指责为“有严重缺陷的书” (15).  有人不想让美国人知道，而巴

克尔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了大约15种语言，在欧洲，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广

受赞赏。 

当坦桑尼亚总统嘲笑西方疫苗的COVID-

19，并声称坦桑尼亚将拒绝参与全球疫苗赚钱机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惊人的

文章，指出“这个人必须被撤职”从他的办公室(16）。不久之后，马古富利神秘

地倒在一个公共舞台上，被宣布死亡，《卫报》写了十几篇文章庆祝这一事件。

至少可以说，《卫报》对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和物品有任何兴趣，这是一个意外

。马古富利就是那个谴责美国病毒测试的人，他声称一只山羊和一只番木瓜测试

呈阳性(17) (18) 

亨利·福特关于国际犹太人的系列文章也是如此 (19) (20) 这100多年来一直被

恶毒地谴责为“反犹太主义的咆哮”，但是，读了这些，我们惊讶地发现它们不是

这样的东西，福特在许多情况下赞扬犹太人的才华。但是这些文章包含了一些人

不希望在公共领域广泛传播的信息，而且，最好的防御是良好的进攻，攻击是为

了抢先检查。 

7.信息混乱 

每当一个媒体的宣传话题出现，相反的观点和结论渗透到公共领域，我们总会看

到大量的文章制造大量的无关信息，只会在公众头脑中制造混乱，妨碍理性的思

考和结论。通常，大量不受欢迎的信息被用来将公众的思想引向错误的方向，并

尽可能避免关注问题的核心。COVID-19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专栏作家，显然有

医学资格，证明封锁要么有用，要么是危害人类罪，口罩要么防止感染，要么让

你缺氧，让你的孩子脑死亡。或者病毒源于蝙蝠或穿山甲或香蕉，或冷冻鲑鱼，

或德特里克堡或武汉大学，或四川的洞穴，它是故意释放的，或是意外释放的，

https://www.positionpapers.ie/2019/06/james-bacques-other-losses-a-deeply-flawe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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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实验室博士为了咖啡钱在街上出售患病的动物。以及至少100个“事实

”来支持这些说法。 

每当我们读到一个严重的时事，突然发现许多人的意见和结论都很明显是合格的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遭受宣传攻击。否则就永远不会发生。  

8.假NGO 

宣传人员在发布有关一个国家的事件或指控的可疑理论时，一个常见的策略是产

生“现成的”非政府组织，其名称听起来合法，是有关指控或理论的实际作者。因

此，我们突然看到“民主过渡中心”（CDT）在某处推动“诚实和负责任的政府

”，或在“华盛顿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的支持下推动的恶性贸易协定。当

然，我们在华盛顿有“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由中情局和两个人创建，伪装成中国

数百万新疆维吾尔人的唯一合法世界声音，更不用说

“西藏流亡政府”，也是由中情局和两个人创建的，也是在华盛顿。 

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那么它很可能以前就不存在了，它是昨天才创

建的，目的是给一个不幸的故事增加一点可信度。 

9.事实核查 

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惊讶地发现

，事实核查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性行业，多年前作为一个强大的审查工具构思和创

建，并由乔治·索罗斯、盖茨基金会、各种媒体公司和类似机构提供看似无限的数

百万美元资金。他们从来不是为了核实布什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

而是为了“核实”你，当你对布什的说法提出异议时，宣布你是假的。 

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这篇论文的文章（现在被广泛接受，我相信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不是流感，而是细菌感染（已被证实并被接受），

这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 Medical Institute）错误地试验脑

膜炎疫苗的悲惨结果，该疫苗始于美国的莱利堡（Fort 

Riley），并不是由士兵而是由洛克菲勒自己传播到世界各地(21) 路透社立即对

这篇论文进行了“事实核查”，并宣布它是假的。路透社的证据？不存在，这一主

张足以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 (22) 此外，他们的一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事实核查员在产生结果时耍的把戏，以及他们在追求自己

的目的时所犯下的实际违法和罪行（至少是民事的）。据我所知，没有事实核查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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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是这个全球网络的一部分。一些人喜欢依赖Snopes这样的网站，但这些网

站也被增选，现在已经成为宣传链的一部分，填补了谎言高速公路上的最后一个

漏洞。作为后者的一个简单例子，几乎每个人都看过蓬佩奥说“我们撒谎，我们

欺骗，我们偷窃”的视频。斯诺普斯的事实核查专家告诉我们蓬佩奥说的只是

“部分真实”。简单地说，当任何一个主要的媒体声称某件事已经被事实检查过时

，从你的意识中删除这些信息，因为它几乎肯定是假的。 

10.事先知道的故事太多 

这样的例子很多，都应该引起读者的

极度警觉。在9-11事件中，第二天早上媒体上充斥着关于谁、如何以及为什么要

这样做的全部故事，而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全意识到发生了

什么。寨卡是另一个这样的故事，(23) 是叙利亚的毒气报告，充满了所有细节

，后来被证明没有任何证据。  

11.消极和不愉快的情绪 

任何引起负面情绪反应的东西，除了悲剧死亡或类似的故事。宣传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情感，通常主要是恐惧，通常是你不愿意公开讨论的恐惧。它还严重依赖仇

恨和愤怒，激起对民众的不公正感或可怕罪行。规则是，每当你发现一条新闻在

自己身上制造负面情绪反应时，你几乎肯定是被故意塞满了虚假宣传。想想所有

关于伊朗，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俄罗斯，中国，这么多国家和这么多事件

的故事，然而这些可怕的事情从来没有被证实。 

12.基于观点的文章。  

. . . 一些事实和许多谎言，文章没有提供细节或遗漏关键细节。如果没有自己的

研究，你可能很难确定这些。我将提供一些很好的例子。 

13.那些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 

英国口蹄疫的两次流行(24)，导致数百万头牛被宰杀，大多数小农户破产。”动

物权利活动家“进入皮尔布赖特和波特顿的四级军事生物武器实验室，偷走了数

千升这种致命病原体，并将其传播到全国各地。另一种选择是，波顿顿顿的

“一条漏水的排水管”释放出一种病原体，导致500公里外的牛死亡。很遥远——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6/larry-romanoff-zika-june-12-2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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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注意到。任何试图进入军事生物武器实验室的人很可能会被枪杀，这一事实

被忽略了，其他几十个事实也是如此。 

 “猪肉投机者”又获得了数千升致命的猪流感病原体，并使用小型无人机在中国杀

死了数亿头猪。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也没有解释他们是在最近的7-11

还是在沃尔玛，以及所有其他地方获得了病原体。一位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宣布

，他即将对COVID-19的起源有一个重大发现，(25a) 但一天后，这位婚姻美

满的男子与一位同性恋情人发生了争执，后者杀死了他并自杀。发现号丢失了。

两名从事COVID-19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从加拿大温尼伯的一个政府实验室被解雇

，(25b)警方介入，但没有指控，没有犯罪，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这个问题立

刻从媒体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他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中国医学生带回一些

与COVID-19有关的“棕色液体”样本，并因“走私”而被捕——这通常是一种带进

来的犯罪，而不是带出去的犯罪。  

14.审查制度  

宣传，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相反的观点或真相能够同时传播给公众，

那么宣传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媒体控制对于消除其他观点或防止它们获得吸引力

至关重要。死亡是终极的审查制度。问问加里·韦伯吧，他是唯一一个已知的自杀

案例，他两次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要确定事件报道是否被审查并不难，而且你

可以非常肯定，即使是社交媒体de-platform你，引用你的“假新闻”，谷歌突然

记不起你是谁。 

15.为群众服务  

这是一个确定的方式，知道你是饲料宣传。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加拿大报纸上经常

出现的文章，标题是“COVID-19疫苗中有什么？” (25c)，这些文章忽略了真实

人群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没有提到铝和女性荷

尔蒙以及其他被广泛报道含有的污染物。 

16.投票  

有趣的是，民意测验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各种宣传运动的议程。例

如，一年多来，西方媒体充斥着以冠状病毒为中心的反华仇恨宣传，但还包括许

多其他内容。.(26)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盖洛普或皮尤报道说，在过去一年中

，针对“亚洲人”的袭击增加了793%，因为这显然是宣传的重点。这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这种做法始于战争年代的英国。你可以看看这.( (25)。  

17.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 

宣传不仅仅是告诉你该想什么，该怎么想，或者不该想什么。还有一个巨大的行

业，它确保很多新闻永远不会引起你的注意，这样你就不会对错误的人想“错误

的事情”。一个例子是：2011年，沙特一名法官登广告招聘一名医生为一名男子

做脊柱手术，目的是摧毁他的脊柱，让他终身残废。这名男子显然造成了一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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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导致另一名男子脊柱受损，法官判定，适当的惩罚是“以眼还眼”。你读

过这个吗？不，不在议事日程上。 

18.宣传成功 

 最后，这里有两个例子说明了一场宣传运动是多么成功，有能力让所有的媒体都

站在一边，粉碎不同的声音。第一个是1959年中国大饥荒的故事，这个故事在

西方传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完全是垃圾 (27) 第二个是1989年中国天安门

广场的真实故事，当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传胜利之一(28) 所引用的文章被

认为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权威性著作，至少是英文的，尽管互联网把关人不允许在

任何网站上复制许多必要的照片。 

我将在一个简短的媒体宣传系列文章中介绍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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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和媒体 

第二部分——大规模的欺骗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大多与任何意义上的新闻无关，而是广泛宣传计划的一部

分，旨在给中国政府造成严重不适，利用媒体的政治压力，试图迫使中国照顾美

国和欧洲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这种做法通常是为了减轻对公司犯罪的惩罚（特别

是对公司高管的惩罚，他们在美国几乎不受刑事起诉），或者协助美国（或欧洲

）跨国公司诋毁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和食品安全法。这不仅限于中国；这样的媒体

炮轰可能会发生在最好的朋友身上，包括加拿大、德国、法国和英国。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媒体泛滥并非偶然。这些情况都是计划造成的，会议、讨论

、战略的安排都是为了制造最大的不适和政治压力，而且几乎肯定会涉及公司、

许多媒体成员、美国商务部以及情报机构（通常不是）。 

这些人善于发动大众媒体运动，向舆论法庭展示他们对事件的有色版本，希望制

造足够的国内外压力，来左右外国政府在政治、社会和商业问题上的立场。情报

机构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他们能安排的话，为国内报纸文章支付巨资，并

在一个国家的社交媒体（本案中的中国）上充斥着中情局的袜子傀儡，这些傀儡

自称是中国人，站在外国公司反对本国政府的立场一边。这是

Twitter和Facebook在中国被禁的主要原因。 

北京咬苹果 

  

http://thesaker.is/propaganda-and-the-media-deception-on-a-grand-scale-part-2/
http://thesaker.is/propaganda-and-the-media-deception-on-a-grand-scale-part-2/


简单地说，当时的情况是，苹果在美国以外提供的保修远不如在美国国内提供的

保修，受到了欧洲和亚洲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抨击。中国的消费者法和欧洲国家的

消费者法一样，将苹果的ipad归类为电脑，并要求提供2年的保修期。苹果过于贪

图自身利益，拒绝了，坚称

ipad是手机，只提供一年保修。因此，大量的媒体噪音攻击中国及其法规和许多

其他方面，试图制造足够的不愉快，以至于政府会让步，允许苹果继续随意掠夺

中国消费者。第二个主要目标是教育中国人在开始实施任何比美国更严格的消费

者保护法之前，要对“美国利益”投下恐惧的目光。 

  

在现实生活中，《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不能不关心中国对电脑的保修

规定，但当美国股市的宠儿苹果（Apple）难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时，《纽

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总是在那里伸出援助之手。亲爱的读者，你要学会憎

恨中国人的无理和“挑刺”苹果，因为他们是专制的共产党人，憎恨你的自由。此

外，宣传大师们还广泛宣称，中国政府嫉妒苹果的成功，希望削弱苹果，为中国

希望的“国家冠军”提供喘息空间和支持(1) (2) (3) 

美国媒体关于苹果在中国的整个系列报道都是政治和商业宣传，旨在（

a）使美国公司免受外国法律的影响，（b）制造足够的公众压力， 

 

2021年初，关于阿里巴巴不幸与中国金融当局发生冲突的文章层出不穷，导致该

公司即将上市的IPO被取消，马云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控制（实际上是被打压）(4) 

美国媒体一致声称，中国正在严格限制“科技公司”的活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阿

里巴巴就是这样），但被利用的并不是阿里巴巴。马云（jackma）的蚂蚁金融（

antfinancial）正被大规模扩展为一家隐藏在IT公司页面之间的在线秘密银行机构

，从而绕过了中国所有的金融和银行监管规定。这类似于EBay或亚马逊突然开了

美国最大的零售银行，同时打着消费品市场的旗号，只受这些法律法规的约束。 

https://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7/05/15/chinas-national-champions-state-support-makes-chinese-companies-dominant/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19-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china/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s41291-019-00084-0
https://edition.cnn.com/2021/04/10/tech/alibaba-china-record-fine/index.html


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说法：中国正在“通过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打击”来“收紧对中

国科技领军企业的螺丝钉”，但当局采取行动监管的是金融行业，而不是科技行

业。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新闻媒体会知道这一点，也没有理

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隐瞒这些信息，这意味着有人指示他们如何将这一事件描述

为中国正在削减科技公司。 

美国的金融秃鹫一直在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开放金融业，阿里巴巴（

Alibaba）的这一小批文章意在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不要像他们在美国那样，限

制美国掠夺中国经济的野心。同样，《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对阿里巴巴

和中国金融业都不太关心，但当他们的朋友想移居中国，并担心监管可能会削弱

他们的贪婪时，美国媒体编辑和专栏作家会回答这个问题。这意味着阿里巴巴与

你所读到的关于阿里巴巴的一切都无关；媒体的泛滥是对中国的一个政治警告，

不要将他们的金融监管扩展到美国的掠夺性秃鹫公司。  

但这是两个人可以玩的游戏。中国媒体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一说法：

“中国监管机构召集互联网金融公司，这是其他参与者调查（他们）自己问题的

一个示范性举措。” (5) 一个信息显然也在向另一个方向传递，此时美国媒体的洪

流很快停止了。 

美国贸易逆差 

 

直到最近，20年来，每周都有大量的媒体从华盛顿发出关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

噪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增加到数千亿美元，没有缓和的迹象。《纽约时报

》和《华尔街日报》郑重通知我们，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在汇率上作弊，人

民币被严重低估，使其出口产品具有竞争力，而外国进口产品的价格高得令人望

而却步。 

 因此，除了不断抱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外，我们还被媒体不停地抱怨中国有

必要将人民币升值“至少25%至40%”。这听起来很合理，直到你发现他们忘记告

诉你的事情。 

上一次美国贸易顺差是在1975年，美国已经连续46年出现年度贸易逆差，一系列

国家的贸易逆差已经增加到100多个？(6) (7) (8) 当然不是。美国之所以出现贸易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4/1222504.shtml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us-trade-deficit-by-country
https://www.thoughtco.com/history-of-the-us-balance-of-trade-1147456


逆差，是因为该国本身已经实现了非工业化，不再生产任何人想买的产品。中国

在这幅图中无关紧要。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购买，它将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购买，但

赤字仍将存在。至于货币，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这些国家的货币

自由贸易，这意味着世界汇率也与问题无关。 

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济‘新闻’认

定为宣传，我们也可以确定它的目的：中国经济的瘫痪。我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

分提到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是强加给日本的，作为美国殖民地，日本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日元最终升值了约300%，使日本陷入永久性的瘫痪

。而且，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中国的计划，美国长达20年的巨大媒体冲击是企图

迫使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自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拒绝了。 

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种长期的情况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这不像我说的，“这是我

第76次跟你说你的猫在我的玫瑰花丛里挖东西。”这里没有“新闻

”，没有“事件”，媒体的噪音与贸易、赤字或货币价值无关；这是一项长期计划，

旨在通过迫使人民币无正当理由升值，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足够的压力，使中国经

济崩溃。显然，这样一个持续了20年的项目，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正如美中大使洪博培（john huntsman）经常说的那样，这是“打倒中国”的总体战

略的一部分。 

在这20年里，美国主要媒体的编辑和专栏作家会

经常与美联储、商务部和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OMB、国家安全局以及情报

机构，当然还有中情局和NSA保持联系。也有必要征召特定的专栏作家——比如

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格曼——来传递火炬，在这场宣传战中起带头作用。 

事实上，媒体是美国国务院的麦克风，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宣传活动的完全合

作伙伴。 

整个媒体的泛滥是100%的政治宣传，其根源是地缘政治，旨在摧毁一个特定的国

家。你可以想象他们几乎野蛮的决心，在投降之前，继续这一战略20多年。它还

有一个有益的副作用，那就是教会各国人民“憎恨中国作弊”。 

需要保护的罪犯 

 



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过去十年中，除了一个最大的消费欺诈案外，所有在中国犯

下的欺诈案

都是由外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美国媒体（和美国商会）在每一个案件中

尽最大努力保护犯罪分子不受起诉，依靠公共宣传恐吓中国当局不履行其职责。

几乎滑稽的是，每当一家美国公司被指控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欺诈时，美国商会都

会发布一份报告，通知我们外国公司突然觉得在中国“不受欢迎

”，彭博社（Bloomberg）尽职尽责地详细报道了这一点 (9而《华尔街日报》则抱

怨中国“打击垄断定价和腐败。不公平地针对外国公司” (10) 

OSI 

现场视察 

在2014年的一个这样的案例中，美国OSI食品农业巨头在中国被曝光大规模重新

包装过期和脏肉，延续了多年，并有两套欺骗当局的记录本。公司官员拼命阻止

调查，拒绝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入工厂的时间长到足以销毁证据。当局

不得不扣押和销毁数百万公斤的病肉和脏肉，这一丑闻最终将覆盖整个中国。 

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生产了5000多箱麦当劳鸡块、猪肉饼和牛排，这些都是

过期发霉的。电视录像显示，员工在新包装中混合过期和新鲜的肉类，并说如果

他们的客户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公司将失去合同。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所有证据

被销毁之前，中国卫生当局指派了近900名调查人员对该公司的许多地点进行了

检查。 

 

当然，每个人都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震惊”，美国媒体尽职尽责地报道说，

OSI集团首席执行官谢尔登•拉文（Sheldon Lavin）将丑闻描述为“不可接受”和“严

重错误”，并将确保“失误”不再发生。《纽约时报》指责受害者和供应商，将整个

犯罪阴谋归咎于“中国食品链的薄弱环节” (11) 《纽约时报》还表示，

OSI“正在停止运营”，“将对其所有中国工厂进行审查”——此前当局已经关闭了这

些工厂，并监禁了这些高管。当然，《纽约时报》没有谴责（美国）犯罪分子的

罪行，而是把这个故事编成“中国的食品安全面临巨大障碍” (12) 在试图制造政治

压力以减轻损害的努力中，也有一层蔑视的保护层，声明称上海政府“将（OSI产

品）定义为‘可疑’。。。完全没有事实、科学或法律基础。

“不是真的，而是很好的尝试。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1-30/most-foreign-companies-feel-less-welcome-in-china-amcham-says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firms-feel-less-welcome-in-china-1409624607
https://www.nytimes.com/2014/08/01/business/international/weak-links-in-chinas-food-chai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4/07/24/business/international/food-safety-in-china-still-faces-big-hurdles.html


消费者欺诈？想做就做！ 

  

2011年底，耐克承认了在中国的虚假广告计划。当时，一款新的耐克运动鞋已经

成为孩子们最新的必备品。耐克广告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这双鞋有两个气垫，以

提供减震。我相信这双鞋是中国制造的，在美国的价格是700元人民币（

125美元），而在中国的价格是1300元人民币（200多美元）。耐克在中国大力宣

传这款产品是原创的；不过，该公司生产了一款价格便宜得多的劣质鞋，将在中

国销售。中国消费者很快发现了这一欺诈行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此事，中国

上汽集团最终处以近100万美元的罚款，并指示耐克向所有客户退还全部货款。

有趣的是，耐克在几年后重复了同样的欺诈行为，显然第一次什么也没学到。 

 

我使用的空间比这次活动所能保证的要大一点，因为耐克不仅得到了美国媒体的

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一位名叫斯坦·艾布拉姆斯（Stan Abrams，(13) (14) 的美国律

师的支持，他经常出现在中国消费者分类账的犯罪面上，为媒体的宣传故事增添

砝码。艾布拉姆斯为耐克在中国的消费者欺诈行为辩护，他又犯下了自己的罪行

。 

他首先说：“这里有两个问题：差别定价和产品质量/特点。”“差别定价”是一个汉

堡包，在一个地方2.40美元，在另一个地方2.50美元。而“产品特征”则无关紧要，

因为问题是欺诈性广告。  

艾布拉姆斯写道，“消费者当然有权投诉。假设这些气垫是在所有的功能和意义

(我对此表示怀疑。因此，如果我的梅赛德斯经销商向我保证汽车座椅是真皮的，

但证明是塑料的，我不应该抱怨，因为皮革是没有功能，也没有任何意义。我想

，当艾布拉姆斯发现自己无法完成他的婚姻时，情况也是如此。他可以简单地告

诉他失望的新新娘，丢失的功能“无论如何都不起作用

”，即使它是真的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太聪明了一半的律师继续说，“在海外有一个气垫的产品，而在这里只有一

个气垫的产品是非法的吗？荒谬的。当然这不是法律问题。公司当然可以在不同

的市场自由销售不完全相同的产品。问题不在于不同的产品特性，而在于不存在

https://blog.hiddenharmonies.org/2012/02/29/stan-abrams-of-china-hearsay-a-case-of-pathological-bia/
https://www.chinamoneynetwork.com/2011/11/13/stan-abrams-progress-seen-on-chinas-anti-monopoly-law


的特性的广告。我们称之为消费者欺诈。艾布拉姆斯对这一切的看法？”所以我

们有虚假广告，潜在的欺诈，广告法，违反消费者法，诸如此类。中国消费者应

该保证任何消费品的全球最低价格？如果一个产品的特点是提供给消费者在世界

上任何地方。。。该公司（必须）在中国也提供这一功能？这听起来很疯狂，但

也许我漏掉了什么。”一个拿着麦克风的男人为了让中国年轻人感到羞耻，因为

他们不喜欢被欺骗。 

我有一个重要的第二个原因，这一部分的长度：事件必须发生之前，这一欺诈。

鞋厂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生产线和装配线通常只为一个产品设计而创建。耐克将

不得不创建一个新的设计和工厂规格，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生产线，以生产不合格

的中国版本的这双鞋。但耐克的市场营销部门不会悄悄地设计和制造一款不合格

的流行产品，并计划在首席执行官不知情和默许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欺诈性的歪曲

，因为这可能会对公司造成严重的法律影响，并对他们的就业构成明显的威胁。

这意味着耐克的最高管理层，很可能包括董事会，分享了之前的决定，即制作一

个不合格的产品副本，并欺诈性地将其作为原创产品出售给中国人，前提是客户

要么太不成熟，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要么太温顺，不会抱怨。而这在最高层面

上构成了高管欺诈。 

如果你仍然觉得这可能是耐克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以下是耐克品牌总裁查理

·登森（Charlie Denson）在与财务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的一句话：  

 “（中国）消费者正变得越来越挑剔和老练。。。为零售商带来短期挑战。这是

我们在许多市场看到的自然演变，因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15) 

美国媒体全力支持耐克，《华尔街日报》告诉我们，只有300双这样的鞋被出售

“与不准确的产品描述” (16), 所以真的是在茶壶风暴这么大的罚款500万元人民币

和强制退款。  

GSK      

葛兰素史克 

 

不久前，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卷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欺诈案，

涉及贿赂、贿赂、虚假会计，涉案金额至少5亿美元 (17) (18) 一经发现，该公司中

https://news.yahoo.com/news/nikes-profit-decline-china-stunning-004732723.html
https://www.wsj.com/articles/nike-target-of-complaints-in-chinas-annual-consumers-forum-14896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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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区总裁马克·赖利（Mark Reilly）正乘坐下一架飞机离开该国，“进行先前计划

的英国商务旅行”，“从那一刻起协助调查”。 

英国媒体顺从地抨击了这一宣传说法，即葛兰素史克不是公司的错，葛兰素史克

本身就是其中国员工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其中显然包括用性恩惠贿赂医生，以

及多年来没有人注意到的公司5亿美元现金失踪 (19) 

在中国发生了许多此类外国欺诈事件，在每一次事件中，宣传机构都加班加点地

谴责中国当局将其取缔。在一起涉及外国汽车业大规模串通操纵价格的重大案件

中，媒体告诉我们，外国公司是“官方媒体再次攻击外国汽车品牌的牺牲品

”。或外国婴儿奶公司或外国食品或手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看到了美国

的小规模宣传，谴责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发动“攻击

”，完全忽略了所涉及的犯罪行为，目的同样是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温和处

理美国犯罪公司。 

我们看到媒体蜂拥而至，为一长串犯罪企业被曝光的公司辩护。所有这些都是旨

在向外国政府施压的宣传，要求他们对美国（和一些欧洲）公司温和对待，即使

面对大规模和严重的犯罪活动。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另外两件事，一件涉及可口可

乐和间谍活动，另一件涉及非法汇编有关中国石油生产的数据。两者都非常重要

，在上一篇文章中有介绍(20) 两人都受到了媒体的宣传洪水，甚至领事馆的干预

，试图减轻影响。 

重要的是要记住，

“媒体”不是一些无定形的、无生命的物体，而是一群有名字的真人，他们策划、

策划和进行这些宣传活动。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他们中的

许多人都是流氓，充当犯罪企业的头面人物，利用他们的公共权力来保护和保护

那些应该被监禁的人，并对任何阻碍他们的人进行诽谤。 

项目审查？ 

与听到媒体对某个话题的喧嚣不同，我们有时只有震耳欲聋的沉默，这同样是宣

传的保证，这次是审查的形式。当整个西方媒体一致对当前的一个重要话题置之

不理时，我们可以肯定，幕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以确保这一结果。 

装瓶可乐洒血 

 

几年前，拉丁美洲几乎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动干戈：几乎每一个试图联合可口可乐

装瓶厂的工会领袖都突然被发现死亡，这一证据证实了这是装瓶厂组织的黑帮袭

https://uk.news.yahoo.com/gsk-victim-china-graft-130312678.html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8/blog-post_45.html


击。可口可乐拒绝承担责任，理由是许多装瓶厂是当地所有的。这些声明被完全

压制，免责声明在美国只被简短提及了几次，在我能发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 (21) 

最近，墨西哥新闻媒体也以类似的方式报道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消息，可口可乐

公司的员工投票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第二天所有人都被迫辞职，显然很多

人都是在枪口下辞职的。他们稍后会被重新雇用，但没有工会。第二天，我回到

这些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但惊讶地发现，整个墨西哥媒体的格局都被洗得干干净

净。之前所有的链接都没有了，没有任何新闻媒体（在墨西哥或任何西方国家）

提及这一事件，Facebook和Twitter不再有任何帖子提及这一事件，谷歌突然不知

道这一事件曾经发生过。 

你可能想停下来想一想，为了达到这样的结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你也

可能会想，可口可乐公司没有足够的筹码来做这件事，问问自己是谁在这项工作

中起了带头作用，他们的力量来源是什么，以确保这么多国家的这么多媒体

100%遵守规定。而且很快。 

妊娠疫苗 

 

在这一类别中，几年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主持下启动了一项疫苗接种计划，在发

展中国家对大约1.5亿妇女进行了绝育——她们不知情，也违背了她们的意愿。简

单地说，破伤风疫苗被发明出来，它也含有雌性激素hCG，这是将受精卵植入子

宫壁所必需的；缺乏这种激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流产或自然流产。许多国家打着

预防破伤风的幌子进行了这些疫苗接种，但接种者仅限于育龄妇女，由于许多接

种疫苗的妇女已经怀孕，因此立即导致大量的自然流产报告。对疫苗的测试证明

了hCG的存在。他试图进行多次否认和辩护，但被压倒性的证据所打动而沉默。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大量记载的事实。我对此事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事实上，世

卫组织自己的网站上有一份科学论文清单，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花费20年和4亿

多美元研制出一种含有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并以破伤风类毒素为载体的

“抗生育”疫苗。我为此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并提供了大量的文档（(22)。我建

议你读一读；它会改变你看待很多事情的方式。 

 在媒体宣传方面，在审查制度的消极面方面，数百家主要西方新闻媒体中没有一

家提到这个可鄙的悲剧节目。你可能会再次问自己，有多少人在哪些地方必须参

与，以确保这样一个完整的毯子沉默，他们的权力来源是什么。 

  

http://www.killercoke.org/downloads/spilling-blood-11_11_03.pdf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5/a-cautionary-tale-about-who.html


在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两位著名的欧洲医学专家最近发誓，至少目前一些

COVID-19疫苗含有一种功能类似于hCG的雌性激素，而且这些疫苗有可能起到堕

胎剂的作用 (23) (24)  我没有彻底研究过这一点，也不能证明其有效性，但我可以

提供以下信息： 

  

Mike Yeadon博士在英国Sandwich的辉瑞研发部门工作了17年，是整个团队的首

席科学官（CSO），负责公司的呼吸系统研究项目。在2010年秋天，辉瑞公司失

去了兴趣，并决定终止他们的过敏和呼吸系统疾病计划，取消了整个单位。然而

，辉瑞公司同意资助Yeadon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将该研究小组

的所有资产移交给Yeadon，而不是现金，而是股权，Yeadon随后筹集私人资本，

为Ziarco新公司的继续运营提供资金。这是如此成功，诺华最终收购了

100%的股份不到10年后，据报道，什么是超过10亿美元。 

 

 

Wolfgang Wodarg 博士是一位德国医生、肺专家和流行病学家。

”Yeadon博士和Wodarg博士都明确表示，辉瑞公司的疫苗含有一种称为syncytin-

1的刺突蛋白，它对孕妇胎盘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非常担心它的杀菌效果，因

此向欧洲医学机构EMA提出了申请，立即停止所有SARS-CoV 2疫苗研究，特别

是BioNtech/Pfizer变体。” 

 两位国际知名的流行病学家声称一种不存在的尖峰蛋白，并继续他们的无知，以

至于要求一个国际机构立即停止疫苗研究，这似乎是不寻常的，因为这完全是一

个虚构的问题。 

https://mattbell.org/mrna-vaccine-blocks-protein-that-helps-formation-of-human-placenta
https://fromthetrenchesworldreport.com/head-of-pfizer-research-covid-vaccine-is-female-sterilization/277390


我不得不说，如果说希望我们接种疫苗的大国也希望我们绝育，那么这似乎是一

个疯狂的阴谋论，而且这只能是一个由撒旦策划、由他的副手处决的可怕阴谋。

但是这些人创造了世卫组织为同样目的使用的类似疫苗，这一计划有太多的文件

证明，不容否认。如果他们只做一次，为什么不再做一次呢？我没有回答你。你

自己决定。但这里最突出的一点是，这两起案件在西方主流媒体上都没有提及—

—至少我找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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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建立和控制叙述 

  

 

 

《环球邮报》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大报，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加拿大的全国性报纸。

几年前，《环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当时在巴勒斯坦对阿拉伯人犯

下的暴行。这篇文章既没有煽动性，也没有意识形态性，只是一篇准确的编年史

，编辑们认为应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就在第二天早上，《环球报》头版的上半

部分刊登了一张巨大的照片，照片上一名犹太士兵正在给一名被认为是巴勒斯坦

儿童送糖果，照片上的文字与照片相符。你不需要想象就能知道在某个关着门的

地方发生了什么。日期是1983年，在此后的38年里，《环球报》没有发表过一篇

批评犹太人或以色列的文章。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其中一首比较著名的

作品名叫《施梅克大厅》，讲述了两位犹太作曲家如何“创造圣诞节” (1) 

众所周知，只有少数犹太人拥有或实际上完全控制了所有西方媒体（以及许多其

他媒体）。这不仅包括报纸，也包括广播和电视台和网络，加上大多数公认的杂

志，几乎整个图书出版业，所有的社交媒体和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如维基百科和

谷歌，以及90%的好莱坞，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涉案人员不喜欢这些公开的信

息，但事实没有争议，事实上犹太出版物私下吹嘘他们对媒体的所有权以及对电

影和电视的控制程度。 

菲利普韦斯在《蒙多维斯》上写了一篇题为“犹太人在美国媒体中占主导地位吗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呢？”（2）在他的文章中，他插入了这样的观察和引语

：正如前CNN记者琳达·谢尔泽所说，“作为犹太人，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带着

某种偏见来的……我们相信以色列对历史的叙述。我们支持我们美国人、西方人

和犹太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因此，我们通过自己的棱镜来看待新闻报道(3) 

是的，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当然这取决于棱镜的面方向。通过“犹太棱镜”进行的

报道大多是无害的，而有些则是有益的。事实上，互联网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大部

https://thesaker.is/propaganda-and-the-media-part-3-establishing-and-controlling-the-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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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是由平台组成的，这些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唯一可供选择的出版物和信息来源

，而且主要由犹太人操作，但并不完全由犹太人操作。萨克尔葡萄园，Unz评论

，全球研究和许多类似的。没有这些，我们的世界将是一维的。问题是，除了

“有用的棱镜”之外，这些犹太贡献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低级别的义务兵。我并不

想贬低他们的能力或贡献；仅仅是说他们离金字塔的顶端还很远，在那里“价值

”是决定的，叙事是构建的。金字塔的顶端需要我们的关注。 

在我的文章《宣传与媒体——第一部分》的评论部分，一位读者提到了迈克尔·谢

普利的以下段落： 

总的来说，才华横溢的记者争先恐后地将报道与内部通常所说的

“叙事”相匹配。我们偶尔会被要求提前一年为我们的各种节拍绘制一个叙事图，

与编辑协调计划，然后生成符合预先指定路线的故事。更大的震惊来自《泰晤士

报》的编辑们，他们在描述该报每天第一页的会议时，至少两次被告知：“我们

在那个会议室里为国家制定了议程。” (4) (5)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纽约时报不是报道新闻，而是用意识形态、观点和他们的

“国家议程”来创造和编辑新闻。他们并不孤单。在犹太人拥有的媒体脚手架的这

些部分中，存在着一种共同性，一种同步性，一种同时性，一种共享的身份，这

种身份不是来源于这些分散的媒体群体，而是来自金字塔的某个更高的地方，来

自一个在欧洲幕后悄悄运作的中央来源。否则就不可能了：当西方世界的每一家

报纸和其他大多数报纸都能以惊人的完全一致性，以同样的方式重复报道同一事

件时，这不可能是随机的，也不能归因于使用了新闻专线服务。正如伯奈斯喜欢

说的那样，有人在某处“拉着控制公众思想的电线” (6) 

作为证据（承认是间接的，但显然也是有力的），想想过去至少

18个月在每个西方国家都在全速进行的对中国的仇恨运动，以及这一对结果的令

人高兴的回顾，它只反映了许多国家中进行过类似项目和民意调查的三个国家： 

 

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外界的接触和指导，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几乎

每一位编辑和电视新闻编辑都会独立地同时决定对中国和中国的一切进行激烈、

不懈和无情的负面宣传，这怎么可能呢？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被入侵和殖民之前，

类似的一致和同步的妖魔化运动是如何展开的呢？反对俄罗斯、古巴和朝鲜？今

天对阵委内瑞拉？为什么这些媒体，不仅是报纸，而且包括（显然不相关的）电

视网络和杂志，会有同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关于寨卡，都一致呼吁拉丁美洲放宽堕

胎限制？ 

http://deadline.com/2016/11/shocked-by-trump-new-york-times-finds-time-for-soul-searching-120185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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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本系列的第1部分中所说，重要的一点是，我所说的这些

“媒体洪流”不会也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情况都经过精心策划，并根据弗洛

伊德的理论精心选择策略加以实施，以制造公众的不适感和接受“议程”的情绪压

力，操纵公众对政治、社会和商业问题的态度——事实上是

“拉扯控制公众思想的电线” 

有时这个议程是为了他们数以百计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很多是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控制的。例如，犹太人沃伦伯格家族已被可靠地确

定为控制着瑞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40%以上，以及国家GDP的40%左右。一项详

细且有大量文献记载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全球上市的股票市场上，只有不到

150家公司控制着至少40%的股票(7) (8) 第一个链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结，链接

到重要的来源。 

你非常熟悉的跨国公司中，有很多你可能不认识的，都是这个乱伦的集团，主要

由私人银行、相关对冲基金和类似机构控制。但这一统计数据忽略了这一状况的

本质和现实，因为实际上掌控一切、制定国际公司“议程

”的并不是150家公司，而是这些公司的最终受益所有人——有名字的真人。举个

例子，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收购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清算拉美工会组织者的议程

就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正是沃伦•巴菲特做到了这一点。 

另一个例子是，罗思柴尔德银行家族的资产统计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几年前

获得了一个可信的结果，估计在6万亿到7万亿美元之间，许多欧洲犹太银行家族

都是类似的。从那时起，我得到了一张显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量财产的图片。它

看起来类似于一个公司组织结构图，用小方框和线表示持股和控制方向。要以最

小的可读字体打印此图形，需要1/2平方米的纸张。最近有报道说，罗斯柴尔德成

立了一家新银行，仅仅是为了保存他在许多国家获得的耕地。 

摘要摘自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创新时代》2013年第6期；95-97第3页，共1003

页，正文写道：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50年代坐拥60亿美元的财富，在中国被称

为”敌人“。它甚至准确地阐述了当时犹太人对美国政府的深刻影响：

“民主党属于摩根家族，共和党属于洛克菲勒家族，而洛克菲勒和摩根则属于罗

斯柴尔德。” 

诚然，这是推测性的，因为很少有确凿的事实，而且由于高度保密和使用了这么

多避税天堂，但我最新估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累积财富在20万亿到30万亿美元

之间。你可以想象与如此巨大的财富有关的权力，包括存在并发展了几个世纪的

政治权力。 

关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人们写了很多文章，也做了很多统计，这是比尔

·盖茨、沃伦·巴菲特、卡洛斯·斯利姆和最近的杰夫·贝佐斯多年来交替获得的荣誉

。所有这些都是虚假宣传，与“议程”上的每一个项目、罗斯柴尔德和萨松、瓦尔

堡、蒙特菲奥里的犹太银行家族以及其他许多完全从视野中消失、显然不存在的

家族一样。我们有许多犹太网站“揭穿”犹太银行业家庭富有的虚构，维基百科告

诉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很富有，但他们如此自由地将财富分配给他们的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228354-500-revealed-the-capitalist-network-that-runs-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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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女，现在只是欧洲中产阶级。这种沉默，以及相关的虚构，是源自核心的“

议程”的一部分。 

举个简单的例子，加拿大通过其巧妙的犹太控制的中央银行，在过去的

30年或40年里，向这些欧洲银行家支付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利息。而这只是他们

控制的几十家央行中的一家。这位“首富”的真实情况是，与这些欧洲犹太银行家

相比，比尔盖茨是一个口袋里的零钱，任何媒体都没有勇气公开表态。这些人每

年从这些央行赚取的利息远远超过盖茨的全部财富，这还不足以说明他们数百家

大型跨国公司的收入。 

罗斯柴尔德的赛诺菲-安万特-康诺公司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如果这

个精英群体中的一些成员能够从COVID-19（或其他）疫苗的销售中获益，那么

他们密切的媒体合作伙伴将合作大力推广疫苗接种，而当选的官员将把疫苗作为

强制措施加以立法，他们控制的政府策划“疫苗护照”以确保销售（民主的“好处

”之一），同时免除疫苗制造商的所有责任。它们将向穷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

迫使它们购买疫苗，并利用联合国的每一个部门，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将贷款和其他援助与这些购买挂钩，同时规定避免使用

非由其集团生产的疫苗，例如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媒体有助于诋毁这些

“未经测试”和“无效”，联合国和西方各国政府有助于拒绝批准。这是一个非常小

的俱乐部。 

当然，这个媒体群体的成员可以决定当地事务的议程，尽管他们将协同工作，但

在国际和严肃的地缘政治事务上却不是这样——这将超出他们的水平。简单地说

，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赫芬顿邮报》，都不会自行决定利比亚应该被入侵

和殖民，利比亚的黄金和石油都会被少数欧洲银行家和实业家攫取。如果他们试

图这样做，他们将是孤独的，并可能举行嘲笑。但是，当整个国际媒体来源突然

同时支持这一议程时，我们知道它起源于一个中央来源，并将“议程”交给媒体副

手执行。 

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议程的大部分是地缘政治的，并且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了将

近100年。它开始于利普曼和伯奈斯在宣传两次世界大战（9），并继续最显著的

时候，1989年6月5日，每一个媒体来源一致进行了关于中国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示威相同的故事-一个故事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即使是美国大使馆本身 

(10). 

在全世界为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做好准备和全面没收其资产的媒体洪流中，统一

议程是非常明显的，这在他们目前针对中国的愤怒行动中是非常明显的（

11）。我们有一个CVID-19“逃离”一个中国实验室，“种族灭绝”发生在新疆，在

西藏的游行，在香港的“民主”抗议，威胁入侵台湾，中国的“军事威胁”的所有东

南亚，中国的“军事化”的南海。我们有华为，铁通和微信（12）；我们被指控从

事网络间谍活动。我们有“有问题的中国经济数据”（13）是由“专制独裁者”准备

的，他们不顾一切地坚持“对权力的脆弱控制”。 

加拿大《犹太民族邮报》的犹太专栏作家乔纳森·凯告诉我们，

“中国无情的外交政策正在以危险的方式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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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美国”，“除了赤裸裸的私利，中国甚至不假装在任何其他原则上运作。

”（14）我们在SCMP中有罗德里克·布罗赫斯特告诉我们，“腐败是中国党

国缺陷基因的副产品”（15）。犹太历史网站（16）和纽约时报（17）今天告诉

我们，杀死30%欧洲人口的黑死病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洛克菲勒医学院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也起源于中国，导致多达1亿

人死亡。如今，中国在“奴役世界”的同时“窃取我们的秘密

”，没有“法治”，在那些“勉强宜居”、独生子女居住、没有未来的城市里“扼杀自

己的成功”。 

既定的“议程”的核心包括世界教育、社会、性、宗教和家庭价值观的剧变。在早

先一篇题为“连接点”的文章（18）中，我说了以下几点：我们视为孤立事件的事

件往往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图景的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常常是作为一个广泛计

划的一部分，而且常常与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

们今天必须作出真诚的努力，将相关事件联系起来，并将其视为整体计划的一部

分。 

加拿大正在通过一项新的立法（该国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立法），以降低（然

后取消）肛交的同意年龄，同时对家庭成员的“协助死亡

”采取引人注目的新措施，这是坚定的灌输努力，重新践踏我们的社会和性价值

观的一个例子，尤其是那些要么花钱要么有钱分发的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政府正式批准了性“光荣洞”（19）（20），发布了一份16页的详细手册，其中

包括如何最佳利用的技巧，并提供了手淫和狂欢的新技巧。新的提示单的灵感来

源于纽约市卫生局（21）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文件，并分享了“一些关于如何举

办狂欢的宝贵见解。在大流行中”。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全球最大色情网站

Pornhub（22）（23）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默许下，已成为主

流媒体。当然，他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可以提供，尽管该网站已经引起了愤怒的

恶劣违规行为。 

《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在其“娱乐”栏目中，就女性在网上寻找色情内

容的最佳场所提供了有益的建议（24），同时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建议“摇摆

又回来了”以及如何评估“是否适合你”（25）。在其他地区，恋童癖、乱伦和性派

对正在得到推广。美国广播公司（ABC）讨论了年轻女孩通过做“糖宝宝”来偿还

助学贷款的问题（26），通过鼓励年轻女孩卖淫来将性和道德分开。主流媒体的

这种讨论不仅有助于使这些态度合法化，而且有助于“赞同”这些态度。 

再加上今天不断涌现的“性偏好”的字母汤，试着把这看作是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

，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鞭打，成为这些人确定和颁布的“议程”的一部分。借助大众

传媒的力量，他们实际上是在指使人们接受新的态度和观点，同时对相反的意见

进行审查和谴责。 

我早些时候说过，美国媒体是美国国务院的麦克风，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宣传

活动的完全伙伴。但重要的是要明白，美国并没有领导这些国际地缘政治、社会

和道德攻击。他们只是充当银行家的私人军队，以实现一群欧洲英国精英的目标

，这些精英总是躲在阴影中，由一个像伏地魔一样是“不可指名道姓的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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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程的营销控制几乎是完全的。我们不仅有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和图

书出版商，而且社交媒体也被100%地纳入这一议程。许多网站，包括一些非常著

名的网站，已经被谷歌“去平台化”，以至于它们的内容几乎从未出现在搜索中。

Facebook和Twitter在审查和压制所有不同意见方面已经变得相当激进，以至于现

在甚至提到作者的名字或列出文章的URL都被标记为“虚假新闻

”，要么被禁止，要么被删除。所谓的“事实核查者

”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任何逃离审查网的人都扔进垃圾箱。 

再一次，停下来想一想所有必须参与的人，以完成这样的结果。有多少人必须在

哪些地方参与进来，以确保要么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要么完全保持沉默，问问

自己，他们这样做的力量来源是什么。 

你需要建立的联系是，所有这些议程类别，以及更多的议程类别，都来自同一个

来源。想入侵伊朗并没收伊朗石油的不是“媒体”。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要

摧毁中国和俄罗斯，也不是《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不是阿丽安娜·赫芬顿想要你成为性变态，放弃你的道德、社会、宗教和家庭价

值观。这些媒体人是根据当前“议事日程”上的各项内容进行宣传和操纵舆论的工

具。媒体编辑和专栏作家是副手；他们接受指令并付诸行动。之所以会发生这种

情况，是因为制定议程的相对少数真实、活生生的人与媒体所有者和编辑有着不

可动摇的民族和哲学纽带，以确保他们在共同的世界观中进行合作。他们都属于

同一个小俱乐部，拥有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这都是一件事的一部分，来自

一小群有名字的真人。 

在早先一篇题为“十字路口的人类”（27）的文章中，我首先说了这样一句话： 

“人类正处于一个风口浪尖，处于两种不同的治理和生存状态之间的过渡
点。今天的世界就像一个麻袋，慢慢地被填满，而开口周围的绳子被拉得
越来越紧，以防止里面的东西逃脱禁闭。未来的阴影随处可见，但即使是
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倾向于不把预兆看作是警告，而是把一个绝望的谜团中
的所有这些片段看作是不连贯和不相关的事件。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看
看我们的世界将走向何方，如何走向何方，以及为什么走向何方。” 

 * 

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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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分-你要做的就是思考 

 

如果我是独裁者，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每个成年人必须至少学习一门逻辑课程。

在当今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犯罪因素在控制着，一个通过他们对大众媒体的

影响力有效管理公众看法的因素，读者将从一些逻辑原则的接触中受益匪浅。 

主要的问题是，逻辑学与推理的实际科学（论据的真理和有效性）有关，但我们

在推理中采用的实际心理过程是心理学的范畴，而不是科学，而且往往是无效的

，从而得出不真实的结论。正是后者，媒体宣传者利用我们的心理推理过程，引

导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掩盖他们的策略，使我们不知道欺骗。这些策略大

多出奇地简单。 

一种是把一个论点与一个名人或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教或政治信条联系起来。像

“每个爱国的美国人都会同意……”这样的声明，尽管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有些事

情不对，但这往往足以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个非常常用的策略是攻击作

者的性格或权威，甚至攻击作者的写作基调，而不是真正涉及其论点的实质，实

际上是严格避免涉及论点。如果我能成功地诋毁你的性格，许多读者会对你说的

话大打折扣。人惊讶的是，仅仅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性证据的情况下陈述相反的观

点就足以使我们的推理偏离事实：“他陈述了现在被揭穿的理论……”，由于没有

证据，这个理论实际上被揭穿了，也没有被谁揭穿，也没有被什么根据揭穿。 

 

在这里，我将举例说明媒体宣传虚假逻辑中的两种主要策略。第一种是把谎言附

在真理上，这一点非常简单。我们的心理推理过程会承认第一个陈述是真的，然

后自动接受一个附加的谎言也是真的。第二种是使用至少看似合理的陈述，但随

之而来的是信息真空，迫使我们要么直接接受，要么干脆拒绝，但却没有给我们

这样做的依据。不知情的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接受这种毫无根据的陈述，尽管

完全缺乏证据。 



许多以我们现在称之为“官方叙述”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关于许多地缘政治事件的

信息，其呈现方式几乎是幼稚的，然而宣传专家们却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几乎

没有引起明显的批评，公众似乎接受了这些报道，尽管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缺陷

。这就是为什么媒体的文章要么没有细节，要么几乎没有；如果没有提供任何信

息，就没有什么可质疑或攻击的；如果不提出索赔，就不会产生阻力。 

因此，我们有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

”的声明，但除了空洞的声明之外，没有任何信息、数据和文件。这使得读者可

以选择接受或拒绝索赔本身，但除了知情的读者，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完全缺乏

信息。而且，传统上，如果公众在五六个不同的媒体来源中遇到这种说法，他们

会倾向于接受这种说法，尽管完全没有证据。更糟糕的是，事实一再证明，大谎

言比小谎言更容易被接受。这是弗洛伊德、伯奈斯和利普曼留下的遗产，即只要

一个人控制麦克风，就可以轻松地“拉动控制公众思维的电线”。 

通常，“官方叙述”包含一个简单的陈述，要么是真实的，要么至少有点似是而非

，我们倾向于直觉地接受这个陈述为真实的。正如我所指出的，宣传中最聪明的

策略之一就是把谎言附在真相上。随便或草率的读者和观众几乎总是不会注意到

他们所接受的真实信息中惊人的缺乏逻辑和推理的不连续性。请看CNN： 

“中国的雄心壮志是让高铁成为国内长途旅行的首选模式，但（中国真正这

样做是因为）高铁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日益繁荣[换言之，(1) 中国建

设高速铁路网是为了（a）炫耀，（b）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附

在真理上的谎言。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把高铁作为首选的出

行方式，但所附的说法是垃圾，没有丝毫佐证就提出了侮辱性的说法。但

在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读者的心理逻辑中，附属于真相的谎言被普遍接受

，毫无疑问，也是真实的。 

以下是CNN的另一个节选，这个节选的说法更令人吃惊： 

皮尤（Pew）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欧洲、北美和东亚的14个受访国家中，大

多数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在流感大流行之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恶化

。而（这种情况）始于2019年，当时（中国）高级外交官开始在记者招待会或社

交媒体上大肆指责中国？犹太人拥有的媒体和（大部分）犹太专栏作家在

2020年全年无情地抨击中国，皮尤欣然指出，所有受访国家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然而，造成这种负面看法的原因并不是公共媒体对中国不断的攻击，而是中国

外交官“大肆宣扬”这些虚假的说法和侮辱。附在真理上的谎言。民调的第一句话

无疑是对的，但所附的说法显然是垃圾，然而读者一般会接受整段话为真。所以

，人们不喜欢我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一直在发表关于我的谎言，而是因为我一直反

对你所说的谎言。 

以上两个例子取自我档案中成千上万个相似的例子，只是仇恨文学，让公众准备

接受基于“千刀斩乱麻”的严厉政治或军事行动。但还有另一类可能要严重得多，

涉及掩盖我们的国际黑帮集团（ICG）所犯下的罪行。宣传策略和逻辑的破坏非

常相似，读者的天真轻信也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也有（a）一个简单的

陈述，似乎直观可信，（b）完全缺乏信息和细节，和（c）一个荒谬的结论要么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china-high-speed-rail-cmd/index.html


直接提出或至少影射，但完全没有支持。再一次，以修正的形式，一个附属于真

理的谎言。 

我在这里收集了一些典型的例子，很惊讶地发现它们都与生物攻击有关。每一个

事件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官方叙述”的例子，它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做得如此

巧妙，以至于每一个事件都没有引起大众媒体广大读者的明显挑战。几乎可以肯

定，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国际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犯下的严重罪行的一个例子

，并且被他们的媒体朋友掩盖，但显然没有人注意到。这就是巧妙宣传的力量。

因此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思考。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些。 

英国口蹄疫 

在本系列的第1部分中，我提到了英国口蹄疫的两次流行，这两次流行导致数百

万头牛被宰杀，大多数小农户破产。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 (3) 中详细介绍了这一

点，我建议您阅读。官方的说法是，“动物权利活动家”进入皮尔布赖特和波顿的

生物实验室，偷走了“一些小瓶”（注意框架）的病原体，并将其传播到全国各地

。这是我们的简单陈述，从直觉上看似乎是合理的，但却完全缺乏信息或细节。

“真相”是疾病的爆发；它附带的谎言是关于犯罪者的。 

然而，皮尔布赖特和波顿都是四级军事生物武器实验室，24小时军事警戒。任何

“积极分子”，动物权利或其他方面，都不可能不被射杀就进入这样一个装置。其

次，“小瓶”是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10毫升的液体，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放进

口袋。但是这种致命的病原体在全国传播，感染了数百万头牛，这需要几千公升

的病原体。你不能用“小瓶”来完成，你也不能骑自行车。因此，现在我们的动物

权利活动家们正在接近一个被禁止的、禁区内的、致命的暴力环境，把一辆

5吨重的卡车倒在车上，装上几立方米的致命病原体，驱车离开，不仅没有受到

干扰，而且显然没有受到注意。此外，我们必须有数千名积极分子覆盖整个英格

兰，并感染了几乎每个小农场的数百万动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是穿着哈利

波特隐形斗篷，因为他们做了所有看不见也看不见的事。为什么这个故事对你有

意义？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需要事实；我们只是在用逻辑。 

如果媒体告诉你，在这次疫情爆发前的三个月里，英国政府各部门都在全国范围

内搜寻所有可以用来焚烧患病动物的木材来源，这个故事会更有意义吗？这甚至

不是什么秘密。如果媒体告诉你，根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泄露的文件，英国政府仅在几个月前就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演

习”，那么这个故事会更有意义吗？如果你对巧合感兴趣的话，这与COVID-19爆

发前的201事件非常相似。如果我们了解到有一两家大型阿格拉公司突然出现，

控制了英国的牛肉供应，这个故事会更有意义吗？ 

中国的“猪肉投机者” 

2019年和202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致命猪流感疫情，因此必须扑杀数

亿头猪——中国的主要肉类来源。这种病原体通过小型无人机在无数农场上空传

播，同时喷洒一些东西。爆发是事实；所附的谎言再次与肇事者有关。所有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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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媒体，包括香港，在这个例子中，充斥着他们的页面，声称“猪肉投机者”对此

负责。让我们暂时忽略事实，试着应用一些逻辑。 

首先，许多国家的许多实验室研究这类病原体，但研究所需的量通常是一杯。感

染和/或杀死3亿头猪所需的病原体体积至少为数万升。我们的

“猪肉投机者”从哪里获得如此数量的致命病原体？最近的7-11？沃尔玛？该卷中

任何病原体的唯一来源将是一个军用生物武器实验室，在那里它被创造出来供使

用。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有任何这样的实验室，但目前让我们假设他们确实有。猪

肉投机者将如何获得它？如果你和我去这样一个军事基地说：“早上好，你猜会

发生什么。我们想买5000升炭疽。如果中国人真的有这样的设施，他们就不太可

能供应那些想杀死本国大部分或全部肉类供应的人。 

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谁有权使用这些设施和其中所含的病原体？

只有那个政府的机构。没有其他人。逻辑允许我们排除病原体来自中国设施的可

能性，那么来源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一把冒烟的枪，但中国和俄罗斯被

400个美国军事生物武器实验室包围。没有其他可能的来源，也没有其他国家有

可能的动机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意味着中国的猪流感疫情相当或非常可

能是美国的生物武器攻击。而媒体蜂拥而至的“猪肉投机者”则是宣传，意在抢先

读者的理性思考。谎言依附于真相，保护肇事者（ICG）并责怪受害者。 

让我们看看非典 

我们不知道非典是如何产生和释放的，但我们知道西方媒体的官方说法自始至终

都是谎言。如果媒体在散布谎言，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掩盖责任人。不然他们为什

么要这么做？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4) 让我们只看一下非典疫

情的一部分，即30层和40层建筑的淘花园住宅区的“超级传播事件

”，那里有近2万人经历了大规模疫情，不得不疏散。病毒学家一致认为这是整个

非典危机中“最壮观的事件”。 

官方（西方媒体）的叙述性洪水告诉我们，病毒是通过建筑群排水系统或污水系

统的缺陷传播的，维基百科诗意地补充说，病毒“被一股柔和的海风吹走”，从厕

所污水管吹到楼梯井，然后再吹到所有公寓。我们不需要事实；我们只需要动动

脑子。 

感染这些建筑所需的大量非典型肺炎病原体的来源是什么？它的运动方式是什么

？为什么它会选择聚集在一个地方？它怎么能这么做呢？非典型肺炎病毒是成群

结队的吗？如此大量的冠状病毒首先会以什么方式进入污水系统？下水道都在

地下；没有入口。微风，温柔的海洋风，或者其他风，怎么可能进入一个巨大的

公寓大楼的污水系统？外墙上有没有一个洞，所有的厕所水管都从那里冒出来？

接下来，从地下下水道向上吹空气和病原体，感染10栋40层楼的所有公寓，需要

的不仅仅是微风——更可能是飓风。 

我不是水管工，但一栋高档公寓楼里的“有缺陷的污水系统”似乎并不具备向所有

公寓散发致命病原体的资格。在任何情况下，除了最初的-和未经证实的-索赔，

没有任何报告之前或之后的爆发表明任何管道缺陷曾经存在。再一次，对于一个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1/01/sp-larry-romanoff-sars-november-16-2020.html


不经意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直到我们停下来思考实际的物

流。毕竟，污水管和排水管无疑是肮脏的地方，它们为各种细菌提供了一个快乐

的家，但这些细菌就在那里，因为我们每次处理垃圾时都把它们放在那里。他们

不会进入一栋建筑，主动寻找排水管，然后像老鼠一样独立地四处奔跑，寻找藏

身之地，潜伏着直到受害者靠近。它们也不会散布在整个建筑中，故意进入每个

家庭。任何一种情况都需要情报。还有一大桶。 

如果媒体告诉你俄罗斯病毒学家的即时结论，即SARS病毒“绝对”起源于实验室，

这会有助于你的理解吗？有趣的是，虽然SARS在广东省首先出现，但命运引导

感染者前往香港传播病毒。中国大陆的卫生官员在香港遭受袭击的时候立即把它

掐灭了，SARS被统计为香港流行病而不是大陆人。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失败的尝

试。 

让我们看看中东呼吸综合症 

2012年末，一种新型冠状病毒（MERS）引发了一场新的小型流行病，这种病毒

被命名为MERS，因为它可能起源于中东，感染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卡塔尔的少

数人。这种病毒被归咎于骆驼，在与人类友好同居数千年后，骆驼突然决定与人

类分享它们的病毒。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5) 

韩国爆发的MERS是中东以外地区MERS的最大表现，给该国造成了数十亿美元

的经济损失。根据西方媒体的官方说法，韩国感染者显然是一名（身份不明，几

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商人”，他从中东旅行回来后患上MERS。我们的开场白

（相当可信）之后是结论，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事实上真相之后是谎言。 

一个被媒体忽视的事件是，在韩国的美国乌山空军基地爆发了大规模的

MERS，那里很方便，很可能就在想象中的“受感染商人”的家附近。奥桑空军基

地是美军JUPITR ATD的所在地，这是一个军事生物项目，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

堡运营着它的另一个实验室设施，也是美军一个生物武器生产实验室和一个由美

军运营的非常秘密的世卫组织生物实验室的所在地。最符合事实的理论是，

MERS爆发可能是由JUPITR生物战项目的一次实验室事故引起的，而我们的

“被感染的商人”实际上可能把病原体带到了相反的方向。 

有趣的是，韩国对MERS疫情的报道很少，当然是与SARS相比，在那里，我们接

受了长达一年的24/7猛烈抨击中国的治疗。 

让我们看看寨卡 

一种不起眼的小病毒，非常温和，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了它，而且从未

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寨卡病毒只通过蚊子传播，一生中从未到过任何地方，

它被隔离在乌干达的一片森林中，在那里被发现。但后来有一天，寨卡产生了一

种病毒性的流浪癖，旅行了

12000公里左右，穿越太平洋、美国和墨西哥、整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最后穿

越整个南美洲，在里约和南美洲的大西洋一侧登陆ã圣保罗。从那里，它几乎瞬

间向四面八方向外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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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或5000公里，覆盖巴西大部分地区，然后蔓延到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几个月内淹没了20多个国家，远航至墨西哥和波多黎各。 

这是怎么发生的？好吧，根据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兹卡是由一位来自密克罗尼

西亚的感染者带到巴西的，他是来观看世界杯的。与事实有关的貌似有理的谎言

。再说一次，我们不需要事实；我们只需要动动脑子。寨卡病毒不是传染性疾病

；只有被感染的蚊子叮咬时才会传播。如果这个（虚构的）旅行者真的被感染了

，有多少数百万的蚊子会叮咬这个不幸的密克罗尼西亚人而被感染，然后在很短

的时间内感染整个拉丁美洲的数百万人？要引起如此迅速的疫情，需要数亿只受

感染的蚊子。更重要的是，受感染的蚊子怎么可能穿越整个南美洲？蚊子能飞越

安第斯山脉吗？他们怎么能走一万公里以上呢。几个月内淹没20个国家？他们是

如何走完12000公里的。先去巴西？你知道官方的说法不可能是真的。 

西文媒体在黄金时段对寨卡进行了大量报道，到处都是墓地、墓碑、盛满枯萎花

朵的骨灰盒的照片。为什么？从寨卡经历过哪怕是轻微疾病的人数也接近零，而

且从未有人因此而死亡。发生了什么事？ 

两件事。首先，西方媒体对其进行了严厉审查：一家名为

Oxitec的英国公司数年来一直在拉丁美洲各地进行“转基因蚊子试验

”，假装将蚊子与当地品种交配以产生不育后代，在所有国家放生了数亿只蚊子

。就在那时，寨卡爆发了。 

第二件事是，ZIKA被玷污了婴儿脑损伤的故事，完全缺乏医疗或逻辑基础的故事

，但传播。在这些故事之后，穿插其中，数百个美国本土和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

突然觉醒或复活了吗？他们都在媒体的大力支持下，为所有这些感染寨卡病毒的

母亲而大声疾呼，要求整个拉丁美洲放弃反对堕胎的法律。这些母亲现在生下了

“大脑受损”的婴儿。 

这就是整个故事。支持堕胎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犹太人，媒体也是如此，

Oxitec的资金和关系自然包括通常的嫌疑犯群体。唯一符合所有已知事实的结论

是，寨卡是故意释放的，使用预先感染的蚊子，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以消除反堕

胎法在拉丁美洲-世界上唯一的坚持。我对此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并在您可能感兴

趣的早期文章中对其进行了介绍(6) 

北京COVID-19  

到2020年5月下旬，北京已无病毒近60天。我记得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就是

这还没有结束，当北京经历了新发地市场的新一轮爆发时，我的担心是合理的

(7)  媒体立即向我们发出了一小股宣传，说北京正在经历“第二次浪潮”——尽管

历史上没有任何流行病出现过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自然

“浪潮”，但媒体却大量宣传了COVID-19的特征。我们还受到了反复声称

“中国的湿市场”是病原体的天然滋生地的打击，而这次最新的疫情

“表明，随着限制的放松，病毒仍然可以卷土重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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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很快就沉默了下来，因为“一项开创性的病毒追踪发现”的深入调查宣布

，北京的新病毒株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病毒株相同，这种变种在中国以前从未被

发现，显然是一种进口病毒。丹尼尔·鲁西博士证实了路透社关于基因测序的报告

，即“病毒来自另一个大陆”，因此很明显是进口的 (9)它也比以前的品种更具传染

性和致命性。 

媒体确实注意到，新发地市场是全亚洲最大的生鲜食品市场，占地超过

1平方公里，相当于近160个足球场，有数千家商店。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几乎

整个市场都受到了“严重污染”，而周围地区却什么也没碰。很明显，这种污染是

从中国以外的来源进入市场的，而且只进入市场，与蝙蝠或其他“野生动物

”毫无关系。 

宣传的框架和策略是有启发性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第二波”，尽管这是一个

媒体虚构的故事，也预先条件接受这些市场是不卫生的-即使他们不是。但考虑到

真相背后的谎言，我们的心理过程并没有给出任何细节，我们会接受媒体所期望

的结论。 

然而，缺乏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毒如何从另一个大陆传播到北

京而不留下沿途的感染？如果这种新病毒能在几天内感染160个足球场，它就会

和朋友一起传播。病毒的爆发总是以很小的规模开始，然后扩大，那么在一个地

方一次释放如此大量的病原体的来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横穿半个中国，选择

登陆并只感染北京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其他所有可能的受害者呢？北京是全亚洲

最大的市场，每天有数十万游客？那几乎需要一个情报。还有一大桶。为了避免

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媒体在事实公布后立即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新闻封锁。让我

们感到不安的是，西方新闻媒体在为他们在ICG的朋友做宣传。 

中国COVID-19 

我在这里只谈一个媒体宣传的话题，即COVID-

19在中国的来源和分布。西方媒体，从亚洲自由电台开始，起初是一致的病毒从

武汉大学实验室泄漏，但当中国反击德堡，故事变成蝙蝠。这是如此真实，甚至

连美国社交媒体都审查了任何暗示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人。我们现在已经转过了

180度，实验室的起源再次摆在桌面上，Facebook在武汉（但不是德特里克堡）发

布欢迎帖。据推测，现在禁止责怪蝙蝠。 

这项新的“检查”主要是由前《纽约时报》科学撰稿人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促成的，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证明实验室泄漏的证据在科学上是强有力

的，尽管他和其他人一样，只关注武汉的释放，而不是德特里克堡的释放，这在

许多原因下更为合理。 

就媒体宣传而言，过程是相似的：谎言附在真相上。尽管之前有过种种尝试，媒

体也发出了很大的噪音，但从来没有一点证据证明病毒有可能从武汉实验室逃逸

。但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证据——美国有大量的“情报”，而这些情报显然未

经审查，但现在将对中国“有罪”的证据进行批判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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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思考。18个月来，美国通过媒体作出了激烈而不懈的

努力，将疫情归咎于中国。真的有可能在那些狂热的起诉中，中情局和国务院坐

拥着一个“宝库”的情报，这个情报本可以证明中国有罪，但不知何故却懒得查证

？这样的假设完全没有逻辑。更明智的假设是，一切都是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来

审视的，逻辑上说，拜登的这一最新策略只会制造更多的媒体噪音。最好的防守

是好的进攻。 

为了火上浇油，美国国务院声称，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武汉的

“几名科学家”在疫情爆发时住院治疗，出现了“似乎是”的COVID-19症状，似乎他

们知道。但这“几乎证明”毕竟是中国的错。中国当局坚决表示，上述说法不属实

，武汉实验室没有人患病或住院，但西方媒体对此置之不理，或将其视为共产主

义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谎言附加在另一个谎言上。 

在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叙述逻辑中，我没有提到一个最大的飞跃是失职的：一

个病原体的意外逃逸将发生在中国的一个主要交通枢纽，在中国每年的移民前夜

——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前夜——有上千万的旅客离开或经过可能有6亿人回家过

年。如果我是一个想要逃离禁闭的病原体，我就做不到更好的了。在那时利用这

一地点，几乎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立即达到圣经规定的比例，将这种传染病传播

到全国各地，有可能使中国经济一举倒退30年。那几乎需要一个情报。还有一大

桶。 

这个故事还没有到最后一章。 

中国的6次生物攻击 

在西方还没有报道，但中国在两年内总共遭受了6次生物攻击，猪流感和COVID-

19只有两次。禽流感有各种集中爆发，其中一些是非常致命的病原体，没有一种

有明确的自然来源。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媒体的宣传说明中国缺乏卫生凝聚

力，但事实是，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卫生水平远低于中国，印度可能是最糟糕的例

子。逻辑鼓励我们问为什么印度没有几十次病原体爆发，为什么所有这些流行病

只发生在中国。当然，逻辑也促使我们去问谁在中国和俄罗斯周围有

400个生物武器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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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 — 让我们撒些谎吧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我们经常会受到完全虚构的新闻报道的影响，这些报道

要么从未发生过，要么描述与实际事件毫无相似之处。 

最常见的伎俩之一是捏造一个事件——通常是某种性质的暴行故事——并使用一

张不相关的误导性照片作为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这种策略而闻

名，当受到质疑时，总是给出两种回答之一：（a）“好吧，所以我们不小心把一

张照片的标题弄错了。大不了。”，或（b）“没关系。这张照片与编辑有关；它们

是捏造故事的重要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人和西方人的无知。 

 



其中一个可能是众所周知的是一连串的故事，中国警察残暴可怜的藏人（再次）

。但仔细看这张照片可以发现，无论是警察还是“受害者”都不是华裔，而是尼泊

尔人，显然穿着尼泊尔警服。这些视频和静物照片是中情局根据迪斯尼公司的宣

传故事制作的，意在增加全世界对中国的不满。这完全是好莱坞编造的动作场面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裁剪、切割和粘贴 

 

快速浏览一下这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简单裁剪的选项，不管这张照片是阶段

性的还是真实的。 

 

 

这张照片把一个空荡荡的体育场挤满了球迷。美国是著名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白宫）削减和粘贴照片，在联合国的席位满员时，一个美国官员给一个几乎



空房子的意识形态讲话。白宫也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将伊朗总统在众院发表演讲

时一张空荡荡的会议室的照片贴在上面。请记住，西方媒体“没有义务说实话”。 

 

 

其中一个更著名的事件是萨达姆·侯赛因在解放广场的雕像被推翻，表面上是庆祝

伊拉克人从暴政中解放出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公布的这些被删减的照

片和视频显示，一些伊拉克公民拉着绑在雕像上的绳子，最终将雕像撞倒在地。

这是一个可悲的，但成功的，捏造。广场已经被清理干净，一台起重机被运了进

来，绳子从起重机上系在雕像上。然后，一群伊拉克人拉着绳子，起重机把雕像

从基座上推开，这时几百名显然困惑不解的伊拉克人做了他们得到报酬的事情，

当雕像倒下时，他们大声欢呼。这只是好莱坞的另一部作品，但它显然让大多数

美国人满意，他们的军队摧毁伊拉克是一种荣誉。 

 

另一个有趣的是本拉登声称对9-11事件负责的照片和视频，这完全是一个谎言，

由中情局利用一个与本拉登只有最表面相似的人上演，但这足以让大多数美国人



确信伊拉克应该被入侵，其资源应该被没收——忽略了伊拉克从未与本拉登有过

任何关系的事实。 

 

 

一张相关的照片是“本拉登情况室”，白宫工作人员在那里通过“特别卫星连线”观

看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本拉登被击毙的故事。这一说法很快被世界各地的专

家谴责为“技术上荒谬的不可能”，奥巴马后来承认这张照片是上演的，但显然大

多数美国人还是相信这个故事。在大众媒体的档案中有许多这样的误传事件。 

 

 

 



 

当然，在这些完全虚假的宣传胜利中，最成功的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故事，也许

是从未发生过的最著名的事件。如果这对你来说是新闻，你可能会说，

“但我看到了照片”。是的，好吧，我看到了同样的照片，任何对北京略知一二的

人都会知道这些照片都不是在天安门广场拍的。他们是一个完全无关的事件，一

系列由中情局安排、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协调的恐怖措施。 

 

作为后一种说法的证据，那次强烈暴力事件的领导人无法逃离北京，在美国大使

馆避难，中国政府媒体数周来谴责美国对这些恐怖分子的保护，并要求释放他们

。它没有发生；美国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让这些人安然无恙地离开中国。你应

该看到的照片——也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照片，是那些恐怖分子犯下的暴力行为，

包括许多中国年轻士兵被烧死的照片——那是军队被派进来的时候。即使在今天

，这个故事仍然让人难以置信，但它完全——100%——是一个谎言，但如此成功

，西方媒体在30多年的“周年纪念”活动中一直在庆祝它。 

 

 



 

一个被深深埋藏的事实是，一个西班牙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整晚都在广场上，拍摄

了广场的和平清理——这部电影被大力压制了30多年，直到现在才在互联网上出

现。太晚了，不能影响记忆或信念。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这篇文

章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而且有所有的细节，我相信这篇文章是公认的关于这一主

题的权威著作，至少是英文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这里读(1）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在今天，像WordPress或Google的Blogger这样的网站也不会允许展示

1989年这一事件的真实照片，这表明对这一事件相当严厉的审查仍然有效。我在

这里包括三张可能从未见过的照片，这些美国恐怖分子在北京造成的一些大屠杀

，以及被数千枚汽油弹炸死的众多士兵之一。1989年6月4日，北京确实发生了一

件事，但细节被恶意压制，同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大力宣传一个完全虚假的故事

，而这些照片完全不是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值得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这件事背后

那些人的力量，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所做的事情。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 

有趣的是，也许有时候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读到的东西。或者，如果不是我们，那

些充斥白宫的精神病患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稳固的地位

。民调一再显示，中国约90%至95%的民众对本国政府和领导人有高度的信任和

尊重，中国在这方面排名世界第一，而美国则接近垫底。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

些民调是在2011年1月进行的，当时有广泛报道，《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哀

叹“令人不安的高比例的中国人口似乎对他们的政府非常满意”，或者说是这样的

话。 



 

 

然而，在2011年，我们的国际黑帮（ICG）站在美国的立场，不相信这些统计数

字，企图挑起中国人民的“茉莉花革命”。当时，整个中国社交媒体的版图都被淹

没了——我的意思是淹没了——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情局的短袜傀儡号召所有中国人抗议他们的“残暴极权政

府”。会议呼吁在13个主要城市举行这些集会，但重点是北京，紧急呼吁所有市

民聚集在王府井（一个主要的市中心购物区）“和平抗议”。不幸的是，对美国人

来说，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兴趣，除了普通的购物者，没有人出现。唯一的参与者

是当时的美国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他前来查看自己的作品（不存在的）

成果。洪博培立刻被人群认出，迎面而来，嘲笑得他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跑去

躲避 (2) 

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的尝试是一次惨败，但对于那些捏造新闻的人来说，这甚至

不算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如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能通过“意外”错配几

张照片来编造一个虚假的故事并加以支持，那么美国大使馆和中情局凭借其无限

的资源肯定能做得更好，从而“俘获”各地好人的心。以下是我的一些最爱：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feb/27/china-jasmine-revolution-beijing-police


 

 

这是一篇刊登在挪威《VG报》及其网络版上的文章，展示了中国人在街头暴动

，要求“自由”和“人权”。即使你不懂挪威语，你也能理解标题告诉你的

“中国革命”。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绿色的标语牌，你能读中文，你就会认出

“台湾”的字样，以及标语上的政党口号，文字表明这是一场在台湾的亲民进党政

党集会。尽管如此，它还是被我们的媒体大亨们借用，并在全世界传播，作为

中国暴力政治示威的证据。 

 

 

 

这是2011年2月20日《爱尔兰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告诉我们，人们高喊着

“我们要食物，我们要工作”——

所有的口号都突出了“普通中国人”中的“共同抱怨”。据美联社报道，这张照片显

示“中国当局在呼吁‘茉莉花革命’抗议活动中镇压活动人士”(美联社）不幸的是，

这张路透社照片是2010年12月24日在兰州市（甘肃省）的一次抗日示威中拍摄的

。 



 

 

我听说是CNN从台湾《自由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剪下了这张照片，以进一步证明

中国人在街头暴动，大喊“我们要食物，我们要工作”。然而，这张照片是一年多

前在深圳举行的一次招聘会，那些会读中文的人会看到，招聘启事上写着“求职

”和“今日招聘”。但这张照片与编造的故事“编辑相关”，很少有美国人或欧洲人能

读懂中文。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作为背景，你们应该知道北京冬天的气候并不像因努维克那

样糟糕，但也不完全是塔希提岛。 

 

这篇文章来自一家德国报纸，报道了中国国内动乱的情况，其中有一张据称是

2011年2月底警察在王府井麦当劳门前镇压北京示威游行的照片。不幸的是，他



们把照片剪了，这样我们就看不到“挨打成浆”的抗议者的好部分。但如果我们检

查照片，我们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特征。其中一个是穿着短袖衬衫，如果我们从背

景中看到绿色的草地，美丽的花朵，和热带的树木。这个，在北京，在隆冬？不

太可能。这张照片实际上是2005年夏天，一些年轻的警察新兵在南京一个派出所

旁的停车场接受内乱训练的照片。不过，这又是一张与编辑有关的照片。 

不作为的谎言仍然是谎言 

几乎每一篇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的关于中国的文章都是虚假的，或者由于歪曲事实

和/或遗漏批评细节而变得如此腐败，以至于给不明真相的读者一种与事实相差

180度的感觉。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目前“邪恶轴心”名单上的所有国家。 

在本系列的第1部分中，我写了一些基于观点的文章，其中包含一些事实和许多

谎言，这些文章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或者忽略了关键的细节。我写道，如果没有

自己的研究，你可能很难确定这些，我将提供一些例子。这里有两个。 

中国：恃强凌弱走向繁荣 

我将从约翰·布西开始，他是《华尔街日报》的美国副主编，也是福克斯新闻的评

论员。在《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中国：欺凌走向繁荣》（

3）的文章中，布西因不诚实和不道德的报道而获得诺贝尔奖(《华尔街日报》似

乎已经删除了这篇文章，但它已经在其他网站上存档，仍然可用）。这是他的文

章的一部分： 

 

 “本周，看着中国欺负沃尔玛（Wal-Mart）的门店，看着沃尔玛（Wal-

Mart）屈服于打击，让人尴尬地想起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

要市场，中国在美国企业中占了上风。中国的一系列保护主义壁垒、薄弱的法治

以及类似警报般的市场，使得类似这样的事件几乎不可避免。在该公司位于重庆

市的商店里，非有机猪肉被贴上了“有机”的标签。这是个错误。猪肉本来就不错

。在通胀成为中国热点问题之际，官员们抓住了这一错误，指责沃尔玛对普通肉

类收取高价，欺骗公众。他们对沃尔玛公司处以罚款，关闭了该市所有13家沃尔

玛超市，并监禁了一些沃尔玛员工。这些行动在全国媒体上很受欢迎。当这样的

事情发生在一家美国公司身上时，在专制的中国几 



没有任何求助的渠道。没有正规的法庭。与许多其他在中国触犯民族主义情绪的

美国公司一样，沃尔玛只能乞求原谅。它在中国拥有近350家门店，收入75亿美

元。于是沃尔玛跪了下来。“他最后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他巧妙地引用了一

位（根本不存在的）“在北京观察这些问题的美国高管”的话，据说他说沃尔玛在

“确保（中国）食品供应安全”方面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中国公司。”。 

我们都应该为沃尔玛感到遗憾，沃尔玛在中国只有75亿美元的收入，尽管我们确

实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在法治薄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同时执行这些薄弱的法

律，让国际巨头们跪倒在地。 

布西的故事并不完全是这样。沃尔玛是中国一家著名的犯罪集团，当局多年来一

直与沃尔玛闹得不可开交，沃尔玛似乎屡次违反法律。这些商店多年来一直在销

售贴着有机标签的普通猪肉，每次都被抓，罚款数额很小，仅在前7个月就被罚

了8次。糟糕的是，当检查人员带着没收的非法产品离开商店时，沃尔玛的工作

人员已经忙着给更多的普通猪肉贴上有机标签。这只是一个零售价高出数倍、利

润如此巨大的游戏，检查员的麻烦微不足道。改变游戏的是，这一次检查人员在

离开商店时拐错了弯，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冷藏柜里，里面有75000公斤标为有

机的普通猪肉。就在那时，他们决定“够了”，逮捕了所有高管，并关闭了商店。

但据《华尔街日报》的布西报道，一名低级职员犯了一个无辜的“错误

”，在几包肉上贴错了标签，这是中国当局

“在玩弄公众”。当然，由于中国没有法庭，沃尔玛只能乞求宽恕，屈膝投降。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小事实背后的谎言：在中国，没有追索权，中国没有正规的

法院，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法治薄弱，沃尔玛不是因为大规模欺诈而受到

惩罚，而是因为“与民族主义情绪相冲突”。而沃尔玛则天真地“确保了中国食品供

应的安全”。  

中国又监禁了一名人权律师 

在一个类似的例子中，西方媒体尖锐地报道了一个中国人权律师（又一次）被

“共产党”监禁的消息，表面上是因为他敢于在中国做人权律师。但又一次，事实

并非如此。 

诚然，这位律师曾有一次代表一个人对这个制度提出申诉，西方媒体编造了这样

一个故事：他因为敢于协助挑战“中国独裁专制”而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我密切

关注这一点，在我在西方媒体上读到的关于这一特殊案件的近

100篇文章中，只有一篇文章，甚至有一个可以减轻罪责的建议。在仅有的一篇

文章中，最后一句含糊不清地提到了税收问题。 

那个“税收问题”比什么都不重要。在中国，外购入库单有多种分类，只有一种可

用于企业费用税抵扣。在许多西方国家，即使是收银机收据也可以使用，但在中

国，我们必须有一张带有政府印章的正式收据。因为这些收据相当于

25%的税收抵免，所以它们是有价值的，有时还可以交易。如果我有我公司不能

使用的正式税收收据，我可以按面值的10%卖给你，你可以节省15%的企业所得

税。  



在这起案件中，这位“人权律师”和他的四个朋友都是律师，多年来一直经营着一

家印刷假税单的企业，并将其卖给毫无戒备的企业，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五个

人都被逮捕并投入监狱，但据媒体报道，这位首席律师（仅此一人）不是被法院

监禁，而是被“共产党”监禁，不是因为大规模的造假欺诈，而是因为为穷人和无

助者辩护。有人告诉我，美国记者翻遍了本案首席律师的客户记录，直到他们发

现了一个小的民事问题，使他们可以将此人归类为人权律师，正是围绕着这个问

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故事。  

加拿大的两位迈克尔：迈克尔·科弗里格和迈克尔·斯帕沃  

  

然后我们有一个奇怪的故事，两个加拿大人，一个是

“前外交官”，另一个是“商人”，他们都因间谍罪在中国被捕并被监禁 (4) (5) (6)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称，两人“被捕时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此外，“被捕

时，科夫里格为东北亚国际危机组织全职工作。他在香港工作，负责缓和中国与

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角色给予全新、独立的

评价。我已经有问题了。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表示，这两名男子“被”任意拘留，可能是为了报复加拿

大逮捕华为的孟万州，两年后他们仍然被没收。国际社会的压力几乎震耳欲聋： 

*来自19个国家的220多名政治家、政治家、前外交官、学者和研究中心主任在加

拿大《环球邮报》发表呼吁，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迈克尔·科夫里格和迈

克尔·斯帕沃。  

*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独立倡导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的15位领导人3月10日发表联

合声明，要求立即释放科夫里格。 

*60名澳大利亚学者和分析人士的另一封公开信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毫不拖延地支

持加拿大要求立即释放这两名被拘留者的呼吁。 

 *总部设在柏林的六家政策机构的负责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https://www.crisisgroup.org/who-we-are/people/michael-kovrig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who-are-michael-kovrig-and-michael-spavor
https://globalnews.ca/news/4751174/michael-kovrig-arrested-china/


如果没有强大的既得利益保护他们的“资产”，没有人会发出那么大的噪音。  

鉴于此案的间谍敏感性，很少有细节被公开，但一点研究和一些逻辑可以替代缺

乏确凿事实。首先，注意框架；

Kovrig从来不是一个“外交官”，而是一个介于中国和香港之间的低级领事麻烦制

造者，引起了当局对“不符合规定的工作职能的活动

”的注意。第二，Kovrig突然自愿离开，搬到了香港的国际危机组织，最有可能获

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当然也有加拿大政府的同谋。这个组织自称是一个总部设在

布鲁塞尔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和平的世界”和防止国际危机，但事

实上，它是一家颜色革命公司，由西方政府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人

资助，伪装成一个世界和平组织。 

下一步，为什么一个在这一级别上完全没有相关资格的低级别加拿大领事馆工作

人员会被美国人赋予“缓和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紧张局势”的任务？尤其是在华盛顿

同时加剧这些紧张局势的时候。根据该组织的网站，他还被指派“化解中国与周

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听起来更像是超人的工作，而不是高中毕业生。有

谁会相信，在美国和我们的欧洲深国付出代价的同时，这个人的职能将是缓和中

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很明显，他们的唯一意图是尽可能制造人类可

能多的紧张关系。  

斯帕沃被描述为“一个与朝鲜有着深厚联系的商人”，致力于与这个岛国开放国际

关系，并寻求与朝鲜增进更大的“和平、友谊和理解

”。当然，除了加拿大人之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故事。  

正如我所提到的，关于这一案件的事实很少，只是听证和审判受到严格限制，不

允许外国领事或法律代表。这是所有涉及敏感间谍活动的典型案例；没有一个政

府会邀请敌人进入法庭，在那里所有的细节都会被揭露出来。然而，有一个小细

节确实泄露了出来，那就是斯帕沃的部分

“研究”涉及到用塑料和橡胶包裹手机，然后把它们埋在构成中朝边境的小河岸边

的一棵树的底部。这种研究活动可能会引起任何国家的质疑。这两个人肯定是在

同一个团队工作，互相提供未公开的信息，而且几乎肯定是在密谋制造另一场韩

朝之间的爆炸，最终允许美国直接在中国边境集结军队和武器。显然是加拿大政

府的同谋，他们不像加拿大人和全世界想象的那样纯洁。 

我的档案里有近1000个这样的故事，足以填满一本厚厚的书，而且所有这些故事

的陈述都是不诚实的。当西方人每天只有一大堆这样的文章由他们最信任的媒体

呈现给他们时，怎么可能有人准确地了解中国呢？ 

* 

Notes 

注释 

(1)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4/tiananmen-square-failure-of-
american.html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4/tiananmen-square-failure-of-american.html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4/tiananmen-square-failure-of-american.html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feb/27/china-jasmine-revolution-

beijing-police 

(3) https://muckrack.com/john-bussey 

(4) https://www.crisisgroup.org/who-we-are/people/michael-kovrig 

(5)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who-are-michael-kovrig-and-michael-

spavor 

(6) https://globalnews.ca/news/4751174/michael-kovrig-arrested-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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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 审查制度或焚烧历史书籍  

 

 

 

我在其他地方写过，你所知道的，或认为你所知道的，或你认为关于历史是真实

的，可能有90%甚至95%是错误的。换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过去

500年的历史浓缩成一本100页的历史书，那么整整50页都是空白的。这就是世界

历史的广度，我们的国际黑帮（ICG）已经对其进行了报复，他们不想让你知道

。这些疏漏大多涉及西方帝国主义和ICG犯下的可怕的反人类罪行。在剩下的50

页中，可能有45页全部或部分错误，经过Photoshop、粉刷、消毒，遗漏了许多关

键和重要的细节，使我们困惑，并导致我们走向错误的方向和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通常倾向于简单地看待审查制度： 

我们被告知，中国审查员就天安门广场等“敏感”话题展开辩论，或者许多国家对

“民主”的讨论受到压制，或多或少受到禁止。在美国，关于接种疫苗的危险性、

美国应对2019冠状病毒疾病负责、珍珠港的真相的辩论受到了严厉审查，尽管我

们不倾向于使用这个形容词，但这些和其他话题的支持者被忽视、嘲笑，有时甚

至被诽谤。众所周知，谷歌对许多主题进行了严格审查，并对许多作者进行了

“去平台化”，以便他们的作品不会出现在大多数搜索中。脸书和推特现在积极删

除几乎所有与任何主题的官方叙述不符的内容。 

尽管如此，我们倾向于从主题和内容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审查，但当作者因

其作品而受到回避和谴责，出版商要么被迫停业，要么从亚马逊和Indigo退市时

，这是更高级别的审查。几个例子： 

大卫遇见哥斯拉 



 

几年前，日本主流新闻杂志马可波罗（Marco Polo）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没有纳

粹毒气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 该杂志和母公司很快遭到以色列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犹太防卫联盟和其他许多人的暴力袭击。母公

司几乎立即宣布，该期杂志的所有未售出副本将被召回并销毁，马可波罗杂志将

永久停刊，其编辑将被调任，员工将被遣散。此外，母公司的高级官员将辞职，

而其他人则会将大幅降薪视为个人惩罚。此外，母公司的官员、编辑和员工将参

加维森塔尔中心举办的一系列研讨会，以“弥补和纠正他们对犹太历史的误解

”。公司总裁将亲自出席加利福尼亚州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捐赠”5万美元，作为对

挑战犹太人官方大屠杀叙事的刑事犯罪的罚款。这听起来像是审查制度。或者敲

诈勒索的黑帮主义。但你可能会问自己，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的来源是什么

？ 

James Bacque 

詹姆斯·巴克尔 

 

詹姆斯·巴克尔是加拿大著名作家，出版过许多小说和书籍，以及许多报纸和杂志

文章。我早些时候写过巴克尔的书《其他损失》和《罪行与仁慈》(2) ，其中详细

描述了战后数百万德国人被杀害的情况——在德国的美国集中营，他们在那里饿

死——“艾森豪威尔的死亡营”。（(3) (4) (5) (6)）这些书被翻译成大约15种语言，

在欧洲受到高度重视，但国际导航卫星委员会不希望这一秘密被公开。巴克尔在

北美媒体上遭到诽谤，在媒体上受到猛烈抨击，称其为“假历史学家

”，其研究“比无用还糟糕”，他的声誉在加拿大和美国受到严重损害。 

 我和詹姆斯进行了多次谈话。他告诉我，他可以看到他的邮件被打开了，他知道

他的电话被截获或监控。他曾经最喜欢的图书出版商不再回复他的信息，最喜欢

的杂志和报纸编辑也拒绝接受他的电话。他的全部收入来源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

殆尽，他受到骚扰，他的家被闯入并被搜查，他几乎濒临破产，最终搬到了欧洲

http://www2.hawaii.edu/~tbrislin/David_Godzilla.htm
https://www.jamesbacque.com/
https://www.paulcraigroberts.org/2020/01/20/eisenhowers-death-camps/
https://nationalvanguard.org/2017/06/eisenhowers-death-camps/
https://rielpolitik.com/2019/07/07/hidden-history-eisenhowers-death-camps-the-last-dirty-secret-of-ww2/
https://archive.org/details/EisenhowersRhineMeadowsDeathCampsADeliberatePolicyOfExtermination


，因为他害怕被监禁在加拿大。这既是审查制度又是黑帮主义，再问问你自己，

谁有权力这么做，它的来源是什么？这些人是如何控制加拿大情报机构的？ 

Ernst Zundel 

恩斯特·尊德尔 

 

 恩斯特·祖德尔（ErnstZundel）是一名德国人，年轻时移民加拿大，成为一名成

功的作家和出版商。几年前，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辜小册子，

询问600万犹太人是否真的死于德国。被冒犯的犹太人迫使加拿大政府消灭该男

子；加拿大顺从的政府一再指控Zundel犯罪，但法院一再认定他无罪。他们还对

他进行了仇恨罪审判，但他再次被判无罪。因此，加拿大政府将他单独监禁两年

，声称他“危及国家安全”——这是一种猥亵的不道德行为，因为没有任何针对该

男子的证据。(7) 他唯一的“罪行”是质疑犹太人关于所谓“大屠杀”的说法，询问

600万犹太人在德国死亡是否属实。 

 当加拿大不能再假装尊德尔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政府将他驱逐到德国，在那

里审问犹太人是犯罪行为，他被判处五年监禁。这名男子已有40年没有去过德国

，也从未在德国犯下任何罪行，但犹太人想把他关进监狱，因此加拿大政府将他

驱逐出境，德国政府同意了。这个人破产了，他的生活完全毁了，仅仅因为他敢

于直言不讳。又一次是审查制度和黑帮主义，又一次问自己，谁对加拿大法院和

司法机构、德国法院和司法机构、加拿大情报机构和外交部拥有这种权力？这种

力量的来源是什么 

Professor Tony Hall 

托尼·哈尔教授 

 

https://nowtoronto.com/news/ernst-zundel-life-on-the-altar-of-hate/


 这名男子是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知名教授，(8) (9) (10) 但他敢于公开反对犹太人在

巴勒斯坦犯下的暴行。加拿大的新闻媒体都是犹太人所有和控制的，在整个西方

也是如此。霍尔在他们的媒体上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他的声誉遭到了破坏，他的

大学被迫解雇了他，因为他是一名终身教授。那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说出

了犹太人暴行的真相。有人入侵霍尔的社交媒体账户，并发布消息称所有犹太人

都必须死。事实证明，霍尔没有参与这一发帖，事实上，他的一个朋友的账户遭

到了黑客攻击，他的第二个账户被用来在霍尔被黑客攻击的账户上发帖。那并没

有救他。ICG想要霍尔离开，他也走了。是什么样的威胁迫使他们解雇了一位终

身教授，而这位教授被用来起诉的“证据”完全证明无罪？这些威胁是谁发出的？ 

Carroll Quigley 

 卡罗尔·奎格利 

 

 当奎格利出版他的书《悲剧与希望》“Tragedy and Hope” 时，最初的订单很好，

这本书承诺会有大量的读者和多张印刷品，但出版商通知奎格利，由于没有进一

步的订单，重印已暂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要一本书只是脱销并等待重印，

版权就归出版商所有，但如果该书已经绝版，版权就归作者所有。事实上，奎格

利等待了多年，最终得知图书馆和其他购买者被告知这本书已经绝版。面对出版

商的阻挠，奎格利聘请了一名律师，律师发现这本书的印版8年前就被销毁了，

而他一直都在受骗。我们不需要想象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奎格利的书中包含了

与撒旦主义ICG有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他们不想在公共领域出现的，出版商

显然受到威胁，要按要求执行。 

David Irving 

大卫·欧文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algary/tony-hall-suspended-lethbridge-1.3793294
https://uleth.academia.edu/AnthonyJHall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algary/university-lethbridge-anthony-hall-retire-1.4778277
http://members.tranquility.net/~rwinkel/911/TragedyAndHope.pdf


 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尊敬，出

版了许多伟大的书籍，但他也揭示了关于美国和犹太人的黑暗真相，他的生活也

同样遭到了破坏。他们起诉他，使他破产，使他失去了在英国的美丽家园，并因

羞愧而被驱逐出境。欧文不再被允许进入大多数西方国家。他的生命结束了，原

因和其他人一样——因为他敢于说出美国、国际犹太人和国际伊斯兰大会的罪行

和暴行的真相。 

 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讲述的是那些生活被破坏或被杀害的人

，仅仅是为了揭露这些人的一些黑暗真相。同样，不仅是审查制度，还有大规模

的黑帮主义。 

 还有其他严重问题：巴勒斯坦境内犹太人暴行的真相受到审查，这意味着大众媒

体不会报道这些暴行，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都将受到谴责，并被诽谤为反犹太主

义的纳粹犹太仇恨者。在德国，任何关于两次战争期间、期间和之后对德国人犯

下的暴行的研究或写作都是被禁止的，属于刑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强大

的审查制度。此外，作为该国今天的犹太殖民地，德国最近宣布，任何批评以色

列的言论都可能在未来导致失去公民身份。(11) 

今天是关于以色列的；明天，它甚至会有一点“反犹太主义”的迹象。如果剥夺公

民身份不构成审查制度，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 (12) 

 

 加拿大严格审查——事实上，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Trudeau）已经发

布了一项禁言令——数百名受害者在加拿大进行的犹太/美国MK-ULTRA项目中

遭受痛苦或死亡的事实，如果有的话，这是一个审查过的话题。(13) (14) (15) 

加拿大还对埋葬在天主教孤儿院和当地居民学校围墙外的六万具小型尸体的事实

进行了严格审查。(16) (17) (18) (19) 

 事实上，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有许多这样令人不快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是由国际导

航卫星委员会的某个分支机构所为，甚至私下讨论也基本上是被禁止的。 

我们还倾向于认为审查制度只适用于当前的“邪恶轴心”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成员会发生变化，使我们对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纯洁性产

生盲目和完全不合理的信心，反对大量证据表明“真正的审查制度”在我们的民主

国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然而，它可以，而且确实如此，其体积远大于你在

梦中所能想象的。很容易证明，大量的新闻和信息永远不会到达西方人口手中。

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是有充分理由的。今天，伊拉克和

利比亚被一条不可渗透的新闻毯所覆盖，这些国家不允许任何消息传出——这也

是有充分理由的。 

https://www.rt.com/news/525936-germany-citizenship-ban-anti-semites/
https://www.unz.com/ghood/the-washington-post-treat-america-like-a-conquered-nation/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anadian-government-gag-order-mk-ultra-1.4448933
https://hekint.org/2019/04/30/the-montreal-experiments-brainwashing-and-the-ethics-of-psychiatric-experimentation/
https://www.abovetopsecret.com/forum/thread1193936/pg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remains-215-children-found-former-indigenous-school-site-canada-2021-05-28/
https://cathnews.co.nz/2021/06/10/pompous-posturing-bishop-accuses-trudeau-of-deflecting-blame-on-residential-schools/
https://cpa.org.au/guardian/issue-1965/grave-containing-215-indigenous-children-evidence-of-canadian-residential-school-genocide/
https://meaww.com/4100-indigenous-students-died-attending-canadian-kamloops-indian-residential-school-abuse-racism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整个北美西海岸都有大量海产品死亡和辐射中毒，但日本福

岛核反应堆的辐射对几乎整个太平洋造成巨大污染的照片和数据也被不可渗透的

新闻覆盖。糟糕的是，在加拿大的鲑鱼养殖场，数百万条鱼被发现患有巨大的囊

肿、多发性开放性溃疡和其他严重问题，其中一些被归咎于细菌感染，而另一些

则有明显的辐射中毒常见症状。(20) (21) (22) (23) (24) 加拿大政府的立场是：“我

们对此进行了检查，但没有任何结果。我们不会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不是他们

不知道，而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但不用担心。Snopes“事实证明”了这一

点  (25)，并告诉我们，“2015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Osoyoos湖发现的一条鲑鱼

的辐射水平很低，但可以检测到。”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了。 

 他们也不想让你知道，令人震惊的放射性释放量的根本原因——远远大于反应堆

熔毁可能产生的辐射量——是日本几十年来一直将其所有放射性废料储存在福岛

核电站下，供美国和北约使用，委婉地称之为“贫化铀”弹药。正是这种巨大的储

藏所造成的污染吹到了太平洋，现在无法控制。 

 而且，正如伊拉克和利比亚人民可以证明的那样，这些放射性元素并没有像宣传

的那样“耗尽”，仅伊拉克就有成千上万的畸形婴儿，许多畸形婴儿被联合国卫生

官员描述为“无法辨认的肉块”。 (26) (27) (28) 这又是一条被恶意审查的新闻。另

一个原因是，一家伊拉克医院正在对所有这些可怕的畸形进行编目和记录，美国

在这起案件中的“审查”反应是发动一系列空袭，将整个医院炸成瓦砾，不仅摧毁

了畸形婴儿，还消除了所有记录的证据，但是杀了那些编目的人。(29) (30) (31)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也被审查。 

 简单的事实是，你坐在你的民主宝座上，被你所有的自由所按摩，被你所有的人

权所熏陶，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不知道什么。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让我们把所有的历史书都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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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撒旦主义ICG的审查比上述例子所暗示的要阴险得多，这些例子尽管内容

令人担忧，但仅仅是清理细节。这些人犯下的主要悲剧不是压制信息，甚至不是

删除历史要素，而是以最纯粹的形式破坏民族文化和人民。我会解释的。 

 美国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殖民企图是入侵菲律宾，之后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强加于菲

律宾，紧接着精心挑选虚假的美国历史、文学和宣传。他们花费了数十年和无数

个小时来确定宣传整个国家人民忘记自己的过去、尊重自己目前的殖民地位并学

会崇拜美国人的最佳方式。随后，在ICG的领导下，美国人销毁并重写了所有菲

律宾国内历史书籍，以从人们的意识中抹去这个国家的英雄、传统、文化以及摆

脱美帝国主义的希望。他们试图殖民菲律宾人民的灵魂，但失败了，使该国今天

几乎没有文化或传统，没有国内产品（这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失去了所有文明意识。今天读到美国对菲律宾的评论是痛苦的，几乎将该国归类

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指出该国缺乏进步和明显的社会凝聚力，并将这些失败归咎

于该国的文化。 (32) 

 英国人和鸦片犹太人对香港的中国人所做的正是美国人对菲律宾所做的：他们试

图殖民人民的灵魂，但失败了。今天，香港许多问题和症状背后的主要因素，尤

其是社会和政治因素，是这一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化种族灭绝计划，这一计划在其

之后留下了精神分裂症的情感焦虑，美国政府今天正在榨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33) 

 英国人和鸦片犹太人对香港的中国人所做的正是美国人对菲律宾所做的：他们试

图殖民人民的灵魂，但失败了。今天，香港许多问题和症状背后的主要因素，尤

其是社会和政治因素，是这一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化种族灭绝计划，这一计划在其

之后留下了精神分裂症的情感焦虑，美国政府今天正在榨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看看今天的香港，看到它的因果关系，以及影响这个城市的存在主义恐惧，在美

国煽动和资助的幼稚政治示威、种族主义，甚至对中国大陆人民的仇恨中表现出

来的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惧，令人心碎，他们自己——精神分裂症患者从一个世

纪以来大部分失败的精神重新编程中溢出。 

 更糟糕的是，真正的悲剧是美国人和撒旦教徒没有文化。他们试图用一种虚构的

乌托邦混合物强行取代一个真正文明的真正文化遗产，这种乌托邦混合物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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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肤浅和虚伪的，其所谓的“价值观”在实践中被美国人和ICG撒旦主义者自

己完全忽视。 

 英国人（还有撒旦派的鸦片犹太人——罗斯柴尔德、萨逊等人）也对印度做了同

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那个国家有精神分裂症，印度人现在不知道

他们是西方还是东方。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和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他已

经拥有的巨大财富，发现印度是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并将其掠夺到了极点。据

称，该男子曾一度拥有一支近百万人的常备军，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其中一

半的力量是通过大规模屠杀和饥饿镇压任何反对掠夺国家的印度人，据估计死亡

人数远远超过一亿。另一半是迫使印度农民放弃粮食作物，种植罂粟，这是他与

大卫·萨松策划的一个计划。 

 当一个巨大的欺诈案被发现时，萨松曾是巴格达帕夏银行的主要财务顾问和财务

主管，萨松幸运地逃过了生命（以及他被抢劫的数十亿美元）。犹太出版物告诉

我们，沙宣逃离巴格达是因为“反犹太情绪”，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情绪主要适用

于一名犹太人。沙宣逃到印度加入罗斯柴尔德，这两个撒旦主义者策划了种植鸦

片并将其强加给当时同样富有的中国的计划。维多利亚女王是有史以来最狂热（

也是最有天赋）的强盗和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之一，她不仅同意鸦片和利用英国军

队在中国强制销售和使用鸦片，而且还分享了印度和中国的利润。从最初与魔鬼

之子的交往中，英国王室（“公司”）的财富猛增，今天比公布的账目所显示的要

多出两个数量级。 

 几乎所有这些历史都已从印度删除，英国人和撒旦主义ICG重写了印度的历史书

籍，因此今天的印度人认为犹太人和英国人只是为了教他们“英语、良好的餐桌

礼仪和复式簿记”。毫不奇怪，这家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被封在一条安静的

街道上，禁止检查记录，并尽一切努力将其从公众记忆中抹去。维基解密所能做

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公布这个被上帝抛弃的组织内部记录的全部内容。 

 印尼几乎是一个特例。第一哈罗德·品特2005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摘录

：“……菲尼克斯计划遵循了中情局之前在摧毁国家方面的经验，并成为美国在

越南之后的许多其他国家、尼加拉瓜、伊拉克、利比亚、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

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使用的模板。这是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针对阿拉伯人所做的

，也是美国人所做的当他们在印尼引发大规模种族灭绝屠杀时，他们就这么做了

。”所有城镇和村庄的人口都被赶到中心地区并遭到屠杀。在中情局的指导下，

300多万人被砍刀砍死，这是现代政治史上规模最大、最野蛮的屠杀。 

 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我简要讨论了国际导航卫星委员会在印度尼西亚犯下

的巨大屠杀，称约有300万人被杀。一位名叫约翰·查克曼（John Chuckman）的读

者在那篇文章上发表了评论，声称我大大夸大了死亡人数只有100万的事实，从

而减轻了写作的影响。但以下是印尼著名历史学家邦尼·特里亚纳（Bonnie 

Triyana）的话，他写道：“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健忘的社会。近50年来，没有人告

诉我们196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乎没有人知道有数百万人被杀。

”。原因是，在通过苏哈托控制了印尼之后，美国人和他们的撒旦主义大师重新

编写了历史书，几乎永远删除了他们作为殖民受害者的悲惨过去的记忆。 



 这就是今天西方（和印尼）的故事：据《纽约时报》报道，“报纸显示，美国在

印尼杀害50万人时袖手旁观”。(34) 总的来说，审查制度最精良，不仅烧毁书籍、

改写历史，而且还指责受害者——这是我们撒旦主义ICG的专长。 

 与菲律宾一样，这是审查的最终形式——实际上是抹杀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以

迪士尼童话故事取而代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永远埋葬我们撒旦主义

ICG的巨大而严重的罪恶罪行。(33) 

 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很相似。欧洲人和犹太奴隶贩子灭绝了整个玛雅、印加

和阿兹特克文明之后，他们销毁了大部分历史书籍和文物，并试图在这些国家留

下自己的历史版本。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诺贝尔演讲中的另一句话：

“我指的是印度尼西亚、希腊、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海地、土耳其、菲律宾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当然还有智利。1973年美国对智利造成的恐怖永远无法

消除，也永远无法原谅。”没错，但所有这些臭鸡蛋都是由凶残的ICG成员孵化出

来的，美国人只是他们愚蠢的中尉。 

 日本也是一样。如今，即使是在日本，也很少有人知道，美国人在投降后和投下

原子弹之前，不断地对日本城市进行炮击。整整一年，美国人发动了一场大火轰

炸，最终包括近100个日本城市，摧毁了日本脆弱的木材和纸结构社区。这场战

役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广岛和长崎要多得多。(35) 

就在几年后，柯蒂斯·莱梅（Curtis LeMay）还夸口说，他无缘无故地对朝鲜进行

了地毯式轰炸，杀害了多达40%的平民。 

 在最著名的“Meetinghouse行动”中，美国轰炸机夜间突袭东京，摧毁了该市

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东京市中心郊区Shitamachi成为此次袭击的中心，因为该地

区是当时世界上平民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约有75万人居住在该地区容易燃烧的

木结构建筑中。午夜刚过，334架大型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在仅150米的高空进行

了为期三小时的密集突袭，投掷了50万枚M-69燃烧弹。与德累斯顿一样，这些燃

烧装置制造了一场时速50公里的巨大风暴，将Shitamachi区夷为平地，并将大火

蔓延至该市其余地区，焚烧了至少75万人，很可能超过100万人——不管《纽约

时报》怎么告诉你。 

 轰炸机携带燃烧炸药，其中包括注入白磷的凝固汽油弹，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对平

民使用的所有武器中最邪恶和最不道德的，这种对人类的贡献是由哈佛大学创造

和开发的。燃烧弹引发了类似于两年前德国汉堡和一个月前德累斯顿的火灾风暴

。东京一些地方的地面温度达到1800度。幸存者的描述中，有妇女背着燃烧的婴

儿在街上奔跑，有人跳进游泳池试图逃离大火，结果被活活烧死。约翰·道尔在《

无情的战争》一书中写道：“运河沸腾，金属熔化，建筑物和人类自发地燃烧起

来。”。东京约65%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遭到破坏。仅在东京就有近30万栋建筑

被烧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致命的空袭。很少有人逃脱了这场地狱，今天

知道这件事的人更少了。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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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广泛的文献报道称，巨大的血红色烟雾和燃烧人肉的恶臭弥漫在空中，弥漫在

低空飞行的美国轰炸机的驾驶舱中，机组人员被迫戴上氧气面罩以防呕吐。这就

是人类大屠杀。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都是种族灭绝，然而整个肮脏的混乱局

面已经从所有美国历史书籍中删去，大多数日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同样，莱梅对日本其他城市的火力轰炸导致人口减少约

50%，反映出至少1000万平民死亡——所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身体健全的

男子已经被征召参加战争。美国人不顾一切地抹杀自己罪行的证据，由于他们完

全控制了战后日本（如德国）的媒体，他们消除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与德国

、菲律宾、印尼和其他国家一样，他们销毁并重写了历史书，使公众的无知永久

化。 

 与日本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选择原子弹的目标。做出选择的人是一个犹太人——

伯纳德·巴鲁克，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可能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巴鲁克的第

一选择是京都，因为就像德国的德累斯顿一样，京都是日本的文化中心，而原子

弹的彻底摧毁将“打开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京都受到普罗维登斯的保护，乌

云密布，使轰炸机无法准确定位，因此他们前往广岛的备降地。如果巴鲁有权选

择第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假设他也有权选择长崎的第二个目标。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长崎在第二次战争之前驱逐了该市的所有犹太人，

几年后，日本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作为一名犹太人，巴鲁奇本应该清楚地意

识到这一切，而这种逻辑迫使我们问，这些驱逐在巴鲁奇决定将日本和长崎作为

原子弹袭击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自然，这些信息已经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世界不再意识到美国、他们的撒旦主义

ICG大师和国际犹太人不仅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审查者、焚书者和历史修

正主义者，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屠杀者。关于后一点，犹太专栏作家塞弗

·普洛克（Sever Plocker）在《以色列新闻网》（Israel Ynet News）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斯大林的犹太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表示：“我们不能忘记，现代一些最伟

大的[大规模]杀人犯是犹太人。”（38）（39）他可能是对的，但这才是审查的真

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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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部分 — 事实核查 

 

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谁迫切需要“事实核查”？当然是大众传媒。而且，在当今

世界，谁拥有、资助和控制整个事实核查基础设施，并进行所有事实核查？当然

是大众传媒。所以，犯人在管理收容所，狐狸在看守鸡舍。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首先，让我们摆脱这样一个愚蠢的观念：今天进行的事实检查实际上涉及到对事

实的任何检查。它没有。这个行业的主要目的不是寻找真相，而是一种阴险的审

查形式，这是最后一种收紧信息袋周围的绳子的方法，以防止

不方便的真相逃脱，如果他们真的逃脱了，就把他们活活打死。事实核查的一个

强大的次要目的是掩盖我们的国际黑帮集团（ICG）犯下的罪行和暴行的知识，

并保护他们不受公众谴责。成功的唯一条件是容易受骗和无知的公众。 

媒体集中、宣传和审查的一个更悲惨的结果是，事实核查几乎完全被宣传者所接

受。在我们迫切需要对媒体声明进行诚实的事实核查之际，像Gannet 

Publishing、Reuters、ABC news这样的媒体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的前沿，有效地

核查了自己，毫不奇怪地得出结论，他们没有对我们撒谎。更糟糕的是，媒体事

实核查部门也起着情报机构的作用，他们在宣布自己的贞操的同时，试图找出并

压制相反意见和真相的最终来源。我个人经历中的一个例子： 

  

我早期关于COVID-19的几篇文章在读者下载量达数百万的情况下迅速传播开来

，立即引起了ICG的注意。在这之后，与主流媒体的众多热门作品同时，我收到

了甘尼特出版公司一位先生的电子邮件，自称是“今日美国”的事实核查员，表面

http://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1/06/Fact-Checking.jpg


上想确定我的一些陈述是否真实。很明显，“事实核查”会产生一个请求，比如

“你提出了这个请求。你能提供文件证明它的准确性吗？“甘内特没有，它没有。 

这一要求显示出对获取我的索赔证据不感兴趣，而是要求了解我的来源。问题是

，我似乎知道许多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我从哪里得到信息。那人

当然是在向我“伸出援手”，但他要的是我的信息来源。他不想为我的主张提供更

多的支持性证据，但想知道我从哪里获得了我已经提出的证据，特别是

“你从哪里收集文章中的研究？”他还想要一份其他“作家、官员或评论员”的名单

，他们知道我所知道的，并且分享了我的观点。这不是事实核查，而是收集情报

，以查明和压制不同意见的来源。  

事实核查行业的产生不是为了对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虚假说法和媒体支持，也

不是为了对今天中国新疆想象中的“种族灭绝”进行事实核查，而是为了让那些试

图揭露真相的人保持沉默。它从来不是要检查疫苗接种的过程（任何种类），而

是要让那些表达对危险疫苗的恐惧或暴露疫苗中污染物的人保持沉默。 

在后一种情况下，疫苗制造商（或他们的付费推广人）是媒体传播的“事实

”的主要来源，事实核查人员利用这些事实嘲笑并试图使真正的公众关注无效。

这三个党派都坚决无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美国政府已经为危险和受污染的疫苗

造成的伤亡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 (1) 他们也没有提到有近一亿美国人感染

了一种可能致癌的猿猴病毒，这种病毒来自被污染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2) 他们也

没有提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即接受一整套儿童疫苗的婴儿可能会接触到

300多种污染物。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许多真相和潜在的证据，虽然可以得到

，但正在被媒体掩埋，以支持国际导航卫星委员会，而'泄漏'是通过其他方式处理

。 

这里没有什么关于核实事实的。这一切都是关于信息的控制，其中一半涉及对对

立观点的识别和压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事实核查都必须看到。 

我最近写了一篇有大量文献记载的文章，认为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不是流感，而是一种现已证实的细菌感染，洛克菲勒医

学研究所（Rockefeller Medical Institute）一项错误的脑膜炎疫苗实验的悲惨结果

，该疫苗始于美国的莱利堡，并不是由士兵而是由洛克菲勒自己传播到世界各地 

(3) 路透社立即对这篇论文进行了“事实核查”，并宣布它是错误的。路透社的证据

？不存在，这一主张足以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 (4) 此外，路透社的一些说法完全

是假的。其目的是要埋葬一个政治上危险的真相，并防止其逃入公共领域。  

在另一个案例中，当公众对日本福岛核反应堆泄漏的核辐射的担忧迅速加剧时，

媒体几乎立即将此事掩埋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文章，内容是关于在加拿大

奥索约斯湖发现的一条鲑鱼，其铯辐射水平可以测量，但并不明显。这个湖位于

内陆数百英里处，与太平洋的辐射无关，但突然间这成了唯一的故事。接着，斯

诺普斯顺从地“事实核查”了福岛太平洋辐射，并用这条无关鲑鱼的故事来宣布先

前的福岛辐射故事是假的(5) 再次强调，这不是核查事实，而是掩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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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旁敲侧击，但是，由于奥索约斯湖可能含有数百万条鲑鱼，那么只有一

条鲑鱼被污染，而我的网会发现它的可能性有多大？但事实上，这个故事起源于

社交媒体，我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证明这条放射性鱼的存在。报道这件事的少数人

都是互相提及或势利，这几乎可以肯定地意味着，一个捏造的故事被用来误导公

众，使他们了解福岛核电站的真正危险。干得好，我想。 

另一个聪明的策略是，从小报新闻来源获取一个煽动性的、不准确的标题，将其

归因于当事人，然后“事实核查”该声明，宣布其为虚假，并以此诽谤从未说过此

类话的作者。 

事实核查者不仅要埋葬真相，还要埋葬那些揭露真相的人。我个人经历中的另一

个例子是：我大量记录的关于世卫组织疫苗接种计划的文章，该计划在没有妇女

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对约1.5亿妇女进行了绝育 

(6)，引起了全世界相当大的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ICG，它召集了事实核查

员，在本例中是Poynter研究所。我稍后会更详细地处理这些问题。Poynter为我创

建了一个网页，他们写道： 

“错误：拉里罗曼诺夫的声明声称谁参与了在实验室制造各种病毒。该组织已经

在世界上传播了新的冠状病毒，因此制药公司可以通过开发疫苗来赚钱，而疫苗

本身将减少世界人口 (7)” 

“错误”的部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我从未声称世卫组织

“制造了病毒”，也从未在任何与COVID-19有关的上下文中提及世卫组织。他们的

声明，尽管是诽谤，但完全是错误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接下来的部分。波因特并

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在格鲁吉亚的一个新闻网站上发现了一篇简短提及我的文章

的新闻文章，但其中没有提及世卫组织或上述任何其他说法。然后，他们复制了

这个网站页面，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复制和修改后的

版本，并提供了他们的欺诈版本的链接，作为我提出虚假索赔的“证据”。 

首先，这是指向原始新闻页 (8) 的链接。它是格鲁吉亚文的，所以你看不懂，而

且大多数翻译人员也不能处理格鲁吉亚文，这意味着没有人会知道页面上到底写

了什么。网站是ge.news-front/info。下一步，这是指向Poynter虚假网页的链接 

(9)。你可以通过点击按钮来访问它：阅读上面Poynter网站上的完整文章（FACT 

CHECK GEORGIA）(7) 这个由Poynter控制的网站是https://factcheck.ge/ka. 这也是

格鲁吉亚文，所以你也看不懂。 

如果这还不清楚的话，Poynter试图把我关于世卫组织“抗生育”疫苗接种计划的文

章与我关于COVID-19的其他（无关）文章混为一谈，以此迷惑读者，然后捏造

了一个说法，即我指控世卫组织制造了COVID-19病毒，在对世界进行绝育的同

时为制药公司牟利。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复制了一个几乎无人能读、几乎

无人能翻译的网页，对网页进行了修改，并将其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上，将其作 

原件呈现，并声称含有我对世卫组织的“虚假”主张的“证据”。在美国，这被称为

“事实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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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核查行业 

事实核查行业从伪装的纯真和善意开始，像Snopes这样的网站最初花时间揭穿城

市传说，驳斥猫王出现在商场的说法。但事实上，这些创造物躲在灌木丛中等待

合适的时机发动攻击。  

今天的事实核查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性产业，几十年前被构想和创造为一个强大的

审查工具，由一个紧密的乱伦组织控制，大量资金主要由乔治·索罗斯、盖茨基金

会、各种媒体公司和类似的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资助。创建这个行业并不是为了核

查虚假指控和媒体对ICG犯罪的支持，而是为了让那些试图揭露真相的人保持沉

默。 

你在上面见过的所谓的波因特研究所（Poynter Institute）如今处于这个行业的最

前沿，资金来自上述来源。Poynter创建并控制了所谓的无党派国际事实核查网络

（IFCN），“它为事实核查者制定了标准”，几乎迫使所有参与者进入这个“网络

”或被遗忘，正如我们在互联网浏览器和搜索引擎上看到的那样。通过这些阴谋

，波因特证明自己是世界新闻联播的警察。它并不广为人知，但

Facebook和其他网站实际上并不执行自己的任何检查，而是使用这个来源自动监

控自己的内容。  

  

波因特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负责培训作家和记者的新闻机构”的职位，无数通

过这个“机构”的年轻人很可能永远被他们的培训所腐化。而波因特在推进

ICG媒体全面控制方面的尝试也并非空想： 

波因特最近公布了515个他们认为“不可靠”的新闻网站的列表 (10)，该列表是由南

加州大学、梅里马克大学、政治和

SNOPES的安南伯格公共政策中心策划的“虚假新闻”数据库。他们不仅谴责这些

网站提供错误信息，而且他们的原创文章要求广告商将名单上的所有网站列入黑

名单。波因特高管巴雷特·戈尔丁（Barrett Golding）认为，后者的说法是：“假 

闻是一种商业行为。大部分业务都是广告支持的。除了记者、研究人员和新闻消

费者之外，我们希望该指数对那些希望停止资助错误信息的广告商有用。” 

https://thehill.com/homenews/media/441959-poynter-pulls-blacklist-of-unreliable-news-websites-after-back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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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手玩得太过火了。对此的强烈反应是如此极端，以至于Poynter不得不收回

这份名单并公开道歉，为自己“方法上的弱点”开脱。这并不是因为道德上的失败

而感到尴尬，而是多重严重诉讼的威胁导致了撤诉。然而，Poynter的总编辑

Barbara Allen写道：“我们很遗憾，我们未能确保数据在出版前是严格的，并为其

出版引起的混乱和骚动道歉。”。但后来（为了给读者一个笑声），她说，“我们

保证继续保持自己的最高标准。”一个人在推特上写道：“垃圾场攻击狗冒充看门

狗”。各方面都正确。 

据我所知，没有事实核查员不是这个全球网络的一部分。有些是由各大学的媒体

部门赞助和运作的，但这些部门从这些相同的来源获得资金，因此受到同一伙人

的控制。  

这些“同一伙人”是指那些已经拥有和/或控制整个大众媒体格局的人，包括报纸、

杂志、所有电视和大多数广播网络、图书出版商、亚马逊和靛蓝等图书发行商、

控制几乎所有电影和大多数电视节目的好莱坞工作室。他们在社交媒体领域也有

着同样的垄断地位，还有谷歌（Google）和维基百科（Wikipedia）等相关实体。 

正如我在本系列的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理解，控制事实核查行业的

不是Poynter、Reuters或Gannett。这些声明回避了一个基本点，即行使这种控制权

的是个人，有姓名的真人，他们与所有其他媒体人合作，作为ICG的副总裁，所

有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都遵循相同的“议程”。这个议程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全

面的信息控制，事实检查部分仅仅是一种清洁的细节，以清扫和消除成功逃离信

息控制网的真相。这张网几乎是完整的；美国的信息控制和审查令人担忧地接近

100%的水平，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澳大

利亚也是如此，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在增加。 

再一次，大众媒体向我们全部或部分撒谎，谎报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具有实际意义

的事情，从与国际导航卫星委员会相同的剧本中解读并推进其议程。维基百科在

谷歌的大力推广下，是一个主要的错误信息网站，它几乎扼杀了大众信息，但却

被这些人严重偏袒和编辑，在大多数重要话题上都不值得信任。谷歌在允许公众

接触的信息上有着惊人的选择性。

Facebook和Twitter接受了来自同一来源的游行命令，并将对任何与

ICG批准的官方说法相矛盾的个人通信或帖子实施近乎全面的禁运。随着COVID-

19的出现，昨天，实验室的消息来源被禁止了，这些社交媒体对矛盾材料的审查

几乎是恶毒的。今天，病毒的自然来源被禁止，Facebook和Twitter进行了

180度的即时转变，今天作为“错误信息”禁止了与昨天禁止的相反的内容。 

图书出版商决定了所有出版材料的内容，尤其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材料。如

果内容与“议程”不符，这本书几乎肯定永远看不到曙光，如果幸运地逃出网络，

亚马逊和Indigo将“缺货”，或者干脆将这些书退市。整个事实核查行业正朝着同

一个乐团演奏的同一个曲调前进。这已经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每当任何一个主要

的媒体声称某件事已经被事实检查过，就从你的意识中删除这个信息，因为它几

乎肯定是假的。 



我在重复我自己的话，但重要的是要明白，所有这些都来自同一个来源，一个由

几百人组成的群体，主要集中在欧洲，他们非常富有，他们决定并制定了议程—

—同样，是有名字的真人。通过发行或审查来控制世界上所有信息的决心源于此

。将所有这些点连接到同一个中心源是非常重要的。 

  

* 

注释 

  

(1) https://prepareforchange.net/2019/05/28/gates-foundation-funded-fact-

checker-politifact-censors-greenmedinfo 

(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0472327/ 

(3) The 1918 Rockefeller-US Army Worldwide Pandemic 

(3） 1918年洛克菲勒家族美国军队在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大流行 

http://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319/ 

(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factcheck-vaccines-caused-1918-influe-

idUSKBN21J6X2 

(5) https://www.snopes.com/fact-check/radioactive-salmon-fukushima/ 

(6)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5/a-cautionary-tale-about-who.html 

(7)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larry-romanoffs-statements-

claiming-who-has-taken-part-in-creating-various-viruses-in-the-laboratories-the-

organization-has-spread-the-new-coronavirus-in-the-world-so-that-the-
pharmaceutica 

(8) https://ge.news-front.info/2020/03/18/koronavirusi-chinethshi-ar-tsarmoishva-

gamarjoba-lugaris-

laboratoriav/?fbclid=IwAR1k_m_yLV_s78yjPSI6UsEm_hl0RO7U_cnGzoH2S3fFpRdV
eP_6N3rFxeQ 

(9) https://factcheck.ge/ka/story/38702 

(10) https://thehill.com/homenews/media/441959-poynter-pulls-blacklist-of-
unreliable-news-websites-after-backlash 

  

 

 

https://prepareforchange.net/2019/05/28/gates-foundation-funded-fact-checker-politifact-censors-greenmedinfo
https://prepareforchange.net/2019/05/28/gates-foundation-funded-fact-checker-politifact-censors-greenmedinfo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0472327/
http://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3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factcheck-vaccines-caused-1918-influe-idUSKBN21J6X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factcheck-vaccines-caused-1918-influe-idUSKBN21J6X2
https://www.snopes.com/fact-check/radioactive-salmon-fukushima/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5/a-cautionary-tale-about-who.html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larry-romanoffs-statements-claiming-who-has-taken-part-in-creating-various-viruses-in-the-laboratories-the-organization-has-spread-the-new-coronavirus-in-the-world-so-that-the-pharmaceutica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larry-romanoffs-statements-claiming-who-has-taken-part-in-creating-various-viruses-in-the-laboratories-the-organization-has-spread-the-new-coronavirus-in-the-world-so-that-the-pharmaceutica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larry-romanoffs-statements-claiming-who-has-taken-part-in-creating-various-viruses-in-the-laboratories-the-organization-has-spread-the-new-coronavirus-in-the-world-so-that-the-pharmaceutica
https://www.poynter.org/?ifcn_misinformation=larry-romanoffs-statements-claiming-who-has-taken-part-in-creating-various-viruses-in-the-laboratories-the-organization-has-spread-the-new-coronavirus-in-the-world-so-that-the-pharmaceutica
https://ge.news-front.info/2020/03/18/koronavirusi-chinethshi-ar-tsarmoishva-gamarjoba-lugaris-laboratoriav/?fbclid=IwAR1k_m_yLV_s78yjPSI6UsEm_hl0RO7U_cnGzoH2S3fFpRdVeP_6N3rFxeQ
https://ge.news-front.info/2020/03/18/koronavirusi-chinethshi-ar-tsarmoishva-gamarjoba-lugaris-laboratoriav/?fbclid=IwAR1k_m_yLV_s78yjPSI6UsEm_hl0RO7U_cnGzoH2S3fFpRdVeP_6N3rFxeQ
https://ge.news-front.info/2020/03/18/koronavirusi-chinethshi-ar-tsarmoishva-gamarjoba-lugaris-laboratoriav/?fbclid=IwAR1k_m_yLV_s78yjPSI6UsEm_hl0RO7U_cnGzoH2S3fFpRdVeP_6N3rFxeQ
https://ge.news-front.info/2020/03/18/koronavirusi-chinethshi-ar-tsarmoishva-gamarjoba-lugaris-laboratoriav/?fbclid=IwAR1k_m_yLV_s78yjPSI6UsEm_hl0RO7U_cnGzoH2S3fFpRdVeP_6N3rFxeQ
https://factcheck.ge/ka/story/38702
https://thehill.com/homenews/media/441959-poynter-pulls-blacklist-of-unreliable-news-websites-after-backlash
https://thehill.com/homenews/media/441959-poynter-pulls-blacklist-of-unreliable-news-websites-after-backlash


第八部分 —  信息封锁——如何以及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盎格鲁犹太复国主义国际黑帮（ICG）有chinese能力在任何场合宣

传首选的故事情节，就像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一样。一般来说，他们利用西

方媒体的力量，用公认的事件版本压倒世

界公众。但美国、以色列和ICG如何才能如此成功地避免自己的外交政策冒险带

来的负面影响呢？我们大多数人会本能地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它

似乎仅仅取决于媒体审查，但我们可能错了。成功的信息封锁不仅仅是表面上显

而易见的。 

当然，第一部分是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由一小群人控制，他们都是犹太人。这首

先包括美联社和路透社等新闻服务，然后是报纸，再加上最知名的杂志、广播和

电视台和网络，几乎包括整个图书出版行业，所有社交媒体和相关互联网平台，

如维基百科和谷歌，以及卑鄙的波因特研究所（Poynter Institute）等事实核查机

构，以及90%的好莱坞，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他们对信息的控制几乎是完全的

。 

但控制权远远超出了所有权。例如，《环球邮报》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大报，长期

以来一直被公认为加拿大的全国性报纸。几年前，《环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详细描述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犯下的暴行。这篇文章不是煽动性的

或意识形态性的，只是编辑们认为应该引起全世界注意的事件的准确纪事。就在

第二天早上，《环球报》头版的整个上半部分都刊登了一张巨大的照片，照片上

一名犹太士兵给一名所谓的巴勒斯坦儿童糖果，照片上的文字需要匹配。你

不需要想象就能知道在某个封闭的门后发生了什么。日期是

1983年，在那之后的39年里，《环球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犹太人或以色列的



文章。这就是控制。我在一篇关于宣传和媒体的文章中讲述了这一部分，以及更

多内容——建立和控制叙事。你可以读一下。(1) 

然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确保所有重要媒体都在阅读同一个剧本，知道哪些

是必须报道的，哪些是禁止的。但这主要是西方媒体，在这个“民主”的茧外，犹

太人几乎没有控制权。对于世界上其他媒体，尤其是“邪恶轴心”和类似的媒体，

该怎么办？这些媒体以不听话著称，但它们的出版物通常可供西方媒体使用？如

何避免泄露真相污染我们的孩子？ 

例如，半岛电视台是卡塔尔政府资助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总部设在多哈，拥有

国际读者群，而且有揭露西方外交和军事冒险中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令人恼火的倾

向。多年来，它被西方谴责为对西方宣扬的

“官方叙事”的异端和可悲的侮辱。可怜的小半岛电视台本应该因为西方人物被暗

杀而畏缩，但不知怎么的，事实并非如此。然后，突然间，气候发生了变化。半

岛电视台成为主流，不再被封锁或审查，而是被推荐为一个可靠的新闻来源，甚

至连希拉里·克林顿本人都称赞过。怎么搞的？美国向卡塔尔政府提出了一个无法

拒绝的提议，控制权被卖给了中央情报局。如今，半岛电视台比CNN、福克斯新

闻或英国卫报更糟糕（或更好，取决于你的观点）。通常，人们无法分辨两者之

间的区别。这里是半岛电视台主页的链接：点击它自己看看。 

https://www.aljazeera.com/ 

但这次拍卖是交易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美国的反应总是“先杀后谈”为了不让我

们失望，布什的第一个行动是在半岛电视台的外国电台，先是在阿富汗的电台，

然后是在伊拉克的电台，轰炸了bejeesus。为了证明这一点，美国人引用了通常的

“情报报告”，称半岛电视台的一些工作人员是ISIS特工，然后将巡航导弹放进了

他们的前门。(2) 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时我们为自己的灭亡做出了贡献，这是一种

耻辱；半岛电视台喀布尔办事处的负责人被阿富汗的事件吓坏了，他专程前往美

军总部，向他们提供他所在位置的GPS坐标。那是个错误。第二天，美国军方使

用该男子自己的坐标将一枚巡航导弹射入他的前门。(3) 他们对巴格达的半岛电视

台办公室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这两个地点都杀害了所有人。此后，半岛电视

台放弃了，撤出了伊拉克。(4) 同一天，另一起“事故”炸毁了一辆载有几名记者的

路透社汽车，一枚“迷路”导弹摧毁了阿布扎比电视台的办公室。(5) 

当这仍然未能让勇敢的小半岛电视台保持沉默时，布什的下一步行动是用核武器

炸毁多哈总部，幸运的是托尼·布莱尔阻止了这一行动。因此出售给中情局。从字

里行间可以看出，美国的提议是：“你已经看到了你的外交部发生了什么。要么

把半岛电视台交给我们，要么和它吻别。卡塔尔别无选择。因此，半岛电视台

/CNN。 

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报纸和电视网。西方（犹太人所有）的人已经站在一边，其

余的人现在太害怕了，不敢报告任何未经犹太人领导的ICG批准的事情。 

 但还有更多。我相信是切尔西·曼宁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艘美国武装直升

机兴高采烈地炸毁了两名路透社记者和十几名其他人，其中包括两名小孩，从他

https://thesaker.is/propaganda-and-the-media-part-3-establishing-and-controlling-the-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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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阿帕奇直升机上拍摄了谋杀案。这段视频“给美国政府和军方造成的名誉损

害超过了所有其他（维基解密）机密文件的总和，正是这段视频让朱利安

·阿桑奇成为“国家机密的首要全球敌人”(6)  

但这只是几十个中的一个。这些记者虽然没有加入美国军队，但仍然主要来自北

约国家，他们有一种半岛电视台不具备的豁免权，尽管他们的媒体可能或多或少

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记者仍然在向小报泄露大量令人不安的、非常不方便的真相

——如果不是向其他人泄露的话。沉默的过程是一样的，但一个接一个地瞄准记

者是单调的，并且吸引了太多的公众关注。首先，与半岛电视台合作的整个过程

的消息泄露了出去，包括布什打算用核武器炸毁他们在卡塔尔的总部。英国《每

日镜报》发表了“一篇充满暗示的爆炸性报道

”，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如此之多，以至于在24小时内，《镜报》和所有英国报

纸都受到了《官方保密法》下的“禁言令”的制裁，面临起诉和严重监禁的威胁。
(7) 

Group Therapy 

团体治疗 

这扼杀了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但并没有阻止固执的西方记者报道其他许多令人讨

厌的事情。由于单次暗杀被证明很麻烦，美国军方尝试了“集体疗法

”，而且做得很巧妙。首先，他们找到了一名“蒂莫西·麦克维”，用汽车炸弹袭击

了哈姆拉酒店，该酒店包括NBC新闻和《波士顿环球报》。攻击失败了，所以他

们再次尝试，但结果相似。(8) 为了提高胜算，他们将所有外国记者从（不安全的

）巴格达东区

“迁移”到（安全的）西区，那里唯一合适的居住地点是巴勒斯坦酒店，并安排酒

店从15楼疏散，将所有记者安置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雇佣了一些伊拉克人在

酒店旁边推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但沉重的路障阻止了任何破坏，并将所有死亡

限制在街上的行人身上。第二次尝试也失败了，因为它有足够的潜力让蒂莫西

·麦克维嫉妒；酒店受到了一些破坏，但所有的死亡事件再次发生在街上。  

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你只需要自己去做。在巴格达，一

辆巨大的坦克几乎把所有在场的记者都炸毁了，阿布拉姆斯炸毁了所有的街道。

(9)这就解决了大众媒体记者的问题。(10) (11) (12)如果你愿意阅读的话，这里还

有其他四篇关于导致所有记者死亡的酒店爆炸案的报道：(13) (14) (15) (16)互联网

上似乎已经完全删除了善后的照片。我找了两个小时，什么也没找到。 

当时，这家巴勒斯坦酒店是巴格达100多名国际记者的家和办公室。被迫对此事

进行调查的美国军方报告称，（a）他们不知道该建筑是一家酒店，（b）在将记

者转移到酒店后，他们不知道记者被转移到了酒店，（c）该建筑被认为是一个“

敌人的射击平台”，（d） 艾布拉姆斯坦克遭到狙击手射击，是出于自卫，（e）

对酒店的炮击“不是对记者和媒体的蓄意攻击”，而是“通讯中断”的结果，（f）射

击“显然是一种适度和合理的、有节制的反应”。五角大楼发言人维多利亚

·克拉克（Victoria Clarke）说，为了给这篇报道加上一个帽子，记者们应该知道

“巴格达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不应该在那里。”(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jun/15/all-lies-how-the-us-military-covered-up-gunning-down-two-journalists-in-iraq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03/apr/09/pressandpublishing.Iraqandthemedia
https://www.foxnews.com/story/82-die-in-iraq-attacks
https://edition.cnn.com/2003/WORLD/meast/04/09/sprj.irq.journalists/index.html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973261&t=1646204056779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03/apr/09/pressandpublishing.Iraqandthemedia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03/04/26/did-the-us-murder-journalists/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9/02/04/how-the-murders-of-journalists-in-the-middle-east-are-brushed-aside/
https://rsf.org/en/news/reporters-without-borders-accuses-us-military-deliberately-firing-journalists
https://english.alaraby.co.uk/news/reporters-without-borders-accuses-israel-deliberately-targeting-journalists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8/16/nsa-broke-into-secure-network-of-al-jazeera-and-others-report
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04/11/iraq-n27.html


一名法国电视台工作人员拍摄了这次袭击，这对军方的大部分说法都是谎言，包

括坦克遭到攻击的虚构故事，保护记者委员会和记者无国界组织都作证说，所有

五角大楼官员以及驻巴格达的所有美军指挥官都非常清楚“巴勒斯坦酒店里挤满

了国际记者”记者无国界组织进一步证实，美军杀害了数十名记者，并以“网络异

见者”的身份监禁了更多的记者，他们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军不喜欢的

信息。(18)关于后一件事，连一句悄悄话也没有泄露出去。 

 有线新闻行业最有权势的高管之一，CNN的伊森·乔丹，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

小组讨论中“在校外讲话”后被迫辞职。“在一个罕见的坦率时刻”，约旦告诉观众

，美国军队故意瞄准并杀害了数十名在伊拉克的记者，其中包括半岛电视台。

(19) (20)请记住，伊拉克人非常感谢外国记者，因为他们是报道美国摧毁他们国

家的唯一途径。伊拉克人是在保护外国记者，而不是杀害他们。 

但独立记者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尤其是一个偶然发现了他本不该看到的东西。他

碰巧看到美军在伊拉克沙漠的乱葬坑里埋了大量尸袋。起初，他以为这些是被处

置的伊拉克尸体，但秘密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最终得知这些尸体是美国人——

包括军人和黑水公司的雇佣兵。他说，他被告知，美国军方不愿意将数百具棺材

运回家，让媒体曝光，尽管对这些军用棺材进行拍照和报道是被禁止的重罪行为

。通过将所有这些人归类为“行动中失踪”（MIA），可以避免许多家庭、媒体和

经济困难。此外，军队和黑水公司雇佣兵的招募将大大减少死亡人数。这位记者

知道他正在被监控，并告诉家人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并说他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完

成了报告，并将其连同所有照片一起发送出去。奇怪的是，美国军方似乎建议他

在一天后参加一个公共活动，而这个活动承诺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他照做了，

头部中了一颗狙击手的子弹。伊拉克沙漠中的美国乱葬坑的消息从未泄露，因为

所有证据都消失了。  

 但还出现了进一步的复杂情况。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美国在伊拉克发射

了数以百万计的贫铀炮弹和其他子弹。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

但DU的一个影响是，从那时起，伊拉克大约25%的新生儿表现出最可怕的畸形

，出生时没有头、一个头、两个头或三个头。我是认真的。许多婴儿出生时，大

部分内脏都在躯干之外，许多婴儿的大脑完全在颅腔之外。许多人的四肢来自身

体的任何部位，许多人根本没有四肢。有些人没有眼睛；有些人的额头中央只有

一只大眼睛，如果鼻子还没有的话。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将许多新生胎儿描述为

“无法辨认的肉块”。糟糕的是，当时仍在伊拉克分娩的助产士拒绝协助分娩，因

为“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无法辨认的肉块 

http://www.oilempire.us/mediawar.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05/SHOWBIZ/TV/02/11/easonjordan.cnn/
http://www.oilempire.us/mediawar.html


 

And More 

还有更多 

 

 

美国起初否认使用贫铀武器；当他们声称没有人类的危险时。西方媒体全心全意

地支持这一说法，多项“医学研究”声称，美国弹药中的放射性元素即使在非常大

的剂量下也对人类没有危险。令人费解的是，联合国也附和了这一点。《经济学

人》杂志的编辑人员试图减轻公众的影响，声称伊拉克婴儿可能有先天缺陷，但

他们现在有了自由和民主。 

 《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沙漠风暴的小受害者》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有多

少美国士兵带着同样的放射性污染回到家中，他们的妻子也经历了类似的出生缺

陷。这篇文章很感人，重点是美国军方坚决拒绝承认其贫铀弹药负有责任，并否

认对这些士兵的福利承担任何责任。但真正的问题是，生活不知何故没有意识到



伊拉克成千上万类似的可怕出生，只关注少数珍贵的美国人的生命。这篇文章和

这期杂志后来被从《生活》的档案中删除，并从互联网上删除。 

 

 

 

 

“信息控制” 

 

费卢杰的一家医院特别认真地记录了所有这些可怕的畸形，照料活产婴儿，保存

死去婴儿的尸体，收集大量照片，并仔细记录他们的所有发现。一个结果是，不

仅新闻，照片也开始泄露出去。美国的反应是100%有效；他们发动了一系列致命

的空袭，将整个医院夷为平地，不仅杀死了畸形婴儿，还摧毁了所有积累的记录

和证据，并杀害了记录这些记录和证据的医务人员。当然，袭击也导致医院所有

员工和普通患者死亡。 

在炸毁伊拉克医院时，如果一开始你没有成功。 



  

  

再试一次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一篇题为“美国袭击夷平费卢杰医院”的报道(21)这是一篇令

人惊讶的冷静和宽容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难以置信地宣称，“我们的记者说，

这是在全面攻击费卢杰之前将进行的初步行动。”这就是这场闹剧引起的所有媒

体关注，人权观察的特别顾问弗雷德·亚伯拉罕说，除了人权观察解释说

“伊拉克政府军多次用迫击炮弹和其他弹药袭击费卢杰总医院。政府一直在向费

卢杰的居民区疯狂开火……”之外，人权观察解释说。“这种对平民的鲁莽漠视对

夹在政府军和反对派团体中间的人来说是致命的。”(22)嗯哼。听起来很合理。 

美国在阿富汗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原因也是一样的。这一次更糟，因为医院管

理人员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在第一次袭击后立即给美军总部打了电话，之后又多

次打电话，要求停止，但没有结果；爆炸袭击仍在继续。更糟糕的是，美国武装

直升机在医院附近盘旋，扫射所有试图逃离大屠杀的人。无人幸存。(23)美国将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3988433.stm
https://www.hrw.org/news/2014/05/27/iraq-government-attacking-fallujah-hospital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4444053


军约翰·坎贝尔说，阿富汗军队要求对昆都士医院进行空袭，但承诺“进行全面调

查”。(24)坎贝尔将“定位错误”归咎于“电子设备故障和人为失误

”，尽管所有医院的屋顶上都有巨大的红十字纹身，但机组人员认为这是

“塔利班大院”。利比亚和南斯拉夫也是如此，它们也因贫铀弹药而遭受巨大痛苦

，并产生了同样不人道的后果。在这两起案件中，没有关于婴儿畸形或毁坏医院

的报告泄露。(25) 

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注意。你还记得上面关于胎儿是“无法辨认的肉块

”的声明，以及泄露的照片。在巴格达市中心，有一个主要的联合国总部，其中

有一个人道主义特派团，对这些畸形的出生表示了兴趣，并被证明是信息和照片

的泄露（或至少是一个重大泄露）。方便的是，“蒂莫西·麦克维”在（未加固的）

联合国总部引爆了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导致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

合国驻伊拉克特派团团长在内的许多人死亡。问题就这样结束了。 

 和酒店一样，责任也落在了“伊拉克恐怖分子”身上，没有人敢说其他话，至少不

敢大声说出来。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军事顾问托尼

·科德斯曼说，这次爆炸是“有系统的袭击和蓄意破坏”的一部分，而且“很难确定

谁应对这次袭击负责”(26)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爆炸与美军有关，但联合国特派团几

乎是向在巴格达街头被大规模屠杀的数万名伊拉克公民提供援助、药品、食品和

住房援助的唯一来源。当地没有人会攻击它；他们讨厌的不是联合国，而是美国

人。无论如何，如果美军摧毁医院并杀死所有记者，他们仍然是主要嫌疑人，

只有他们能从中获益。 

Pat Tillman 

帕特·蒂尔曼 

 

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一次来自美国军队内部，帕特·蒂尔曼是一名足球明星和美国

英雄，他天真地应征“为国家服务”，但后来发现战争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也不羞

于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这场战争太非法了”，等等。蒂尔曼的小队遭遇伊拉克

https://morningmail.org/afghanistan-us-bombs-hospital/
https://theintercept.com/2015/10/07/a-short-history-of-u-s-bombing-of-civilian-facilities/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story?id=79424&page=1


恐怖分子无情的枪战，被击毙。他的遗体被运回家庆祝，身后还有一颗银星，军

方正在安慰受屈的家人。 

但随后，一名异常勇敢的年轻士兵不服从直接命令，秘密通知蒂尔曼的家人，蒂

尔曼被“友军炮火”击毙，造成了巨大的公关混乱。军方承认他们对家人撒了谎，

但故事一再发生变化。首先，蒂尔曼在战斗中（距离100米）死于敌人之手，然

后在战斗中（距离100米）死于“友军火力”，但后来人们承认附近没有敌人，也没

有任何战斗。关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友好开火”的解释都遭到了嘲笑。当更多细

节被曝光时，事情变得越来越具有煽动性：（a）蒂尔曼在非常近的距离内被3发

密密麻麻地射中前额的子弹射杀；（b） 蒂尔曼去世后，他的制服、防弹衣、个

人日记和许多其他个人物品几乎立即被烧毁，军方称这只是“卫生”问题；（c） 

消息被泄露，军方律师庆祝他们有能力阻止对蒂尔曼之死的调查。(27) (28) (29) 

(30) 

 唯一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蒂尔曼很快就会回到美国，他已经安排了对诺姆·乔

姆斯基两到三个小时的采访，他计划在采访中披露他所了解到的关于战争非法性

、美国军队犯下的暴行和其他不方便的真相的一切。街上流传的消息是，他和乔

姆斯基计划合作进行一系列的跨国演讲，让美国公众了解战争的真相。我们不能

绝对证明帕特·蒂尔曼是被他自己的军队处决以使他沉默的，尽管美国军方和中央

情报局对此有着悠久的记录历史。但枪伤并不完全符合军方的描述，即“被他的

护林员同伴误杀”，近距离射中前额中部的三发密集枪击通常不会被归类为

“友好”。(31) (32) 

 

Bug Splats and Crispy Critters 

虫子的粪便和松脆的小动物 

 

 美国（和ICG）卷入最近的战争，其中一个令人绝望的方面是对人类生命的可憎

蔑视。我相信所有的战争都有这种态度的例子，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猥亵的

不人道行为似乎是广泛共享的军事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虫鸣

”是一种声音，是一种大型昆虫（如蚱蜢）高速撞击汽车挡风玻璃时发出的声音

和结果。但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士兵一再吹嘘说，他们用大功率步枪射中了

儿童的头部，真的炸开了婴儿的头部，这些被嘲笑为“虫子飞溅物

”。(33)著名的美国狙击手克里斯·凯尔，“热爱杀戮。我只希望我能做得更多。

”，在一篇文章中声称，他最喜欢的猎物是在100码处，当婴儿被母亲抱在怀里时

，他将婴儿的头部打掉。一个“虫子飞溅”。以色列的犹太士兵也因此而闻名；我

有近100张这样的照片，通常是非常小的孩子，而且都很恶心。 

Bug Splat 

虫子飞溅 

https://www.sportscasting.com/evidence-shows-pat-tillman-murdered-according-to-medical-experts/
https://rense.com/general77/assassination.htm
https://www.theatlantic.com/daily-dish/archive/2007/07/was-pat-tillman-murdered/226377/
https://www.liberationnews.org/07-08-07-the-case-pat-tillman-murder-gov-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avbn0W4dI
http://www.albionmonitor.com/0510a/tillmanchomsky.html
https://www.monbiot.com/2012/12/17/bug-splats/


  

在伊拉克，关于贫铀弹药，你应该知道的另一件事是，当弹药爆炸时，它们不仅

会蒸发放射性元素，而且会在惊人的高温下蒸发，高温不仅足以将附近的任何人

焚化，还可以将附近的人“烧得干干净净”。在伊拉克，这些死亡被美国士兵广泛

嘲笑为“脆生物”。照片是可以获得的，但西方媒体拒绝公布，并下令恢复和销毁

这些照片的所有副本。这可能是唯一幸存下来的。进一步的评论毫无意义，只不

过要指出，这些暴行都没有逃脱信息封锁。 

Crispy Critters 

 脆皮动物 

  

西方媒体从一开始基本上都是站在一边的，拒绝发布任何信息或照片，以贬低美

国经过消毒的“斑比”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遭受痛苦。非西方媒体关注半

岛电视台，并为生存而改革编辑政策。那些还活着的外国记者已经清醒过来，不

再报道令人不快的消息。伊拉克机构也吸取了教训，联合国当时不再越位，但很

高兴地宣称DU和维生素一样健康。所有人都清楚地明白了教训：如果你报告错

误的事情，我们会杀了你。我们到了。在同样的规则下，今天仍然有效的全面新

闻禁运。 

 

信息封锁的最后一项是最近的全面信息控制，包括不受限制的审查、去平台化、

对“假新闻”和“阴谋论”的指控、热门作品，以及始终可靠的“反犹太主义、否认大

屠杀、憎恨纳粹犹太人”标签。为了帮助你，我们将冻结你的银行账户，没收你

的所有资产。 



  

顺便说一句，这种虚伪很有趣。西方已经取消了对所有俄罗斯新闻来源的访问，

因此他们“不能继续散布关于普京战争的谎言”，但当俄罗斯切断Facebook时，这

是尼克·克莱格的无耻回应，Facebook全球事务负责人：“很快，数以百万计的普

通俄罗斯人就会发现自己被切断了可靠信息的渠道，失去了与家人和朋友联系的

日常方式，无法发声。”(3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盎格鲁犹太复国主义国际黑帮（ICG）不仅可以在每一个场

合宣传首选的故事情节，而且能够很好地避免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冒险以及以色

列70年的暴行带来的负面宣传。在

2019冠状病毒疾病史上，阿富汗、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

索马里、委内瑞拉、乌克兰和9/11的人都有过奇迹。60多年来，它一直与古巴进

行着出色的合作。 

Now, the “WHY?” 

现在，“为什么？” 

还有最后一项。为什么我们的ICG如此迫切地需要对伊拉克进行100%的信息封锁

、全面的新闻报道，以至于他们会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这主要不是为了掩盖他

们入侵伊拉克的罪行，而是为了防止人们知道他们入侵伊拉克的目的。 

  

简单地说，伊拉克被劫持了。我不知道伊拉克是否只是一个黄金计划的一部分。

它甚至不是一个殖民地。美国炫耀从伊拉克撤出所有“作战部队

”，但有50多个永久性的大型军事基地；美国从未打算离开，也不能离开，因为

劫持需要持续的军事维护。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之一，即特洛伊木马，是美国

https://www.cbc.ca/news/world/russia-western-media-blocked-1.6372603


驻北京大使馆，约有1200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有1.6万多人。它是ICG的中东

总部。 

犹太裔欧洲银行家和实业家已经接管了伊拉克几乎所有地区，最重要的是石油。

伊拉克新的“宪法”将伊拉克65%的石油永久分配给ICG——不收取任何费用，只

剩下35%留给伊拉克。更糟糕的是，伊拉克的许多油轮都装有关闭的仪表；没有

人知道实际运送了多少石油，也不知道谁收到了钱。伊拉克对自己的石油没有控

制权。 

他们已经没收并拥有了中央银行、所有媒体、大多数重要企业、港口和机场，以

及更多。他们控制着政府。细节太多，无法在此列出。利比亚在很多方面都是相

似或相同的，因此对利比亚也实行100%的新闻禁运。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天绝

对没有来自伊拉克、利比亚或南斯拉夫残余地区的消息。这不是意外。这也是委

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想要那种油。在上一篇题为《十字路口的人类》

的文章中，我详细介绍了伊拉克的这一地区。如果你想完全理解，你可以阅读以

下内容：https://www.unz.com/lromanoff/humanity-at-the-crossroads/ 

简单的事实是，对伊拉克实施全面新闻禁运是必要的，以防止劫持事件被公众知

晓，因为如果全部真相被广泛知晓，许多西方政府可能会垮台，犹太银行家可能

会面临严重的复苏困难。大多数政府都知道，但西方阴谋集团不会说话，其他政

府只是在大肆宣扬俄罗斯或中国的宣传。任何地方的公众都不知道这一点。 

Epilogue 

后记 

像唐纳德·努斯菲尔德，还有很多犹太裔政客，像亨利·努斯菲尔德一样，都是犹

太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都是匪徒，是世界历史上可能存在过的道德上最扭曲的精神病患者和反社

会者，由卡扎里亚的残余领导，卡扎里亚是地球上最残暴、最恐惧、最憎恨的民

族。是俄罗斯人摧毁了哈扎尔帝国，杀死了大部分崇拜阳具的撒旦教徒，并将其

余的人分散到四方。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看来他们不会休息，除非他们反过来

摧毁俄罗斯。 

我们正在与一个邪恶人格化的民族打交道，是撒旦主义者的核心。中情局杀害

150多名世界领导人和官员、肯尼迪兄弟和更多人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他们。正

是他们挑起了所有的战争和“颜色革命”，他们（通过他们朋友拥有的媒体）多年

来一直在崇拜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不顾一切地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撒

旦的新神庙可以在以色列建起来，我们可以像戈伊姆牛一样正确地开始我们的新

世界秩序。这就是计划。你对它的信仰对它的执行并不重要。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很快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再次愚蠢地充当“

银行家”的私人军队，相信他们在做上帝的工作，同时摧毁我们的世界，杀死一

半的人口。 

https://www.unz.com/lromanoff/humanity-at-the-crossroads/


  

  

Thank you, America, for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感谢你们，美国，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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