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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哈斯巴拉的荣耀。谎言，到处都是谎言 

 

 这是题为“宣传与媒体”系列的最后一部分，前7部分已于早些时候出版，可在此处查阅：(1)整个系

列现在将合并成一本电子书。pdf格式，可在上海蓝月亮上获得。com（在图书部分。 

  

 这主要是一篇关于谎言的文章，关于告诉他们的人，以及他们告诉他们的方法。这篇文章只是对这

门学科的一个小方面的简要介绍。 

  

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有我们称之为“反仇恨法”的立法，旨在防止传播针对他人的仇恨和种族主义

指控，特别是如果这些指控可能引发负面或暴力行为的话。不幸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和报纸编辑

似乎是以不公平的方式实施的，目的只是压制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活动的批评和反对，而不是适用于

任何其他民族。 

  

我不是漫不经心地指责你。举个例子，大约在这些法律颁布时，出版了一本名为《朝觐》的书，获

得了一些普遍的赞誉。我已经记不起太多的内容了，但有一段话留在我的脑海中——描述了一位阿

拉伯妇女，她虽然公认很有魅力，但出身低劣和原始，她的婴儿很乐意躺在摇篮里，吃自己的粪便

。我记得当时的想法是，如果那篇文章是关于一个犹太人的，那就要付出地狱般的代价了。但在这

次事件中，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至少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从那时起，我从未看

到任何东西能改变我最初的信念，即这些法律是在激烈的犹太游说压力下出台的，只是为了确保犹

太人——只有犹太人——不会受到公众批评。 

  

我相信我可以站在加拿大议会大厦或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大声喊出阿拉伯人都是疯狂的恐怖分

子、原始游牧民族、亚人类动物，应该被消灭，不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西方大部分地区的种族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7047/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7047/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english-blue-moon-of-shanghai-archive/


偏见让我有可能获得奖牌。但我再一次非常怀疑，是否有任何反仇恨的法律会从木构中冒出来，保

护阿拉伯人免受我的仇恨长篇大论的伤害。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反仇恨立法的目的是只保护犹太人

不受批评，同时让犹太人自由地对任何人进行垃圾处理，而绝对不受惩罚。他们每天都坚持不懈地

这样做。犹太人希望法律保护他们免受批评，但这些法律不能保护任何人免受犹太人的伤害。 

  

在世界上所有应该理解一个没有家园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人中，应该是犹太人，他们被放逐，被赶

出家园，经常遭受暴力，失去一切，包括生命。但是，犹太人所经历的任何苦难都不可能比他们每

天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悲剧更糟糕。巴勒斯坦人遭受的难以置信的不公正是大量的，而且有充分

的记录——包括联合国、人权观察组织和许多其他组织。任何有思想的人——犹太人——怎么能在

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圣洁和清白的同时，同时又希望全世界记住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的苦难

，为针对另一个民族的这种始终如一、残暴甚至野蛮的行为辩护？一个像犹太人这样的民族，想要

（并且正在极力要求）许多国家建造“大屠杀博物馆”来纪念他们的苦难，怎么能反过来给其他无辜

的人民带来更大的不公正和苦难，然后否认所有这些，并实际上嘲弄这些呢？ 

  

现在，全世界都在重复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同样错误——目睹整个民族，

尤其是中国，但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民遭受诋毁——认识到它的非法性和不诚实性、野蛮的残暴、

不公正、堕落、羞辱，一些受害国的贫困和绝望。看着，看着。静静地。胆小得说不出话来。其中

一个更不幸的方面是，犹太人得到了执行其议程的外邦人的大力帮助，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愚蠢

地不知道他们也是一次性的，买办在这场巨大悲剧中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当工作完成后，他们将

被视为戈伊姆。 

  

我不得不说，虽然我知道过去的悲剧，但我不是其中的一员。虽然我能对苦难和生命的损失感到非

常同情，但我自己没有犯下任何错误——既没有对犹太人也没有对任何人犯下任何错误。我对那些

试图让我为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的企图深感愤慨，这些事情我无法控制。我讨厌任何人试

图控制我的思想，让我在自己的观点上胆怯和犹豫不决，让我因为公开谈论我诚实的思想和感情而

害怕报复。这些都是法西斯警察国家的特征，而不是自由世界的特征。正如我之前所写，我并不讨

厌犹太人。但我不希望我的政府因为害怕强大的民族游说而畏缩，也不会因为我真正的个人想法或

观点而把我关进监狱。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我的政府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得懦弱和虚伪

，以至于告诉我，我可以自由地不喜欢土著人、阿拉伯人、中国人或俄罗斯人，但犹太人是禁区—

—不是因为他们是上帝选择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媒体和勒索权力。 



  

 控制的基础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存在似乎主要基于历史神话，只有两个民族的虚假历史神话似乎渗透到民族

心理的每个角落。这两个人是美国和美国人民，以色列和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这种情况不仅与

所有历史事件有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日常生活本身有关，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关于犹太人

、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性质、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他们的意图的提及，都构成了类似迪士尼童话

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体验是超现实的。 

  

犹太人通常通过所有权，有时通过其他方式，几乎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整个大众和社交媒体，

当然是在我们所定义的“西方”，但也深入到了其他大陆。在许多犹太出版物中，犹太人吹嘘自己对

媒体和好莱坞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然而，如果一个异教徒敢于陈述同样的事实，他们的一贯反应就

是大声否认和恶毒的人身攻击，这些攻击往往在社会和经济上都是致命的。 

  

犹太人的大部分历史都被埋葬了，而且大部分历史都被深深地埋葬了。犹太人对所有通讯手段的虚

拟控制极大地助长了这种情况：大众媒体、社交媒体、谷歌和维基百科等互联网工具、图书出版商

等等。我经常写文章说，言论自由的唯一价值在于控制麦克风，但在现实世界中，只有犹太人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拥有这种能力，剩下的渠道正在迅速关闭。 

  

今天，犹太人的压制力量非常明显。事实上，只要一提到、提请公众注意与犹太人有关的完全无辜

的事实，就足以引起人们对反犹太主义、纳粹或种族主义的严厉而相当肮脏的指控。这很不愉快。

我曾在一个在线论坛上观察到，犹太人在医学、牙科、法律、会计等行业的代表性过强，远远高于

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对此没有置评。但当我补充说，犹太人在媒体、出版和娱乐领域以及美国

政府中的代表性也过高时——事实就是如此——我的观察立即引发了对反犹太主义、对“憎恨犹太

人”等的多起人身攻击。 

  



这样做的尴尬和不利之处在于，犹太人有一个组织严密、深思熟虑的议程，由他们的犹太利益、目

标和目的决定，而世界上99%的其他人并不认同这个议程。如果我们处理的是真相，这可能无关紧

要，但似乎我们主要面临——而且必须处理——虚构、谬误、误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一切都不像

看上去的那样。 

  

在我之前关于信息封锁的一篇文章中，一位名叫马克·格林的读者发表了以下评论：(2)“我们必须用

我们自己的额外图片来对抗他们的种族中心主义、无处不在和严重偏见的宣传，这些图片详细描述

了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妓女及其僵尸般的步兵在任何有活跃电视的地方不断上演和升级的不必要

的暴行。令人作呕、令人作呕的evid必须以鲜血淋漓、鲜活的色彩展现齐奥裔美国人的犯罪行为。

这就是战争。它正向我们走来。他再次评论道：“犹太人的力量绝对是全球性的，组织精良，无与伦

比。”。“” 

  

在我整个大学期间和以后的岁月里，我都能回忆起（媒体和《建制派》的各个部分）强烈鼓励我阅

读各种书籍，尤其是威廉·谢勒的《第三帝国的兴衰》，同时也强烈反对阅读其他书籍。由于年轻和

天真，我通常会服从。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觉醒过程，才能意识到大多数“推荐”的书，比如希勒的书

，都是犹太人的宣传作品，不值得一读。 

 

 亨利·福特——国际犹太人 

  

https://www.unz.com/lromanoff/information-blockades-how-and-why/


福特的文章发表在迪尔伯恩独立报上。迪尔伯恩独立报是一种内部机

构，不刊登广告，只通过福特的汽车经销商分发。“即使在繁荣的早期，该报的大部分内容也不是专

门针对犹太人的。大多数文章都涉及与种族无关的广泛人类兴趣话题，这些话题在今天仍然很有意

思。”该报广受欢迎，在美国所有报纸中读者人数一直位居第二。这一系列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后来作

为一本书出版，包括大约80篇短文，仅在美国就售出了5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包括德语在内的16种

语言。他的系列文章在今天非常有用，也非常中肯，就像在20世纪初写的一样，我鼓励大家阅读。

你可以下载。这里是pdf文件。(3) 

  

犹太人一再声称亨利·福特（Henry Ford）放弃了他所有文章的内容，并向犹太人道歉，但没有证据

表明福特曾看到他所谓的那封未签名的）信，人们普遍认为这封信和后来的签名都是伪造的。故事

有点混乱，但就连国土报也承认这封信是在他住院期间“以福特的名义签署的”(4)福特在试图杀死他

时被冲出公路。这一否认和道歉中一个奇怪的部分与有人收买福特编辑的证据有关，后者随后因“叛

国罪”被福特解雇。 

  

今天犹太人编造的故事是，福特写信给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犹太人路易·马歇尔，要求马歇尔代表福

特写一封合适的道歉信——并为他签字——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不同寻常的说法

几乎肯定是错误的。没有理由相信，如果福特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写道歉信，

这是毫无意义的。此外，广为宣传的针对福特的诽谤诉讼是由一名个人提起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觉

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但现在被称为“犹太人”针对福特的整个系列文章发起（并赢得）的诉讼；这不

是这样的事情，而且几乎没有关系。此外，今天的犹太宣传机器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解决了

诉讼后，福特停止出版他的作品，迪尔伯恩独立报被迫关闭。这件事和所谓的道歉发生在1927年，

但福特的文章和包含这些文章的书一直在出版，直到1947年去世。(5)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TheInternationalJew-HenryFord1920s-1.pdf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premium-1927-henry-ford-says-sorry-for-anti-semitic-spew-1.5296102
https://www.bridgemi.com/michigan-government/henry-ford-and-jews-story-dearborn-didnt-want-told


  

JTA发布了一封马歇尔的假想宽恕信，这是一个巨大的伪善例子：(6)“二十个世纪以来，我们犹太人

习惯于原谅侮辱和伤害、迫害和不容忍，诸如此类”，但事实上，犹太人无情地追捕福特，直到他去

世。今天，人们很难找到哪怕是一个例子，犹太人对哪怕是最小的轻蔑都表现出宽恕。这篇文章提

供了许多复仇和报应的例子；我知道没有宽恕。 

  

今天，犹太人所谓的“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废话，都是恶毒的诽谤和无证的指控，没有

一本值得一读。《国家先锋报》就此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合理的文章，并列出了完整的文章清单。(7)

这本书值得阅读和参考，因为它似乎是极少数尊重真理的书之一。其余的都是对福特公司的产品重

新产生浓厚兴趣后采取的预防性损害控制的疯狂措施。 

  

然而，主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被这些对一部重要历史著作的绝望宣传攻击所驱赶。不

要听犹太人对亨利·福特的看法。花点时间阅读文章，自己决定内容的准确性和重要性。哈斯巴拉不

是你母亲。你不需要在这上面照看孩子。 

  

 锡安博学长老的礼仪 

 

另一个类似的“违禁”物品是臭名昭著的协议，众所周知，它是“俄罗斯的赝品”（它总是“俄罗斯的”；

难道没有人伪造过任何东西吗？），这是“一个捏造的反犹太主义文本，旨在描述犹太人统治全球的

https://www.jta.org/archive/louis-marshall-accepts-henry-fords-apology-for-anti-jewish-attacks-replies-to-statement
https://nationalvanguard.org/2020/12/full-newspaper-article-list-of-henry-fords-the-international-jew-series/


计划”。它被描述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反犹太主义作品”。再一次，我不想用垃圾污染我

的思想，几十年来我一直避免阅读这篇文章。但当我的研究需要了解这份文件时，我对我的发现感

到惊讶。 

  

据我所知，这是协议的真实故事：首先，文件不是俄文，而是法文。一名年轻男子将协议文件带到

巴黎的一家小书店，概述了内容，并将其提供给女店主。我们知道她购买了这份文件，第二天早上

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发现了这名年轻男子的尸体。显然没有发生任何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没有证据

表明年轻人对文件做了什么。在那之后，这份文件似乎在她手中保留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几年（没

有确凿的证据）。然后，一位名叫谢尔盖·尼卢斯的俄罗斯人，一位宗教作家，正在书店里浏览，于

是这名女子向尼卢斯介绍了这份文件，并将其出售。尼卢斯同意，如果这名女子能为他提供俄语的

专业翻译，他就会买下这本书。尼卢斯把这份文件带到俄罗斯并发表了。那是在1905年。《协议》

最初是尼卢斯的新书《小而反基督的伟大，迫在眉睫的政治可能性，一位东正教信徒的笔记》的最

后一章，讲述了反基督的到来。该书后来也单独出版。 

  

维基百科当然尽最大努力将该文件视为赝品，但实际上间接证实并基本上确认了该文件的法文来源

：“很可能该文件当时是在俄罗斯编写的，尽管尼卢斯试图通过在其版本中插入听起来像法语的词来

掩盖这一点。”事实上，这些“听起来像法语的单词”几乎可以肯定是原始法语文本的残余。这是维基

百科的典型特征；如果事实不能被否认，它们总是可以被扭曲，以符合预期的叙述。 

  

一经发现，犹太布尔什维克似乎马上就暴跳如雷。仅仅拥有这份文件就是死罪。有报道称，任何被

发现携带副本的人都将被当场处决（维基百科忘记了这一点），所有副本都被下令收集并销毁。虽

然复制品似乎已经逃到欧洲其他国家，但似乎所剩无几。它于1922年在德国重印，一些副本被复制

到北美，并被翻译成英语。我拥有一份美国军事情报局的报告副本，该情报局根据当时的世界事件

审查了该文件，并宣布该文件是真实的。亨利·福特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并没有准确地宣布协议文

件是真实的，但他确实写道：“协议的程序有可能成功吗？该程序已经成功了。在许多最重要的阶段

，它已经成为现实。”他又说：“这些事情现在正在发生。” 

  



“当然，我们将绝对控制新闻界，这样，没有我们的控制，任何一条公告都不会传到公众手中。我们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因为来自全世界的新闻都会通过几家新闻机构进行处理，然后才发送

到各个编辑委员会、机构等。”[第12号议定书] 

  

这份文件值得一读，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副本。(8)但我强烈要求你也要查看FBI的副本(9)阅读最

初的部分，因为它包含很多注释，包括犹太协议的其他版本，包括1489年的原始截断版本，1860

年和1869年的版本，以及1919年的希伯来语版本，显然是在一名死去的犹太士兵的口袋里发现的

。它还包含与J.埃德加·胡佛的通信，以及向FBI提供协议的文件，其中一部分提到了涉及的英格兰国

王爱德华的名字(10)，威廉·萨松爵士，罗伯特·兰辛，威廉·怀斯曼爵士，库恩和勒布，费利克斯·法

兰克福，亚瑟·戈德史密斯，欧内斯特·库尼奥(11)(12)，还有杰罗姆·弗兰克。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是一位犹太人（真名所罗门）。除了爱德华国王，其他人都是犹太人。 

  

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应该让自己被这些对一部重要历史著作的绝望宣传攻击所驱赶。不要听犹太

人对协议的意见。花点时间阅读文档，自己决定内容的准确性和重要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很

多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被严重误导。 

  

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经常可以发现，阅读或避免阅读某些书籍或作家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压

力。方法和渠道有所改变，但意图是一样的。在过去人们阅读书籍的次数比现在多的日子里，我们

不乏所谓的“读书俱乐部”，它们的宣传传单多年来定期出现在我们的邮箱中，每一份传单都试图普

及本月的“必读”书籍，绝大多数是犹太作家和出版商鞭笞符合哈斯巴拉叙事的东西。那些读书俱乐

部对我们选择阅读的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很少有人怀疑这些阅读选集可能有不可告人的动

机，或者这些选集可能是根据犹太人的利益遵循一个总体计划。渠道已经改变，但策略和战术是一

样的：“读我们告诉你要读的，不要读我们告诉你不要读的。” 

  

 我在其他地方写道：“每当你看到一个作家受到”热门作品“或者一份出版物被媒体糟蹋，你知道他们

不想让你知道一些事情。最好的办法是立即去那里，找出那是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当人们或国家

被妖魔化时，你知道那是宣传；你被灌输，以避免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信息。”(13)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protocols_of_zion.pdf
https://vault.fbi.gov/protocols-of-learned-elders-of-zion/protocols-of-learned-elders-of-zion-part-01-of-01/view
https://www.thejc.com/lifestyle/features/revealed-wallis-simpson-s-jewish-secret-1.26582
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JFKcuneo.htm
https://www.nytimes.com/1988/03/05/obituaries/ernest-l-cuneo-82-owned-news-service.html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2393/


 哈斯巴拉是什么？ 

  

“哈斯巴拉是一场耗资数十亿美元、由以色列几个政府部门密切协调的犹太运动，由数百个犹太组织

在国际上参与，其唯一目的是压制对任何犹太人的批评，并在国外宣传以色列的正面形象。”从根本

上说，它是一台巨大的宣传机器，从更隐晦的意义上来说，它试图或多或少地完全控制世界公众可

以获得的信息，利用对这些信息的组成部分的有力宣传和严格限制。考虑到（犹太人所有的）大众

媒体对“标准叙事”的宣传，以及对所谓“错误信息”的坚决镇压，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清楚其中的一些部

分，最终导致谷歌、维基百科、社交媒体和欺骗性事实核查行业今天实施的公开审查。拜登的“真相

部”，国土安全部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14)这是另一个公开的宣传工具（和信息控制工具），旨在打

击所谓虚假信息的传播。 

  

在这一点上，在媒体上读到一些不在犹太人议程上的事件，或者一个不符合犹太人妖魔化一个或另

一个国家的利益的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强烈抗议”，几乎是很有趣的。这可能是真的，但当你拥有

所有的报纸时，点燃这样的火花并不困难。 

  

但哈斯巴拉的巨大努力中有许多部分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我们不太可能知道这些。作为介绍，诺姆·

谢扎夫写了一篇关于哈斯巴拉的不错的文章：(15)“对以色列术语的简短讨论，该术语用于描述正在

进行的、不断增长的国家宣传工作。”我推荐它。 

  

在信中，他告诉我们，“哈斯巴拉是一种针对国际观众的宣传形式，主要但不限于西方国家。它旨在

以积极描述以色列政治行动和政策的方式影响对话……”哈斯巴拉的努力要广泛得多，其目标比任何

地方的任何政府开展的任何类似活动都要雄心勃勃。“哈斯巴拉同时以政治精英、舆论制定者和公众

为目标；它包括传统的倡导工作以及通过大众媒体发出的更普遍的呼吁，由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游说团体、公民个人、学生、记者和博主执行。” 

  

“这些组织制作资源——小册子、幻灯片、传单、地图、民意调查等等——并以有利于以色

列政府[以及一般犹太人]的方式报道新闻事件在影响舆论制定者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记者和

https://www.rt.com/news/554906-biden-disinformation-governance-board/
https://www.972mag.com/hasbara-why-does-the-world-fail-to-understand-us/?


博客作者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定期飞往以色列，而以色列代表——前外交官、记者、士兵和

官员——则被带到校园、智库、，世界各地的会议和其他公共活动。“” 

  

直到几年前，执行哈斯巴拉工作的主要政府机构是以色列外交部，通过其媒体和哈斯巴拉部门。然

而，现在有一个官方的哈斯巴拉部，即国际犹太宣传部，其中包括一个“以五种语言运作的情况室”

。谢扎夫声称，哈斯巴拉省有一个新的媒体团队，根据该办公室的网页，该团队可以接触社交媒体

网络上的10万名犹太志愿者，以及许多犹太博客作者。 

  

一位西班牙作家，他写道，“哈斯巴拉采用了所有宣传工作的惯用技巧：半真半假、非文本化的引语

、愤世嫉俗地希望读者不要费心去核实的虚假声明、无效的类比等等。它的程序之一是说谎足够多

的次数，让人们开始相信它是真的。”另一位写道，他对哈斯巴拉的“默认方法哈斯巴拉呼吁所有批

评以色列的人反犹太”感到愤怒。(16)要么是这样，要么就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这确实似乎是所

有这些的潜台词。 

  

在《国家报》的一篇文章中(17)，则，马克斯·布卢门塔尔写道，哈斯巴拉省既有一个付费媒体团队

，也有一支志愿者队伍“成千上万的博客、推特和脸书评论员被告知最新的谈话要点，然后在社交媒

体上充斥着五种语言的哈斯巴拉。被征募到以色列在线军队的宣传士兵的功绩有助于产生“哈斯巴拉

巨魔”现象“，这是一种经常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上部署的匿名、尖锐和无情的骚

扰行为，目的是骚扰那些对以色列官方政策表示怀疑或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公众人物。”我强烈建议你

阅读布鲁门塔尔的文章。它会让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哈斯巴拉。 

 

宣传机器如此坚决，以至于以色列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明确惩罚被认为对犹太国家有害的言论，

允许任何以色列人在民事法庭上起诉肇事者，要求赔偿损失——不需要证据。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

，是因为所有西方国家都将很快出台类似的法律，如果不是更糟的话。德国的犹太人最近提出一项

法律，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读作：任何所谓“反犹太主义”的表达）都将导致失去德国公民身份，

这是很快在所有西方国家出现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不会在五年内发生，也许不会在二十年内发生，

但它会发生，因为旗帜已经升起。这对你来说无关紧要，但如果你现在不采取行动，你的孩子和孙

子孙女将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https://thehasbarabuster.blogspot.com/2008/09/what-is-hasbara.html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israel-cranks-pr-machine/


  

这场攻势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广泛、更坚定。2010年，以色列外交部向10个欧洲国家的犹太大使馆

发送了一份电报，并得到以色列极右翼外交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的指示，命令每个大使馆确定1000

人，作为以色列和犹太事务的倡导者。他们将被期望从以色列政府和各种犹太机构“接收信息”，并“

积极宣传”这些“信息”。(18) 

  

这些“以色列之友”将来自犹太和基督教活动人士、学者、记者和学生，以色列官员将定期向他们通

报情况，然后鼓励他们在公开会议上为以色列发声，或为媒体写信或撰写文章。大量资金被用于聘

请专业公关公司和说客，以协助两件事：（a）以色列的“整体品牌”和（b）解决犹太人想要利用的

国际问题，以吸引以色列的不利关注和犹太人对西方的控制，伊朗的危险或中国所谓的“人权”问题

等问题。 

  

此外，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几年前在AIPAC上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敦促所有犹太人

保持对西藏虚构悲剧的强烈公众关注——特别是要让全世界的注意力远离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犯下的

悲剧。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犹太人）在美国国会推动西藏独立的演讲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19) (20)这是一个家庭事件；这段视频是福特的妻子写的。 

  

这其中很多都是非常阴险和过分的。两三年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犹太游说团体之一消失了。以色

列项目被称为TIP(21)是专门为代表以色列影响美国政治和媒体的秘密活动而创建的，被半岛电视台

的一部名为《游说团——美国》的秘密纪录片曝光。这场展览足以谴责TIP，TIP立即解雇了所有员

工，并关闭了几家办公室。(22)证据是由半岛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收集的，他在TIP实习了大约6

个月，显然表现很好，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个长期职位。 

  

我不想给你们提供太多信息，但在向你们介绍细节和更多例子之前，请简要浏览一下1962年印刷的

犹太文件的以下两页。它将让你了解“全面消毒信息控制”计划的宏大范围，该计划在60多年前就已

经存在，并扩大了上述1905年的第12号协议。注意“发言者”的提法；它将在稍后重新出现。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nov/28/israel-citizen-advocates-europe-pr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entertainment-news/hollywood-news/why-is-star-wars-actor-harrison-ford-banned-in-china-an-insight-into-the-1995-incident.html
https://apnews.com/article/65044e80be46bf0b29cf237486e4bdff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tags/israel-project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blogs/asa-winstanley/israel-lobbys-commando-force-taken-out


 

 



 

 所有这些都是对通常所说的“犹太游说团”的补充，远远超出了“犹太游说团”的范畴，你可以在这里

读一篇简短的复习文章。(23) 

  

 

 



 伊利诺伊州法案 

  

这是2017年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全球影响力运动，由以色列政府资助。以色列政府在7个国家设有

73个办事处，拥有15000多名以17种语言发表文章的在线军队。行为IL表示，其目标是“影响外国公

众”，并与BDS（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作斗争——不断执行大规模的巨魔任务。(24)表演。IL声

称是一项“草根学生倡议”，但一位专家将其描述为“先进的数字政治活动”——换句话说，是一场虚

假的草根运动。他们制作了很多他们称之为“白标签”的宣传品——无标签的材料，通过其他团体进

行清洗：“我们制作内容，然后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发布。” 

  

该集团在“无标识”战略下运营；换句话说，匿名。员工和志愿者被告知，在传播犹太虚假信息时，

不要透露他们与该组织的联系。外交部总干事明确表示，他们的工作“不受关注”，并试图修改以色

列法律，使其与以色列情报机构一样被列为机密。但它公开吹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操纵国际舆论对

以色列国的看法” 

  

这一次比其他许多犹太宣传活动更阴险、更阴险。该项目被称为Act。IL使用了一个专门设计的人工

智能软件应用程序，不仅可以监控犹太人不喜欢的在线内容，而且具有足够的智能，可以根据在线

发现创建攻击性的“任务”。该软件是以色列IDC大学和以色列-美国理事会的合资企业，致力于“组织

和激活”居住在美国的50万以色列裔美国人。；另一个名为马卡比特遣部队的美国组织是为了打击“

反犹太主义运动”而成立的。马卡比说，它“致力于一项核心任务，即确保那些试图剥夺以色列合法

性和妖魔化犹太人民的人受到打击、打击和击败。”(25)该软件由以色列陆军情报部门设计，并得到

其大力支持，其首席执行官是摩萨德的老兵。它主要由谢尔顿·阿德尔森和保罗·R·辛格基金会在美国

资助。 

  

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吹嘘该法案。IL应用程序“创建亲以色列专家的虚拟情况室”(26).但是行动

起来。IL不仅仅是一个应用程序。这是一场“使命运动”，利用IDC学生的集体知识，这些学生共讲35

种语言，来自86个国家，与世界各地的亲以色列社区有联系。“当你们以同样的目标和价值观一起工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inside-israels-million-dollar-troll-army/27566
https://israelpalestinenews.org/israel-partisans-work-censor-internet/
https://www.jpost.com/Diaspora/Combating-BDS-with-a-push-of-the-button-494735


作时，你们可以在社交媒体领域拥有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当学生们检测到以色列“在网上遭到袭击”

的情况时，他们会对应用程序进行编程，以找到“任务”，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即可完成。 

  

就使命而言，这里有一个例子：澳大利亚的一些犹太人对某一特定的生意（我相信是餐馆）持异议

。作为报复，该行为。IL应用程序创建了一个“任务”，指示用户在Facebook上攻击和批评该公司。

他们这样做了，并将该公司的公开评级从5分之4.6降至1.4，实际上毁掉了该业务。“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发出明确、直接的信息。公然的反以色列情绪是不可接受的。”半岛电视台《索赔法》泄露

的一份犹太报告。IL的应用程序每周完成1580个类似的“任务”。犹太出版物《向前呼吁法案》。IL

是“网络宣传战”的一个新入口，“有数千名志愿者，大部分来自美国，他们可以从以色列直接进入社

交媒体群。”据《前进报》报道，“到目前为止，它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它如

何在不展示自己的手的情况下塑造有关以色列的在线对话。”(27)别开玩笑了。 

  

在另一个案例中，该应用程序制作了一个“任务”，与正在放映一部批评以色列纪录片的波士顿教会

打交道。该应用程序要求学生将这部电影与“白人至上主义暴动”进行比较，同时将讲述者描述为“著

名的反犹太主义者”，并用这些和其他指控轰炸所有各方——当然，所有指控都是由“感兴趣的社区

公民”匿名完成的，没有一人被认定为犹太人。 

  

其中一个任务策略是一个被称为“洪水”的有据可查的在线宣传策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犹太教授

戴维·波岑表示，洪水是指将大量内容涌入特定的网络空间。Pozen说：“你只是把注意力从你不想集

中的信息上转移开，并利用听众注意力的稀缺来稀释信息的力量。” 

  

如果不清楚，这种努力不仅限于在网上发布有利于以色列或犹太人的帖子，也不限于删除不需要的

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现实世界中的运作方式是，从字面上攻击那些被视为对犹太人叙事造

成麻烦的人或机构，其行为方式是损害企业和声誉，造成就业损失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

，因此受害者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不幸的真正原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还有更多这样的项目。 

  

https://forward.com/news/388259/shadowy-israeli-app-turns-american-jews-into-foot-soldiers-in-online-war/


对于这个项目，在应用程序的帮助下，定义“任务”并附上执行指令，犹太人招募了数千名犹太高中

生，他们是这场新宣传运动的领先者。这些学生与他们的以色列情报导师一起学习如何完成社交媒

体“任务”，这些任务实际上是从Act总部分配给他们的。以色列埃尔兹利耶的伊尔。他们定期举行表

演。il倡导培训课程遍布美国各地——波士顿、纽约、普林斯顿、新泽西、夏洛特敦、弗吉尼亚、

费城、洛杉矶和其他城市，通常使用犹太学校和社区中心作为培训场所。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目前

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展活动，在这些国家，“积极搜寻海外犹太人社区，寻找年轻的计算机天才”，招

募人员参加行动。IL“任务”。据一位以色列官员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外的犹太社区寻找符合

条件的青少年。我们的代表随后将前往这些社区，并在那里开始筛选过程。” 

  

以色列新闻网(28)报道称，国防部部长“认为这是一场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的战争。对以色列国的非

法化可以得到遏制和遏制”，但“为了获胜，我们必须使用诡计和诡计”。总干事西玛·瓦克宁·吉尔在一

个由以色列技术开发人员组成的论坛上说：“我想创建一个战斗人员社区。”其目的是“遏制反以色列

活动人士的活动”，并“在互联网上充斥亲以色列的内容”。该项目的另一部分涉及一个1000万美元的

项目，以类似方式（通过“使命”）影响海外工会和专业协会，根除BDS和“反犹太主义”。 

  

远期报告：“Act.il表示，到目前为止，它的应用程序已经有12000个注册用户，6000个普通用户。

这些用户分布在世界各地，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在美国。用户完成任务会得到‘积分’；排名靠前

的用户每天完成五到六个任务。排名靠前的用户会赢得奖品：一封来自政府迷你们的祝贺信或者是

以色列开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玩偶。“”(29) 

  

 以色列的8200部队 

  

 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个在秘密互联网活动中扮演角色的犹太实体，即以色列军方传奇的高科技间谍

分支8200部队。(30)犹太媒体告诉我们，该部队由数千名“网络战士”组成，主要年龄在18岁至21岁

之间，并报道称，8200部队“在情报收集方面，包括运营一个庞大的全球间谍网络方面，以高效著

称”。如果这还不清楚的话，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主要由犹太青少年组成的“大

规模全球间谍网络”。 

  

https://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987758,00.html
https://forward.com/news/388259/shadowy-israeli-app-turns-american-jews-into-foot-soldiers-in-online-war/
https://www.jewishpress.com/news/breaking-news/foreign-ministry-recruiting-former-unit-8200-soldiers-for-social-media-battles/2015/11/30/


在互联网内容控制方面，同一份出版物告诉我们，8200部队成员与谷歌、YouTube、Facebook等

互联网公司举行了会议，“以加强与外交部在打击煽动方面的合作”。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会议结束

时，双方同意谷歌将加强与外交部的双边关系，并建立一个合作工作机构。”另一则以色列关于此次

会议的新闻报道称：“……双方同意，这些公司将加强与外交部的联系，并建立一个定期的控制机制

，以防止这些燃烧材料在网络上传播(31)当然，谷歌很快否认了外交部的报告，但随后《财富》杂

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Facebook和谷歌要遵守以色列删除某些内容”的文章，声称美国社交媒体

遵守了95%的犹太人删除内容的请求。(32) 

  

 金丝雀——煤矿黑名单 

  

一个极其肮脏的犹太企业是一个被称为“金丝雀”的秘密阴谋，以“煤矿里的金丝雀”传说命名，但在本

例中，它适用于“反犹太主义的早期预警”。这项活动也主要由学生在以色列军方和各种犹太倡导团

体的指导下进行。 

  

他们的策略包括，美国（很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犹太大学生开展了一场明显广泛的运动，以确定

所有没有表示热爱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学生和教师，并将他们的照片、姓名和个人信息公开发布在金

丝雀网站上，认定他们是堕落的反犹分子。声明的目的是“确保这些人中没有人在毕业后就业”。这

也是为了确保教授失去任期和工作，网站和个人被去平台化，作家失去读者，书籍永远不会出版。

金丝雀项目制造了煽动和恐吓的气氛，以至于FBI显然正在调查针对BDS活动人士的暴力威胁。这些

“学生”真是训练中的黑帮。(33) (34) (35) (36)马克斯·布卢门塔尔和朱莉娅·卡梅尔写了一篇关于金丝

雀的优秀文章。(37)我劝你读一读。 

  

该网站的作者指责数十名活动人士、学生、大学教授和记者是反犹太主义者，甚至与恐怖主义有关

联。尽管呼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提高透明度，但金丝雀使命拒绝透露其赞助商或组织者。 

  

https://www.inn.co.il/news/310559
https://fortune.com/2016/09/12/facebook-google-israel-social-media/
https://forward.com/news/320473/who-is-behind-canary-mission-website-targeting-bds-activists/
https://www.arabamerica.com/anti-bds-website-seeks-to-ruin-careers-reputations-of-those-who-support-palestine/
https://www.mintpressnews.com/anti-bds-website-seeks-to-ruin-careers-reputations-of-those-who-support-palestine/209741/
https://www.tabletmag.com/sections/news/articles/the-blacklist-in-the-coal-mine-canary-missions-fear-mongering-agenda-college-campuses
https://tonygreenstein.com/2015/10/canary-mission-real-face-of-zionis/


我的理解是，这些人给当地的公司发电子邮件，上面有照片和名字。这实质上是对一位人力资源经

理说：“这里所附照片和描述的人都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反犹太主义、否认大屠杀的纳粹犹太仇恨者。

你真的想让他们加入你的公司吗？” 

  

这是特别阴险的，因为没有防御是可能的。如果一个即将毕业的求职者被指控谋杀，人力资源经理

可能会对其中一个不幸的人说，“我们怀疑你在这个日期或大约这个日期杀死了这个人。”现在，我

们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要讨论，可以证明或反驳。但是，如果你被指控“我们知道你对犹太人有负面的

想法和感受，你可能表达了这些想法”，你会如何回应？你无法证明你没有思考、感觉或说某件事，

简单的否认将被忽略。你死在水里了。更糟糕的是，由于这些指控具有煽动性，受害者不太可能被

指控并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因此，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仍然失业。 

  

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被打败呢？大多数情况下，将欺骗和无原则的活动暴露在光下足以消除其力量

，但这一点可能不同。联系当地雇主，告知他们一群犹太人正在针对无辜者开展应受谴责的反就业

运动，可能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反犹太主义指控，甚至提起诉讼。我认为没有办法对此进行辩护，因

为目前的气氛是，犹太人被允许仅仅基于真实或捏造的反犹太主义指控，攻击和破坏任何人的名誉

，细节和背景是不必要的，但外邦人可以出于任何原因公开批评犹太人，尤其是像这样不干净和不

道德的事情，可能涉及巨大的个人风险。 

  

 犹太出版物《前进》衷心赞同这个应受谴责的项目(38)声明， “学生活动人士的模糊黑名单赢得了

主流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两年多来，一个名为“金丝雀使命”的模糊网站发布了亲巴勒斯坦团体学

生的政治档案，称希望阻止他们在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以色列校园联盟将金丝雀使命称为阻止支持

BDS运动的有效模式，赞扬该网站导致学生出于担心“影响”而放弃对亲巴勒斯坦团体的支持。“通过

金丝雀使命（Canary Mission）等在线平台，亲以色列社区已经建立起了对反犹太主义和BDS活动

的强大威慑力量。金丝雀使命是一个致力于揭露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仇恨的数据库。” 

  

 不过，这不是对任何被曝光的东西的仇恨，而是那些不愿成为谄媚的犹太马屁精的人的名字。 

  

https://forward.com/news/383938/shadowy-blacklist-of-student-activists-wins-endorsement-of-mainstream-pro-i/


大规模诽谤数据库背后的目的是明确的。金丝雀使命网站上的介绍视频最后用大写字母填充屏幕：

确保今天的激进分子不是明天的雇员。因此，任何不愿在犹太人面前屈服的学生，现在都被提升为“

支持恐怖主义的激进分子”。 

  

 金丝雀网站说， “Canary Mission记录了鼓吹仇恨美国、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人和团体。我们调查了

整个北美政治派别的仇恨，包括极右翼、极左翼和反以色列活动人士。每一个人和组织都经过了仔

细的研究和来源。你可以通过提醒我们注意反以色列活动来帮助揭露仇恨-在你的大学校园内外的闪

族活动。“金丝雀网站对教授、学生、专业人士、组织和医务人员进行了分类(39) 

  

“煤矿里的金丝雀长期以来一直是对少数民族的迫害的隐喻，这种迫害随后蔓延到普通民众。如今，

大学校园里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和反美激进分子，他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和标语牌，高呼“种族隔离

”和“杀人犯”“几年后，这些人正在申请贵公司的工作。没有他们加入激进组织的记录。没有人记得他

们在校园里大喊大叫，或参加仇恨犹太人的会议和反美集会。所有证据都已被清除，很快他们将成

为贵公司团队的一部分。我们是卡纳尔。”y Mission是一个致力于记录这些仇恨行为、揭露这些行

为并追究这些人责任的组织。“” 

  

丽贝卡·皮尔斯（Rebecca Pierce）是自出现在金丝雀使命（Canary Mission）网站上以来遭到虐待

的众多学生之一。皮尔斯被誉为金丝雀任务的“当日激进分子”，并立即开始受到种族主义攻击、强

奸和人身暴力威胁，将她等同于纳粹集中营警卫。当皮尔斯抗议她被列入金丝雀任务黑名单时，她

抱怨种族主义虐待和暴力威胁，金丝雀任务回答说：“我们收到了你的请求，要求你从CM名单上除

名。如果你能在几年内表现出良好的行为，我们将予以考虑。” 

  

这些人到底以为自己是谁，竟然有权摧毁那些拒绝屈从和为犹太人服务的年轻人的事业？这是一种

需要揭露的邪恶的犯罪帮派，需要指名并“追究责任”的是幕后的犹太人个人。 

  

 校园观察 

https://canarymission.org/


  

 一位名叫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的犹太人是一家名为校园观察（Campus Watch）的类似

网络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由他认为是“反以色列”的教授的档案组成——另一份黑名单，与金丝雀

任务（Canary Mission）极为相似，该任务的目标是同一个人中的一些人，还鼓励亲以色列的学生

监视他们的教授。(40)许多出现在Pipes校园观察黑名单上的人报告说，他们受到了暴力威胁和来自

匿名来源的恶意电子邮件攻击。与Pipes自由承认自己拥有的“校园观察”不同，Canary Mission的管

理人员竭尽全力将网站的资助者和编曲者保密。这似乎是有充分理由的：“加那利特派团不仅试图剥

夺参加巴勒斯坦团结活动的学生未来的就业机会，而且似乎还有意营造一种恐吓气氛，让活动家、

学者和记者公平对待包括强奸、暴力和恶意种族主义侮辱在内的威胁。” 

  

 美国中东报道准确性委员会 

  

该网站包含数百篇文章，抱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犹太人并不是绝对积极的。

他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如果盖蒂影业、美联社和法新社等公司对以色列或犹太人不满意的

话，可以迫使它们修改照片上的字幕。如果巴勒斯坦人或任何反对团体使用联合国或其他标志“为恐

怖主义和否认大屠杀的辩护者提供虚假的可信度”，他们就会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的一篇文章

的标题是“MSNBC的安德里亚·米切尔（Andrea Mitchell）在一句话中对以色列犯了两次错误”，这

表明了他们对控制琐碎信息和媒体报道的偏执程度。许多路透社或法新社在犹太人施压后修改新闻

标题的例子。(41) 

  

他们必须有成千上万的人关注最微小的事情，即使是最小的批评也等同于“不道德的新闻”。如果你

浏览摄像头网站，这些人都是病态的。值得思考的是，将你在过去50年里看到的所有关于犹太人和

以色列的负面文章与这些犹太人在过去一两年里写的关于中国的仇恨文章进行比较。对犹太人最轻

微的批评就是战争行为，但犹太人可以自由地诽谤中国和中国人，并造成巨大的仇恨，导致人身攻

击增加500%或600%。但让公众注意到这一点构成了“反犹太主义”。 

  

https://tonygreenstein.com/2015/10/canary-mission-real-face-of-zionis/
https://www.camera.org/


在过去几年中，犹太人一直对中国进行着激烈而卑鄙的仇恨运动，以至于对中国人（而不是媒体所

说的“亚洲人”）的人身攻击令人震惊地增加，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急剧下降。这不是意外；这就

是我们的计划，民调之所以被采纳和公布，是为了衡量这些仇恨运动的成功，并吹嘘它们。这不是

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罗斯柴尔德及其塔维斯托克研究所领导的哈扎尔犹太人在英国（针

对德国）进行了首次尝试，其目的是“向德国人民和德国灌输个人仇恨”，并吹嘘说，最初“憎恨德国”

的英国人口的6%到竞选结束时增加到了50%以上。(42)这意味着他们有100多年的实践经验。 

 

 哈斯巴拉在校园里 

  

众所周知，近代史上所有的世界“颜色革命”都是通过促进大学校园的动荡而开始的，这是一种对理

想主义的淫秽利用，这种理想主义在年轻学生中很常见，他们对世界事务知之甚少，他们的观点和

情感构成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因此，在哈斯巴拉框架内，北美（以及整个西方）的校园被视为主要

的犹太“战场”，而以色列的校园则构成了这一军事“供应链”的主要部分。 

  

哈斯巴拉研究金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3238/


泰勒·莱维坦（Tyler Levitan）是哈斯巴拉供应链的一员，他写了一篇优秀的文章，发表在《蒙多维

斯》（Mondoweiss）上(43)这描述了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试图控制几乎所有与犹太人和

以色列有关的思想和表达的心态和方式。我敦促你阅读这篇文章。 

  

 “哈斯巴拉奖学金于2001年由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Aish HaTorah和以色列外交部发起。其宣称的

目标是培训以色列以外的学生如何在各自的校园宣传以色列国家的形象。他们的存在理由从一开始

就显而易见：阻止诚实讨论以色列的人权问题。”北美校园中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的目标绝不是讨

论或辩论这个问题，而是混淆、故意阻止我们的同学对以色列及其行动进行批判性思考。我逐渐意

识到，哈斯巴拉奖学金只是旨在压制对以色列犯罪行为的批评的全球宣传努力的冰山一角。“” 

  

以色列政治家纳坦·沙兰斯基说，“哈斯巴拉奖学金为学生领袖提供了知识、培训，最重要的是激励他

们在她最需要的地方保卫以色列：在校园里。”(44)它们是成功创造有关以色列的积极校园环境的框

架的一个组成部分。“Stephen Kuperberg是以色列校园联盟的执行董事，该组织致力于“编织和催

化以色列校园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加拿大总监Daniel Koren，网址为

dkoren@hasbarafellowships.org. 

  

 哈斯巴拉巨魔 

  

据犹太官员称，以色列正在雇佣大学生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发布亲以色列的信息，但不表明自己是政

府的恶棍。(45) (46)政府向以色列学生提供全额或部分奖学金，以打击“网上反犹太主义和抵制以色

列的呼吁”。 

  

https://mondoweiss.net/2015/02/activists-propaganda-intim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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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u.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3/08/14/israel-students-social-media/2651715/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tudents-offered-grants-if-they-tweet-proisraeli-propaganda-8760142.html


其中一个项目是由拥有30万人的以色列学生全国联盟发起的，该联盟向以色列学生支付2000美元，

让他们每周工作五个小时，以“在舒适的家中工作的同时，领导对抗敌对网站的战斗”。(47)这是希伯

来文的原始文件(48)这是一个翻译。(49)他们主要监控网站发布正面（即使是虚假）信息，并从社交

网络中删除“反犹太主义”内容，或者至少攻击这些内容，通常是成群结队。这个主要项目负责所有

互联网内容和所有社交媒体渠道，包括多种语言的Facebook和Twitter，以及YouTube等。整个项

目和哈斯巴拉的所有项目一样，将对以色列或犹太人的任何批评与反犹太主义或犹太人仇恨混为一

谈，这些标签经常被用作勒索手段，通过担心这种标签的后果进行恐吓。《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

许多关于以色列政府计划利用世界各地的学生“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辩护”的文章。(50) 

. 

他们还有一个特定的维基百科团队“负责撰写新条目，并将其翻译成维基百科运营的所有语言，在跟

踪和“防止偏见”的同时更新信息”下面是关于维基百科的更多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络作战小队”旨在秘密行动，学生们被建议和警告不要被识别为犹太人，或

被政府雇佣。相反，据《国土报》报道，该计划旨在使该项目看起来以政治中立学生的活动为基础

。(51)(52)以色列政府显然在这些不同的学生项目上花费了数不清的数百万美元，从哈斯巴拉奖学金

到有偿奖学金，再到每年2000美元的津贴，还包括犹太人50%的军队。他们还专门聘用从犹太情报

机构任职期间获得军事经验的毕业生。 

  

 哈斯巴拉手册：在校园推广以色列 

  

“本出版物由以色列犹太机构教育部和联合发行委员会赞助。”(53)PelegReshef，WUJS主席。这是

一份131页的文件，旨在为美国的犹太大学生提供一份操作手册，让他们在校园里“掌握有关以色列

或犹太人的一切叙事”。毫无疑问，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学生都有其他语言版本。哈斯巴拉大学的整

个文件指导犹太学生操纵、歪曲和撒谎。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不诚实来隐藏以色列的罪行，而且，

当它还在上小学时就开始了（就像它那样），将产生整整一代的犹太极端分子和年轻的犹太黑手党

匪徒。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blogs/ali-abunimah/israeli-students-get-2000-spread-state-propaganda-facebook
https://www.oranim.ac.il/sites/heb/sitecollectionimages/aguda/documents/antishemiut.pdf
https://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Government-to-use-citizens-as-army-in-social-media-war-322972
https://www.bbc.com/news/blogs-news-from-elsewhere-23695896
https://www.eutimes.net/2009/12/israel-paying-agents-to-post-pro-israel-propaganda-on-internet-forums-blogs/


它的总体目标是影响公众舆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在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中。这本手册完全

是一本政治论文，展示了各地犹太游说团体运作的现实缩影。它基于几个基本原则，其中包括设置

议程和控制叙事，不仅控制主题，还控制与犹太人或其主要兴趣领域（如堕胎、易装同性恋、色情

、赌博、战争、，主要的先发制人打击是采取主动，制定议程，以确定允许戈伊姆人谈论和讨论什

么。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确定校园中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中心，并加入这些中心，以便控制议程

，操纵这些权力中心，并利用它们达到犹太目的。一个不变的思路是寻找所有校园权力来源，与他

们结盟，并为他们制定促进犹太人利益的议程。哈斯巴拉的学生从第一天起就被教导“制定议程的人

通常会获胜。” 

  

我们可以预期这样一份文件是有偏见和片面的，但这一份是过分的。整个手册有效地教导犹太学生

如何撒谎和操纵戈伊姆的观点。你不会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存在，但它确实存在。它包含10或12页关

于具体宣传策略（如何撒谎）的部分，我将提供一些细节。 

  

重点放在学生身上，影响校园领导人，因为“校园是下一代政治家和舆论形成者的温床。因为人们在

大学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所以影响领导人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有利很重要。”但该手册也详细介

绍了如何与媒体、编辑、政客和其他人打交道。它教会学生如何组织宣传活动，如何巧妙地安排和

进行抗议，如何写信和发表演讲。在所有这一切中，几乎每一种程度的不诚实或至少是不真诚都有

一个眨眼和点头，总体态度是撒谎、操纵和剥削是正常的人类活动。这种模式与各地所有的犹太人

游说基本相同。 

  

我们鼓励大学生加入参与校园政治的每一个可能的团体，以便影响每一个事件和选举，制定有利于

犹太人的政策。“犹太学生应该尝试填补校园里的所有高层职位。通过以其他学生可以理解的方式展

示你的存在，展示犹太人在校园里的参与和权力。”“制定一份目标清单，列出所有可能需要成为盟

友的校园领导和关键学生，并与他们建立个人关系。记录你与他们的所有对话——以及关于他们的

对话。”撒开你的网。加入任何看似强大的俱乐部或社会，并尝试与他们结成联盟，为他们后来为犹

太目的而利用他们创造条件。校园里的团体越强大，他们就越有用。一旦结成联盟，就开始利用这

种关系。 

  



文件中还有一个主题，即任何对犹太人的负面思想、言论或感情都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反犹太主义”

。这本手册告诉我们，人们把“以色列”和“犹太人”混为一谈，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反犹太主义”。“反

犹太主义情绪必须被揭露出来，并进行有力的辩护。对以色列或犹太人的‘合法批评’是……出于反犹

太主义的动机，即那些不喜欢犹太人的人。”有趣但意料之中的是，“大屠杀纪念馆缺乏支持是‘反犹

太主义’的有力（但微妙）证据。” 

  

他们巧妙地将反犹太主义的拼写改为“反犹太主义”，现在他们将“反犹太主义”宣传为过时，因为“犹

太人仇恨”不是基于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事实，而是仅仅是犹太人——这源于他们默认大多数犹太人

是欧洲哈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现在，“反犹太主义”等同于“犹太人仇恨”。这不是什么；这是一

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反对大多数（所谓的）犹太人不是闪族人，而是实际上是欧洲的哈扎尔人的说

法，他们试图重新组织辩论，以逃避显而易见的结论。犹太人仇恨现在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类似的

戈伊姆意识形态，但对犹太人更有害。 

  

这些学生不仅限于操纵其他学生；他们已经在接受更高目标的培训：影响政客、公共领导人和其他

官员。该手册鼓励严肃的政治行动主义，并告诉学生，“如果政客们发现公众支持以色列，他们很可

能会支持以色列自己。政客们认为他们收到的每封信都代表了100多个选民。如果他们收到几十封

信……”建议很明确：召集尽可能多的犹太学生，创建尽可能多的合理电子邮件地址，地毯式轰炸那

些有犹太议程的政客，但千万不要把自己列为任何（犹太）组织的成员。学生们在给编辑的信中接

受类似的培训。这本手册包含了几页关于如何与公众、民选官员等开展信息运动的说明；如何吸引

学童，如何组织抵制（除了反对以色列的时候，抵制总是好的）。 

  

 第7章——七种基本的宣传手段 

  

“宣传是指那些希望通过情绪化和淡化理性的方式进行沟通的人，目的是宣传某种信息。为了有效地

向公众展示以色列，并抵制反以色列信息，有必要了解宣传手段。” 

 



正如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喜欢说的那样，前7点和随后的其他7点是犹太人开发的实

际模板，帮助他们努力控制公众舆论，并“拉动控制公众思想的电线”。(54) 我们在大众媒体、犹太

哈斯巴拉狂热者撰写的文章中，以及在在线文章的评论帖子中，都看到了这些内容的广泛使用。如

果你知道要寻找什么，并且你很注意，这些是很容易识别的。 

  

点名 

“通过仔细选择词汇，点名技术将一个人或一个想法与一个负面符号联系起来。通过点名创造负面含

义是为了试图让观众在负面联想的基础上拒绝一个人或想法，而不允许对该人或想法进行真正的检

查。点名很难做到。”安特。称示威为“暴动”。将一个政治组织称为“恐怖组织”，等等。“只要用你能

想象到的任何肮脏的名字来贬低对手的地位。新纳粹，反犹太主义。”那些反对以色列（或犹太人）

的人总是骂人。“当然，犹太人和犹太媒体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晕轮效应 

这是反过来叫名字。使用积极的短语，以便给事物留下积极的印象。自由，自由，科学，民主，自

由斗士。 

转移 

“转移涉及将一个概念的一些声望和权威应用到另一个概念上。”站在联合国旗帜旁边。在中国，假

装你住在北京，或者上过清华或复旦大学。提到著名的名字，即使不相关。 

证明信 

“意思是争取受人尊敬或著名的人的支持来支持一个理想或竞选。证明……可以被操纵，比如当一个

足球运动员被用来支持一个他们只有有限理解的政治竞选时。证明可以为一个不值得支持的论点提

供支持。引用可以作为证明，即使在…断章取义。“使用引用语、互联网链接、任何断章取义的东西

，即使是虚假的，也要支持你的立场，摧毁对手的立场。 

此外，利用名人。[名人]可能“很容易被操纵，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不是中东，而污

损他们形象的威胁（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通常会说服他们（合作或）退让。”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562/


普通人 

让听众相信说话者是“普通人”。（战斗中没有狗，没有斧头可磨。） 

  

害怕 

“听众对暴力和混乱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恐惧很容易被操纵。听众过于专注于威胁而无法批判性

地思考说话者的信息。通过指出后果……身体风险或财务损失，可以成功地利用恐惧。”你不想被玷

污为“反犹太主义者”或“否认大屠杀者”。你可能会失去工作和名誉。你的孩子可能会被迫转学。 

随波逐流 

“人们很高兴成为人群中的一员……给人的印象是”以色列是支持的团队，这就是风吹的方式。“试着

给人留下‘几乎每个人’都像你说的那样思考的印象。夸大对你的立场的支持。 

制定议程 

哈斯巴拉的学生从第一天起就被教导“制定议程的人通常会获胜。” 

构建辩论框架 

 犹太导师教导学生总是试图重新组织辩论，只关注符合犹太议程的问题。框架是一种更阴险的宣传

工具——指导我们“如何思考”特定事件。对伊拉克的入侵和破坏被美国军方和犹太媒体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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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恐怖分子”。犹太媒体将香港的恐

怖分子定义为“民主抗议者”——仅在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他们就制造了10000多枚汽油弹，用于

政府大楼和警察局（以及警察本身）。这些“民主抗议者”还向一名与他们意见不同的男子泼汽油，

并放火焚烧。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视频：(55)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第一步是提供一个有用的宣传定义

，如果被公众采纳，它将一次性消除独立思考。 

两种主要的方法：得分和真正的辩论。 

 得分包括通过破坏对手的位置来攻击对手（字面意思是“得分”）它应该给人一种理性辩论的表象，

同时避免任何真正的讨论。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分析他们听到的东西。当观众只是部分参与时，

如在互联网上，这是正确的方法。有必要通过给人诚实辩论的印象来掩盖这一点。“这是一个有趣的

https://nypost.com/2019/11/11/hong-kong-protests-man-doused-in-liquid-set-on-fire-after-shouting-at-protesters/


观点，但这不是真正正确的问题……”这似乎解决了所说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忽略了这一点，并通过

设定新议程重新组织了讨论。“总是尽量避免辩论，把对以色列或犹太人的批评变成对反对派的攻击

，如果可能的话，缩小到一个人，并暗示此人是反犹太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者或不可信任。” 

  

什么时候不参与 

  

弥漫在哈斯巴拉心态中的一个主题是：“如果你赢不了，就不要战斗。”我们经常在网上的评论帖子

中看到这种情况，一个明显的哈斯巴拉巨魔会对一些历史话题做出虚假的声明，通常是为了赦免犹

太人的罪行，或者指责受害者。如果这些说法被另一位清楚了解事实并可能有更高理解力的读者反

驳，那么犹太评论者几乎总是会消失。“当你遇到更有经验或更精通的人时，请走开。”如果你无法

控制辩论的条款和议程，千万不要参与，因为这意味着辩论“安排得很糟糕”，你无法获胜。 

  

当你谈论一个话题时，你会给它一种合法性，所以永远不要谈论一个你不想被认为是“合法”的话题

。例如，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几乎完全是犹太人，他们对古拉格集中营和数千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或者鸦片在中国完全是犹太人的生意。或者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是相似的。换句话说，不要谈论犹

太人犯罪的话题，因为你的参与有助于使这个话题“合法”。 

  

先发制人的行动总是可取的 

  

 手册中写道：“人们相信他们听到的关于某个问题的第一件事，并根据这个信念过滤后续信息。一

旦他们相信某件事，就很难说服他们一开始就错了。” 

  

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方面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大众媒体在第二天早上向我们提供了关于9-11的全

面报道，其中大部分是当时没有人可能知道的事实。寨卡病毒、新冠病毒和其他许多事件也是如此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公众接受所需的叙事，这意味着在任何真实事实被了解之前将其提供给公众。



当真相稍后开始消失时，怀疑就会出现，但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第一个故事的真实性，因此很难改

变主意。 

  

当被埋葬的部分历史开始曝光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通常涉及严重的犹太罪行。当犹太人担心自

己历史上令人不快的真相可能会成为公共知识，当细节突然被发现并开始逃离监禁时，多名犹太作

家准备跳入这一缺口。 

  

 当复活节岛的人口急剧减少是因为犹太奴隶贩子在秘鲁猎杀工人寻找鸟粪矿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时

，加州大学的犹太教授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一本新书中告诉我们，复活节岛上的居

民几乎没有内战，不幸地相互残杀（然后吃掉）。(56)当爱尔兰人口减少约80%也是由于犹太奴隶

贩子的消息开始出现时，犹太南方贫困法中心找到了一位名叫利亚姆·霍根的爱尔兰人和“独立学者”

，写了一篇文章，声称爱尔兰从未人口减少过，“爱尔兰奴隶”只是“种族主义者”宣扬的“模因”。(57) 

 

 

我可能会列举100多起针对犹太罪行的预防性掩盖，其中许多极其严重和残酷，有些涉及数千万和

数亿人的死亡，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人类的苦难。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又提供了几个例子。在所有

这些情况下，虚假和捏造的历史的意图是首先将这些想法放在公众头脑中，这样当真相最终以完整

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就不太可能相信真相。这在犹太作家沙科尼、帕尔曼、夏皮罗、迪克特、布里

扎伊、洛弗尔和其他许多人身上都很常见，至少有一位作家适合于迫切需要重新书写历史的场合。 

  

http://hartford-hwp.com/archives/24/042.html
https://www.splcenter.org/hatewatch/2016/04/19/how-myth-irish-slaves-became-favorite-meme-racists-online


我们经常在允许读者评论文章的网站上看到这一点。如果一位作者被认为对犹太人或以色列没有同

情心，哈斯巴拉巨魔通常会在那里发表第一条或前几条评论，诋毁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可能不

熟悉作者的新读者，如果先看到这些评论，可能会修改他们对文章和作者的看法。这些隐藏在数百

条评论中间的评论几乎没有影响，但可能在一开始就产生影响。 

  

 迷惑和困惑 

当一个对犹太人不利的话题（通常涉及严重犯罪和数百万人死亡）被暴露在不可避免的讨论中时，

哈斯巴拉的标准策略是让谈话充斥着无关内容，让房间充满烟雾，以至于没有人能看到任何东西。

大量不相关的内容会让读者感到困惑，让他们看不到核心问题。这一策略类似于下面讨论的被称为“

洪水”的有据可查的在线宣传策略。(58) 

  

 洪水泛滥 

  

这些大量不受欢迎的信息被用来将公众思想引向错误的方向，以防止读者关注问题的核心。2019冠

状病毒疾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犹太专栏作家证明，封锁要么有用，要么是危害人类罪，口罩要么

可以防止感染，要么让你缺氧，让你的孩子脑死亡。或者病毒源于蝙蝠、穿山甲、香蕉、冷冻三文

鱼、德特里克堡、武汉大学或四川的洞穴，或者病毒是故意释放的，或者是意外释放的，或者是实

验室博士为了咖啡钱在街上出售患病的动物。(59)大多数理智的人都会举手辞职，因为他们确信自

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这就是计划。 

  

今天，当犹太民族的话题出现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这表明今天大多数犹太人不是闪族人，而是

欧洲哈扎尔人的后裔，他们与圣地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联系，也没有权利。(60) (61) (62)这个事实当

然很麻烦，所以我们有一个犹太人的虚拟营，充斥着有问题的基因研究、历史捏造和无穷无尽的错

误信息，足以让除了最坚定的读者之外的所有人举手辞职。当然，这就是计划。 

  

https://forward.com/news/388259/shadowy-israeli-app-turns-american-jews-into-foot-soldiers-in-online-war/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2393/
https://www.amazon.com/Thirteenth-Tribe-Arthur-Koestler/dp/0945001428
https://highlanderjuan.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Benjamin-H-Freedman-The-Truth-About-The-Khazars.pdf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5853/


 关于卡扎尔人这个主题最著名的书是亚瑟·科斯特勒的《第十三部落》。《纽约时报》书评称《第十

三部落》非常优秀，写道“科斯特勒先生的书既可读又发人深省。没有什么比他整理事实和发展理论

的技巧、优雅和博学更令人振奋的了。” (63)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纽约时报书评》Shalom Yisrah

，1976年8月29日，第219页]回顾1991年《华盛顿中东事务报告》中的工作，记者兼作家格雷斯·

哈尔塞尔（Grace Halsell）将其描述为一本“经过仔细研究的书”，它“驳斥了犹太人‘种族’的观点”记

住这些评论。你以后会需要的。 

  

这也是最近一个论点的背后，即犹太人只是一种宗教，与种族无关。如今95%的犹太人是欧洲人，

他们对犹太教的接受与此无关，犹太人没有其他办法来应对这一事实。为此，我们只需要想一想：

如果作为一个犹太人仅仅意味着坚持一个特定的宗教，比如穆尼派或撒旦派，为什么我——以及数

亿其他人——可以看着一张脸，立即告诉你这个人是犹太人？如果它能改变信徒的面部特征，那将

是一个强大的宗教。 

  

还有另一种洪水，这种洪水利用了反犹太主义。有时哈斯巴拉巨魔会在网站或文章上发表仇恨的反

犹太评论，告诉我们犹太人是宇宙的渣滓，诸如此类。他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他们从小事做起，

用这种策略作为晴雨表或风向标，来确定对犹太人的反感程度。如果许多读者表示同意，或者如果

许多人对这些讨厌的评论表示反对，这就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犹太人有时会对一篇

文章或一个网站的评论帖子进行地毯式轰炸，然后用它诋毁该网站或作者为反犹太主义者或更糟的

人，阻止其他人访问或阅读，并推动去平台化。我们偶尔会在unz上看到这些尝试。com。 

  

来自Common Dreams网站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们的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这种策略损失的：

(64)“我们已经有数百名捐赠者说了类似的话。人们被反犹太主义所冒犯是对的，它严重影响了我们

的声誉和我们的筹款活动。当《共同的梦想》在这场丑陋的猜谜游戏中检查了数百篇帖子时，目的

似乎很明确：给最大、最古老的公关之一投下深深的阴影，并从中获得支持有攻击性的新闻网站。

“” 

  

 集体攻击 

  

https://mondoweiss.net/2014/08/hasbara-spewing-semitism/


这一点在网上文章的评论帖子中尤为明显，一群哈斯巴拉恐怖分子会联手诋毁一位作者或是诋毁一

个令人不快的真相。通常，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攻击中的许多用户名都是为了这个目

的而新创建的，之前没有评论历史记录。有时，哈斯巴拉的一名成员会注册多个用户名，并为一个

目的在每个用户名下发布。这在《经济学人》网站上很常见，著名的犹太评论者会对另一位评论者

发起一种“群体攻击”。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许多人完全抛弃了《经济学人》。正如坏钱会赶

走好东西一样，口若悬河、挑衅性的评论者最终会赶走所有好读者。 

  

 避免关注事实 

  

在许多情况下，在许多话题上，事实并不支持犹太人的立场或他们想要的叙述。因此，当攻击这些

话题时，哈斯巴拉成员被严格警告不要辩论作者提出的事实，相反，他们被鼓励进行人身攻击，将

议程从核心问题转移到作者的性格或声誉上，从而不允许审查作者的立场。攻击作者而不回应作者

的主张，并试图说服其他人也这么做。“热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中的一部分。 

  

 伪哲学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犹太人关于反犹太主义者质疑以色列“生存权”的叙事。但这是垃圾，这些言

论应该在每一次出现时都被揭露和谴责。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园。这

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你是否有“权利”在我的后院建设你的家园，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家园的事实

，而是它的位置。我们可以高兴地同意，犹太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但事实是，犹太人正在以武

力非法占领另一个民族的家园，并通过缓慢的灭绝过程，将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自己的土地上

消灭。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是否有生存的权利，而在于以色列在哪里有

生存的权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没有这种权利，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即使在2000年前，以色列

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犹太民族，即使在那时，犹太人仍然是少数民族。如果没有2000年的历史，任何

这样的说法都是无效的，事实上，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个新的家园，并曾一度在乌干达定居—

—直到欧洲的哈扎尔人“获得了宗教”并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 

  



 审查互联网 

  

艾莉森·威尔写了一篇优秀的文章(65)以色列和犹太人如何控制互联网上的信息，特别是删除任何“反

犹太主义”内容——通常被定义为犹太人不想听或不想听的内容。他们创建了许多资金充足、组织良

好的项目，目的是让网站和社交媒体充斥亲以色列的宣传，同时屏蔽他们不喜欢的事实。这些项目

主要使用犹太大学甚至高中生，其职责从渗透维基百科到影响YouTube。他们甚至使用获得额外报

酬的以色列士兵“推特、分享、喜欢和更多”以下是一段视频：(66) 

  

 维基百科 

  

我在其他地方写过，很多观察者也注意到，维基百科在很多领域都有严重的偏见，以至于它作为一

个信息源几乎毫无用处。如果你想知道铯原子中质子的数量，维基百科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但

在几乎所有与犹太人、以色列、几乎任何历史部分、政治、经济、重要时事和许多其他相关主题有

关的问题上，维基百科只会提供错误信息。这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对于许多项目，你可以通过阅

读维基文章并简单地假设相反的情况是正确的，从而获得一个很好的真理近似值。维基百科现在受

到犹太哈斯巴拉成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严密监控，许多编辑声称他们对上述主题的编辑几乎立即

被删除，原始文本被重新插入，声称第二次尝试会发现页面被锁定。维基百科否认参与或认可这些

策略，但这些说法是空洞的。维基百科百分之百是一家犹太企业。犹太人对维基百科的这些编辑与

犹太人焚烧他们不同意内容的书籍并无不同。 

 

https://israelpalestinenews.org/israel-partisans-work-censor-internet/
https://youtu.be/9HtFukI_K84


 2010年，两个以色列团体开始提供维基百科条目的“犹太复国主义编辑”课程。其目的是“确保在线

百科全书中的信息反映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世界观。”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报道：“组织者

的目的有两个：让持相同意识形态观点的人参与希伯来文版本的写作和编辑，以此影响以色列公众

舆论，并用英语写作，以提升以色列在国外的形象。”甚至还颁发了“最佳犹太复国主义编辑奖”——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将“犹太复国主义”变化纳入维基百科的人将乘坐热气球飞越以色列。(67) 

  

《纽约时报》Lede的上述文章的一位评论者写道，“最具争议的话题是：任何与以色列、犹太复国

主义、犹太人、反犹太主义等有关的话题。这绝对是第一位的话题。文章中的每一个字、句子顺序

等都有很大的争议。问题是，有许多文章中的某些人非常投入，以至于他们经常监控“他们不赞成的

任何改变……我称他们为维基警察。” 

  

另一个人写道，“作为一名犹太人，我可以证明，我们的主要文化品质是决心、创造力，以及最近和

在我们中的少数人中，对我们出于几乎不加掩饰的私利而采取不道德行为的权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读者提醒：记住，当你听到“自怨自艾的犹太人”这句话时“，你听到的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模因

，它避免了让读者相信某些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的人既可以是犹太人，也可以是反犹太主义者

的困难。）” 

  

 另一位评论者写道，“维基百科上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条目（犹太人）都应该有一个注释，上面写

着：“在以色列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之后，经过专门训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重写这篇文章。” 

  

上面提到的犹太摄制组开始了所谓的“维基百科战争”。(68)摄像机呼吁志愿者秘密编辑维基百科条目

，强调项目保密的重要性，并对志愿者进行逃避检测的培训。他们被告知“出于明显的原因，避免选

择一个将你标记为亲以色列（或犹太人）或让人们知道你真实姓名的用户名。”摄像头还警告他们：

“别忘了随时登录。如果你在未登录的情况下进行更改，维基百科会记录下你电脑的IP地址。”“战争

正在进行，不幸的是，打仗的方式必须是地下的。”显然，“地下”部分包括对你的位置和身份保密，

甚至对维基百科也是如此。 

  

https://thelede.blogs.nytimes.com/2010/08/20/wikipedia-editing-for-zionists/
https://israelpalestinenews.org/israel-partisans-work-censor-internet/


此外，为了帮助维持其目的的秘密性和隐蔽性，志愿者被告知“避免在短时间内编辑与以色列有关的

文章”。他们将开始编辑关于一般主题的文章，以掩饰他们的主要兴趣。他们被告知“随意编辑文章”

，并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你肯定不想在维基百科上被视为‘相机防御者’（或犹太人）。” 

  

一位犹太评论者列出了维基百科编辑的前100名用户名，称“他们中有多少是犹太人？似乎约5%的名

单上有犹太人的名字，这与美国的犹太人人口差不多。他们似乎没有普遍的控制权，因为他们在维

基百科编辑中的代表性不高。”这立即引起了另一位评论者的回应， “如果你认为维基百科上的顶级

编辑代表的是单一的个人，那你就太天真了。前100名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只是少

数美国/英国/以色列国家机构和私人公关公司使用的别名。鉴于维基百科是塑造人们观点的唯一最

有价值的工具，美国政府将如果它还没有，我就用武力控制它。“正如所料，第一位评论者在面对一

位知识渊博的人时消失了。”如果你赢不了，就不要打架”，如果你不能控制辩论的条款和议程，就

永远不要参与。 

  

另一位评论者写道：“同意维基百科受到严格控制。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当你想知道深渊政府正在

推动的胡说八道时，维基百科就是你的朋友。”以色列付钱给犹太人来严重操纵在线内容，主要是维

基百科上的内容，但也包括其他网站，这一事实不难记录下来。(69)(70)以色列政府甚至开设了如何

编辑维基百科的课程，使其“更具犹太复国主义性质”。(71) (72) 

 

另一位写道：“所有关于他们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破坏和屠杀的证据都应该在各个国家的多个安全

服务器中存档，以便保存他们的历史和反人类罪行。如果[犹太人]可以编辑维基百科、删除事实、

审查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禁止、羞辱和在他们的企业技术垄断天堂失去生计，有人相信他们会允许

他们的犯罪证据存在吗？“” 

 世界上的“50美分军队” 

  

https://www.reddit.com/r/islam/comments/8pua7n/israel_is_paying_internet_workers_to_manipula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fScCiJT4c
https://defence.pk/pdf/threads/israel-is-paying-internet-workers-to-manipulate-online-content.20176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aug/18/wikipedia-editing-zionist-groups


大家一定都知道，这是另一个犹太人大卫·班杜斯基编造的故事，这是乔治·索罗斯资助的香港大学“

中国媒体项目”中的故事。班杜斯基编造的故事是，中国政府雇佣了28.8万名全职人员，寻找在互联

网上任何地方发表对中国有利的帖子的机会，每个帖子的报酬为0.50元人民币。一些受人尊敬的学

者估计，“中国政府每年编造4.88亿条由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撰写的社交媒体帖子。”几乎和犹太人一

样多。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操纵舆论，传播虚假信息，以利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次大

规模秘密行动的目的是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改变话题。”(73)据你所知，还有其他群体符合这一描述

吗？ 

  

数百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了这些说法，在任何允许发表评论的平台上，任何对中国有利的评论都被指

控是中国50美分军队的一部分。但有一天，这件事突然消失了，因为在那一天，有人在Facebook

上发布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项目的截图，以色列政府一直（现在仍然）向所有在美国的犹太大学生提

供，每发一条对以色列或犹太人有利的帖子，就支付0.50美元。班杜斯基沉默了，我们希望他能保

持这种状态。实际上从来没有一支中国的50美分军队，但确实有一支犹太人的50美分军队，它今天

仍然存在，我们可以在unz上看到。com和许多其他地方。 

 

 犹太人的50美分军队 

  

“一般来说，付费项目的志愿者将根据他们流利的语言向以色列政府注册，然后转交给外交部媒体部

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引导志愿者访问被认为“有问题”的网站(74)他们的联系方式是

media@moia.gov.il.区分有偿的哈斯巴拉巨魔和50美分的犹太军人并不容易，他们往往是同一个人

。然而，正如一位观察者所写， “有几种方法可以发现付费的评论制作人。一种是他们通常会进行反

人类攻击。这是反人类的，这是以色列的敌人，这是没有资格发言的。此外，他们也从不回应受过

教育的回应，因为他们没有回应，可能他们被指示不要回应，以免帮助他人。”在这个话题上提倡有

教养的思想。“”(75) 

  

《以色列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政府通过大学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亲以色列信息的幕后角色”的报道

。(76)“该系统的整个理念是基于学生的行动。该项目要求国家的作用受到关注，使学生看起来像是

在独立工作。在每所大学中，将有一个由高级协调员领导的三层结构，高级协调员将获得政府支付

https://en.wikipedia.org/wiki/50_Cent_Party
https://www.haaretz.com/1.5064509
https://jewsagainstnationalism.blogspot.com/2018/01/israel-pays-students-to-post-favorable.html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mo-stealthily-recruiting-students-for-online-advocacy/


的全额奖学金，以监督三个其他协调员。第二层协调员将分别负责语言、图形和研究三个具体业务

领域中的一个。协调员还将获得奖学金，尽管比高级协调员的奖学金要小，并将负责招募到该项目

中的大量学生，每个学生还将获得“最低津贴”这些是犹太人50美分的军队成员。 

  

许多哈斯巴拉巨魔和50美分的军人都有类似topsy的软件。该网站在互联网上搜索犹太人或以色列

的相关信息，并对以色列、犹太人、犹太人、女同性恋等特定关键词的出现提供提醒。 

  

许多哈斯巴拉巨魔和50美分的军人都有类似topsy的软件。该网站在互联网上搜索犹太人或以色列

的相关信息，并对以色列、犹太人、犹太人、女同性恋等特定关键词的出现提供提醒。 

  

在这么多犹太人的文章和在线评论中，要么没有提及，要么只有上面提到的后一类。到目前为止，

它的绝大多数都可以被视为垃圾。当然，这正是我们要争取的。这种疾病已经深深地感染了政府、

媒体和互联网，以至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犹太人的50美分军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感染了所有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77) (78) (79) (80) 

  

 发言人办公室 

  

演讲人的主题列在上面显示的两个打印页面中。这是哈斯巴拉广为传播的一种宣传策略，似乎完全

不受关注，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我们知道，演讲者办公室通常与许多知名演讲者签订合同，可

以接触到更多的演讲者，而且几乎在任何场合都会安排一位演讲者，并收取一定费用。到目前为止

，一切顺利。 

  

但并不是所有这些局都生而平等；有些完全是政治性质的，具有颠覆性的意图，更多的是宣传机器

，而不是企业。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由田纳西州富兰克林的杜安·沃德（Duane Ward）经营的高

级演讲者局。沃德通过与三、四级演讲者、几乎没有经验和资历的想要成为演讲者的人打交道，创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2013/08/14/israel-pay-students-propaganda_n_3755782.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tudents-offered-grants-if-they-tweet-proisraeli-propaganda-8760142.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2DFnGI9Ac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blogs/ali-abunimah/israeli-students-get-2000-spread-state-propaganda-facebook


造了一种利基。他的公司将帮助他们选择一些合适的话题，为演讲稿撰写提纲，甚至演讲稿本身。

因此，他可以以可接受的质量为低端市场提供大量选择。 

  

但沃德的背景中有一些奇怪的政治阴影，可能经不起审查，因为他非常不愿意让这些出现在讨论中

。我没有沃德为他的演讲者提供的大纲的副本，因此我只能推测，但是，如果他像我怀疑的那样受

制于盛行的权势集团，他的设置将适合以下（或类似情况）：白人是坏人。你将一无所有，你将幸

福。堕胎不仅是一项权利；所有物种的雌性都会本能地杀死未出生的幼崽，这是大自然和宇宙的法

则。兽交、乱伦和同性恋嗜尸癖并不是变态行为，而是从过时的道德观念中解放出来的“性偏好”。“

反犹太主义”最细微的暗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最令人憎恶的。 

  

 更奇怪的是（而且关系密切）由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海恩勒的犹太金发女郎创建的中国演讲者团体和

圣人世界演讲者团体。(81) (82)她曾担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社会秘书长，是犹太复国主义银河

系中一位多愁善感的明星。她的丈夫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做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海勒的故事是，她

和丈夫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有一天决定辞职——没有明显的理由，也没有对未来的计划，然后

突然觉得作为普通公民在北京生活可能会很有趣。由于需要一些东西来打发时间，她决定在中国开

设一个演讲者办公室，但她承认自己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但后来，她与杜安·沃德过去的秘密联系

浮出水面，她想效仿他的做法。正如有人向我描述的那样，海恩勒想招募1000名或更多的中层管理

人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来组建她的新部门的股票资产。我注意到她的公司现在在新加坡注册，

这意味着中国当局对这一点非常清醒，并拒绝允许她在中国注册。 

  

再一次，我只能猜测，但是，把这些明显的片段放在一起，如果成功的话，海勒可以让所有这些不

知情的黄色小使者在中国旅行，传播他们准备好的演讲提纲中的一些信息。我猜这些信息很可能包

括：一党政府是反人类罪。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即非犹太人所有的）是对人民和经济的犯罪嘲弄

。阻止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高盛（Goldman Sachs）破坏中国的金融经济是反对资本

主义的最大罪过。犹太人（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和沙宣）一直爱着中国人，中国人民也一直爱着犹太

人（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和沙宣）。“反犹太主义”最细微的暗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最

令人憎恶的。 

 

https://www.bushcenter.org/publications/articles/2021/02/blue-goose-five-questions-with-liz-haenle.html
http://www.sageworldwide.com/world-sage/what-we-do/


当信任的组织正在寻找一位演讲者时，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想到演讲者已经习惯于就一个简单的选定

主题发表更多的论文，但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更险恶的宣传事业的前线信使，可能几乎都是在无意中

。 

 他们像呼吸一样撒谎 

 正如吉普赛人似乎主要是为了乞讨和偷窃而存在，还有另一个种族有时似乎主要是为了撒谎而存在

。 

 弥天大谎 

  

“但是，犹太人和他们的战友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有资格对[一战中的德国]的垮台负责，因为他们不具

备撒谎的能力。”正是为了这个人，他独自表现出超人的意志和精力，努力防止他所预见的灾难，并

将国家从彻底颠覆和耻辱的时刻拯救出来。他们把二战失败的责任推到卢登多夫的肩上，从唯一一

个危险到有可能成功将祖国的叛徒绳之以法的对手手中夺走了道德权利的武器。所有这一切都受到

了一个原则的启发——这一原则本身是正确的——那就是在大谎言中总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一

个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情感的深层次上，往往比自觉或自愿的更容易腐败，因而在思想的原始

朴素中，他们更容易成为大谎而不是小谎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自己经常在小事上撒小谎，但却羞于

诉诸大规模的谎言。他们永远不会想到编造巨大的谎言，他们也不会相信其他人会厚颜无耻地如此

臭名昭著地歪曲真相。即使证明这一点的事实可能清晰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仍然会怀疑和

动摇，并继续认为可能还有其他解释。因为厚颜无耻的谎言总是会留下痕迹，即使在它被敲定之后

，这是一个世界上所有专业说谎者和所有共谋撒谎的人都知道的事实。这些人非常清楚如何将谎言

用于最卑鄙的目的。 

  

然而，自古以来，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谎言和诽谤是如何被利用的。他们的存在不正是建

立在一个伟大的谎言之上的吗，即他们是一个宗教团体，而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种族？多么精彩的比

赛啊！人类产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用一句深刻而准确的话给犹太人打上了永远的烙印。他（

叔本华）称犹太人为“谎言大师”。那些没有意识到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或不愿意相信这一说法的人，

将永远无法帮助真理获胜。“ 

  



上述内容由一位评论人忠实地转载。AbrahamSteinblattbaumstein在Ron Unz的一篇题为《美国

真理报：瓦克辛、安东尼·福奇和艾滋病》的文章中写道。(83)犹太人经常引用希特勒评论的某些部

分，脱离他们的实际情况，作为他相信对人民撒谎的“证据”。但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希特勒在

抱怨犹太人当时对德国所说的谎言，尽管如果不阅读整篇文章，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 

  

所有这些都源于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和伦敦市的哈扎尔（Khazar）犹太人，他们充分利用了

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和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以及100多年前他们对

许多媒体的控制，来“拉通控制公众思维的电线”这有很多重要的背景。我写了一系列关于伯奈斯和

宣传的文章，我相信这些文章包含了理解犹太宣传的基本知识，以及理解时事背后的力量。该书已

于年作为电子书出版。pdf格式，我希望你们至少阅读第一章和第二章。(84) 

  

 一些犹太人的谎言 

  

  

有组织的国际犹太人袭击，并将德国过去的行为，甚至希特勒的行为（真实的或想象的）归咎于所

有德国人。这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犹太人说，每一个德国人都必须为少数德国人或过去的德国政

府或军队的行为而永远有罪——并在支付数十亿美元的永久赔偿金的同时永远感到有罪——这些行

为他们没有参与，而且很可能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另一方面，任何犹太人都不能被认为犯有其他

犹太人或犹太国家的任何行为。“毕竟，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不负责任，因为一个

国家的行为而惩罚他们（a）他们不是该国公民（b）他们可能不支持（c）种族混杂，“问题严重”。

犹太人然后批评其他人持有“双重标准”。 

  

 希特勒扭曲的小阴茎 

为了使他们对德国的“胜利”永久化，也为了使他们的决心永久化，即所有德国人都将永远遭受民族

罪恶，德国将继续是今天的犹太殖民地，犹太人坚持妖魔化希特勒，重复旧的神话，甚至在75年后

创造新的神话。例如，一段有趣的历史似乎“只是最近才被发现”： 

https://www.unz.com/runz/american-pravda-vaxxing-anthony-fauci-and-aids/?showcomments#comments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2/BERNAYS-AND-PROPAGANDA.pdf


  

“阿道夫·希特勒有一个小阴茎，和他的侄女睡觉，并且喜欢在做爱时被踢。”(85)至少据英国《镜报

》副主编简·拉文德说。没有关于谁踢他的信息。拉文德是犹太人，她的证据不存在。 

  

同样，犹太作家今天仍然告诉我们，在1936年奥运会上，杰西·欧文斯赢得了他的第一场比赛，希特

勒“愤怒地冲出体育场”，一名黑人击败了一名德国人，希特勒甚至拒绝承认欧文斯在颁奖典礼上的

存在，从而“冷落”了欧文斯。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文斯本人当时证实，希特勒主动向欧文斯挥手，

并庆祝他的胜利。欧文斯写道：“当我经过议长身边时，他站起来，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手。多年

后，欧文斯在他的自传中再次澄清：“希特勒没有冷落我，是罗斯福冷落了我。总统甚至没有给我发

电报。“” 

  

 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真正起源 

  

 

史蒂文·莫舍在《纽约邮报》上写道，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可能是由研究人员在武汉街头出售实验动

物以换取额外现金引起的。“他们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通过火葬妥善处理受感染的动物，而是把它们

边卖边赚。一名北京研究人员，现在在监狱里，在活动物市场上卖猴子和老鼠，赚了一百万美元。

”(86)我很失望，莫舍不愿意透露携带黑死病的老鼠和感染甲型肝炎的猴子的街头市场价值。莫舍是

犹太人，他的证据不存在。 

  

 许多谎言来自同一个来源 

  

https://www.mirror.co.uk/news/world-news/adolf-hitler-micro-penis-slept-22397919?msclkid=479b22d2d06c11ecaa400e7e5b654ce2
https://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2020/02/24/expert-chinese-scientists-sell-lab-animals-meat-black-market/


一位在线犹太评论员：“维基百科对99%的主题都是准确的。没有“犹太人”这样的东西“在巴勒斯坦问

题上，维基百科相当枯燥和真实，我不确定你认为缺少了哪些部分。阿拉伯世界像所有国家一样，

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把伊拉克军队对费卢杰那家医院的袭击描述为“美国的袭击”是非常奇怪的。” 

  

 世界年鉴 

  

混淆犹太人“大屠杀”细节的一个不方便的历史记录是，世界年鉴显示了世界犹太人人口的增长，以

及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人口的增长。犹太人50美分的军队海报反复声明，10年后的年鉴“为错误道

歉”，并重新声明了数字，但我联系了他们，他们否认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年鉴声称

其数据几乎完全来自犹太来源。 

  

在《经济学人》评论帖子上的一个相关事件中，一名50美分的犹太军人发了一篇帖子，称加拿大埃

德蒙顿艾伯塔大学的主要图书馆，我有一份1946年的《世界年鉴》，在第129页（或大约129页；

我记不清确切的数字）上说，世界犹太人口比1939年减少了约600万。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当时住

在那里，对那座图书馆很熟悉。我拜访了图书管理员，让她核对：图书馆的书库里没有这样的书，

而且从来没有。此外，1946年的年鉴副本所述数字与犹太50美分军队海报所引用的数字非常不同。 

  

 中国的饥荒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真相：1959年中国的大饥荒是由哈扎尔犹太人对中国发起的全球粮食禁运造成的

，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任何国家都不会向中国捐赠粮食，也不会以任何价格向中国出售粮食。犹

太人的50美分军队希望通过这样的帖子来帮助阻止这种反弹：“毛泽东执政时，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

有爱国的义务，尽早生六个孩子。正是毛泽东造成的大规模人口爆炸导致了饥荒。” 

  



历史先发制人的谎言 

如果你无法否认，那就旋转它 

  

犹太人告诉我们，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一事在奥地利人中根本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这是一个被忽视

的非事件。不仅如此，大公及其妻子的遇害与随后的战争完全无关，事实上，奥地利曾有一段时间

想要攻击塞尔维亚，现在似乎是个好时机。刺客是加夫里洛·普林西比，一名19岁的犹太塞族学生，

他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并为这一行为做好了准备，这一行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导火索。这

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犹太人对德国长达数年的仇恨运动。(87)修正主义的目的是阻止所有真相成为

广泛的公共知识，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咎于犹太人——这就是它的归属。 

  

 郁金香狂 

  

这个很可爱。大多数人对荷兰的“郁金香泡沫”知之甚少，在那里，一朵花的价格超过了高档住宅的

价格，泡沫破裂时，数不清的数千人措手不及，许多人遭受了惊人的损失。每个人都喜欢郁金香，

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市泡沫让擦鞋男孩借钱炒股一样。在这场壮观的崩盘之前，这两起事件

都成为了真正的公众投机狂潮。 

  

根据一篇报道，“人们面前诱人地挂着一个金色的诱饵，一个接一个地，他们像蜂蜜罐周围的苍蝇一

样冲向郁金香市场。贵族、公民、农民、机械师、水手、仆人、女仆，甚至扫烟囱的人和穿旧衣服

的女人，都在郁金香中涉猎。”1637年郁金香泡沫突然破裂，对荷兰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人

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从较卑微的阶层中脱颖而出，却又回到了原来的默默无闻之中。大量的商人

几乎沦为乞丐，许多贵族阶层的代表看到他家的财富被毁灭得无法挽回。” 

  

不仅是实际的花卉价格，泡沫的煽动者还创造了一个成熟的郁金香期货市场，以补充运营中的“郁金

香交易所”，他们甚至包装了“垃圾债券”和我们可能称之为衍生品的东西，以进一步刺激市场。我没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582/


有记录在案的责任人名单，但有迹象表明，只有犹太原始银行家（他们已经拥有荷兰央行，并控制

货币和信贷供应）有足够的知识和财富来创造和经营这个怪物。 

  

随着人们对这些泡沫重新产生兴趣，真正的细节开始浮现，先发制人的宣传成为必要，以便首先以

一种可接受的叙事方式进入公众头脑。因此，根据犹太历史学家安妮·戈德加（Anne Goldgar）的

说法，关于巨额财富损失和心烦意乱的人在运河中溺水的故事只是虚构的。“郁金香狂热导致大萧条

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就我看来，它对经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戈德加发现的最昂贵的郁金香收据

是5000荷兰盾，这是1637年一栋漂亮房子的现行价格。但戈德加尽管进行了令人惊讶的彻底研究

，但她发现“只有37个人花了300多荷兰盾买了一个郁金香球茎”，而且她找不到一个在郁金香市场

崩溃后破产的人。据她说，“即使是在郁金香崩盘中失去一切的荷兰画家扬·范·高扬，实际上也是被“

土地投机”所害”(88) 

. 

 布朗大学的犹太经济学家彼得·加伯被提升为现代图利马尼亚专家。在加伯看来，图利曼尼亚根本不

是一个狂热，但可以用正常的供需来解释。他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即郁金香病（如果不能用

供求关系来解释的话）是由淋巴腺鼠疫引起的：“与饮酒游戏和狂欢有关的赌博狂欢可能已经成为对

死亡威胁（鼠疫）的回应。”[(89)加伯（1990年b，第16页）]。听起来很合理。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泡沫，都是由相同的人执行的，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图利马尼亚（1634-1638

），南海泡沫（1711-1720），密西西比泡沫（1720），铁路泡沫（1840），美国股市泡沫在

1929年结束。在18世纪，欧洲出现了更多的资产泡沫，所有这些都遵循同样的模式。我们可以再加

上2008年的互联网泡沫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几乎可以肯定，所有这些的来源和起源都是相同的。 

  

 《美丽的卡扎尔》和其他童话故事 

  

正如许多人已经知道的那样，东南欧失落的哈扎里亚王国被俄罗斯人和成吉思汗消灭了，这是有充

分理由的。哈扎尔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令人恐惧和憎恨的”，一群散布战争的阳具崇拜

者，他们信奉犹太教（或至少是巴比伦塔木德的更明确的性部分，至今仍是犹太教的圣经）。这些

https://mises.org/library/truth-about-tulipmania


游牧武士最迷人的特点之一是，他们倾向于杀害任何看起来“聪明”的人，至少比他们更聪明。卡扎

尔人是贪婪的杀人犯，他们经常献血，作为世界各地的白人奴隶贩子，他们受到了唾骂，尤其是因

为绑架白人女性并将其出售给中东的妻妾，以及将男性阉割后作为太监出售。 

  

哈扎尔幸存者的分散正好与“犹太人”在整个欧洲的出现相吻合，也与犹太人多次被驱逐出所有国家

的开始相吻合。这一点在上述科斯特勒的书中得到了广泛的阐述，并得到了另一位犹太人本杰明·弗

里德曼（BenjaminFreedman）的大力支持，他是5位美国总统的顾问。(90) (91) (92)这一相对较新

的发现已经显示出对整个犹太历史叙事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产生巨大影响的潜力。 

 但后来，一位名叫马修·埃雷特的犹太裔加拿大人不太喜欢这个版本的历史，所以他创作了自己的历

史，首先是： 

 

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这与“邪恶的德系犹太人”的温床截然相反“正如许多懒惰的研究人员

所宣称的那样。相反，这个……被遗忘的王国不仅是一个美丽的现象，将所有三大亚伯拉罕信

仰团结在一个多世纪的基督教合作联盟之下，而且还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新复兴丝绸之路贸

易路线的基石。” 

  

此外，我们得知，我们的游牧土匪突然“在哈扎里亚建立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政府，其经济将

主要以渔业和农业为基础。”不仅如此，“哈扎里亚以其宽容和开放而闻名……”，不仅“与中国关系密

切”，而且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负责人。 

  

他接着说，“哈扎尔王国的实物证据几乎全部被摧毁或压制，留给现代学者的经验证据非常少（也给

亚瑟·科斯特勒等英国帝国资产所主导的投机流言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969年基辅-罗斯入侵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哈扎里亚的衰弱和最终崩溃，目前尚不清楚。清楚的是，反犹太法律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实施……”上述说法是正确的，但请注意，科斯特勒从《纽约时报》对一位优秀历史学

家的评价，降为“一位推测性的流言蜚语者”。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Benjamin-H-Freedman-The-Truth-About-The-Khazars.pdf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5853/
https://www.bitchute.com/hashtag/freedman/


埃雷特制作了一段视频，采访了两位垂涎三尺、垂涎三尺的信徒狂热者文森特·博卡罗萨和布兰迪·巴

恩斯。我看了。这是在迪士尼乐园的两小时冒险。 

  

在里面，埃雷特告诉我们，哈扎尔人“在（他们的）人口中建立了一种核心的儒家道德观，而且“许

多人对哈扎尔人说得很好”。他郑重地指出，我们所知道的威尼斯犹太人的所有坏事实际上都是由于

梵蒂冈和基督教。他承认威尼斯的金融力量是“撒旦的寄生蜂巢”此外，基督教徒不能使用高利贷，

因此他们强迫无辜无助的犹太人“做经济上的肮脏工作，但为基督教徒做”。而这种“金钱文化”因此“

潜移默化到犹太人的行为中，毁掉了（犹太人性格的）好部分”，所以犹太人开始受到不好的指责。

“人们憎恨犹太人，因为他们在做坏事，但人们忘记了基督徒有一种“更高的功能”，他们实际上是在

控制。我不得不说，这对我来说都是新闻。 

 

大多数人模糊地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人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许多犹太人承认其中一个罗斯

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之王”，罗斯柴尔德家族、蒙特菲奥里斯家族和塞巴格·蒙特菲奥里斯家族拥有

最高的皇室和贵族地位，高于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其余欧洲遗迹。埃雷特更清楚。他告诉我们，蒙特

菲奥里斯家族的地位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高，但这两个家族实际上都是下层犹太人，以至于“他们不

允许与更高血统的人结婚”，而且“这是可以证明的”这对我来说也是新闻。 

  

然后是关于犹太人如何从威尼斯迁移到阿姆斯特丹和英格兰（都在神圣罗马皇帝的控制下），然后

威尼斯被摧毁，因为教皇退出了某种联盟，这太糟糕了，因为犹太人想要通过接管中央银行、控制

货币和信贷来“消除世界上的腐败”。可悲的是，他们似乎失败了。 

 

 埃雷特知道很多有趣的事情。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一个犹太奴隶贩子，他在新

大陆登陆时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绑架年轻的本地女孩去妓院。众所周知，哥伦布及其同伙发动了世界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多次大规模种族灭绝，彻底灭绝了整个玛雅、印加和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加勒比

印第安人和90%的北美原住民。但埃雷特告诉我们，“哥伦布受到了不好的评价”，他从来不是“当地

人的邪恶剥削者”，而是“支持提升过程”（不知道这些过程可能是什么），他“代表了非常积极的东西

”，主要是“对所有人的尊重”。给我另一个惊喜。 

  



埃雷特还发现，真正是乔治一世国王“赋予了南海泡沫权力”，以及犹太人如何“想在美国的山上创建

一座城市以纪念上帝”。他告诉我们，几乎使美国破产的罗斯柴尔德1812年国民银行实际上是汉密

尔顿总统的银行，显然由美国政府所有，但他“允许投资者购买，因此它是一家准私人银行”。不仅

如此，“在这家银行的管理下，美国的人口翻了四倍”。哇！  

  

埃雷特确实承认，当安德鲁·杰克逊拒绝为罗斯柴尔德的私人银行续期时，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也是

唯一一次摆脱债务。但随后，他驳斥了这一点，声称杰克逊取消犹太人拥有的中央银行“只是制造了

恐慌”，美国经济崩溃，或者差不多。此外，欠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债务是“为国家提供资金”，而不是

为罗斯柴尔德提供资金，而且“所有的好项目都因此被查封”。他说，由于没有犹太人拥有的中央银

行，美国突然“四分五裂”，而且“所有的州都在各自为政”。“所以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和谐，没有能力

做任何事情，一切都会消失。”又一个惊喜。 

  

他确实提到“撒旦势力”确实控制了我们，但谢天谢地，这些人是基督徒和耶稣会士，而不是犹太人

。谢天谢地，埃雷特告诉我们，“没有证据表明1812年的战争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第二家国

民银行”。在这里，我一定不同意，因为实际上有很多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将美国推入了

1812年的战争，以及其他战争，以实现他们的目的。我已经写了这篇文章，你可能想看看这篇文章

。它简短而有趣。(93)最后，他提到了靠贩卖鸦片致富的“英国”家庭。埃雷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人

实际上是持有英国护照的犹太人。 

  

和他的作品一样，马修·埃雷特的整个视频是两个小时的漫无边际、无关紧要的废话，完全没有任何

文件或支持证据。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完整的、彻头彻尾的胡

说八道和这么多离奇的、离谱的谎言，集中在一个地方。在我看来，埃雷特不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骗子。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或意识形态的渲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精神病理学。 

  

 中国的犹太人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lets-have-a-financial-crisis-first-we-need-a-central-bank-october-07-2019-2/


我在上文和其他文章中简要提到了其中一些，但简单地说，中国犹太人的历史是历史上最肮脏的一

个世纪的犯罪、抢劫、屠杀和精神病理学事件之一，尤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时进

行的活动相结合。 

我们有鸦片。我们有所谓的“太平天国起义”，由罗斯柴尔德和沙宣组织，他们在那里集结了一支军

队，屠杀了7000万至9000万中国人，以保护他们的毒品利润——这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

我们绑架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作为奴隶运往世界各地，包括修建加拿大和美国的铁路，开采金矿

，以及修建巴拿马运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华人，为什么今天巴拿马的人口超过

10%是华人）。 

 随着这一切的真相最终逃离中国并渗透到西方世界，我们有大量最糟糕的犹太宣传，努力先发制人

地说服西方，犹太人一直是中国的朋友，犹太人和中国人一直爱着“苦难和压迫的伙伴”（中国人掌

握在日本人手中，但不是犹太人）。中国媒体对犹太人的事情报道不多，但《上海日报》已经被犹

太人渗透；我在他们的网站上搜索了1909篇关于上海犹太人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试图防止或阻

止对这些哈扎尔犹太人骇人听闻的邪恶活动的历史性谩骂。 

你知道“上海”意味着什么。当犹太奴隶贩子把当地人当作船上的船员和奴隶的真相再次浮出水面时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犹太作家发表了一篇令人愉快的文章，告诉我们，发现了一些旧的地下监狱

，里面有供应征入伍者上海的围栏，但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情愿地被运到上海，而不是相反。没有解

释为什么有人会绑架美国人并把他们送到上海。单程旅行？ 

 同样，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现在不断被警告中国“受害者心态”的危险。如此多的犹太作家和专栏

作家告诉中国人，要“好好长大”，不要“抱怨”自己的过去。中国人并不是唯一遭受痛苦的人，他们的

痛苦比其他许多人少得多。是时候停止“活在过去”，停止“为自己感到难过”，停止“怀恨在心”，开始

活在现在了。“结束了。是时候继续前进了。”  

 然而，犹太人完全有理由记住和传播至少在过去25000年中发生的每一件小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

想象的，并且似乎每天都在捏造新的。 

  

 永乐大典 

  

也许历史上最大的文化灭绝罪行是犹太人在中国犯下的——汉林书院的图书馆和永乐大殿被毁。

(94)这部百科全书有22000卷，由2000多名学者多年编写，包含了中国5000年知识、发明和思想的

https://eric.ed.gov/?id=EJ552559


大部分。根据罗斯柴尔德和萨宣的命令，英国士兵把所有这些书带到户外，给它们浇上燃料，并把

所有藏书烧成灰烬。只有上帝知道，在这场悲剧的毁灭中，损失了什么。犹太毒贩下令将其作为拒

绝吸食鸦片的惩罚，其目的是通过肆意破坏国家文化的核心，从而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开放伤

口。 

  

每当这个话题出现时，犹太人的反应总是一种野蛮的嘲弄。一位犹太海报对此的回应是：“那又怎样

？当时中国95%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根本没有人读这些书。”另一个人写道，“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破

坏更严重。”事实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部分藏书和卷轴本可以被替换。中国的百科全书是独一无

二的，永远无法再被复制。 

  

 中国颐和园（圆明园）被毁 

  

 犹太人犯下的另一个大规模文化灭绝行为是抢劫和焚烧中国的圆明园，圆明园中藏有1000多万件中

国5000年历史中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历史珍宝和学术作品。无法洗劫的东西被摧毁了，整个巨大的

宫殿被烧毁。颐和园及其建筑规模巨大，需要7500名士兵三周多的时间才能洗劫和摧毁。这种对世

界上最伟大的历史知识宝库之一的肆意盗窃和彻底破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萨苏家族为了报复中

国人对鸦片的抵制而策划的。(95) (96) (97) 

  

当真相开始泄露出来，是鸦片犹太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和沙宣（Sasson）组织了对颐和园

的破坏和抢劫时，犹太作家伯纳德·布里扎伊（BernardBrizay）带着一本新书在那里告诉我们，是

中国人自己抢劫了这些文物，并在北京街头出售。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最有价值的物品今天都被发

现在富有的犹太人手中。 

  

与此类似的是，它并不广为人知，但作为古代文明的摇篮，巴格达的博物馆里摆满了数千年前的无

价之宝和卷轴。伊拉克被摧毁后，新闻报道称，伊拉克的每一个博物馆都“完全空无一人”。同样的

报道称，许多文物在以色列和欧洲的犹太人家中找到了新家。 

https://www.nytimes.com/2010/10/22/arts/22iht-MELVIN.html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pekings-summer-palace-destroyed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history-of-chinese-inventions-the-present-and-the-future-recent-chinese-state-of-the-art-innovations-october-24-2019/


  

 当犹太人对中国的鸦片世纪负有100%责任的真相开始逃离禁闭时，朱莉娅·洛维尔（Julia Lovell）

带着一本应受谴责的假书出现在那里，书中将整个事件描述为“悲剧喜剧”，甚至没有提到犹太人。

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犹太人的“大屠杀”称为悲剧喜剧，我们可以推测他们的反应。随着二战后犹太人

被驱逐出中国的真相被泄露，大批犹太人让我们相信，犹太人是毛泽东最好的朋友，是毛泽东政府

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新中国的建立负有责任。当关于上海并没有真正从希特勒手中拯救4万犹太人的

真相开始泄露时，犹太人一直在不停地在《上海日报》上散布虚假故事，希望让上海人相信一段专

为这次事件编造的全新历史。 

 上海犹太人公墓 

  

在中国，有一部分犹太人的宣传，我真的觉得特别可恶。问题是，在犹太人占领上海100年期间，

一些犹太人在上海死亡，犹太人的墓地和墓碑现在并不总是处于最佳状态。尽管犹太人几十年来在

中国犯下了种种暴行，他们却厚颜无耻地要求中国照料这些坟墓。中国山东大学犹太教和宗教间研

究中心的兼职教授阿夫鲁姆·埃利希说，犹太人（墓地）纪念碑的困境揭示了共产党马基雅维利政治

战略的一个深刻缺陷。《现代中国的犹太人和犹太教》一书的作者埃利希说：“中国人如何处理这些

墓碑是对他们人性的试金石。”“在灵魂和精神问题上，政府让他们躺在寒冷中，这是一种微不足道

的行为。” 

 养狗或犹太人禁止进入 

 而且，如果犹太人没有真正的罪行可以指责，他们总是可以捏造： 

  

我最喜欢的是“禁止狗或犹太人进入”的迷因，它似乎突然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故事是，在

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犹太移民到处都能看到这些迹象——我的意思是到处都是，迫使他们隐

藏自己的犹太根源，以便在如此可怕的反犹太主义中生存。艾莉森·皮克（Alison Pick）在一

份报告中写道：“例如，这就是我父亲的家人在大屠杀后的几年里所做的事情。他的父母

1941年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加拿大。他们看到一家俱乐部上写着“禁止养狗或犹太人”，并决

定隐藏他们的犹太教信仰以保护他们的孩子（我在新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决定进行了抗争）。

”(98)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globe-debate/why-jewish-identity-is-as-often-contested-as-it-is-conflicted/article21068640/


  

然而，有一个小问题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任何地方都存在这样的迹象，就连犹太历史学家也

承认这只是一个城市传说。“几年前，已故的斯蒂芬·斯皮斯曼是多伦多犹太人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

给《多伦多星报》写了一封愤怒的信，抱怨一位早期作家指责“没有狗或犹太人”的标志是神话。斯

皮斯曼回答说：“虽然我不知道有任何描绘这种标志的照片，有足够多的多伦多长期居民声称见过他

们，并暗示他们可能存在”。但如此多的“长期”多伦多居民和其他居民公开坚称，这些“记忆”是捏造

的，以至于《加拿大犹太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狗，没有犹太人，没有证据”的文章(99) (100) 

  

然而，我们在上海确实有照片和确证，上面写着“禁止狗或中国人进入”，这些是当时控制上海社会

生活的犹太人竖立的。因此，必要性要求犹太人否认、嘲笑和嘲笑这一证据，声称有篡改的照片、

彻头彻尾的谎言，当然还有诽谤性的反犹太主义。 

  

 在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中，一位名叫马克·格林的读者发表了以下评论：(101) 

  

“中国人显然非常了解犹太人以及他们在西方的独特作用。世界主义中国人对犹太人影响的认

识可能远远超过普通美国人，因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被禁止讨论（甚至承认）这是一个禁忌

的事实。中国人不崇拜大屠杀，也不担心“反犹太主义”。许多年前，日本出版了一本书，该

书也研究（并揭示）了美国有组织的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披露的力量，但ADL等人的抗

议（与华盛顿的政治压力相一致）据称迫使该日本出版商撤下了这本书。直到今天，中国人

和日本人都在研究犹太人，尽管这是悄悄进行的。“” 

  

这里可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好地方，犹太人多次试图（包括最近的一次）为他们的“大屠杀”和全世

界的普遍迫害在中国赢得吸引力。他们在微博和微信上创建了无数个账号，其中有许多悲伤的故事

，以寻求中国人的同情。这些努力惨遭失败，所有账户都被删除了。正如一位中国朋友所说，“我们

不在乎任何犹太人大屠杀。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https://thecjn.ca/news/perspectives-no-dogs-no-jews-no-evidence/
https://fivefeetoffury.com/2015/06/09/no-sign-of-no-jews-no-dogs-signs-my-new-takis-column/
https://www.unz.com/lromanoff/information-blockades-how-and-why/


 俄罗斯的犹太革命，又名“俄罗斯革命” 

  

 也许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俄罗斯革命是在美国发起的，数百人接受了多年的培训，由雅各布·希夫资

助，然后被派往俄罗斯进行革命。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人都是犹太人，他们至少消灭了当时整个

俄罗斯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可能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所谓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著作《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中写道，“人类历史上没有哪场革命

能像苏联革命那样肆无忌惮地吞噬自己的孩子”。特拉维夫大学的伊加尔·哈尔文博士写道，“斯大林

主义的暴力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是由内部指挥的”。但实际上，不是俄罗斯吞食自己的孩子，而是

犹太人吞食俄罗斯，而且暴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内部”指挥的。 

  

 乌克兰同性恋者，即“大屠杀” 

  

你可能有兴趣知道，根据犹太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乌克兰的大饥荒——据报道，至少有800万

人死于犹太布尔什维克蓄意策划和执行的饥饿，“从未真正发生过”。因此，它现在只剩下另一个“反

犹太主义宣传计划”。当然，真正的问题是，犹太人只在那一个地方和一个时间，以最恶劣的手段在

乌克兰杀害了比希特勒在世界各地更多的无辜者，而且，由于这实际上摧毁了犹太人的受害主张，

真相不能被允许存在。这绝不是犹太人多年来制造的唯一饥荒。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家族用同样的方

法杀害了大约1亿印度人，还发生了中国大饥荒和其他许多事件。 

  

 只有犹太人受苦 

  

哈斯巴拉的另一个职责是确保全世界都知道“只有犹太人受苦”。“大屠杀”一词已注册、获得专利、受

版权保护，仅供犹太人使用，甚至只用于一个目的。这个词只意味着一个人经历的一种痛苦。根据

定义，任何与此相关的竞争都是反犹太主义的。 

  



在太多的地方，犹太人以外的任何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都被轻视、忽视、诋毁甚至嘲笑，这似乎太频

繁了。似乎没有人被允许与犹太人竞争。受害仅限于他们。然而，犹太人不仅轻视其他每一场人类

悲剧，同时也对他们自己卷入的许多同样的悲剧进行了净化。 

  

一位作者写道，“犹太人没完没了地抱怨说，当纳粹分子杀害部落成员时，世界上的大多数犹太人对

斯大林和犹太人杀害数以百万计的斯拉夫人完全漠不关心。而犹太社区所表现出的完全缺乏反思和

悔恨表明，他们对斯拉夫人怀有深深的敌意、傲慢和蔑视。（犹太人坚持认为，所有德国人直到时

间结束都必须分担Shoah的罪责，但他们把犹太奴隶当作一张纸巾，用它擤鼻涕，然后扔掉。）

(102) 

  

我很抱歉写这篇文章，但他的陈述完全符合我个人的经验和我所有研究的结果。犹太人作为一个阶

级，对犹太人以外的任何人所遭受的任何痛苦，即使是由犹太人造成的，也不表示同情或悔恨。 

  

 闪闪发光的概括性和光辉的讣告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是一位反社会的犹太人，她保持着吉尼斯世界纪录，是

有史以来最多产的婴儿杀手，对至少50万名伊拉克婴儿的死亡负有个人责任，联合国记录了这一事

实，但她没有统计更多的病弱者死亡人数。奥尔布赖特以伊拉克的饮用水净化系统为目标，利用美

军将其全部摧毁，然后实施“制裁”，以阻止伊拉克获得维修或更换。奥尔布赖特在接受莱斯利·斯塔

https://www.unz.com/jfreud/slavocaust-past-and-present-or-the-aryan-and-semitic-war-on-slavic-peoples-and-cultures/


尔（Leslie Stahl）的《60分钟》（60 minutes）采访时诚实地展示了自己的撒旦社会病理学，她有

一句名言：“是的，这是值得的”。奥尔布赖特还对塞尔维亚78天的轰炸负责，这是世界历史上持续

时间最长的轰炸行动。这位女士说：“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

缺的国家。我们站得很高。我们展望未来。”奥尔布赖特还因在塞尔维亚被轰炸和分裂后与乔治·索罗

斯联手接管科索沃的整个通信基础设施而闻名，这些基础设施的价值显然在8亿美元左右，这一消息

在泄露时遭到了疯狂的审查，但每个人都知道，胜利者至少会得到一些回报。 

  

 然而，美国总统拜登（Biden）严格遵守犹太教官的指示，最近称赞奥尔布赖特是一位“以善良、优

雅、人性和智慧”扭转历史潮流的女性。“她的名字仍然是美国作为世界上一股向善力量的同义词。

”(103)《纽约时报》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吹嘘她是如何“作为一名杰出的世界事务分析人士而获得权

力和名声的”，而没有提到她的撒旦性格。(104)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好地方，《纽约时报》一直在

写一篇关于每一个曾经生活过的邪恶犹太人的热情洋溢的讣告。MK-ULTRA臭名昭著的西德尼·戈特

利布，还有太多其他人在这里列出。 

 

 别惹恼发行人丹尼洛维奇（又名柯克·道格拉斯）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前西部地区负责人尼尔·桑德伯格说，一篇声称犹太人控制了好莱坞的文章“过分了

，即使是在反犹太主义方面”。(105)“这是犹太人的经典写照，可以追溯到夏洛克的美化形象。”他说

，好莱坞电影制片厂主要由“日本和澳大利亚公司”和一些银行所有。这里没有犹太人的所有权，除

此之外，“犹太人的功能……不是作为一个种族或文化群体，而是作为对银行、外国和企业赞助负责

的个人。”他没有提到这些银行和外国公司也是犹太人所有的。 

  

不久前，威廉·卡什（William Cash）在《伦敦观察家》（the London Conservator）上发表了一篇

文章，论述了“犹太阴谋集团”对好莱坞的统治，由此引发了上述言论。(106)(107)立即，包括柯克·

道格拉斯、芭芭拉·斯特里桑和凯文·科斯特纳在内的15位好莱坞知名人士向观众签署了一封信，指

责卡什“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新共和国》的文学编辑利昂·维塞尔蒂耶写信给《旁观者》的

编辑，暗示将受到惩罚，并说：“你经营一家肮脏的杂志。”英国犹太人代表会的首席执行官纳维尔·

纳格勒对这篇文章非常生气，该杂志突然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广告。 

https://www.rt.com/news/554639-biden-madeleine-albright-eulogy/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3/us/madeleine-albright-dead.html
https://www.nytimes.com/1994/11/07/arts/the-talk-of-hollywood-a-stereotype-of-jews-in-hollywood-is-revived.html
http://archive.spectator.co.uk/article/19th-november-1994/43/sir-william-cashs-article-about-jewish-influence-i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ct-xpm-1994-12-01-9412010086-story.html


  

犹太人“控制”的断言“好莱坞、媒体、银行和金融等都是反犹太主义的谣言，可以追溯到70多年前，

20世纪20年代由已故实业家老亨利·福特支持的《迪尔伯恩独立报》发起了一场反犹太运动。迪尔伯

恩独立报发起了一场长达七年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基于那本臭名昭著且欺诈的书，锡安博学长老的协

议。“”(108) ADL告诉我们，“根据Premiere最近的一项调查，在该行业最有权势的100人中，包括

前12名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犹太人，但尽管个别犹太人控制着好莱坞，但犹太人并不是。”(109) 

 

 英国《独立报》告诉我们，“在《观众》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电影高管们都很愤怒”。他们称这篇文章“

令人作呕、卑鄙、偏执和可恶”。(110) 哇。《纽约时报》告诉我们，“好莱坞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又

复活了。”(111)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美联储的私人所有者 

  

哈斯巴拉的职责之一是，与所有犹太哥斯拉人（如艾帕克和ADL）合作，确保任何关于犹太人控制

任何经济部门、工业或几乎任何其他东西的说法都遭到强烈反对，以至于犯罪者会惊恐地退缩，整

个世界都会得到这个信息。当话题是美联储时，这一策略绝对存在，表明美联储为罗斯柴尔德和其

他几个犹太家庭所有，正在榨干美国经济，违反美国宪法，所有高管和官员都应该分享这一经验，

并从心底获得利益。事实上，人们经常私下里说，ADL今天的主要职能是确保美联储的上述细节永

远不会逃脱监禁，违规者即使没有被杀害，也会受到严厉惩罚。 

  

 我们会碾碎你 

  

 当然，这指的是犹太人对那些说了犹太人不想听的话（通常是真话）的人进行报复所产生的影响。

这与路易·马歇尔（Louis Marshall）在上文中所说的犹太人花了2000年时间原谅所有人的轻视形成

了对比。 

https://www.adl.org/news/article/alleged-jewish-control-of-the-american-motion-picture-industry
https://www.adl.org/news/article/alleged-jewish-control-of-the-american-motion-picture-industry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letters/spectator-defends-cash-article-repays-reading-1389212.html
https://www.nytimes.com/1994/11/07/arts/the-talk-of-hollywood-a-stereotype-of-jews-in-hollywood-is-revived.html


  

一位作家说，“乔·索布伦用他惯常的夸张表达了这一点”：“你必须永远把我们描述成一个被动、无能

为力、历史上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在一个所有的可能性都对我们不利、可怜无助的我们、可怜的受

迫害和围困的我们的世界里，努力维护我们古老的身份！否则我们会把你打得粉碎。” 

  

然后是旋转：“这个神话中的犹太歌利亚，即使是最微弱的反对犹太受害者崇拜的异见，也会被唤醒

，并迅速将你“粉碎”……好吧，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幻想。如果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威廉·卡什）是

真的因为他注意到好莱坞有很多犹太人，他的职业生涯就被毁掉了，这真是太遗憾了，太不公平了

。但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但这不是反常现象。报道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即使是非常资深的人，在公开发表批评犹太人或以色

列的言论时，也会立即失去工作——不管这些言论的真实性如何。正如一位在美国的英国记者所说

，“至于我自称害怕打犹太人的耳光是一种做作或装腔作势，我只能向你保证事实并非如此。当你在

美国从事舆论报道时，你从老手那里听到的几乎第一件事就是——用我第一次听到的确切形式——

“不要与犹太人为伍”。“” 

  

 海伦·托马斯 

  

美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是赫斯特的海伦·托马斯，她是连续12任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尤其是

白宫新闻秘书的眼中钉。托马斯当了57年白宫记者。然后在2010年的一天，海伦·托马斯被迫辞职

，消失在耻辱和匿名之中。她的罪行？托马斯在白宫与一位拉比私下交谈时告诉他，犹太人应该“滚

出巴勒斯坦”。犹太教教士大卫·内斯诺夫碰巧在附近聆听，他将她的评论录制在视频中，并将其发布

在互联网上。(112) (113) (114) 

  

夏洛克说，报复和诅咒并非迟迟才到来，因为“复仇是我的”。犹太人哥斯拉暴跳如雷，海伦·托马斯

突然变成了一个灰暗的记忆，她的言论（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被（犹太人）广泛谴责为“冒犯和应受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Media/helen-thomas-resigns-telling-israeli-jews-home/story?id=1084.7378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ioneering-and-controversial-journalist-helen-thomas-dies-at-92/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1.5130776


谴责”，尽管许多不幸无法接触到麦克风的人都在庆祝。她的公开演讲突然全部取消，包括在各个学

院和大学的毕业演讲。海伦·托马斯不仅是一个灰色的记忆；她是一个放射性灰色的记忆。(115) 她

于2013年去世，我们都应该祈祷，当她来到珍珠门时，她没有受到不可避免的“亚伯拉罕接待”。 

  

 不要给怪胎蒸蒸汽 

  

在一个不祥的类似例子中，一名法国政府外交官失去了工作，因为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再次称以色

列为“一个糟糕的小国”。法国大使丹尼尔·伯纳德（Daniel Bernard）正在与一位犹太贵族或其他康

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进行私人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伯纳德哀叹世界“因为那个卑鄙的小

国以色列”应该被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116) (117)布莱克向他“异常性感”的犹太妻子芭芭拉·阿米尔

重复了这一评论，芭芭拉·阿米尔似乎可以在她呼吸的空气中找到反犹太主义，她在互联网上发布了

部分评论和情况，并与大使外出。 

  

事实证明，这是“特别具有爆炸性的”，不少犹太人“热情高涨”，有人说这句话“太卑鄙了，不值得回

应”。这位大使说，他“对一次私下讨论进入媒体感到愤怒，但他明确表示不打算道歉”。没关系。夏

洛克几乎立刻得到了他的一磅肉；法国政府迫于犹太人的压力解雇了他。但正如黛博拉·奥尔在《英

国独立报》上写道为什么？以色列是个卑鄙的小国。“”(118) 

  

 大卫遇见哥斯拉 

  

几年前，日本主要新闻杂志马可波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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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20)该杂志和母公司迅速遭到以色列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西蒙·维森塔尔

中心、犹太保卫联盟和其他许多人的暴力袭击。母公司几乎立即宣布，将召回并销毁该期杂志的所

有未售出副本，马可波罗杂志将永久停刊，其编辑将被调任，其员工将被遣散。此外，母公司的高

级官员将辞职，而其他人则将大幅减薪视为个人赎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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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并纠正他们对犹太历史的误解”。该公司总裁将亲自出席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jun/07/white-house-reporter-helen-thomas-resig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dec/20/israel2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1721172.stm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ators/deborah-orr/deborah-orr-i-m-fed-up-being-called-an-antisemite-9236988.html
http://www2.hawaii.edu/~tbrislin/David_Godzilla.htm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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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霍尔教授 

  

 这个人是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知名教授(121) (122) (123)但他敢于公开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犯下的

暴行。霍尔在媒体上遭到猛烈攻击，他的声誉遭到破坏，他的大学被迫解雇他——因为他是一名终

身教授，因此是非法的。那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说出了暴行的真相。有人入侵了霍尔的社交

媒体账户，并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亡。事实证明，霍尔与那次发帖无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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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没有救他。大学不得不重新雇用他，但犹太人希望霍尔下台，他被迫辞职。 

  

 您可以在这里阅读更多示例：(124)大卫·欧文、恩斯特·赞德尔、詹姆斯·巴克尔、卡罗尔·奎格利。 

  

 Dilyana Gaytandzhieva 

  

今天得知这件事我很难过。许多人都知道DilyanaGaytandZhieva的名字，她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年轻

女性，以一名真正的调查记者而闻名。Dilyana是一名保加利亚记者和中东记者，他发表了许多文章

，揭示了世界各地恐怖分子武器供应的来源和途径。她最近的活动与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武器实验

室有关，迪莉亚娜在获得并披露了证明俄罗斯指控的姓名、地点和文件后，以某种方式对这一事件

进行了揭露。 

  

 但今天，2022年5月15日，这一消息出现在她的Facebook页面上：(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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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2877/
https://www.facebook.com/dilyana.gaytandzhieva/posts/pfbid0NLx9tyKAVvVfCuzef6z3uk2iQvQ6J1yMvUitf2U4qBksY9ULTUADsNpkgAq77N3Ul


“我很难过地宣布，我正在出售我的媒体网站https://armswatch.com这是我四年前作为战地记者创

作的。我正在改变我的职业生涯，将专注于我在保加利亚的新媒体项目。如果你有兴趣购买阿姆斯

沃奇。请把DM发到这里或info@armswatch.com.感谢您多年来的支持！“” 

  

 对于Dilyana来说，要突然“改变自己的职业”，并放弃她珍爱的Armswatch网站，几乎肯定会涉及

死亡威胁。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带来这个结果。更多的流氓行为。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群体和过程

。 

  

 许多犹太人不说谎 

  

 Sever Plocker在以色列的Ynet News上发表了一篇诚实的文章，题为“斯大林的犹太人”(126)他的主

要声明：“我们不能忘记，现代最伟大的（大规模）杀人犯中有一些是犹太人。” 

  

“还有我们，犹太人？一名以色列学生高中毕业时，从未听说过“Genrikh Yagoda，“雅戈达是20世

纪最伟大的犹太杀人犯，GPU的副指挥官和NKVD的创始人和指挥官。雅戈达努力执行斯大林的集

体化命令，并对至少1000万人的死亡负责。他的犹太副手建立和管理了古拉格制度。斯大林不再视

他为狂热分子后据说，雅戈达被降职处死，1936年被“嗜血侏儒”耶日霍夫取代为首席刽子手 

  

斯大林的亲密伙伴和效忠者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拉扎尔·卡加诺维奇。蒙特菲奥雷将他

描述为“第一位斯大林主义者”“并补充说，那些在乌克兰饿死的人，除了纳粹恐怖和毛泽东在中国的

恐怖之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并没有让卡加诺维奇动起来。” 

 

普洛克最后写道：“许多犹太人将灵魂卖给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恶魔，手上永远带着鲜血。我们再提一

次：列奥尼德·雷奇曼，NKVD特别部门负责人和该组织的首席审问官，他是一个特别残忍的虐待狂

。”遗憾的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 

https://armswatch.com/
https://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342999,00.html


  

 后记 

  

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难题。事实上，有许多犹太人没有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污染，他们不说谎

，至少不比你或我多。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犹太人，如上文中的塞弗·普洛克，他们撰写文章、发

表演讲、撰写书籍，讲述犹太人及其罪行的真实真相，他们没有在每棵树的叶子上看到“反犹太主义

”，他们也不是想要统治世界的邪恶黑帮集团的一部分。这些人值得我们钦佩、尊重和支持。 

  

 当你是一个有着深远议程和强大资源的小部落的一员时，反对该团体及其领导人的言论很快就会导

致被排斥、被贴上“自怨自艾的犹太人”的标签、情感上难以分离和空虚。我们当中可能很少有人有

这些人的勇气和他们为真理而牺牲的意愿。 

你在这篇文章中读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在有组织的国际犹太人中，有一部分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构

成了一个邪恶的匪徒社区，对他们来说，外邦人的生命毫无意义，他们将被数百万人无情地杀害，

并在符合他们议程的情况下煽动另一场世界大战。这些人控制着我们大多数政府的领导人，他们受

到了所有媒体所有者的怂恿，这些媒体所有者是他们的密友，他们在读同一个剧本。他们都像呼吸

一样躺着，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混乱。 

  

我们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好的犹太人和坏的犹太人，但是我们必须尝试，因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

犹太人都涂成同一种颜色。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那些明显邪恶的人，并尽最大努力揭露他们，这是一

个合适的开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哈扎尔, 1000年前的祖先一样邪恶、嗜血。还是阳具崇拜者

。我遵循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eedman）的政策，将这些人称为“所谓的犹太人”，因为他

们就是这样，我个人认为，他们给真正的犹太人起了一个坏名声。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头脑中

创造两个犹太人阶层，把他们牢牢地分开，在揭发和谴责另一个的同时，与其中一个成为朋友。当

我拥抱一个犹太人同时殴打另一个犹太人时，谴责我是反犹太主义者就不那么容易了。 

  

* 



  

罗曼诺夫先生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2种语言，他的文章发布在30多个国家的150多个外语新闻和政治

网站上，以及100多个英语平台上。拉里·罗曼诺夫是一位退休的管理顾问和商人。他曾在国际咨询

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并拥有国际进出口业务。他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向高级EMBA

课程介绍国际事务的案例研究。罗曼诺夫住在上海，目前正在撰写一系列十本书，内容大致与中国

和西方有关。他是辛西娅·麦金尼新文集的撰稿人之一“当中国打喷嚏时”（第二章–对付恶魔)。 

他的完整文库可在以下找到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 +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 

他的联系方式如下： 

2186604556@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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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lobby’s “commando force” taken out 

以色列游说团“突击队”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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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vs. boycott movement: From defense to offense 

以色列vs抵制运动：从防御到进攻 

(29) https://forward.com/news/388259/shadowy-israeli-app-turns-american-jews-into-foot-soldiers-in-

online-war/ 

Shadowy Israeli App Turns American Jews Into Foot Soldiers In Online War 

在网络战争中，以色列的影子应用程序把美国犹太人变成了步兵 

(30) https://www.jewishpress.com/news/breaking-news/foreign-ministry-recruiting-former-unit-8200-

soldiers-for-social-media-battles/2015/11/30/ 

Israel’s Foreign Ministry Recruiting Former Unit 8200 Soldiers for Social Media Battles 

以色列外交部招募前8200名士兵参加社交媒体战斗 

https://ifamericansknew.org/us_ints/introlobb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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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https://www.inn.co.il/news/310559 

Israel’s New War – On YouTube 

以色列的新战争——在YouTube上 

(32) https://fortune.com/2016/09/12/facebook-google-israel-social-media/ 

Why Facebook and Google Are Complying With Israel to Delete Certain Content 

为什么Facebook和谷歌要遵从以色列删除某些内容 

(33) https://forward.com/news/320473/who-is-behind-canary-mission-website-targeting-bds-activists/ 

Who is Behind Canary Mission Website Targeting Pro-BDS Activists? 

谁是金丝雀使命网站的幕后主使，该网站的目标是支持BDS的积极分子？ 

(34) https://www.arabamerica.com/anti-bds-website-seeks-to-ruin-careers-reputations-of-those-who-

support-palestine/ 

Anti-BDS Website Seeks To Ruin Careers, Reputations Of Those Who Support Palestine 

反BDS网站试图破坏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的职业和声誉 

(35) https://www.mintpressnews.com/anti-bds-website-seeks-to-ruin-careers-reputations-of-those-

who-support-palestine/209741/ 

Anti-BDS Website Seeks To Ruin Careers, Reputations Of Those Who Support Palestine 

反BDS网站试图破坏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的职业和声誉 

(36) https://www.tabletmag.com/sections/news/articles/the-blacklist-in-the-coal-mine-canary-

missions-fear-mongering-agenda-college-campuses 

The Blacklist in the Coal Mine 

煤矿黑名单 

(37) https://tonygreenstein.com/2015/10/canary-mission-real-face-of-zionis/ 

Exposed: Pro-Israel Modern Day McCarthyites Going to Extremes to Slim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曝光：亲以色列的现代麦卡锡主义者走向极端，诋毁人权活动人士 

(38) https://forward.com/news/383938/shadowy-blacklist-of-student-activists-wins-endorsement-of-

mainstream-pro-i/ 

Shadowy Blacklist Of Student Activists Wins Endorsement Of Mainstream Pro-Israel Group 

学生活动人士的模糊黑名单赢得了主流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 

(39) https://canarymiss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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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ry Mission; BECAUSE THE WORLD SHOULD KNOW 

金丝雀任务；因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 

(40) https://tonygreenstein.com/2015/10/canary-mission-real-face-of-zionis/ 

Exposed: Pro-Israel Modern Day McCarthyites Going to Extremes to Slim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曝光：亲以色列的现代麦卡锡主义者走向极端，诋毁人权活动人士 

(41) https://www.camera.org/ 

CAMERA 

照相机 

(42)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3238/ 

The Anger Campaign Against China 

针对中国的愤怒运动 

(43) https://mondoweiss.net/2015/02/activists-propaganda-intimidation/ 

Pro-Israel campus activists acting as agents of state propaganda and intimidation 

亲以色列的校园活动人士充当国家宣传和恐吓的代理人 

(44) https://www.aishtoronto.com/hasbara 

Hasbara Fellowships is a leading pro-Israel campus activism organization working across North America 

Hasbara Fellowships是一家领先的亲以色列校园活动组织，在北美开展工作 

(45) https://eu.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3/08/14/israel-students-social-media/2651715/ 

Israel to pay students to defend it online 

以色列将付钱给学生在网上为其辩护 

(46)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tudents-offered-grants-if-they-tweet-

proisraeli-propaganda-8760142.html 

Students offered grants if they tweet pro-Israeli propaganda 

如果学生们在推特上发表亲以色列的宣传，他们会提供助学金 

(47)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blogs/ali-abunimah/israeli-students-get-2000-spread-state-

propaganda-facebook 

Israeli students to get $2,000 to spread state propaganda on Facebook 

以色列学生将获得2000美元在Facebook上传播国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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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https://www.oranim.ac.il/sites/heb/sitecollectionimages/aguda/documents/antishemiut.pdf 

 באינטרנט באנטישמיות במאבק סטודנטים

学生对抗在线反化学 

(49)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blogs/ali-abunimah/israeli-students-get-2000-spread-state-

propaganda-facebook#NUISinternet 

Translation: Student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Anti-Semitism on the Internet 

翻译：学生们在互联网上与反犹太主义作斗争 

(50) https://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Government-to-use-citizens-as-army-in-social-

media-war-322972 

Government to use citizens as army in social media war 

政府将在社交媒体战争中使用公民作为军队 

(51) https://www.bbc.com/news/blogs-news-from-elsewhere-23695896 

Israel: Government pays students to fight internet battles 

以色列：政府资助学生打网络战 

(52) https://www.eutimes.net/2009/12/israel-paying-agents-to-post-pro-israel-propaganda-on-

internet-forums-blogs/ 

Israel paying agents to post pro Israel Propaganda on Internet forums & blogs! 

以色列付费代理人在互联网论坛和博客上发布亲以色列宣传！ 

(53) https://www.middle-east-info.org/take/wujshasbara.pdf 

Hasbara Handbook: Promoting Israel on Campus; office@wujs.org.il 

哈斯巴拉手册：在校园推广以色列；office@wujs.org.il 

(54)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562/ 

Bernays and Propaganda 

伯奈斯与宣传 

(55) https://nypost.com/2019/11/11/hong-kong-protests-man-doused-in-liquid-set-on-fire-after-

shouting-at-protesters/ 

Hong Kong protests: Man doused in liquid, set on fire after shouting at protesters 

香港抗议活动：一名男子被浇在液体中，在向抗议者喊叫后放火 

(56) http://hartford-hwp.com/archives/24/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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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 Island’s End 

复活节岛的尽头 

(57) https://www.splcenter.org/hatewatch/2016/04/19/how-myth-irish-slaves-became-favorite-meme-

racists-online 

How the Myth of the “Irish slaves” Became a Favorite Meme of Racists Online 

“爱尔兰奴隶”的神话如何成为网络种族主义者最喜欢的迷因 

(58) https://forward.com/news/388259/shadowy-israeli-app-turns-american-jews-into-foot-soldiers-in-

online-war/ 

Shadowy Israeli App 

以色列影子应用 

(59)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2393/ 

Propaganda and the Media: Part 1 – Introduction 

宣传与媒体：第1部分——导言 

(60) https://www.amazon.com/Thirteenth-Tribe-Arthur-Koestler/dp/0945001428 

Arthur Koestler – The Thirteenth Tribe 

Arthur Koestler-第十三部落 

(61) https://highlanderjuan.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Benjamin-H-Freedman-The-Truth-

About-The-Khazars.pdf 

Facts Are Facts: Benjamin Freedman; The Truth About Khazars (80 pp; 1955) 

事实就是事实：本杰明·弗里德曼；关于卡扎尔的真相（80页；1955年） 

(62)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5853/ 

ZIONISM — THE HIDDEN TIRANNY by Benjamin H. Freedman 

犹太复国主义——本杰明·H·弗里德曼的《隐藏的泰兰尼》 

Maclean, Fitzroy. “Shalom Yisrah”,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9 August 1976, p. 219. 

（63）麦克莱恩，菲茨罗伊。《Shalom Yisrah》，纽约时报书评，1976年8月29日，第219页。 

(64) https://mondoweiss.net/2014/08/hasbara-spewing-semitism/ 

‘Common Dreams’ website traps Hasbara troll spewing anti-Semitism 

“共同的梦想”网站陷害了哈斯巴拉的反犹太主义者 

(65) https://israelpalestinenews.org/israel-partisans-work-censor-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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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rael and its partisans work to censor the Internet; By Alison Weir 

以色列及其党派如何审查互联网；艾莉森·威尔 

(66) https://youtu.be/9HtFukI_K84 

Israeli soldiers paid to “Tweet, Share, Like and more” 

以色列士兵付费“推特、分享、喜欢和更多” 

(67) https://thelede.blogs.nytimes.com/2010/08/20/wikipedia-editing-for-zionists/ 

Wikipedia Editing for Zionists 

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编辑维基百科 

(68) https://israelpalestinenews.org/israel-partisans-work-censor-internet/ 

Campaign to infiltrate Wikipedia 

向维基百科渗透的运动 

(69) 

https://www.reddit.com/r/islam/comments/8pua7n/israel_is_paying_internet_workers_to_manipulate/ 

Israel is paying internet workers to manipulate online content such as Wikipedia (reddit, quara and news 

sites) 

以色列付钱给互联网工作者，让他们操纵维基百科（reddit、quara和新闻网站）等在线内容 

(7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ofScCiJT4c 

YouTube – Israel is paying internet workers to manipulate online content 

YouTube——以色列向互联网工作者支付操纵在线内容的费用 

(71) https://defence.pk/pdf/threads/israel-is-paying-internet-workers-to-manipulate-online-

content.201769/ 

Israel Is Paying Internet Workers to Manipulate Online Content 

以色列正在向互联网工作者支付操纵在线内容的费用 

“We are taking classes in Israel to edit Wikipedia to make it more Zionist in nature.” 

“我们正在以色列上课编辑维基百科，使其更具犹太复国主义性质。” 

(7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aug/18/wikipedia-editing-zionist-groups 

Wikipedia editing courses launched by Zionist groups 

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开办的维基百科编辑课程 

(7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50_Cent_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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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50-cent Army 

中国50%的军队 

(74) https://www.haaretz.com/1.5064509 

Israel Recruits ‘Army of Bloggers’ to Combat anti-Zionist Web Sites 

以色列招募“博客大军”打击反犹太复国主义网站 

(75) https://jewsagainstnationalism.blogspot.com/2018/01/israel-pays-students-to-post-

favorable.html 

Israel pays students to post favorable comments online. 

以色列付钱让学生在网上发表好评。 

(76)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mo-stealthily-recruiting-students-for-online-advocacy/ 

‘PMO stealthily recruiting students for online advocacy’ 

“PMO秘密招募学生进行在线宣传” 

(77)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2013/08/14/israel-pay-students-propaganda_n_3755782.html 

Israel To Pay Students For Pro-Israeli Social Media Propaganda 

以色列将向学生支付亲以色列社交媒体宣传费用 

(7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tudents-offered-grants-if-they-tweet-

proisraeli-propaganda-8760142.html 

Students offered grants if they tweet pro-Israeli propaganda 

如果学生们在推特上发表亲以色列的宣传，他们会提供助学金 

(7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2DFnGI9A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ofScCiJT4c%5D 

YouTube – Israel is paying internet workers to manipulate online content 

YouTube——以色列向互联网工作者支付操纵在线内容的费用 

(80)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blogs/ali-abunimah/israeli-students-get-2000-spread-state-

propaganda-facebook 

Israeli students to get $2,000 to spread state propaganda on Facebook 

以色列学生将获得2000美元在Facebook上传播国家宣传 

(81) https://www.bushcenter.org/publications/articles/2021/02/blue-goose-five-questions-with-liz-

haen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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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Haenle 

伊丽莎白·海恩勒 

(82) http://www.sageworldwide.com/world-sage/what-we-do/ 

Sage Worldwide 

圣人世界 

(83) https://www.unz.com/runz/american-pravda-vaxxing-anthony-fauci-and-

aids/?showcomments#comments 

American Pravda: Vaxxing, Anthony Fauci, and AIDS 

《美国真理报》：沃辛、安东尼·福奇和艾滋病 

(84)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2/BERNAYS-AND-

PROPAGANDA.pdf 

BERNAYS AND PROPAGANDA 

伯奈斯与宣传 

(85) https://www.mirror.co.uk/news/world-news/adolf-hitler-micro-penis-slept-

22397919?msclkid=479b22d2d06c11ecaa400e7e5b654ce2 

Hitler’s twisted little ‘micro-penis’ 

希特勒扭曲的小“微型阴茎” 

(86) https://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2020/02/24/expert-chinese-scientists-sell-lab-

animals-meat-black-market/ 

Expert: Chinese Scientists Sell Lab Animals as Meat on the Black Market 

专家：中国科学家在黑市上出售实验动物作为肉类 

(87)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582/ 

Bernays and Propaganda – Part 2 of 5 The Marketing of War 

伯奈斯与宣传——第2部分，共5部分：战争营销 

(88) https://mises.org/library/truth-about-tulipmania 

The Truth about Tulipmania 

图利曼尼亚的真相 

(89) Garber (1990b, p. 16) 

(90)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Benjamin-H-Freedman-The-

Truth-About-The-Khaza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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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2020/02/24/expert-chinese-scientists-sell-lab-animals-meat-black-market/
https://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2020/02/24/expert-chinese-scientists-sell-lab-animals-meat-black-market/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1582/
https://mises.org/library/truth-about-tulipmania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Benjamin-H-Freedman-The-Truth-About-The-Khazars.pdf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5/Benjamin-H-Freedman-The-Truth-About-The-Khazars.pdf


Facts Are Facts: Benjamin Freedman; The Truth About Khazars (80 pp; 1955) 

事实就是事实：本杰明·弗里德曼；关于卡扎尔的真相（80页；1955年） 

(91)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5853/ 

ZIONISM — THE HIDDEN TIRANNY by Benjamin H. Freedman 

犹太复国主义——本杰明·H·弗里德曼的《隐藏的泰兰尼》 

(92) https://www.bitchute.com/hashtag/freedman/ 

Benjamin Freedman articles 

本杰明·弗里德曼文章 

(93)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lets-have-a-financial-crisis-first-we-need-a-

central-bank-october-07-2019-2/ 

Let’s Have a Financial Crisis: First, We Need a Central Bank 

让我们面对一场金融危机：首先，我们需要一家中央银行 

(94) “The Destruction of a Great Library: China’s Loss Belongs to the World”; 

https://eric.ed.gov/?id=EJ552559 

Destrution of Hanlin Academy Library 

翰林书院图书馆的破坏 

(95) China Remembers a Vast Crime –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0/10/22/arts/22iht-MELVIN.html 

(96) Peking’s Summer Palace destroyed;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pekings-

summer-palace-destroyed 

(97)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history-of-chinese-inventions-the-present-and-

the-future-recent-chinese-state-of-the-art-innovations-october-24-2019/ 

History of Chinese Inventions 

中国发明史 

(98)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globe-debate/why-jewish-identity-is-as-often-contested-as-it-

is-conflicted/article21068640/ 

Why Jewish identity is as often contested as it is conflicted; Alison Pick 

为什么犹太人的身份既有冲突又有争议；艾莉森·皮克 

(99) https://thecjn.ca/news/perspectives-no-dogs-no-jews-no-evidence/ 

‘No Dogs, No Jews’ – no evidence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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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history-of-chinese-inventions-the-present-and-the-future-recent-chinese-state-of-the-art-innovations-october-24-2019/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globe-debate/why-jewish-identity-is-as-often-contested-as-it-is-conflicted/article21068640/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globe-debate/why-jewish-identity-is-as-often-contested-as-it-is-conflicted/article21068640/
https://thecjn.ca/news/perspectives-no-dogs-no-jews-no-evidence/


“没有狗，没有犹太人”——没有证据 

(100) https://fivefeetoffury.com/2015/06/09/no-sign-of-no-jews-no-dogs-signs-my-new-takis-column/ 

No Sign of ‘No Jews, No Dogs’ Signs: 

没有“没有犹太人，没有狗”的标志： 

(101) https://www.unz.com/lromanoff/information-blockades-how-and-why/ 

1.  

1.  

134. mark green says: 

134.马克·格林说： 

(102) https://www.unz.com/jfreud/slavocaust-past-and-present-or-the-aryan-and-semitic-war-on-

slavic-peoples-and-cultures/ 

Slavocaust, Past and Present, or the Aryan and Semitic War on Slavic Peoples and Cultures 

斯拉夫人，过去和现在，或者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对斯拉夫人和文化的战争 

(103) https://www.rt.com/news/554639-biden-madeleine-albright-eulogy/ 

Biden praises Albright’s ‘humanity’ 

拜登称赞奥尔布赖特的“人性” 

(104)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3/us/madeleine-albright-dead.html 

NYT Madeleine Albright 

纽约时报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105) https://www.nytimes.com/1994/11/07/arts/the-talk-of-hollywood-a-stereotype-of-jews-in-

hollywood-is-revived.html 

THE TALK OF HOLLYWOOD; A Stereotype of Jews in Hollywood Is Revived 

好莱坞的话题；好莱坞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又复活了 

(106) http://archive.spectator.co.uk/article/19th-november-1994/43/sir-william-cashs-article-about-

jewish-influence-i 

William Cash Hollywood 

威廉·卡什好莱坞 

(107)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ct-xpm-1994-12-01-9412010086-story.html 

William Cash Hollywood 

威廉·卡什好莱坞 

https://fivefeetoffury.com/2015/06/09/no-sign-of-no-jews-no-dogs-signs-my-new-takis-column/
https://www.unz.com/lromanoff/information-blockades-how-and-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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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ct-xpm-1994-12-01-9412010086-story.html


(108) https://www.adl.org/news/article/alleged-jewish-control-of-the-american-motion-picture-

industry 

Jewish control of the US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犹太人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 

(109) https://www.adl.org/news/article/alleged-jewish-control-of-the-american-motion-picture-

industry 

(110)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letters/spectator-defends-cash-article-repays-reading-

1389212.html 

`Spectator’ defends Cash article repays reading 

`《旁观者》防现金文章还读 

(111) https://www.nytimes.com/1994/11/07/arts/the-talk-of-hollywood-a-stereotype-of-jews-in-

hollywood-is-revived.html 

THE TALK OF HOLLYWOOD; A Stereotype of Jews in Hollywood Is Revived 

好莱坞的话题；好莱坞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又复活了 

(112)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Media/helen-thomas-resigns-telling-israeli-jews-

home/story?id=1084.7378 

White House Columnist Helen Thomas Resigns After Telling Jews ‘Go Home’ 

白宫专栏作家海伦·托马斯在告诉犹太人“回家”后辞职 

(11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ioneering-and-controversial-journalist-helen-thomas-dies-at-92/ 

Journalist Helen Thomas, who said Jews ‘should get the hell out of Palestine,’ dies at 92 

记者海伦·托马斯（HelenThomas）说，犹太人“应该离开巴勒斯坦”，享年92岁 

(114)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1.5130776 

Veteran White House Reporter Resigns After Saying Jews Should ‘Get the Hell Out of Palestine’ 

白宫资深记者在表示犹太人应该“滚出巴勒斯坦”后辞职 

(1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jun/07/white-house-reporter-helen-thomas-resigns 

White House reporter Helen Thomas resigns after anti-Israel comments 

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因反以色列言论辞职 

(1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dec/20/israel2 

Israel seeks head of French envoy 

以色列寻求法国特使 

https://www.adl.org/news/article/alleged-jewish-control-of-the-american-motion-picture-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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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jun/07/white-house-reporter-helen-thomas-resig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dec/20/israel2


(117)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1721172.stm 

‘Anti-Semitic’ French envoy under fire 

“反犹太主义”法国特使遭到攻击 

(1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ators/deborah-orr/deborah-orr-i-m-fed-up-

being-called-an-antisemite-9236988.html 

Barbara Amiel sees anti-Semitism at every party she attends in London 

芭芭拉·阿米尔（Barbara Amiel）在伦敦参加的每一个派对上都会看到反犹太主义 

(119) http://www2.hawaii.edu/~tbrislin/David_Godzilla.htm 

David and Godzilla 

大卫和哥斯拉 

(120)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2877/ 

Propaganda and the Media — Censorship, or Burning the History Books — Part 6 

宣传和媒体.审查或焚烧历史书籍.第6部分 

(121)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algary/tony-hall-suspended-lethbridge-1.3793294 

(122) https://uleth.academia.edu/AnthonyJHall 

(123)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algary/university-lethbridge-anthony-hall-retire-1.4778277 

(124)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2877/  

Propaganda and the Media — Part 6 – Censorship, or Burning the History Books 

宣传和媒体——第6部分——审查或焚烧历史书籍 

(125) 

https://www.facebook.com/dilyana.gaytandzhieva/posts/pfbid0NLx9tyKAVvVfCuzef6z3uk2iQvQ6J1yMv

Uitf2U4qBksY9ULTUADsNpkgAq77N3Ul 

Dilyana Gaytandzhieva  

Dilyana Gaytandzhieva 

(126) https://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342999,00.html 

Sever Plocker: Stalin’s Jews. We mustn’t forget that some of greatest murderers of modern times were 

Jewish 

斯大林的犹太人。我们不能忘记，现代一些最伟大的杀人犯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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