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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俘营 

翻译者。珍珠 

 

Note to Readers: Given the immense importance of this topic, please forward this article to your 

email lists and crosspost on your blog site, internet forums, etc., asking that anyone with 

knowledge of any details, or any family stories that might shed light on these events, please kindly 

forward them directly to the author at 21866045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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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注意：鉴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请将本文转发至您的电子邮件列表，并在您的博客网站、互联

网论坛等上发布交叉帖子，请任何了解任何细节或任何可能有助于了解这些事件的家庭故事的人，

将其直接转发给作者2186604556@qq.com 

 

  

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和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领导的克里尔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发起了长达数年的反德宣传运动，后者是西

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侄子。 (1)(2)公共文学攻击了美国的一切德国人，包括学校和

教堂。许多学校禁止向“纯正的美国人”教授德语，并敦促管理人员解雇“所有不忠的教师”，即

任何德国人。无数城镇的名称被更改，以消除其德国血统：爱荷华州的柏林成为爱荷华州的林肯。

德国食品和食品名称从餐馆中清除；泡菜变成了“自由卷心菜”；腊肠犬成为“自由犬”，德国牧

羊犬成为“阿尔萨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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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国人的孩子在去公园的路上被一块写着 "危险！"的牌子拦住。"危险！! 对亲德国人------忠诚的美国人欢迎来到

爱迪生公园。"芝加哥，伊利诺伊州。1917年。维基共享资源https://allthatsinteresting.com/german-americans-

internment#1  

 

所有美国管弦乐团都被要求从演出中删除贝多芬、巴赫和莫扎特等德国古典作曲家的任何音乐。公

共图书馆搬走了德国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所有书籍，并（大多数情况下）烧毁了所有书籍。

在一些州，禁止在公共场合和电话上使用德语。德国教授被大学解雇，德语或德语本地报纸被剥夺

广告收入，不断受到骚扰，经常被迫停业。美国爱国童子军定期焚烧出售的一捆捆德国报纸，为这

一努力做出了贡献，德国人也经常受到其他公民的侮辱和唾骂。德国人被迫参加公开会议，谴责德

国及其领导人，被迫购买战争债券，并公开宣布效忠美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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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国农民约翰-米茨在被一群蒙面人袭击、涂上焦油和羽毛后。明尼苏达州的卢弗恩。1918年8月19日。维基共享资

源 https://allthatsinteresting.com/german-americans-internment#3  

https://allthatsinteresting.com/german-americans-internment#3


 

麦金斯的背部，也沾满了焦油和羽毛。 

迈廷斯成为目标是因为袭击者认为他没有购买战争债券。明尼苏达州的卢弗恩。1918年8月19日。维基共享资源。

https://allthatsinteresting.com/german-americans-internment#4  

 

随着言论达到危险的程度，反德歇斯底里和暴力也相应增加。许多德国人被强行赶出家门，经常在

夜间被从床上撕下来，带到街上脱光衣服，遭到殴打和鞭打，然后被迫跪下亲吻美国国旗。许多人

被涂上柏油和羽毛，然后被迫离开他们的城市或城镇。一些人在树上被私刑处死。牧师和牧师因用

德语布道而被拖出教堂并遭到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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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们大喊大叫，所有德国人都是毒害美国供水或感染医院医疗运输的间谍，大多数人“应该

在日出时被带走，并以叛国罪被枪决”。国会议员建议绞死或以其他方式处决所有在美国的德国人

，州长敦促使用行刑队从全州消除“不忠分子”。美国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表示，美国人将“

把对上帝的恐惧放在”这些人的心中。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国性歇斯底里

期间，美国政府强迫10多万名美籍日本人进入集中营，但历史已经删除了一个事实，即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前和期间，更多的德国人被关押在美国的集中营中，在所有案件中，他们的所有资产都被

没收。 

  

有了这一切以及更多，美国成了整个德国人民仇恨的温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广泛指责对

犹太人进行宣传，而我们的历史书却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在美国爆发了针对德国人的大规模、难

以形容的邪恶仇恨宣传风暴。有成千上万的海报和文章，其中包含对虚假暴行的耸人听闻的描述、

报纸文章、漫画等等，但这几年来谎言和仇恨的历史记录已经被很好地掩盖了。在互联网上可以找

到许多战时海报的复制品，但这些收集品经过了很好的消毒，几乎所有真正邪恶和肮脏的作品都被

https://www.gentracer.org/POWMapCR.jpg


历史所遗忘。今天，历史书中的叙述轻描淡写地驳斥了这一切，称之为“创新性地使用图形艺术来

煽动爱国主义”，但煽动的是仇恨，而不是爱国主义。 

  

这些宣传煽动了对所有德国人的强烈仇恨，以便于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没有什么不同，宣传/仇恨运动不仅限于美国。1940年，英国政府发起了一场所谓的“愤怒运动”

，声称其原因是“向德国人民和德国灌输个人仇恨”，当局高兴地看到，最初“憎恨德国”的英国

人口的6%在运动结束时增加到50%以上。无线电波充满了对“德国灵魂的残酷和黑暗”的描述。英

国报纸上有文章主张在战争结束后“系统地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因此，在战胜德国后，德国血

统的每一个人都将被处死，德国民族本身也将永远消失。(3) 

  

这种对德国人的仇恨不仅在美国和英国传播。每个国家的德国人都被强烈描绘成邪恶的化身，这种

性质仅仅源于他们的德国血统。在世界各国，媒体传播了对德国和德国人的仇恨信息。在巴西，反

德示威和骚乱席卷全国，德国企业遭到破坏，德国人遭到袭击和杀害。战争期间，几乎每个国家的

德语报刊和德语的使用都因害怕报复而完全消失，所有的德语学校和大多数企业也是如此。没有重

新打开。 

  

在全世界，正如在美国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使用了虚假的战时宣传，煽动全体人民对一

切德国人的非理性仇恨，甚至达到了强大的媒体建议在战后消灭整个德国人的程度。尤其是美国公

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对二战期间的德国事物充满仇恨；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有一场重

要的运动，旨在消灭美国的所有德裔。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有句名言：“上帝，我多么恨德国人”，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1200万德国人在战后死于美国在德国的集中营。詹姆斯·巴克发现，美国人在德国的美国

集中营杀害了800万至1200万德国人。可能有200万人被处决，其余的人死于饥饿，甚至试图给囚犯

带食物都是死罪。(4) (5) (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是仇恨一切德国人的温床。几十年来，德国

和德国人在美国受到如此多的辱骂，以至于大多数美国人本能地对他们感到恐惧和仇恨。那些被宣

传机器狂热灌输的记忆并没有很快消散，而是持续了很多年，以至于即使在战后，一个美国人对德

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61021-the-psychological-tricks-used-to-help-win-world-war-two
https://www.jamesbacque.com/
https://rense.com/general73/wik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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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德国人民说任何积极或赞扬的话实际上都是危险的。任何对德国人表示宽容或同情的人都很容

易被关进监狱。以上内容构成了下文的背景。我们现在可以快进到二战结束和美国在德国的集中营

。 

美国集中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军方在美国为德国人建立了约700个集中营，这些监狱关押着近50万名德

国所谓的“战俘”，他们在后期以及战争结束后被强行从德国集中营运到美国。官方为这项事业给

出的理由多种多样，相互矛盾。最初的政府声明称德国食物不足，因此美国军方将这些囚犯运往美

国，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提供食物。后来有人声称，德国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多的美国集中营，因

此这些平民被重新安置到美国。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囚犯满足了国家对额外农业劳动力的需求。(7) (8) 

  

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媒体很少关注这个话题，历史书中的页面大多是空白的。在阅读现存的几篇文

章时，我的第一印象是，考虑到或多或少的统一评论和语境，已经遵循了一个官方模板，尽管我一

直无法找到它。维基百科声称，“报纸对难民营的报道和公众对难民营的了解在战争结束前都是故

意限制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遵守《日内瓦公约》。”也许吧，但我知道日内瓦或其他任何公约中都

没有禁止公众了解集中营的规定。首先，让我们简要看看这些德国囚犯在美国露营时的生活。 

  

几篇发表的文章引用了德国囚犯写给家人的信，这些信显然是寄给德国的。从2009年9月的《大西

洋杂志》（Atlantic magazine）中，（从一封据称于1944年寄往德国的信中）：“总之，我们在这

里的生活非常有序。我们睡在白色被子的床上，用刀叉吃饭。到目前为止，我们受到了很好的对待

。”另一条引述《大西洋月刊》的话说：“我真的在一个金色的笼子里。”另一个：“当我被俘时

，我想象了一种恐怖的生活，但这完全不同。”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战俘们被营地的优越条件以及丰富的食物和其他物品淹没

了”，并进一步声称存在着“无数封”来自美国人的信件，他们对“这里有德国囚犯，他们的生活

比我们好”这一事实表示不满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历史教授阿诺德·克拉默告诉我们：“德国战俘受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prisoners_of_war_in_the_United_States
https://military.wikia.org/wiki/List_of_World_War_II_prisoner-of-war_camps_in_the_United_States


到了很好的待遇……他们每顿饭都要喝葡萄酒和啤酒。”维基百科告诉我们，“许多囚犯发现他们作

为囚犯的生活条件比作为德国平民的生活条件要好”，一些囚犯被送往营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带花园的平房”同样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他们每顿饭都会喝葡萄酒，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有特别的

食物，事实上他们吃的食物太多了：“囚犯们吃不完所有的食物，起初烧掉了剩下的食物，担心他

们的口粮会减少。”(9) 

  

洛伦·霍顿（Loren Horton）证实，德国囚犯“得到的定量配给物品（如香烟）比该地区的平民所能

得到的要多”，许多美国人认为“囚犯比普通公民拥有更多奢侈品”。维基百科进一步声称，“几

组囚犯将他们的每日啤酒券集中起来，轮流一次喝几杯。他们还每天收到两包烟，经常是肉”，与

其他人一样，指出当时肉和烟是严格定量供应的，大多数美国平民无法获得。维基百科进一步告诉

我们，对于这些德国囚犯来说，“他们受到的良好待遇始于船上提供的丰盛食物（运送他们到美国

的船只）”，而当他们抵达美国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乘坐“时尚舒适的客运列车”前往他们的监

狱营地，旅途异常舒适。 

  

一位名叫约翰·雷·斯考茨（John Ray Skates）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声称“高级将领拥有特殊的住房，

[而]低级军官不得不满足于小公寓”，一些军官不仅拥有私人住宅，还配备了汽车和司机。他还告

诉我们，至少有些警察经常去电影院，因为电影院是“镇上唯一有空调的地方”。Skates进一步告

诉我们，这些监狱营地“拥有小镇上可以找到的大部分设施和服务——牙医、医生、图书馆、电影

、教育设施”。不仅仅是教育设施。霍顿告诉我们，“囚犯们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管弦乐队”，“一

个巨大的耶稣诞生场景是在圣诞节时由囚犯们建造的”，他们“每天从80美分的信用卡中支付材料

的费用。他们有8000多美元！”他们甚至有运动队，并印刷自己的报纸。维基百科告诉我们，作为

一名囚犯，“没有人会感到无聊”，因为这些德国囚犯“经常举行戏剧和音乐表演，有数百甚至数

千人参加”，其中包括整个当地公民和他们的所有美国警卫，并且每周放映四次电影。(10) 

  

据《史密森学会杂志》报道，一名男子的囚犯声称受到了如此优待，他们唯一的抱怨是缺少足够的

女朋友。(11)但后来，许多集中营的男子与当地的美国女孩举行“社交招待会”，这种“美国妇女与

德国囚犯之间未经授权的兄弟情谊”非常普遍，常常成为一个问题。显然这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许

多德国士兵就这样遇到了他们未来的妻子。问题的一部分似乎是德国男性的天生魅力，至少对美国

女性而言。《大西洋》杂志的一篇文章称，这些人通常被描述为“壮丽的体格标本、体格魁梧的肌

肉型”和“体格健壮的优秀标本” 

https://www.amazon.com/Nazi-Prisoners-America-Arnold-Krammer/product-reviews/0812885619
http://www.newsouthernview.com/pages/nsv_shm_pows_camp_clinton.html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german-pows-on-the-american-homefront-141009996/


  

此外，“典型的美国人”形容这些德国囚犯是“你见过的最好的一群男孩”，“一丝不苟，过分礼

貌，纪律严明，坦率地说，这些年轻人很难让人讨厌。”《大西洋月刊》还告诉我们，“感激的美

国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感激）“经常通过邀请德国囚犯到餐馆甚至家里吃饭来表达他们的感激

之情。”这些温暖的感觉显然占了上风，以至于监察长写道，美国人太“倾向于对囚犯的福利变得

过于友好和关心”所有文章都声称，囚犯们或多或少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去自由，虽然有一些人试图

逃跑，但这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监狱营地几乎没有安全保障，因此德国人可以离开营地从事日常

工作。 

  

罗纳德·H·贝利（Ronald H.Bailey）告诉我们，德国人很好地适应了监狱生活，在那里，“狱警们对

男人的变化感到惊讶”，保持他们的院子如此整洁，“囚犯们兴高采烈地出现了。他们花了数小时

建造了大型且精心照料的花坛。”维基百科告诉我们，德国人“很高兴被美国人抓获”，并称克拉

默在报告中说，“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德国囚犯，他不告诉我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时刻”。克莱默声称

，德国人离开美国时“对这个国家有着积极的感情”，他们说，“我们都对美国印象深刻……我们都

被美国赢得了友好关系。” 

  

看来，美国人的精彩待遇“无意中诽谤”了任何纳粹情绪，并为美国创造了50万“小大使”。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德国人意识到他们收到的“疯狂的反美宣传”与他们在美国看到的“不

符合”。但是，更重要的是，“所有德国战俘都通过榜样学习了民主在日常和个人基础上的表现。

”克拉默进一步告诉我们，由于这些和其他因素，“数千人流利地回到德国，并“对美国有了新的

爱和尊重”，与敌人建立了“数十年的友谊”Skates告诉我们，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许多德国囚

犯回到美国，目的是看他们年轻时居住的营地，当得知这些营地在战后都被拆除时，他们一致感到

“难过”。他告诉我们，这些人现在“非常老”，但他们仍然返回美国“记住他们作为囚犯的经历

”。(12) 

  

显然，我们甚至有记录在案的证据证明这一切。2001年和2002年，一个名为TRACES的组织的研究

团队声称，他们拍摄了75个多小时对前德国囚犯或其家人的采访，并显然看到了美国军方签发的支

票副本，这些支票应支付给回国的德国囚犯，而克拉默显然就此写了几本书。不仅如此，美国政府

还在2004年举行了一种纪念活动，以“向二战期间被关押在美国营地的数十万德国战俘致敬” 

https://www.saturdayeveningpost.com/2018/04/preserving-americas-world-war-ii-pow-camps/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装甲上有一些裂缝。 

  

这些官方声明都没有确定战争结束后将德国平民关押在美国数年的理由。认为德国没有空间容纳更

多监狱是荒谬的胡说八道，因为美国军方只是把它们建在围栏围成的空地上，没有任何庇护或保护

。关于食物短缺的说法是真的，但那是因为美国人拒绝允许向战后德国进口食物，其声称的目的是

将德国饿死，艾森豪威尔命令立即处决任何试图向囚犯走私食物的人。如果艾森豪威尔在德国故意

让数百万人饿死，那么毫无疑问，他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美国，以便“更好地养活他们”？ 

  

美国政府有什么理由花费50万德国人穿越大西洋，然后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房多年？为什么不干脆

让他们和其他人一起死去？艾森豪威尔将军毫不掩饰地告诉这个国家，“上帝，我多么恨德国人”

，并组织和监督了1200多万德国人的灭绝，现在他已经从战场搬到了白宫，为这些人建造了700个

“金笼子”，并享有配给、特权，而女朋友的数量显然远远超过了普通美国人。这个故事有什么意

义？ 

  

官方的说法是，最后一批德国囚犯于1946年7月22日离开美国，这些人被遣返德国，但我一直无法

确定这些囚犯是否真的离开了美国。当然，有可能存在我没有发现的官方和公共记录，但就公共事

件而言，在短时间内仅从美国东海岸的两个或三个可能地点输出50万名囚犯绝非空穴来风，因为这

需要至少100到150艘船，然而，我无法找到任何媒体或其他公开证据。我能发现的唯一真实的事实

是关于营地在半夜被清空的简短故事，当地人被告知囚犯已经“转移”，并且不要提问。 

  

认识到证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困难，我将注意力转向寻找证据，证明德国人确实如美国的叙述所

声称的那样抵达德国，但我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发生了这样的转移。德国和红十字会（本应参与所

有此类转移）似乎都没有任何战后从美国转移人员的记录。正如詹姆斯·巴克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的

港口都被炸成了瓦砾，因此无法接受这种转移。此外，在我与巴克尔的谈话中，他声称对所有军事

记录和部队调动进行了检查，没有看到德国人从美国转移到任何地方。 

  



《大西洋》杂志反驳了官方版本，声称他们被移交给英国和法国，因为多年来对强迫劳动的惩罚几

乎肯定会导致死亡，并声称对囚犯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现代奴隶贸易”（不是对待“你见过的

最好的一群男孩”的好方法）。但根据詹姆斯·巴克尔和其他信息来源的详细研究，似乎没有战后从

美国抵达英国或欧洲任何地方的囚犯的记录。此外，在我在德国的所有媒体、历史、大学和其他联

系人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在美国存在德国集中营。我找不到任何人知道战后从美国抵达的50万德国

人，也绝对没有此类转移的记录或证据。 

  

后记 

  

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首的美国军队在德国各地建立了庞大的集中营，其中一些集中营的士兵和平民

人数均超过100万，并在1200万左右被处决或饿死，大多数死亡发生在战争结束后很久。艾森豪威尔

曾禁止向难民营运送食物，下令枪杀任何试图向囚犯走私食物的人。巧合的是，美国军方将大约50

万名德国士兵（来自这些集中营）运送到美国，关押在集中营中，他们将加入大量被监禁的德裔美

国人及其家人的行列，他们的资产也因身为德国人而被没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

下完成的，如上所述，艾森豪威尔现已调到白宫。 

  

但现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德国人生活在艾森豪威尔的监视之下，仍然处于对德国人似乎无限

仇恨的气氛中，现在突然间，他们生活在“金笼子”里，住在私人平房里，有汽车和司机，与当地

的美国女孩“社交招待会”，每周至少四天可以喝到所有的啤酒和看电影。他们没有被工作和饿死

，而是吃了太多的食物，害怕口粮减少而把它们烧掉。他们并没有受到不好的对待，而是“比普通

美国公民拥有更多的奢侈品”，尤其是那些严重定量配给的商品。这些奇妙的“身体标本”与美国

女孩嬉戏，与她们未来的妻子见面，受到所有美国人的喜爱，同时发现民主的祝福。他们有自己的

管弦乐队，演出时有“数千人”参加，而所有德国音乐、作曲家和作家在该国所有其他地区都被美

国政府禁止。他们用德语印刷自己的报纸，而德国的书籍和报纸在整个美国也被禁止。 

  

官方叙述的每一部分都令人难以置信。我不知道所有的事实，但至少从1914年开始，美国民众中不

断激起的仇恨，以及总统和军方的共同仇恨，预计不会把德国人关在金笼子里。大约50万德国人确

实被运到了美国，但我找不到他们离开的记录，也没有他们到达其他任何地方的记录。德裔美国人



的资产被没收，并与家人一起被关押在这些集中营中，没有人被允许离开，但我们的德裔身体标本

显然可以随意来去，经常在有爱心的美国人家里吃饭，并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资产。 

  

我要指出的是，积累了“8000美元”现金的“一小部分”囚犯必须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美国人的年

收入中位数只有1400美元左右。此外，在这些集中营中被拘留的德裔美国人在他们的资产被没收时

没有得到付款，而在德国集中营中的德裔美国人肯定没有得到付款，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每天都得到

囚犯津贴呢？同样，为什么《大西洋月刊》会与官方关于返回德国的说法相矛盾，声称他们被送到

法国作为奴隶被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怎么会回到美国，看到以前的监狱而欣喜若狂呢？ 

  

据多个消息来源记载，1943年，美国军方启动了一项针对德国囚犯的“正式再教育计划”，由大学

教授、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以及后来组建中央情报局的人员领导。维基百科告诉我们，“该计划

被保密，因为它可能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关于让囚犯接受宣传的禁令”，但囚犯可能接触的不仅仅是

宣传。你需要研究中情局的MK-ULTRA项目，才能正确理解这一点。似乎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

论：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德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在美国的时光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且很

可能这些“体格健壮的优秀样本”被介绍给的不仅仅是民主的奇迹。 

  

我现在只能猜测，但如果没有大量可靠的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我不愿意接受这些人实际上离开美

国的说法。这些文件和媒体报道了从美国港口运来的近50万人。由于缺乏来自官方军事记录和国际

红十字会的任何证据，假设他们到达了其他地方是毫无意义的。 

  

还有另外两个项目似乎是这个谜题的必要部分。首先，上述事件与美国军方对人体实验的强烈兴趣

完全吻合。读者可能知道石井史郎和他的731部队在中国哈尔滨，在那里他的团队进行了最可怕的人

体实验，包括活体解剖。(13) (14)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没有战争罪审判的原因是，道格拉斯·麦克

阿瑟将军与石井达成协议，如果所有人体实验的文件和记录都移交给美国，石井及其数千人的全部

部队将被调到美国，那么他们都将免于起诉。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日本人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并被安

置在美国军事基地，石井本人在马里兰大学担任教授和生物研究主管，直到几十年后去世。第二，

这些活动与中情局可怕的MK-ULTRA计划的创建完全吻合，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人体实验”。(15) 

(15a) (15b)这里没有空间进一步讨论这两个方面。 

https://www.medicalbag.com/home/features/despicable-doctors/pure-evil-wartime-japanese-doctor-had-no-regard-for-human-suffering/
https://dc.ets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167&context=etd%20(15)%20https:/dc.ets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167&context=etd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7/larry-romanoff-cia-project-mk-ultra.html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7/cia-project-mk-ultra-july-2-2020.html
https://rationalwiki.org/wiki/MKULTRA


  

当我们把战后在美国集中营杀害的大约1200万德国人、石井和他的731部队、美军对人体实验的突然

和巨大兴趣以及中央情报局MK-ULTRA项目加在一起，再加上整个美国对德国人的强烈仇恨，30多

年来，这场争论几乎持续不断，著名政治家呼吁处决在美国的所有德国人，这就是50万名德国囚犯

被强行转移到美国的气氛和环境，也是他们的“金笼子”，常常在一个晚上被神秘地清空。还有被

关押在同一营地的德裔美国人的问题。他们的拘留记录在案，自然的假设是他们在某个时候都被释

放了，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假设，鉴于目前的观点，即该国所有的德国提取物都应该

被处决，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福祉感到好奇。 

 

我发现自己带着一种不可动摇的感觉从这个故事中走出来，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篇章，

它被可怕地埋葬了，它的安葬正受到有权势的人和虚构的神话的保护。到目前为止，我无法确凿地

证明或反驳在美国关押的50万名德国囚犯被用作当时进行的大量人体实验的受试者这一论点。然而

，据我所知，否定所有间接证据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如果它看起来像只鸭子，走路像只鸭

子，发出的声音像只鸭子，那么它很可能是只鸭子，这听起来有点愚蠢老套。 

  

* 

读者注意：鉴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请将本文转发至您的电子邮件列表，并在您的博客网站、互联

网论坛等上发布交叉帖子，请任何了解任何细节或任何可能有助于了解这些事件的家庭故事的人，

将其直接转发给作者2186604556@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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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ring director of the CIA Allen Dulles (centre) with US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Dulles’ CIA replacement 

John A. McCone in Washington, DC. In early 1960s. Picture: AP 

即将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中心）与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杜勒斯的继任者约翰·A·

麦肯在华盛顿特区合影。20世纪60年代初。图片：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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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项目MK-ULTRA 

 斯坦福研究院 

 戈特利布恐怖室 

 中情局对幼儿的大屠杀-以及加拿大的世纪犯罪 

 睡眠室丢失的记忆 

 哈罗德·布劳尔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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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z.com/lromanoff/cia-project-mk-ultra/


 弗兰克·奥尔森的生与死 

 中情局项目MK-DELTA Stanley Glickman The Great French Bread实验 

 美国人再次面临犯罪•西德尼·戈特利布 

  

  

 

o 美国中央情报局MK-ULTRA项目 

  

美国政府资助并对不知情的人进行了无数次心理实验，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也许部分是为了帮助美

军和中央情报局开发更有效的酷刑和审讯技术，但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活动的范围和持续

时间远远超过了可能的审讯申请，似乎是从根本上进行的，极其不人道。简单地阅读这些总结，即

使没有细节，其本身也几乎是一种精神创伤。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的研究中，美国军方开始在人体上识别和测试麦斯卡林和东莨

菪碱等真情血清，他们声称这些血清在审讯苏联间谍时可能有用。这些项目最终扩展到一个范围广

泛、雄心勃勃的项目，集中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称为MK-ULTRA项目，是审讯和精神控制项目

的主要集合。最初受到洗脑计划幻觉的启发，中央情报局开始使用美国和外国受试者进行数千次实

验，这些受试者往往不知情或违背他们的意愿，摧毁了数万人的生命，造成许多人死亡和自杀。部

分资金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提供，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所有军事团体的情报部

门共同运作，中央情报局这项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收集了大量可以想象到的最冷血和冷酷的暴行，下

定决心开发控制人类心智的可靠技术。 

  

MK-ULTRA是大量秘密活动的保护伞，这些活动构成了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研究和开发的一部分，包

括约150个项目和子项目，其中许多项目本身规模很大，研究和人体实验在80多个机构进行，其中

包括大约50所美国最著名的学院和大学，15或20个主要研究基金会，包括洛克菲勒，几十家大医院

，许多监狱和精神病院，以及许多化学和制药公司。至少有200名知名的私人科研人员参与了该项



目，数千名医生、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其他类似人员也参与了该项目。其中许多机构和个人通

过所谓的“赠款”获得资金，这些资金显然来自中情局的幌子公司。1994年，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

透露，在1940年至1974年间，多达50万名不知情的美国人因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测试和军事测试而受

到威胁、破坏或毁灭。鉴于所有记录都被蓄意销毁，MK-ULTRA受害者的全部真相永远不会被知道

，当然也不会知道死亡人数。正如美国陆军总检察长后来在提交参议院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述：

“在大学、医院和研究机构中，对健康成年人、精神病患者和囚犯进行了数量不详的化学测试和实

验。”根据一份政府报告，“在对数千人进行的149个单独的精神控制实验中，中央情报局的研究人

员使用了催眠术、电击疗法、LSD、大麻、吗啡、苯丙胺、美司卡林、西可乐、阿托品和其他药物

。”测试对象通常是不容易反对的人——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少数群体成员——但该机构也在未经

他们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对正常健康的平民进行了许多实验。 

  

MKULTRA项目的旗下列还有149个子项目。任何政府文件都没有正式将“君主项目”确定为相应的

子项目之一，而是由幸存者、治疗师和可能的“内部人员”作为描述性的“流行语”使用。事实上

，“君主项目”可能是由MKSEARCH子项目（如SPELLBINDER行动）发展而来，该项目旨在创建“

睡眠者”刺客（即“满洲候选者”），在催眠后的恍惚状态下，一旦收到关键词或短语，刺客便会

被激活。通常，一项试图利用神秘学力量的研究可能是几个掩盖君主计划阴险现实的封面节目之一

。还有蓝鸟行动、朝鲜蓟行动、MKNAOMI行动和MKDLTA行动。 

 

  

 



午夜高潮 

另一项被称为“午夜高潮”的中情局行动由一个中情局地点网络组成，中情局工资单上的妓女会在

那里引诱客户，在那里他们被秘密使用包括迷幻药在内的多种物质，并在单向玻璃后被监控 (1)(2)。

该战区开发了几项重要的操作技术，包括对性勒索、监视技术的广泛研究，以及在野战行动中可能

使用改变心智的药物。20世纪70年代，作为其精神控制计划的另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与礼来公司合

谋生产了一亿剂非法药物LSD，足以让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去旅行。对于中情局用一亿剂硫酸做了什

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由于这项活动的大部分是出口的，回顾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事件可能会

让人想到有趣的可能性。 

 

  

 

弗兰克·欧勒松项目 

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另一部分旨在寻找“真相血清”用于间谍。受试者经常在不知情或未经同意

的情况下服用LSD和其他药物，其中一些人受到酷刑。由于这些实验，许多人死亡或被杀，从事这

些项目的政府雇员因担心他们会说出所看到的情况而被谋杀，人数不详，也许最著名的是弗兰克·奥

尔森，我在别处描述了他的死亡(3)。该项目被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坚决否认，但最终在洛克菲勒委员

会调查后曝光。当这一信息为人所知时，美国政府支付了数百万美元来解决由此产生的数百起索赔

和诉讼。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计划从未终止过。 

 

  

https://medium.com/war-is-boring/the-cias-operation-midnight-climax-was-exactly-what-it-sounded-like-fa63f84ad015
https://medium.com/war-is-boring/the-cias-operation-midnight-climax-was-exactly-what-it-sounded-like-fa63f84ad015
https://medium.com/war-is-boring/the-cias-operation-midnight-climax-was-exactly-what-it-sounded-like-fa63f84ad015
https://www.history.com/mkultra-operation-midnight-climax-cia-lsd-experiments
https://frankolsonproject.org/the-story/
https://frankolsonproject.org/the-story/


 

731部队 

如前所述，MK-ULTRA及其兄弟公司是从回形针操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万多名日本和一些德国

各行各业的科学家被走私到美国，向美国政府提供有关酷刑和审讯技术的信息。这并不广为人知，

但作为“回形针行动”的一部分，中情局为MK-ULTRA Shiro Ishii招募了成员。MK-ULTRA Shiro 

Ishii是日本731部队的负责人，该部队实施了历史上一些最可怕的人类暴行，包括对儿童进行活体解

剖. (4) 。同时，它还从731部队引进了至少上万名工作人员，将他们安置在美国军事基地，并给予他

们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完全豁免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一个日本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而面临审

判：他们都在美国，为MK-ULTRA贡献了自己的技能。中央情报局还引进了一些进行过人体实验的

德国人。它也不广为人知，但整个项目不是在但是在英国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学院，一个有着异常

冷血历史的研究所。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到塔维斯托克。 

中央情报局领导层对发现他们的不道德和非法行为表示担忧，一份1957年总检察长报告声明称： 

“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不仅要保护行动不受敌军的影响，还要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活动。如果知道

该机构正在从事不道德和非法活动，将在政治和外交界产生严重影响。”。 

https://brettwilkins.com/2018/04/23/antiwar-com-unit-731-how-leaders-of-japans-wwii-germ-warfare-unit-ended-up-working-for-the-us/
https://brettwilkins.com/2018/04/23/antiwar-com-unit-731-how-leaders-of-japans-wwii-germ-warfare-unit-ended-up-working-for-the-us/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vol-58-no-3/operation-paperclip-the-secret-intelligence-program-to-bring-nazi-scientists-to-america.html
https://brettwilkins.com/2018/04/23/antiwar-com-unit-731-how-leaders-of-japans-wwii-germ-warfare-unit-ended-up-working-for-the-us/
https://cognitive-liberty.online/wp-content/uploads/Coleman_John_-_The_Tavistock_Institute_of_Human_Relations1.pdf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0B01676R003200170016-4.pdf


 

Ex CIA official Richard Helms (left), shown with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in 1973, helped launch the 

program in the 1950s.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理查德·赫尔姆斯（左），1973年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合影，在20世纪50年代帮

助启动了该项目。 

 

中情局的MK-ULTRA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担心他们会

暴露在公众面前，命令终止该项目，并销毁所有文件。然而，一个文书错误将许多文件发送到了错

误的办公室，因此当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销毁这些文件时，其中一些文件仍然存在，后来根据调查

记者的《信息自由法》要求被释放约翰·马克斯然而，由于记录几乎全部被销毁，受害者的人数和身

份将永远无法得知。 

  

 

 

 

o 斯坦福研究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Helms
https://www.nytimes.com/2007/06/26/washington/26cia-timeline.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Helms
https://www.nytimes.com/2007/06/26/washington/26cia-timeline.html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vol46no4/article06.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D._Marks


 斯坦福研究所（SRI）将其使命描述为“创造改变世界的解决方案，使人们更安全、更健康、更高

效。”维基百科告诉我们，斯坦福大学的受托人于1946年建立了SRI，作为“支持该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中心”。我没有证据表明，社会责任倡议使任何人变得更安全或更有生产力，而且，无论这一

机构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支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似乎不会在名单上排得很高。根据我的研究，美国

很少有机构的历史比SRI更彻底。当然，所有提及参与中情局MK-ULTRA和其他非人道项目的内容都

从叙述中消失了。1977年8月，《华盛顿邮报》曝光了其中一些项目；可能还有更多。 

  

SRI过去的一项活动涉及CIA和美国海军授予的合同，以研究和开发使用无线电波的远程精神控制。

中情局已经在霍尼韦尔资助了MK-ULTRA项目，以“一种穿透人类大脑并远距离控制其脑波的方法

”。20世纪60年代，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对所谓的“生物无线

电通信”感到兴奋，《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具体证据，证明电子精神控制是当时SRI的主要研究对象

。(4a)(4b) 该理论认为，来自大脑的极低频电磁波可以用于控制个别受试者，有时称为“移情”，其

中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来自L·罗恩·贺伯特的山达基教会。 

 

“星际之门研究” 

回到SRI，有时被称为“星际之门研究”(5)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研究院（AIR）完全以军事生物技术为

重点，也参与研究和评估所谓的“远程观察”或心理现象在军事和国内应用中的潜在用途。尽管如

此，解密的政府文件披露了从1950年到1970年代初在监狱、精神病院和校园进行的几系列精神控制

和行为改变实验的广泛性，约有45家机构和实验室参与了这项秘密和非人道的脑研究，其中SRI是一

个组成部分。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77/08/03/lengthy-mind-control-research-by-cia-is-detailed/d6acdd69-4da3-4da8-8fdd-303a937ca327/
https://cdn.preterhuman.net/texts/government_information/intelligence_and_espionage/homebrew.military.and.espionage.electronics/servv89pn0aj.sn.sourcedns.com/_gbpprorg/mil/mindcontrol/sri.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_Ron_Hubbard
https://atomicbooks.com/products/project-stargate-and-remote-viewing-technology-the-cias-files-on-psychic-spying
https://atomicbooks.com/products/project-stargate-and-remote-viewing-technology-the-cias-files-on-psychic-spying
https://atomicbooks.com/products/project-stargate-and-remote-viewing-technology-the-cias-files-on-psychic-spying
https://atomicbooks.com/products/project-stargate-and-remote-viewing-technology-the-cias-files-on-psychic-spying


MK项目领导和范围 

  

 

辛迪·戈特列布博士 

  

该项目由一位辛迪·戈特列布博士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数百个地方接受了数百个人体实验，获得

了未公开但几乎无限的数百万美元，该项目的最终预算显然超过了每年10亿美元。一些MK-ULTRA

文件中的邪恶几乎显而易见，其中一份1955年的文件公开表示，正在寻找“会导致（暂时或）永久

性脑损伤以及记忆丧失的物质”。部分意图是开发“能够粉碎人类心理，使其接受任何东西的技术

”。在1952年的一份美国政府备忘录中，一位项目负责人问道：“我们能控制一个人，让他违背自

己的意愿，甚至违背自然的基本法则，比如自我保护吗？”报告还列出了受害者将遭受的各种可怕

虐待。这些人对他们的意图并不害羞。 

  

 机制包括为女性制作原始的性节目，试图消除习得的道德信念，刺激缺乏抑制的原始性本能，创造

一种性机器——外交间谍的终极妓女。几位研究人员声称，这些女性的性欲是在年轻女孩的成长期

通过与一名政府雇员的持续乱伦而形成的，而这名政府雇员被故意培养成女孩的父亲形象。在某种

程度上，这些计划涉及通过酷刑来调节人的心智，其中一部分计划旨在将特工训练成缺乏自我保护

本能的无畏恐怖分子，如果被抓到，他们会自愿自杀。他们甚至试验了电子植入物、听不见的声音

、嵌入潜意识的信息、改变心智的药物等等。这一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涉及试图创建一个刺客计划

，以了解是否有可能在另一个国家绑架一名国民，进行催眠和其他技术，然后将他们遣返回国暗杀

其领导人。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9/15/cia-fort-detrick-stephen-kinzer-228109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8/gotlieb.jpg


 

 

 

 

 还有一个John Gittinger博士他是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Gottlieb）的门徒，开发了一系列令人惊

讶的人格和心理测试，这些测试显然非常准确地指导中央情报局确定操纵和妥协个人的最佳方法，

包括将爱国者变成间谍，以及将家庭主妇、护士、，而高价时装模特变成了非常有效的间谍妓女、

杀手等等。(6)(7) Gittinger非常成功，中情局为他建造了一个特殊的聚会室，四周用单向镜子围成，

中情局的心理学家可以在那里观察这些处境不利的人的工作。吉廷格显然是一位“专家”，擅长让

受害者与外部现实失去联系，毫无疑问，他与戈特利布的迷幻药有关。他显然也非常擅长识别那些

容易被催眠的人，那些会很快进入恍惚状态的人，与那些不会的人相比，还有那些会忠实地遵守任

何和所有催眠后建议并在之后经历完全健忘症的人。完美的刺客。 

 

约翰·吉廷格对至少30000人进行了“人格”测试，因为他至少有那么多人的档案，所以这对中情局

来说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练习。而且，由于这是中央情报局，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越轨人格，或那些

可以变得越轨的人，那些有恶习或有可以进一步编程的弱点的人，特别是成为叛徒的人，以及那些

最容易受到迷幻药影响的人。他与哈里斯·伊斯贝尔密切合作，后者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拘留医院负

责MK-ULTRA精神控制药物项目，将向他发送数百人，这些人可能会被推到“无法控制的冲动”，

尤其是性冲动或谋杀冲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带单向镜子的聚会室的主要用途之一。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正是约翰·吉廷格无意中推动了当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弹劾和辞职。当丹尼尔·

埃尔斯伯格(8)发布五角大楼文件时，尼克松的私人助理约翰·埃利希曼安排中情局闯入埃尔斯伯格的

精神病医生办公室，获取一份约翰·吉廷格对这名男子的人格和情绪测试副本，该副本旨在被中情局

用作“一种妥协埃尔斯伯格的心理路线图”，就像他们利用其他人的弱点一样。不幸的是，窃贼把

工作搞砸了。 

 

http://impiousdigest.com/10-the-gittinger-assessment-system/all/1/
http://impiousdigest.com/10-the-gittinger-assessment-system/all/1/
http://impiousdigest.com/10-the-gittinger-assessment-system/all/1/
https://abuse-drug.com/lib/The-Search-for-the-Manchurian-Candidate/10-the-gittinger-assessment-system.html
https://www.biography.com/activist/daniel-ellsberg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8/gittinger.jpg


有一个有记载的故事，一名美国护士在完成西德尼·戈特利布和约翰·吉廷格的训练后，“自愿为她的

国家献身”，她被编程为某位俄罗斯外交官的私人玛塔·哈里，要么让他叛逃到美国，要么变得如此

妥协，以至于他们可以勒索他成为美国间谍。必要时，“终结”他。许多被称为“招募目标”的遭

遇都发生在有单向镜子的房间里，并全部记录在电影中，这是中情局在旧金山安全屋开发的性技术

的一部分，是“午夜高潮行动”的一部分。西德尼·戈特利布的技术服务人员显然在这些性诱捕行动

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志愿者”，他们声称，“我们已经为女性做好了准备——称她

们为马厩”，她们不仅擅长引诱，而且非常擅长各种性活动和谋杀，以维护国家安全。 

  

该程序的另一部分旨在完全控制个人， “我被派去处理人类状况中最消极的方面。这是有计划的破

坏性行为。首先，你要检查一下你是否可以破坏一个男人的婚姻。如果可以，那就足以给这个人带

来很大的压力，让他崩溃。然后你可能会对他发起一场小规模的造谣运动。经常骚扰他。在交通中

撞他的车。很多都是这样这很荒谬，但可能会产生累积效应。”根据约翰·吉廷格的人格测试，该理

论认为，破坏性的个人损失产生足够的压力，再加上其他编程，包括使用精神化学药物，要么会变

成敌人，要么会使他完全中立。 

  

中央情报局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做了这些工作，利用约翰·吉廷格的个人资料来识别美国

想要控制的国家的军队和其他领导人。心理测试，再加上所有其他肮脏的贸易伎俩，当然包括护士

、家庭主妇和模特，他们可能会被说服发展“无法控制的冲动”，以“为国家志愿服务”，这大大

有助于美国政府让那些可以指望服从其殖民主人的人掌权。韩国和日本是这方面的两个好例子，拉

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在西德尼·戈特利布和约翰·吉廷格的大力协助下，中央情报局总能发现

那些“最有可能屈服的人”。 

 

 

 

https://www.freedommag.org/english/la/issue02/page12.htm


  

路易斯·乔里昂（乔里）·怀斯特，医学博士（1924-1999）(9)(10)是洛杉矶著名的精神病医生，1969

年至1989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系主任和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所

长。他是邪教、强迫说服（“洗脑”）、酗酒、药物滥用、暴力和恐怖主义方面的专家，不是预防

这些问题，而是导致这些问题。他的“暴力项目”很有名。 

  

从这些报告中，中情局对SRI的这些实验的可能性感到非常兴奋，以至于数百万美元被转移到这些项

目上，再加上国家安全局在米德堡同时进行的准心理学实验。对这一范围广泛的实验进行医疗监督

是在另一名中情局变态路易斯·乔里昂·怀斯特博士的控制下进行的，路易斯·乔里昂·怀斯特博士当时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他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中情局精神控制专家之一。很难避

免这样的结论：这些人都疯了，因为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甚至国家情报系统司令部和军事情报

部门（当然还有山达基教会）都与SRI合作进行研究，包括塔罗牌、灵魂通灵、与恶魔交流等等。 

  

但根据SRI本身的说法，路易斯·乔里昂·怀斯特博士的工作不仅包括无线电波和准心理学，还包括创

造分离的人格，“使精神控制条件反射的受试者能够适应创伤”。路易斯·乔里昂·怀斯特将这些人称

为“换生灵”，他们产生了交替但实际上是精神分裂的精神状态（多重诱发人格），使他们能够应

对所谓的“长期环境压力”，即强迫药物注射、身体、精神和性虐待以及心理编程，所有这些通常

都使用大剂量的LSD，这是戈特列布博士选择的化学物质。有足够的文件表明，许多接受中情局资

助的“研究”的人发展出了多重人格，其中许多人在年轻时就被强迫诱导。一些幸存者有记录在案

的故事，他们讲述了从四五岁起对他们施加的各种巨大虐待，以及不得不面对生活在他们脑海中的

许多不同的人的恐惧。路易斯·乔里昂·怀斯特博士成为了这些分离状态的研究专家，他为中央情报局

MK-ULTRA项目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这些分离状态的创建上。这些记录揭示了成功地创造了

健忘症、虚假记忆、人物角色改变、伪身份，以及更多，所有这些都让相关个人感到恐怖和悲剧性

，所有这些都来自于西方对“破坏人格正常整合功能”方法的研究，并使人们完全处于远程控制之

下。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c84j0hcd/entire_text/
https://www.freedommag.org/english/la/issue02/page12.htm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暴力项目 

在Sid Gottlieb的团队中，还有一些科学家在人类和其他大脑中植入电极，进行更多的精神控制实验

，甚至对4到5岁的儿童进行实验，所有这些实验的目的都是创造一个完美的“满洲候选者”，以及

消除记忆和创造人工记忆，当然，个人的完全控制。这项关于电极植入物的研究由CIA和MKULTRA

与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共同资助，主要由我们著名的West博士监督。事实上，维斯特在瓦卡维尔监

狱开始了所谓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暴力项目”唐纳德·德弗里兹显然是编程的。我记得，这些项

目获得了大量资金。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c84j0hcd/entire_text/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c84j0hcd/entire_tex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DeFreeze


 

哈罗德·沃尔夫博士 

许多早期审讯研究是由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在哈罗德·沃尔夫博士(11)世卫组织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供任

何关于“威胁、胁迫、监禁、剥夺、羞辱、酷刑、洗脑、黑人精神病学和催眠术，或这些的任何组

合，无论是否有化学制剂”的信息。据沃尔夫说，然后，研究团队将：“……收集、整理、分析和吸

收这些信息，然后进行实验调查，旨在开发进攻/防御情报使用的新技术……潜在有用的秘密药物[和

各种大脑损伤程序]将进行类似的测试，以确定对人脑功能和受试者情绪的基本影响。。。他进一步

冷冷地写道：“如果任何研究涉及受试者的潜在危害，我们希望该机构能够提供合适的受试者和适

当的地方进行必要的实验。”。" 

  

在参与这场闹剧的许多其他知名大学和机构中，有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中央情报局（

CIA）和美国军方在那里资助了似乎是非常大规模的儿童创伤心理控制实验项目。1955年，美国陆

军报告了他们的研究人员将电极植入精神病患者大脑以评估LSD和许多其他未经测试药物的影响的

研究。正是在杜兰进行了一些最早的感官剥夺实验，将个体隔离在这些房间里，在那里他们在注射

药物时会无助地产生幻觉，每次长达一周，并用录音信息轰炸他们，以观察个体是否可以“转变成

新的信仰”。这些都是无助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一长串其他著名的美国大学和

医院参与了类似的人类破坏，所有这些都仔细清理了他们的历史。 

 

 

  

https://www.bellaireneurology.com/headaches/migr_hdpain_causes.html
https://www.bellaireneurology.com/headaches/migr_hdpain_causes.html
https://www.bellaireneurology.com/headaches/migr_hdpain_causes.html
https://ahrp.org/1953-dr-wolff-and-dr-hinkle-investigate-communist-brainwashing/


 

菲利普·J·希尔兹 

  

1999年，当韦斯特去世时，《纽约时报》再次不折不扣地发表了一篇由一位作家写的令人愉快的讣

告菲利普·J·希尔兹他将维斯特描述为“一位有魅力的精神病学领 (12), 他的工作“集中在那些被带到

人类经验极限的人身上，比如“洗脑”的战俘、绑架受害者和受虐儿童，而没有提及维斯特应该以

这些人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他在照顾他们，但他创造了这些条件。事实上，维斯特是在给孩子洗脑

和虐待，而不是修复他们的伤害。希尔兹告诉我们，韦斯特曾目睹过一次处决，并永远反对对囚犯

判处死刑。不幸的是，他不反对为自己的受害者判处死刑。《纽约时报》告诉我们，韦斯特是“一

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一个活生生的人”。多好啊。当家人或朋友写讣告时，所有的讣告往往都是恭

维的，尽管只有恭维的讣告是由主要新闻媒体写的，这对粉饰、涂鸦和重写历史有着强大的影响，

这肯定是《纽约时报》的意图。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解释这一激动人心的描述。 

分离型人格障碍 

  

我必须离题一点来讨论一种通常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或分离性人格障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

个人在他或她的脑海中形成了几个不同的人格，通常彼此完全封闭，最常见的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

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philip-j-hilts/memorys-ghost/
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philip-j-hilts/memorys-ghost/
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philip-j-hilts/memorys-ghost/
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philip-j-hilts/memorys-ghost/


来保护脆弱的心灵，使其免受因经历过的恐怖而造成的破坏。简单地说，一个目睹和经历了无法形

容的恐怖、可怕到无法忍受的事件的受尽折磨的心灵，将创造一个额外的人格，让这个心灵生活在

其中，将另一个与意识隔绝。正是恐怖本身，包括各种形式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酷刑、毒品和电

击治疗，也许目睹了其他儿童的死亡或杀害，迫使创造了这些多重人格，这显然在儿童年幼时很容

易实现。 

  

这些多重人格之间的健忘症是完全的：当在一个人格中运作时，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知

道其他人的存在，并且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样运作。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的墙是用钢建造的。创造

这些多重人格的目的是“医生”可以控制它们，可以随时唤起其中任何一个，并且可以在真正意义

上“设计”每一个，为其创造虚假记忆、历史、态度、行为模式、忠诚、道德、一切，特别是服从

。要理解这一点，你可以粗略地想象一个人处于催眠状态，按照催眠后的各种建议行事，然后完全

失忆。许多精神病医生声称这在实践中并不很难实现；理论和方法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事实上，一条贯穿Gottlieb MK-ULTRA计划各个方面的线索，并在1955年的MK-ULTRA文件中明确

指出，是在受到CIA精神病医生影响的个体中寻找“会导致完全健忘症和记忆丧失[甚至以]永久性脑

损伤为代价]的物质”，健忘症不仅包括他们的交替人格所做的行为，还包括他们曾经被编程的事实

。 

 

一大群被联邦调查局隐藏的性虐待儿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9/podcasts/the-daily/child-sex-abus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9/podcasts/the-daily/child-sex-abuse.html


 通过这种方法，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些人从小到成年早期的军事和间谍潜力。替代人物角色可以是信

息的传递者，该信息驻留在隐藏的人物角色中，对于另一个人的有意识知识不可用，并且只能由接

收端的代理调用。一个角色可以是毒品信使，或者一个受过训练的刺客，他不仅会无情地杀人，而

且如果被抓到，他还会自愿自杀。另一个角色，也是戈特利布和他的手下擅长的角色，是洛丽塔的

创造，洛丽塔是一个没有道德或约束的儿童性变态者，其全部训练和目的都是对男性进行性吸引，

为勒索做准备，甚至在妥协失败的情况下杀死他们。实际上，机器人会毫不犹豫地遵循任何命令或

指令。强迫创造这些可编程多重人格的方法在于虐待儿童。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酷刑、疼痛、电击

、药物治疗，以及不仅亲身经历，而且亲眼目睹他人无法形容的恐怖，将自动创造出医生现在可以

编程的多重人格的沃土。(13) 

 

 

  

 

乔治·埃斯塔布鲁克斯 

  

催眠术也是中央情报局精神控制计划的主要部分。 乔治·埃斯塔布鲁克斯他是催眠术方面的专家，奇

怪的是，他将催眠术等同于多重人格的创造，几乎坚持认为他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14)。也许他

们是；我不知道。Estabrooks显然利用了他版本的催眠来“编程”美国政府机构，但记录的依据尚

不清楚。然而，他曾说过：“创造一个有效间谍或刺客的关键在于分裂一个人的个性，或在催眠术

的帮助下创造多重人格……这不是科幻小说。我已经做到了。”  

 以下是我收到的一份文件的摘录，但我无法确认来源。在对原作者的认可下，我在收到它时将其呈

现在这里。 

https://www.timeofreason.com/an-army-of-sexually-abused-children-hidden-by-the-feds-it-is-time-to-rescue/
https://targetedindividualscanada.com/tag/george-hoben-estabrooks/
https://targetedindividualscanada.com/tag/george-hoben-estabrooks/
https://targetedindividualscanada.com/tag/george-hoben-estabrooks/
https://targetedindividualscanada.com/tag/george-hoben-estabrooks/


 在他出版的作品中，Estabrooks坦率地表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患有多重人格障碍（MPD）的受试

者，他说“可能已经存在于受试者体内，或者是由治疗师创造的。”“。然而，在所有情况下，这

种情况都是由严重的创伤造成的——事实上，创伤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创伤事件无法融入核心人格

的体验。MPD最常见的原因无疑是幼儿期虐待，通常是由父母或其他成年监护人造成的。正如

Frank Putnam博士1989年声明：“我对大多数MPD受害者所报告的极端虐待的性质感到震惊。许多

人告诉我，他们受到群体性虐待，被家庭成员强迫卖淫，或被作为性诱惑提供给他们母亲的男朋友

。在与一些MPD患者合作后，这就变成了obvious认为，严重、持续和重复的虐待儿童是造成MPD

的主要因素。" 

  

当虐待具有极端性质时，人类的自然反应是围绕这种经历筑起一堵墙，可以说，通过创造一个独立

和独特的个性来处理未来的虐待事件。一旦核心人格分裂，就有可能在不知道主要人格的情况下控

制一个或多个已经创造的[替代人格]。据埃斯塔·布鲁克斯说，这创造了“超级间谍”，毫无疑问地

愿意服从命令，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么做。  

埃斯塔布鲁克斯写道： 

“通过使用我所说的……无障碍的、蓄意的精神折磨来瓦解人格……每个人都可能陷入最深层次的（

这种）催眠状态……这个主题可能很容易陷入精神崩溃，但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还说，儿童之所以成为特别好的对象，是因为他们“众所周知，容易被催眠”，或者，正如另一

位作家完美地说，“也就是说，儿童特别容易受到虐待，更倾向于脱离创伤经历，从而创造出后来

可以被利用和控制的[替代]身份。” 

  

另一份日期为1953年1月7日的中情局文件详细描述了一名医生向他的同事报告了他的一些成功，他

曾夸口说，在他进入国会办公室后，他能够召集几十名年轻女性参加催眠方面的一项简短“实验”

，然后与所有人发生性关系，然后引入完全健忘症，这样他们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他描述了另

一个例子，一名年轻女职员被催眠，告诉她另一名年轻女子是一名邪恶的外国特工，打算杀死她，

而她显然拿起一支未装弹的枪（她认为是上膛的），按照他的杀人命令开枪。事后她完全失忆。他

描述了另一个事件，他催眠了另一名年轻女子，让她窃取绝密文件，将其从大楼中移除，并将其交

给街上的一名陌生人。创伤诱发的多重人格，包括催眠，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但却是MK-

ULTRA的主要部分，正如你将看到的，无疑是最堕落和致命的。 

  

 

 

https://news.isst-d.org/an-interview-with-frank-putnam-part-i/


 

 

 

 

卡尔·普利布拉姆博士 

在这一时期，精神控制的思想是中央情报局许多项目的前沿和中心，大多数涉及政治诡计，所有这

些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野心，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多年来，SRI被描述为“隐藏的政治诡

计的蜂巢”，有很多理由怀疑在这段时间内突然在加利福尼亚出现的小规模恐怖洪水，都起源于中

央情报局的MK-ULTRA计划和SRI。首先，中央情报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瓦卡维尔监狱实施了一项极

其秘密的精神控制计划，使用LSD、EM精神控制机器等药物，所有资金都通过SRI秘密输送。神经心

理学研究实验室主任卡尔·普里布拉姆博士是这些精神控制机器的坚定支持者，他说 (15)：“我当然

可以通过在外侧下视丘中放置电极，然后选择刺激位置来教育孩子。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显著地改

变他的行为。”《今日心理学》杂志盛赞普里布拉姆当时是“大脑科学的麦哲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OnxSqze98
http://karlpribram.com/karl-pribram-1919-2015/


 

 Dr. Harry L. Williams (left) administers LSD 25 to Dr. Carl Pfeiffer, chairman of Emory University's 

Pharmacological Department, to produce effects similar to those experienced by schizophrenics. 

The drug was used in experiment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inner feelings of the mentally ill and 

to discover whether a chemical disorder is responsible for mental illnesses 

Harry L.Williams博士（左）向埃默里大学药理学系主任Carl Pfeiffer博士施用LSD 25，以产生与精神

分裂症患者相似的效果。该药物被用于实验，以了解更多有关精神病患者内心感受的信息，并发现

化学障碍是否是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752125/How-CIA-scientist-Sidney-Gottlieb-becamethe-prolific-torturer-generation.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752125/How-CIA-scientist-Sidney-Gottlieb-becamethe-prolific-torturer-generation.html


 

  

Dr. Williams (right) examines the eyes of Dr. Pfeiffer after administering LSD 25 

威廉姆斯博士（右）在服用LSD 25后检查了普菲弗博士的眼睛 

  

数十年来，中情局和美国军方一直在进行大量涉及儿童的行为矫正实验，其中大部分活动都被深度

掩埋，账目被清理干净，记录被销毁。在一个这样的报告案例中，Drs。西德尼·马利茨, 伯纳德·威尔

肯斯Harold Esecover进行了实验，这次由中央情报局和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共同资助，100名精神病

患者，使用各种药物和其他精神控制和心理外科技术，之后所有100名患者接受了脑叶切除术，然后

被丢弃。许多类似的测试和实验发生在新泽西州的Bordertown少年感化院，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中央情报局对儿童进行了许多行为矫正和精神控制实验，主要由埃默里大学的卡尔·C·普费弗博士进

行。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752125/How-CIA-scientist-Sidney-Gottlieb-becamethe-prolific-torturer-generation.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752125/How-CIA-scientist-Sidney-Gottlieb-becamethe-prolific-torturer-generation.html
https://www.doximity.com/pub/sidney-malitz-md
https://www.amazon.com/Secret-Order-Investigating-Synchronicity-Assassination/dp/1936296551
https://www.amazon.com/Secret-Order-Investigating-Synchronicity-Assassination/dp/1936296551
https://pt.scribd.com/document/380577932/The-C-I-a-Doctors-Human-Rights-Violations-by-American-Psychiatrists-Colin-a-Ross
https://pt.scribd.com/document/380577932/The-C-I-a-Doctors-Human-Rights-Violations-by-American-Psychiatrists-Colin-a-Ross


 

何塞·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德尔加多博士 

CIA的一些实验包括电极插入，同时药物或化学物质直接释放到大脑中。JoséManuel Rodríguez 

Delgado博士是中情局大部分这项工作的负责人。(16)(17) Delgado是耶鲁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他通

过对大脑区域的电刺激进行精神控制的研究而闻名，该研究使用一种组合无线电收发器，既刺激又

监测受害者的脑电波，例如用于控制行为的脑电波。正是德尔加多发明了可植入设备，该设备可以

将一定量的药物释放到特定的大脑区域，从而与无线电信号一起实现对个体的全面控制。他最著名

的实验之一是用公牛做的。德尔加多会带着一头公牛走进斗牛场，公牛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接收器

；公牛会冲锋，德尔加多会按下按钮，公牛就会停下来。 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段视频。(18) 

  

但德尔加多并没有停止与公牛队，因为他的目的在于人类的控制。对于他的研究对象，中央情报局

在精神病院为他提供了研究设施，在那里他可以找到数十名表现出各种精神障碍的患者，他将电极

和药物释放机制植入他们的大脑，并对人类控制进行“研究”。起初，德尔加多发现有必要使用连

接线，但很快就学会了使用无线电信号来实现人类的遥控，就像公牛一样，以与我们今天使用遥控

玩具相同的方式控制个人。他的一个人体实验是对一个16岁左右的小女孩进行的，Delgado的视频

今天仍然可用，通过他的远程无线电控制机制提示各种情绪状态和行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他就

能将她的精神和情绪状态从愉快的放松转变为猛烈的撞墙。在另一个实验中，他让一个10到11岁的

http://www.biotele.com/Delgado.htm
http://www.biotele.com/Delgado.htm
https://www.ststworld.com/jose-delgado/
http://www.biotele.com/Delgado.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3pXqY3X6c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3pXqY3X6c8


男孩在按下相同的按钮时表现出惊人的正常和奇怪行为。一时间，男孩说话很正常，另一时间，他

对自己的身份完全困惑，不确定自己是女孩还是男孩。再次按下按钮，男孩恢复正常。没有理由假

设德尔加多的任何受害者都提供了知情同意，而且有很多理由假设至少有数百甚至数千名受害者，

因为他拥有中央情报局从孤儿院、监狱、精神病院和其他来源向他提供的数量不限的无助对象。正

如你将在后面的一个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中情局还以必要的医疗治疗为幌子，有效地从他们的家庭

绑架了儿童。 

  

为了让你了解这个人的心智运作，HRV加拿大网站提供了德尔加多的一句名言： 

  

“我们需要一个心理外科计划来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目的是对精神进行身体控制。每个偏

离既定规范的人都可能被手术肢解。个人可能认为最重要的现实是他自己的存在，但这只是他个人

的观点。这缺乏历史视角。人没有权利发展自己的思想。这种自由取向很有吸引力。我们必须用电

子控制大脑。总有一天，军队和将军们将被大脑的电刺激所控制。" 

 

 

  

 

约翰·坎宁安·莉莉 

 

还有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人约翰·坎宁安·莉莉，他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19)专门为中央

情报局研究“意识的本质”等问题。他的特长之一是通过感官剥夺来控制精神，他通过使用隔离罐

来改善这种状况，这种隔离罐经常与各种迷幻药结合使用——戈特利布最喜欢的药物。显然，他将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c8th8s31/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c8th8s31/
https://www.goodreads.com/author/show/121849.John_C_Lilly


感官剥夺和致幻剂相结合，可以在编程个人方面创造奇迹。礼来不乏想象力，他构思并发展了将电

极和收发器植入海豚大脑的概念，用无线电信号控制海豚，然后在海豚身上绑上强大的地雷或炸弹

，迫使它们游向敌舰，在那里通过遥控引爆炸弹。完美的伪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海豚是友好的。

美国在越南充分利用了这一点。(20) 

 

 

约翰·穆霍兰德 

甚至魔法也在戈特利布的世界观中发挥了作用。20世纪50年代，真名为约翰·威克泽的约翰·穆霍兰

德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魔术师，因其舞台和近距离表演的能力而备受推崇。戈特利布对后一类人才

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与马尔霍兰德签订了长期的MKULTRA项目合同，为中情局特工创建一个全面的

培训计划。该计划旨在训练该领域的特工混合并秘密向受害者运送药物、化学制剂和致命毒药，秘

密交换信息、盗窃、处置证据，并普遍学习魔术交易的所有有用技巧。Mulholland最终制作了一本

中情局的欺骗手册，60年后该手册仍被列为绝密，尽管已经出版了一本淡化版，并且可以使用。

(21)(22)(23) 戈特利布的主要兴趣似乎围绕着向中情局想要清除的人输送毒药和致命毒素，并且在没

有发现的情况下这样做，但穆霍兰德的手册显然远远超出了这一点，重点是蓄意破坏、病原体的大

规模传播等等。它甚至包含关于男性和女性特工以及成对工作的特工的手法的单独章节。 

虽然MK-ULTRA的不那么邪恶的项目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被揭露，但MK-ULTRA真正可怕的部分，

与基于酷刑的儿童节目有关，之所以能够逃过人们的注意，主要是因为中央情报局销毁了所有项目

的文件，也因为受害者被如此有效和成功地编程。这几乎是一个命运的意外，揭示了这些黑暗的秘

密。 

https://www.nytimes.com/2001/10/07/us/john-c-lilly-dies-at-86-led-study-of-communication-with-dolphins.html
https://alchetron.com/John-Mulholland-(magician)
https://alchetron.com/John-Mulholland-(magician)
https://pdf-download-free-books.firebaseapp.com/bjW6YLE/The%20Official%20Cia%20Manual%20Of%20Trickery%20And%20Deception%20PDF.pdf
https://www.wired.com/2009/11/cias-lost-magic-manual-resurfaces/
https://stefan-akpan.firebaseapp.com/qjOxrpN37/The%20Official%20Cia%20Manual%20Of%20Trickery%20And%20Deception%20Download%20Free%20(EPUB,%20PDF).pdf


 

 

 

 

o 戈特利布的恐怖室 

 

西尔汉·西尔汉 

这些实验中一个令人恐惧的旁注是，不断有人声称，在某些情况下，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过

去的一些名人是这些MK-ULTRA实验的受害者。他们包括“unabomber”Ted Kaczynski，西尔汉·

西尔汉-枪杀了罗伯特·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据说是此人杀害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奥

斯瓦尔德的长期上司被称为MK-ULTRA专家，其他一些中情局黑人行动杀手也是如此，其中一些人

在他们就这些行动作证反对中情局前几天死于可疑情况。(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dpr-consent/?next_url=https%3a%2f%2fwww.washingtonpost.com%2fnews%2ftrue-crime%2fwp%2f2018%2f06%2f04%2fthe-assassination-of-bobby-kennedy-was-sirhan-sirhan-hypnotized-to-be-the-fall-guy%2f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dpr-consent/?next_url=https%3a%2f%2fwww.washingtonpost.com%2fnews%2ftrue-crime%2fwp%2f2018%2f06%2f04%2fthe-assassination-of-bobby-kennedy-was-sirhan-sirhan-hypnotized-to-be-the-fall-guy%2f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dpr-consent/?next_url=https%3a%2f%2fwww.washingtonpost.com%2fnews%2ftrue-crime%2fwp%2f2018%2f06%2f04%2fthe-assassination-of-bobby-kennedy-was-sirhan-sirhan-hypnotized-to-be-the-fall-guy%2f


 

西奥多·卡克辛斯基 

 许多美国人至少对西奥多·卡钦斯基（TheodoreKaczynski）略知一二，人们普遍称他为

“Unabomber”，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美国参与了一场轰炸行动，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真实情况和动机，媒体只是将他斥为“无政府主义者”(25)。事实更为复杂，政治威胁更大。卡

钦斯基（Kaczynski）是一个天才，16岁进入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如此复杂，以

至于他的教授都无法理解。他的论文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表示，在美国，可能只有十个人能够理解或

欣赏其异国情调的复杂性。卡钦斯基25岁时是一名全职教授。中央情报局在哈佛招募了他和其他几

十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参加他们的MK-ULTRA项目，让他们接受我们可以宽泛地称之为“道德可疑

实验”的心理控制和行为矫正，其中大部分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所

有的细节，但卡钦斯基几年来服用了大量的LSD、MDMA（一种今天通常被称为“摇头丸”的药物

）和其他精神药物。这些学生的思想和他们的生活都被摧毁了，卡钦斯基不再能够在社会中发挥作

用，他搬到了深山中的一间小茅屋里，独自痛苦地生活。卡钦斯基的轰炸行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而是呼救和复仇。美国政府从未承认他们在本案中的作用，也从未承认他们在上述其他案件中的作

用。这里隐藏着许多黑暗的秘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d_Kaczyn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d_Kaczyn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d_Kaczynski


 

帕蒂·赫斯特 

对于那些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有很多证据表明，Symbionese解放军等组织直接来自这些

中央情报局/社会责任研究项目，其中许多人都是臭名昭著的瓦卡维尔监狱的居民和测试对象。这些

人包括唐纳德·德弗里兹帕蒂·赫斯特（PattyHearst）绑架案的幕后黑手辛克（Cinque），也被称为

辛克（Cinque），帕蒂在被俘期间被“编程”为吸毒、酷刑，以及西方发展的一种礼貌地称之为“

说服性胁迫”的方法。事实证明，帕蒂·赫斯特几乎是一个典型的多重人格分裂的例子，而韦斯特正

是如此善于创造这种人格。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来说，帕蒂·赫斯特是美国著名出版商威廉·伦道夫·

赫斯特的孙女。当她19岁在加州伯克利读书时，伦道夫·赫斯特被这个组织绑架，被关押并显然被编

程，成为该组织的一员，并与包括银行抢劫在内的多项犯罪有牵连。两年后，她被释放，并在痛苦

的精神病治疗中度过了更多年。(26)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ymbionese-Liberation-Army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ymbionese-Liberation-Arm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DeFreez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ymbionese-Liberation-Army


 

吉姆·琼斯——圣殿里的人们 

还有人民圣殿及其领袖吉姆·琼斯（Jim Jones）(27) 的离奇插曲，最著名的是1978年11月18日的事件

，当时这一邪教的全体人员转移到圭亚那的一个地点，大约1000人在他们称为琼斯镇的定居点中死

于大规模谋杀/自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官方故事发生了如此多次的变化，有如此多的漏洞

，以至于没有人知道该相信什么。我对这个故事研究得不多。但我想在这里提出四点：一是琼斯显

然从一家与中情局毒品研究密切相关的精神病院获得了他的许多邪教成员；两个证据表明，该组织

的少数幸存者证实了每天的药物注射和“编程”；三是一些公布的死亡现场照片展示了一箱又一箱

各种药物和注射器，四是这一群体中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协会和联系人网络，其中包括中情局和本章

中提到的相当多的常见嫌疑人。总而言之，有很多机会来满足怀疑的心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2EM_wYnKJ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2EM_wYnKJ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2EM_wYnKJ0


 

“斑马杀手”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戈特利布和他的MK-ULTRA团队可能对Sirhan Sirhan和Ted 

Kaczynski等人的许多节目负有责任，更有可能的是，戈特利布的团队还负责“斑马杀手”的构思和

编程，这导致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席卷加利福尼亚的近300起毫无动机的无意识、野蛮

和随机杀人的突然浪潮 (28)(29)。这些，以及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困扰加州的许多连环杀人狂

潮，都有着太相似的模式，都是巧合，都与太多相同的人和机构有关，包括中情局的瓦卡维尔监狱

精神控制实验室，被认为是随机事件。所有的杀戮都有相似的模式，目击者一贯将凶手（年轻黑人

）描述为“僵尸”，无生命、无表情、无情感，只是杀人和逃跑。学生、店员、在街上闲逛或等公

共汽车的人、在自助洗衣店或公用电话旁的其他人，许多受害者不仅被枪击了几次，而且经常被砍

刀砍伤，然后杀手就跑了。谋杀案和受害者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随机的，没有

挑衅或动机。谋杀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地方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当一名杀手向警方透露细节时

，四名年轻男子最终被捕。没有发现任何原因或动机，但怀疑主要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和戈特利布的

心理麻醉程序上，因为这正是该程序旨在产生的结果。 

  

 在一个案例中，一位老妇人和她的丈夫在街上行走，突然一位年轻女子以惊人的运动加速度走近她

们，她拔出一把刀，将这名女子的喉咙切开到骨头。然后，年轻女子和她的中年女性同伴走到他们

的车旁，一辆蓝色宝马敞篷车，平静地开走了。虽然没有找到年轻的袭击者，但警方确实找到并询

问了她的同伴，在打了几通电话后，她莫名其妙地被无罪释放。这次袭击和其他袭击一样没有动机

，也毫无意义，知情的观察者得出结论，这名年轻女子的程序被意外激活，并完成了它的程序，而

同伴是她的CIA管理员，负责解释电话和释放。 

 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混乱之王将加州变成了一个杀人场。我们有 十二宫杀手这个山坡勒死器这

个高速路连环杀手，满洲死神候选人等等，显然都是MK-ULTRA的受害者，项目聊天和AL 

CONSTRAN项目。证人的许多报告都采用这种形式： 

https://www.sfchronicle.com/opinion/openforum/article/The-rhymes-of-the-Zebra-murders-and-shootings-of-8392808.php
https://www.sfchronicle.com/opinion/openforum/article/The-rhymes-of-the-Zebra-murders-and-shootings-of-8392808.ph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ebra_murders
https://www.sfchronicle.com/opinion/openforum/article/The-rhymes-of-the-Zebra-murders-and-shootings-of-8392808.ph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odiac_Kill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odiac_Kill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llside_Strangl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Bon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ject_CHATTER


 “1988年6月25日晚上，……接到一个电话。当他接电话时，就像在电影《满洲候选人》中一样，他

似乎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即使是休息日，他还是穿上了警卫制服，然后装上一把357万能左轮手

枪走出了门。他直接走向仓库的哨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康科德，他在一次射杀火鸡的行动中杀死了

两人，打伤了5人。这些杀戮完全是无端的，目击者描述他在袭击无辜者期间不仅没有表情，而且“

像僵尸”和“处于某种恍惚状态”。“他在看我，但他在看我。”警方表示，当他们逮捕他时，他

的唯一声明是“愿警方与你同在”。" 

  

在此期间，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许多这样的事件，所有迹象和相似之处都是病毒传染。如果我们想

到流感疫情，感染开始缓慢，然后迅速达到顶点，这是一种公众极为关注的危机点，然后几乎突然

减弱并消失。这就是以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发生过的莫名其妙的暴力谋杀和野蛮袭击；他们开始，迅

速发展到一种毫无意义的随机“僵尸”杀人的流行病，然后突然停止，再也没有发生过。正是这种

模式，再加上对中央情报局精神控制程序的了解，使许多人相信这一波奇怪的活动是中央情报局精

神控制实验的结果，当然，有很多间接证据支持这些结论。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文件和证据来支持这一切，它似乎是某种可怕的、变态的噩梦或恐怖电影的剧本

。但这不是一场噩梦。这是真的，这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突然下令在意外发现该程序后

立即销毁所有中央情报局MK-ULTRA记录的主要原因。 

  

Claudia Mullen Testimony 

 

 

 

https://vimeo.com/26846581  

 

https://www.unz.com/lromanoff/cia-project-mk-ultra/#mk-ultra-victims
https://vimeo.com/26846581


MK Ultra受害者-Claudia Mullen证词从…起人权委员会在…上维梅奥. 

  

1995年3月，美国政府召开了总统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会议，大批科学家和医生聚集在一起，

听取美国军方长期以来在人口稠密地区附近进行核爆炸的项目的证词，以确定核辐射对毫无戒心的

公众的影响。克劳迪娅·马伦（Claudia Mullen) (30)(31)(32) 就是在其中一次会议上出现的，她带来了

类似的经验，并向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文件，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针对美国

儿童开展的一项大型计划。克劳迪娅和她的同事在MK-ULTRA项目上向越来越震惊和“明显震惊的

科学家群体”传递了他们的信息，该项目使无数儿童遭受了长达数年的冷血和不人道的虐待，描述

了中情局旨在将这些儿童塑造成“满洲候选人——间谍、刺客和性勒索者”的基于创伤的精神控制

程序。值得赞扬的是，该委员会确实进行了调查，并确定中央情报局至少进行了4000次这样的单独

实验，涉及近25000名儿童受害者。考虑到该项目的庞大规模以及参与的机构和科学家/医生的数量

，许多观察家怀疑儿童受害者的总数可能要大得多。 

  

戈特利布在美国和加拿大构想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对幼儿进行实验，包括将他们关在笼子里

，每个孩子不断地“编程”到成年。这些儿童中有许多是在很小的时候从父母或监护人那里带走的

，其明确目的是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为他们编程。另一些人是从孤儿院带走的，至少有一些人显

然是被戈特利布的人在街上绑架的，而其他人实际上是从冷漠的父母、养父母或监护人那里“购买

”来的。通过泄露的和未保密的文件，我们终于能够把一些片段放在一起，一些幸存的受害者现在

站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仍在试图否认这一点，但现在人们基本上不相信这

一点，因此诉诸法庭，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不承担责任——这是懦夫政府的最终避难所。 

  

 

https://vimeo.com/26846581
https://vimeo.com/user4296565
https://vimeo.com/
https://targetedindividualscanada.com/2012/08/10/valerie-wolf-claudia-mullen-christine-denicola-testimonies/
https://vimeo.com/26846581
https://vimeo.com/user4296565
https://targetedindividualscanada.com/2012/08/10/valerie-wolf-claudia-mullen-christine-denicola-testimonies/


凯伦威尔特郡 

凯伦·威尔特郡就是这样的幸存者之一，她是少数能够通过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获得医疗档案来证明自己受害的人之一，她的父亲曾在该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工作。

凯伦被从父母那里带走，安置在约翰·霍普金斯的一个儿童之家，她的父母显然被告知，由于一种罕

见的心脏缺陷，她有必要接受住院治疗。1961年至1970年，凯伦被关押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常

服用LSD，接受电击治疗，多次遭受创伤和性虐待，并接受她所谓的“其他奇怪的实验”。她说，

她逐渐明白，她被监禁的目的之一是“接受训练，通过使用各种酷刑和其他技术来消除情绪和感觉

”。她是戈特利布的满洲候选人子女之一。 

 

当凯伦终于开始回忆起这段深深埋藏的过去，并实际获得文件和证据来证实她的记忆时，美国政府

告诉她，她是唯一一个有过这些经历的孩子，但在她寻找自己生活真相的过程中，凯伦遇到了许多

其他人，他们小时候，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凯伦说：“这个计划是为了还清几个象征性的受害者，

然后把其余的人一扫而光。”，五角大楼的消息人士告诉她，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披露这些

故事。凯伦的案子很重要，因为她不仅为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还帮助许多其他人获得了确凿的

证据，证明他们在戈特利布的《恐怖屋》的这一部分有着相似的经历。凯伦在看到自己多年来努力

了解真相的结果之前就去世了，但她确实为戈特利布的许多其他儿童受害者打开了一扇门。 

 

 

 

https://targetedindividualscanada.com/2012/08/10/valerie-wolf-claudia-mullen-christine-denicola-testimonies/
https://www.illuminatirex.com/monarch-mind-control/


卡罗尔·鲁茨 

  

我想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卡罗尔·鲁茨凯伦帮助了一个人，他确实活着看到了一些结果。以下段落是

卡罗尔几年前发表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的故事。我对她的评论进行了分类和重组，并对其进行了编辑

，使其简洁流畅。这些词仍然是她的，但只有那些用引号表示的词才是精确的引号。 

  

我们现在来谈谈另一个幸存者卡罗尔·鲁茨的故事，她不仅最终回忆起了她在中央情报局的整个肮脏

过去，还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她的苦难。她说，自从她的书出版以来，有很多人联系了她，告诉她，

直到他们读到她的经历，“他们认为他们是孤独和疯狂的”。碰巧，他们两个都不是 (33)(34)(35) 

  

卡罗尔开始说，“作为中情局MKULTRA项目的幸存者，我开始了紧张的搜索，以记录我参与的一些

精神控制实验。通过向政府各部门发出的一系列信息自由法请求，以及详尽的研究，我积累了大量

材料……验证了我的个人经历。”她继续说： 

  

“1952年，中情局从我祖父那里买下了我的服务，从我四岁的时候开始。当我妈妈生我妹妹的时候

，他把我的小行李箱装上了我。那天，我被驱车前往底特律，在那里我登上了一架飞往纽约的飞机

，前往中情局资助的一个设施进行秘密实验。我的第一次飞机旅行以一次意外结束这场噩梦在接下

来的45年里一直困扰着我。我成了一个人类实验——他们寻找控制人类心智的方法的一部分。在这

些实验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替代人格]来完成他们的使命——“满洲候选人”是一个合适的术语。 

  

在接下来的12年里，我接受了各种方式的测试、训练和使用。中央情报局对我做的所有编程都是为

了分裂我的个性，使我成为一个顺从的奴隶。它是基于创伤的，使用电击、催眠、感觉剥夺和药物

等手段。后来，创伤是没有必要的，只有催眠完成植入触发器和偶尔调整发生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

地离我家不远。。。其他类型的创伤被用来让我抱怨和分裂我的个性（为特定任务创造多重个性）

。每个[替代人格]都是为了对催眠后的触发做出反应，然后做出一个动作，（我）以后不会记得了

。“在我实验的前几天，他们使用真情血清和电击来识别[当时]居住在我体内的[替代人格]。他们使

用可视化技术来为自己的邪恶目的制造替代。” 

 

卡罗尔提到一本科林·罗斯博士，题为“蓝鸟：精神病医生刻意创造多重人格”，他说，他的书“记

录了那些根据MKULTRA政府合同工作的医生, (36)(37) 他们的具体目的是打破思维并重建思维。这些

https://www.illuminatirex.com/monarch-mind-control/
https://www.illuminatirex.com/monarch-mind-control/
https://www.dougriggs.org/A_Nation_Betrayed_by_Carol_Rutz.pdf
http://www.whale.to/b/rutz7.html
https://www.illuminatirex.com/monarch-mind-control/
https://news.isst-d.org/colin-ross-md-interview-conducted-by-ken-benau-and-warwick-middleton-md/
https://www.amazon.com/Bluebird-Deliberate-Creation-Personality-Psychiatrists/dp/0970452519
https://globalnoncompliance.webnode.page/news/bluebird-deliberate-creation-of-multiple-personality-by-psychiatrists/


医生，我随便用这个词，是在寻找那些能够脱离现实的孩子来完成他们的项目。我符合这一要求。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_zFD879v0  

 卡罗尔说，SidneyGottlieb是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人员的主管，负责管理MK-ULTRA，她直接和严

重参与了她的虐待和编程。她说，她的一部分就像“婴儿部分”，戈特利布会用奶瓶喂食、抱着和

滋养，这是一个将她与他联系在一起的计划的一部分，她称之为“建立一种内在的二分法，我认为

我在营养方面依赖于他——食物、饮料、爱情等。”关于戈特利布，卡罗尔进一步说，“当他1999

年去世时，我的编程立即开始恶化。很难管理和允许对这个人的爱与恨的对立情绪。我有一部分像

父亲一样爱他，另一部分则感到仇恨和蔑视。” 

 

 

 

 

 

“在对我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将电极插入套筒导向器中，并对我的大脑进行探测，同时房间里有人

记录下正在说的话。彭菲尔德博士告诉他们我的大脑就像一台录音机，他只需要及时把我带回来。

他是通过触摸我大脑中的不同点来实现的。他们一直在记录我过去的图像所产生的记忆，后来Sid 

Gottlieb将其用于未来的编程会话。可以检测到的能量闪光被采集到，并进行了记录，以确保医生们

确实在处理我人格的不同部分，与我分离，最终他们会重新醒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_zFD879v0
https://www.mcgill.ca/library/branches/osler/special-collections/penfield


卡罗尔进一步说，她经历的一些事情是她所说的主要“控制人格”中的“一般编程”，之后，戈特

利布和他的手下将研究她的其他人格。她说： 

 “我的一个孩子（另一个性格）接受过性训练，目的是为了向有权势的人妥协，这样他们以后可能

会受到勒索。”据她说，她经历了大量的性编程，“消除了幸存者学到的所有道德信念，因此该功

能可以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进行，[其中包括]儿童色情、卖淫和为勒索或个人使用而进行的性训练

。 

克劳迪娅·马伦（Claudia Mullen），我在上文提到过她，她描述了童年作为中情局俘虏时非常相似

的经历。在证词中，她部分表示： 

“我被教导与老年人交谈，并被鼓励与老年人友好相处，最终，当我足够大时，我被派往他们所说

的行动领域，我将与政府和机构官员（CIA）合影，咨询过的医生，大学和私人基金会的负责人—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可能，即如果政府资金开始减少，他们希望能够勒索或强迫这些人确保项目继

续下去。这是最终目标。这些项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下去。他们必须训练一定数量的年轻女性

四处走动，我九岁时被送到马里兰州的一个营地，为期三周，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如何在性方面取悦

男性的培训。我参加了一个培训课程，比如一个研讨会。" 

  

 

卡罗尔说，“另一个（替代人格）被创造出来，并告诉它是一个储存信息的机器人”，还有“一个

训练有素的杀手，一个熟睡的刺客”，他不会感到害怕，会接受使用某种武器或其他杀人方法的训

练。另一部分是“在幸存者开始记忆时安装自毁程序。它用于阻止他们公开。”她说，如果幸存者

被抓获，自毁计划的另一部分与暗杀有关，在任何情况下，各种人格之间都会存在完全健忘症。 

https://www.mcgill.ca/library/branches/osler/special-collections/penfield


  

她写道，她获得了一份日期为1951年11月21日的政府文件，这份文件是在她首次试验前几个月发布

的，在这份文件中，中央情报局确保这个项目永远不会被公开。该文件说，“有必要非常小心地彻

底掩盖这一承诺。”。我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人（删除）除了（删除）和我自己知道它。。。支持这

项工作所需的资金将不会引起任何识别和质疑。即使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应该尽可能少的人知道

我们对这些领域的兴趣以及为我们工作的人的身份。" 

卡罗尔从1951年获得的另一份中央情报局文件明确指出： 

“将进行实验研究……并将特别注意分离状态……此类状态可以通过催眠和药物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和

控制……实验者将对分离状态特别感兴趣，并将尝试诱导许多此类状态。。。将开展学习研究，对受

试者的整体表现给予奖励或惩罚，并通过电击等方式进行强化。在其他情况下，将使用药物和心理

技巧来改变其态度。我们的工作和其他人的工作表明，作为一般规则，使用我们的技术后，完全失

忆或几乎完全失忆的可能性很大。" 

  

 卡罗尔还引用了另一份1954年的政府文件，该文件是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要求获得的，并列出了

该计划的一些重点领域。我将在这里列出卡罗尔提到的一些实验，但首先要注意的是，该文件首先

明确指出，这些实验是“正在进行的实际[而不是]理论研究……这项研究的性质包括20个具体问题。

” 

  

o 我们能否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等的时间内，在“不愿意的受试者”中诱导一

种[催眠]状态，使其能够为我们的利益做出行为？（远程）。 

o 我们能否抓住一个受试者，在一两个小时内通过催眠后控制让他撞毁飞机、撞毁火车

等。？（短期、即时活动） 

o 我们能否通过[睡眠诱导]和[催眠]技术迫使受试者（不愿意或以其他方式）长途旅行、

实施特定行为并返回给我们或带来文件或材料？在催眠后控制下行动的人能成功地长

途旅行吗？ 

o 我们能保证在任何和所有情况下都出现完全健忘症吗？ 

o 我们能否设计一个系统，使不愿意的受试者成为愿意的代理人，然后通过使用代码或

识别标志或凭证将控制权转移给现场未经培训的代理人？ 



  

同样，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是政府文件证明计划和执行这些项目和实验，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可

怕的噩梦或是一部B级电影的剧本，如果不是因为那些现在正在详细回忆这些经历的人，以及犯下这

些经历的人的名字和面孔。再一次，美国政府或其机构的任何一部分，或参与这些无耻的儿童悲剧

的数百或数千名医生，或也热切参与其中的著名美国教育和医疗机构，都从未面临过这些问题。所

有这些都没有得到美国媒体的适当处理，最重要的是，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适当处理。美国国会举

行了一次简短的粉饰会议，然后尽可能深入地掩盖了整个事件。 

我认为这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好地方，也就是说，当这些美国人在自己的衣柜里有这样的骷髅，没

有人有勇气面对时，美国人就没有资格指责其他国家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 

  

 

 

The Story of Candy Jones 

坎迪·琼斯的真名是杰西卡·阿琳·威尔科克斯，是一位美丽的美国时装模特、化妆女郎、作家和二战

时期的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她被证明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和MKULTRA项目的受害者。(1)(2) 这

似乎是一部恐怖电影的情节，但坎迪·琼斯开始有令人费解的缺勤或缺勤，几天后回来时，她并不知

https://www.unz.com/lromanoff/cia-project-mk-ultra/#the-story-of-candy-jones
https://medium.com/war-is-boring/the-cias-operation-midnight-climax-was-exactly-what-it-sounded-like-fa63f84ad015


道自己已经离开了，也不记得自己去了哪里或可能做了什么。坎迪·琼斯被证明是一个理想的催眠对

象，在催眠几百小时后，她的医生和家人拼凑出了这个女人身上形成的不同性格。(38)(38a) 

  

根据唐纳德·贝恩的书《糖果琼斯的控制》，(39) “阿琳有资格使用炸药，用帽夹等简易武器进行近

距离战斗，并学习掩盖和通信。她学会了如何徒手杀人，如何抵抗疼痛，以及如何处理调查方法。

作为阿琳，（她的另一个性格之一）她声称参观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训练营、军事基地和秘密

医疗设施。”似乎她的条件如此之深，以至于阿琳会在接到命令后自杀，而且她总是随身携带含有

毒药的口红，如果她被抓获，这些口红可能会被用来自杀。贝恩记录说，为了证明他对阿琳的研究

成功，一位詹森博士在坎迪敞开的阴道内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她既没有疼痛也没有恐惧，他在弗

吉尼亚州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礼堂的24名医生面前做了这一演示。坎迪，作为阿琳，至少两次被派

往台湾进行测试任务，送信封。在那里，她被电棒折磨着看自己是否会招供；她没有。极度变态的

性行为似乎是秘密议程中的一个隐含因素。在令人不安的情节中，她经常被脱光衣服、上床睡觉、

吸毒、催眠和折磨。贝恩的书中包含了你不想知道的细节。 

  

政府精神病医生很快就给琼斯贴上了“错误记忆综合症”的标签，但贝恩提到了一条确凿的证据，

这条证据出现在“琼斯意外地抓住了阿琳·格兰特的护照：戴着深色假发、带着深色化妆品的琼斯”

时，但这名女子声称不知道护照，也不记得为照片摆姿势。贝恩还指出，1971年，催眠专家乔治·埃

斯塔布鲁克斯（另一位MK-ULTRA从业者）在《科学文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埃斯塔布鲁

克公开讨论了琼斯声称的那种失忆信使的成功创造。” 

  

 

o 中央情报局对幼儿的大屠杀——以及加拿大本世纪的罪行 

 

https://vigilantcitizen.com/latestnews/how-a-leading-american-fashion-model-came-to-be-experimented-upon/
https://historycollection.com/the-curious-case-of-the-attractive-secret-agent-candy-jones-the-dark-secrets-of-the-project-mkultra/3/
https://www.amazon.com/CIAs-Control-Candy-Jones/dp/1569802394


 

 

During the 1940s and '50s, Quebec children born to unmarried women were often given up to 

Catholic-run orphanages and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Congrégation des Soeurs de la Charité de 

Québec/Patrimoine immatériel religieux du Québec) 

https://www.cbc.ca/news/canada/montreal/duplessis-orphans-class-action-1.4537218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未婚女性所生的魁北克儿童经常被送到天主教开办的孤儿院和精神病院

。（魁北克省慈善机构代表大会/帕特里莫因·伊马特·瑞尔·杜魁北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加拿大天主教会（至少在魁北克省）实际上是孤儿院的经营者，到战争结束时

，约有20万名儿童在政府补贴下占用他们的设施。教会构想了一项致富计划，将所有孤儿院重新归

类为精神病院，因为当时政府对孤儿院的补贴是前者的数倍。该计划得到了魁北克当时的总理莫里

斯·杜普莱斯的批准，这些孩子将永远被称为“杜普莱斯儿童”。自然地，在重新分类后，所有孩子

的记录都被永久性地修改为弱智或患有其他精神疾病。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孤儿院/机构在洗牌前

对孩子们来说是地狱，洗牌后情况严重恶化。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以虐待儿童而闻名，正如最近几十

年揭露的儿童性虐待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但还有更多。天主教修女以其卑鄙、残忍以及对男孩和女

孩的身体和性虐待而闻名，在他们的学校和孤儿院与其他地方一样多，但在那些日子里，“上帝的

工作”和那些执行它的人几乎是无可置疑或批评的。在对这些有精神缺陷的儿童进行改组和重新分

https://www.cbc.ca/news/canada/montreal/duplessis-orphans-class-action-1.4537218
https://www.cbc.ca/news/canada/montreal/duplessis-orphans-class-action-1.4537218


类后，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被当作动物对待。许多儿童在年满14或15岁时勇敢地逃跑，许多人成功逃

脱，其余的人受到严厉惩罚。(40)(41)(42)(43)(44)(45) 

  

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中情局多年来已经卷入了一系列酷刑、极端严厉的审讯、试图进行心理编程

等等。当时，杜勒斯最大的抱怨是没有“足够的人类豚鼠来尝试这些非凡的技术”。在上帝的帮助

下，他的忧虑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杜勒斯已经与艾伦纪念研究所和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Ewen 

Cameron作出安排，进行一些中央情报局最应受谴责的实验，其中许多实验涉及儿童，这些基本健

康的患者通过当地医院的诡计，被借调到实际上是卡梅伦私人酷刑诊所的地方居住。杜勒斯后来夸

口说“加拿大的艾伦纪念医院是人类豚鼠的良好来源。”在此成功之后，在招募Gottlieb领导他的

MK-ULTRA项目后不久，杜勒斯与天主教会官员和莫里斯·杜普莱斯（Maurice Duplessis）举行了一

些秘密会议，安排中央情报局获得这些新智障儿童的大量供应，用于许多精神控制和人类编程实验

。怀尔德尔·喷菲尔德博士(46) 是深入参与这些暴行的人之一，但麦吉尔大学对怀尔德尔·喷菲尔德进

行了惊人的粉饰，没有提到他广泛参与MK-ULTRA的暴行。在那个些日子里，麦吉尔大学似乎已经

腐败到了极点，不仅卷入了卡梅隆的卧室，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还卷入了双性恋孤儿的悲剧

。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情局赞助的这场长达数十年的闹剧中的一些儿童受害者才开

始曝光，公众的愤怒显而易见。自然，上帝不会受到琐事般的侵权或诉讼，在任何情况下，教会很

快就包围了马车，直到今天否认任何事情和一切。加拿大政府没有这么幸运，最终支付了数千万美

元——与大量受害者和他们遭受的不人道待遇的漫长时期相比，这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中情局也

被起诉，但总体上归咎于加拿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中情局特工利用性视频的力量，巧妙地将加

拿大政府和教会官员与许多同样的儿童进行了多次性行为(47)。因此，加拿大不得不自己买单。不

仅如此，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相比，杜普莱斯与中央情报局建立了更好的关系，因此中央情报局基本

上免除了魁北克省的全部责任，让该国的国家政府支付所有账单并承担大部分热量。这件事做得很

巧妙。当然，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对所有证据发出了全面禁言令，并尽可能长时间推迟听证会

和赔偿。(48)(49) 

  

但这还没完，也许永远不会结束。许多受害者仍然挺身而出，许多人至今要求对这场从未被探究过

的巨大悲剧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其中一个“松散的结局”是一个占地800英亩的集体

墓地，教堂亲切地称之为“猪圈”，据大多数报道，那里有数千具小尸体。这些孤儿院的许多儿童

囚犯一直报告说，他们的任务之一是搬运尸体，并将其倾倒在这个墓地，超过几个人报告说，每个

人都执行了60到80次这项任务。没有保存任何记录，至少没有天主教会愿意公布的记录。这比我在

这里所说的还要糟糕，因为据可靠估计，涉及所有方面的幼儿总数约为30万，其中一些幸存，一些

逃脱，还有一些被放在海运船上的纸板箱中，运往其他国家，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据估计，死亡儿

https://historyofrights.ca/encyclopaedia/main-events/duplessis-orphans/
https://sputniknews.com/world/201512151031794624-duplessis-orphans-canada-quebec-catholic-church/
http://www.infobarrel.com/Quebecs_Duplessis_Orphans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duplessis-orphans
http://canadiangenocide.nativeweb.org/duplessis_orphans.html
https://www.mcgill.ca/library/branches/osler/special-collections/penfield
https://ottawacitizen.com/news/national/defence-watch/veterans-file-legal-complaint-on-cia-mkultra-and-chemical-warfare-experiments/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anadian-government-gag-order-mk-ultra-1.4448933
https://www.cbc.ca/player/play/1082466371825


童总数至少有数万至10万。确定死亡人数的一种方法是军方使用一些地下雷达，并拿出铁锹，但这

永远不会发生。 

  

还有更多，那么多故事不断地揭示了德古拉城堡对如此渺小和无辜的生命造成的恐怖，毒品和剥夺

实验的故事，残忍，酷刑，各种各样的性虐待，等等。戈特利布和他的变态、被上帝遗弃的船员实

际上折磨并杀害了数千名儿童，魁北克政府或加拿大议会中没有人有勇气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盒

子里的小身体为戈特利布的荣誉勋章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国家，加拿大的罪行比大多数

国家都少，但它确实犯下的罪行是如此应受谴责，你的心会流血，让你为自己是加拿大人而感到羞

耻。魁北克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拒绝面对这场巨大的悲剧，拒绝关闭成千上万无法挽回的

受损生命。没有一个加拿大人——我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加拿大人——在道义上有权在人权问题上指

责任何其他国家。 

  

这个卑鄙的计划不仅在魁北克和加拿大天主教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而且在梵蒂冈本身的充分了解

和共谋下进行。一些受害者已经单独给梵蒂冈官员写了数百封信，这些请愿书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试图为调查和结案寻求支持，但没有结果。他们被忽视了。美国和加拿大各级政府的每一个人，

在世界范围内庞大的天主教会组织、医生和外科医生学院，尤其是在大众媒体中，都在车上盘旋，

以保护罪犯，并防止人们知道全部真相。这些记录和生命可能都被销毁了。一些真相确实出现在小

型广播节目中，受害者用生动而恐怖的语言描述了儿童如何被折磨、杀害，然后被扔进猪圈的故事

。当然，有成千上万的儿童遭受了戈特利布的不人道待遇，甚至可能超过10万。当时很多人死了，

后来又有更多人死了，把他们的故事带到了坟墓。 

  

仍然活着的受害者描述了迷幻剂或类似的精神改变药物的恐怖、身体殴打、如此多种酷刑、被锁链

锁住、被像狗一样拴着时反复鞭打、无休止的睡眠剥夺、额叶切除术、长期冷水浴、各种性虐待、

谋杀、，还有许多其他让人震惊的堕落罪行。他们接受了难以置信的残酷和频繁的高压电击疗法，

注射了强大的改变心智的药物，以至于儿童需要首先被限制在紧身夹克中。有确凿的报道称，“来

自破碎家庭的儿童在黑市上被卖了钱，然后被用纸箱装在远洋船只上运往国外港口。”那些手无寸

铁的孩子，那些没有人会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受到了最恶劣的待遇，最后被关进了猪圈。纳粹在德

国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达到戈特利布和中央情报局在加拿大所做的那样，而加拿大是迄今为止戈特利

布犯罪中最小的一部分。 

  

事实上，至少有一些“回形针行动”的实施者，那些由杜勒斯从日本和德国进口到美国的战犯，被

插入了戈特利布MK-ULTRA项目的这些部分，重复的故事甚至一些照片似乎证实了孟格尔本人参加

了其中一些会议。(50) 然而，没有人对此负责。一位消息人士指出，魁北克的圣米歇尔大天使医院

http://lunamoth1.blogspot.com/2011/06/dr-mengele-comes-to-quebec-1949.html


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在那里许多双性恋孤儿在戈特利布的中央情报局秘密实验中失踪。该机构

1949年的年鉴中有一张与约瑟夫·门格尔惊人相似的照片，这可能并不完全令人惊讶，因为正是在梵

蒂冈“老鼠线”的帮助下，门格尔逃离了德国，来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显然自由地漫游了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媒体和公众让他对中情局来说太热而无法处理，他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被转移

到了中美洲。奇怪的是，记者与蒙特利尔犹太大屠杀纪念中心的官员讨论了这张照片，结果被驳回

，并发表评论：“如果是孟格尔呢？”我想这取决于谁的牛被刺伤了。 

 

 

Duplessis orphans. Spine Online 

 

 

一名受害者的律师表示，所有证据都表明天主教会在魁北克政府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与中央情报局达

成了协议，“将完全健康的儿童交出来换取金钱，因为我们都被视为精神错乱，因此医生们有能力

随意进行实验。”一位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医生将这些孩子称为“叛徒”，在一篇题为“对‘精神

不健全者’的种族清洗”的文章中，一位优生学家利用这个机会开展绝育运动，以防止母亲“在摇

篮里塞满堕落的婴儿”。Gottlieb在加拿大的MK-ULTRA恐怖事件被一些人称为“有组织的精神灭绝

计划” 

 

 

 

 

https://historycollection.com/tragic-discoveries-from-the-canadian-indigenous-schools-and-other-events/29/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Duplessis-orphans-and-church.jpg


o 睡眠室缺失的记忆 

  

 

伊万·卡梅隆博士 

中情局秘密的MK-ULTRA洗脑和精神控制计划的另一部分被移植到加拿大，以避免美国的责任，最

初甚至加拿大政府都不知道。加拿大蒙特利尔艾伦记忆研究所的伊万·卡梅隆博士在麦吉尔大学工作

，他进行了一些中情局最应受谴责的实验，其中许多实验是针对小孩子的。还涉及他们非同寻常的

性虐待，包括与著名政治家的性交。（51）（52）（53）（54）1957年，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在

戈特利布的监督下，卡梅伦博士开始了MKULTRA子项目68，该项目旨在首先“去模式化”个体，

消除他们的思维和记忆-将其降低到婴儿的心理水平-然后以他选择的方式“重建”他们的个性。这

些实验构成了一场人类灾难，永久彻底剥夺了数百名加拿大人的身份。 

  

为了拥有一个私人和秘密设施，卡梅伦利用中央情报局的资金将该研究所后面的一些马厩改造成了

一个精心设计的隔离和感官剥夺室，他将患者一次锁在那里数周。他的方法包括让不知情的精神病

患者和其他患者接受“现代酷刑包括大规模电击疗法、药物注射、持续剂量的LSD和化学诱导的昏

迷，这意味着破坏患者对自己和家人的记忆。这些药物诱导的昏迷将持续90天之久，在这期间，卡

梅隆多次施加高压电击，通常是在电击过程中以正常功率的30到40倍，每人承受数百次电击。" 

(55)(56) 

  

卡梅伦还试验了各种麻痹药物，并通过给受试者大量注射胰岛素，每天两次，每次最多两个月，诱

导他们出现胰岛素昏迷。然后，他将对受试者进行他称之为“心理驾驶”的实验，首先将足球头盔

固定在受试者的头部以消除感觉剥夺，然后通过植入头盔中的扬声器重复播放录制的语句。这些患

者除了听这些信息外什么也做不了，一次不停地玩上几个星期。在一个案例中，卡梅伦强迫一个人

（其大脑已经通过感官剥夺和电击而腾空）连续101天不间断地听信息。因焦虑或产后抑郁症等轻微

https://mkultragirl.org/category/dr-ewan-cameron/
https://mkultragirl.org/category/dr-ewan-cameron/
https://www.mcgilltribune.com/mind-control-mcgill-mk-ultra/
https://mkultragirl.org/category/dr-ewan-cameron/
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JFKcameronDE.htm
https://ahrp.org/1950s-1960s-dr-ewen-cameron-destroyed-minds-at-allan-memorial-hospital-in-montreal/
https://hekint.org/2019/04/30/the-montreal-experiments-brainwashing-and-the-ethics-of-psychiatric-experimentation/
https://newsinteractives.cbc.ca/longform/brainwashed-mkultra


问题进入该研究所的患者，因卡梅伦的行为而遭受巨大痛苦，许多患者失去了对父母和家人的所有

记忆，并患有永久性尿失禁。许多变成了虚拟蔬菜。 

 

 

 

阿琳·泰纳写了一个受害者的故事： 

现年60多岁的盖尔·卡斯特纳直到1992年在《蒙特利尔公报》上读到一篇新闻报道后才发现埃文·卡

梅隆的实验是她“浪费生命”的原因(57)。1999年，在政府拒绝了她的赔偿要求后，她起诉了加拿

大政府和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一位“杰出的学生专横的父亲让她进入抑郁症研究所，“卡

斯特纳说，卡梅隆的电休克“去模式”治疗和胰岛素诱导的昏迷一次持续五周，是造成她一生中不

断出现尖叫噩梦、反复发作癫痫、记忆力丧失和长期退化到婴儿状态的原因。她的丈夫、儿子和孪

生妹妹无法容忍她的怪异行为，即(58)(59)。”弄湿客厅的地毯，吮吸拇指，说婴儿话，还想被喂饱

。“被自己的家人抛弃后，她被犹太家庭服务机构从无家可归中解救出来。” 

  

许多受害者来自卡梅伦看护的儿童，大多数人在实验和“治疗”过程中受到性虐待，其中许多人在

一次治疗中被几个男人性侵。其中一名儿童多次被拍摄到与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发生性行为，这是

Gottlieb的MKULTRA团队制定的一项计划，旨在勒索官员，以确保为实验提供更多资金。当这个项

https://educate-yourself.org/cn/mkultrapatsiesoct2001.shtml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suit-alleges-infamous-md-ruined-woman/article22402086/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suit-alleges-infamous-md-ruined-woman/article22402086/
https://www.nytimes.com/2007/09/30/books/review/Stiglitz-t.html


目的存在公开后，大量的诉讼随之而来。应该指出的是，卡梅伦博士曾是纽伦堡法庭的一名成员，

该法庭对人类实验作出了严厉而严厉的判决，惩罚程度低于他自己的实验。但事实上，卡梅伦、戈

特利布以及德特里克堡和埃奇伍德的相关变态，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他们从德国人那里学到的经验

，然后对其进行了极大的修饰。 

  

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对加拿大政府质疑中央情报局活动的正当性发起了恶意的

公开反击。在新闻发布会、采访和法庭答辩中，中央情报局一再表示，加拿大也资助了卡梅伦，因

此这些暴行是加拿大的过错。一位美国律师声称，“我们将把加拿大政府对卡梅伦的资助直接套住

他们的脖子”。最初，加拿大政府打算在海牙国际法院对我们和中情局提出指控，但美国人如此欺

负加拿大，迫使其屈服，以至于此事被粉饰和遗忘。 

  

中央情报局还负责在加拿大韦伯恩的一家精神病院进行的许多迷幻药实验，(60) 这也是“迷幻药”

一词的由来。据前工作人员说，中央情报局向医院提供了大量的迷幻药，因为它想了解这种药物的

大剂量和重复剂量对个人的影响。此后，该医院已关闭，所有记录似乎都已被销毁，但医院工作人

员和患者都经常被用于这些实验，随着时间的推移，韦伯恩医院获得了极为险恶的声誉。在我年轻

的时候，我个人就知道那家医院的存在，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如此，他们都只是默默地讲述着有时

从那家医院泄露出来的恐怖故事。今天有一个网站为所有在韦伯恩医院“治疗过程”中死亡的人提

供墓地，(61)，但唯一剩下的记录是死亡的姓名和日期。其他一切都被政府摧毁了，这是有原因的。 

  

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一名科学家在一系列非常无辜的实验中发现了感官剥夺的影响Donald Hebb 

(62) 博士他花钱让一群自己的心理学学生在一个房间里与世隔绝一整天，剥夺所有感官，试图确定

感官剥夺与认知能力脆弱性之间的联系。赫布被描述为“一个天才，他的聪明才智彻底改变了心理

学作为一门科学”，他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我不确定这个奖是否是对他的工作的适当认可。2012

年9月6日，《麦吉尔日报》发表了一篇胡安·卡米洛·贝拉斯克斯标题为“MK-ULTRA暴力”, (63) 这

证实了1951年6月1日“在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 Hotel）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以发起由中

央情报局（CIA）牵头的资助感官剥夺研究的努力”，这是一次由Hebb参加的会议，他必须了解发

生了什么，这些“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心理折磨和审问技术”，几年后，Ewen Cameron博

士完成了Hebb开始的研究。文章接着说：  

卡梅伦的研究是基于“再造模式”和“再造母亲”的思想“人类的思维。卡梅伦博士希望通过每天

两次的高破坏性电击来改变患者的思维模式……患者将使用各种药物进入长时间睡眠状态约10天，之

后他们将经历持续约15天的侵入性电击治疗。但患者没有t总是准备重新塑造模式，有时Cameron也

会使用极端形式的感官剥夺。在准备期和去模式化之后，出现了“精神驱动”或重新模式化的过程

。。。卡梅伦会用录音机向他的病人播放信息。。。多达50万次。 

https://www.atlasobscura.com/places/weyburn-mental-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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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吉尔进行的实验是中情局西德尼·戈特利布领导的大型MK-ULTRA项目的一部分。。。将所有研

究编入一本酷刑手册，名为库巴克反情报审讯手册.是的，一本“酷刑手册”最终将定义该机构在整

个发展中国家的审讯方法和培训计划 (64)。Kubark现在已经面世，它引用了在麦吉尔进行的实验作

为其感官剥夺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央情报局审讯人员须知》的一段摘录写道：“只有在普通

牢房里被监禁数周或数月后才能产生的结果，可以在没有灯光、隔音、消除气味等的牢房里在数小

时或数天内复制。”。本质上，如果没有Hebb和Cameron对感官剥夺和心理驱动的研究，中情局

采取的心理学范式是不可能的。"  

 

 

 

 

 

外包儿童性虐待 

 

Dr Kenneth Milner ran the hospital for nearly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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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茨·米尔纳博士 

2016年春季，英国媒体（BBC、电报、镜报）透露，德比郡阿斯顿霍尔儿童医院的前患者开始提出

索赔，称该医院的主治医生、一名医生。肯尼斯·米尔纳20世纪70年代初，他一直在对它们进行

simliar实验 (65)(66)。这些故事都是前后一致的，这些女性声称，她们小时候经常被脱光衣服绑起来

，然后接受各种药物实验，最常见的是忍受强迫性交。显然，通常给儿童服用的药物之一是戊醇钠

，这是一种强巴比妥酸盐，临床上经常用于规避抑制作用。似乎至少有100名儿童，也许还有更多的

儿童——当时大多数是10至12岁的儿童——经常和重复地被用于一系列药物实验，涉及高剂量的各

种抗精神病药物和麻醉剂。许多人报告说，在接受注射之前，他们已经穿上了紧身衣。20多年前，

来自多个来源的对该医院和米尔纳博士的实验和虐待投诉明显开始，但当局忽视了调查。我怀疑，

也有一些确凿的迹象表明，澳大利亚经历了类似的暴行，这些暴行也有待揭露。 

  

似乎越来越有可能中央情报局要么外包实验，要么至少与加拿大以外国家的机构合作。在这一点上

，我要补充我的强烈怀疑，最可怕的实验，那些尚未曝光的实验，是外包给海地和波多黎各的。几

十年来，美国一直将海地作为一个私人生物实验室，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由于这个小国一直处于美

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并被有效的媒体声音所剥夺，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能够在那里毫无保留或抑

制地开展行动。 

 

海地也是全球恋童癖团伙的中心，这些团伙以前是为了中情局的实验而运作的，后来又为了与杰弗

里·爱泼斯坦类似的目的——个人享受和色诱、敲诈勒索政客。意大利一家社会机构最近追踪了1000

个恋童癖网站中的640个，这些网站不仅提供了对0至2岁儿童的性虐待（其中有些是可怕的）的现

场视频，还提供了对这些儿童的酷刑以及鼻烟电影。（67） 

 

此外，就在最近，意大利警方破获了一个30多年来对儿童实施性虐待的主要“心理教派”。(68) 最

近，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的一份谴责性报告显示，柏林参议院策划了一项计划，将弱势儿童置于

已知的恋童癖者手中长达数十年。(69) 事实上，这是MK-ULTRA的大部分工作，虽然该项目可能已

经正式终止，但由于被外包，该项目仍在继续。2018年，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市长大学医学院的一位

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精神控制武器的秘密计划：它在拉丁美洲发展吗？》的文章？(70)(71)(72) 

这名男子似乎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通过向中央情报局提交各种步骤，从英国罗斯柴尔德的塔维斯托

克研究所追踪对精神控制的兴趣，列出了项目的许多细节，并追踪了从纳粹到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的精神控制。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derbyshire-44943056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derbyshire-44943056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derbyshire-4494305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health/news/12171386/Doctor-carried-out-experiments-on-patients-at-mental-hospital.html
http://www.gospanews.net/en/2020/07/22/4thousand-toddlers-raped-chilling-report-by-italian-priest-who-helps-police-in-pedophiles-hunting/feed/
https://www.rt.com/news/495310-italy-child-abuse-sect/
https://medcraveonline.com/IPMRJ/the-secret-program-of-us-mind-control-weapons-is-it-developing-in-latin-america.html
https://medcraveonline.com/IPMRJ/IPMRJ-03-00091.pdf
https://smjournals.com/physical-medicine/fulltext/smpmr-v2-1007.php


 

 

o 哈罗德·布劳尔之死 

 

 

 

哈罗德·布劳尔 

从戈特利布上任的第一天起，药物实验就一直是他的重要议程，他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可用的受害者

。作为解决这一短缺战略的一部分，他首先去了监狱、精神病院、孤儿院、军队医院和其他机构等

明显的无助受害者来源，但供应似乎并不足以满足他的需要。随后，戈特利布在杜勒斯的协助下，

征集了军队各部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门以及其他来源的帮助，安排普通平民患者的受害

者，尤其是那些在私立医院和精神病诊所的患者，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接受没有智力挑战的实验治疗

，他们的证词在出现问题时最不可能被毫无疑问地接受——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其中一件事可能是戈特利布的第一桩谋杀案，一位名叫哈罗德·布劳尔（Harold Blauer）的著名美国

网球职业选手在离婚后因抑郁症去看私人精神病医生 (73)(74)(75)(76)。戈特利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

，与许多此类私人精神病医生签订了高度机密的合同，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药物研究，正在

部分检查所涉及的化学品作为大规模生物战武器对军队的价值，以及它们在中央情报局的更狭隘潜

力。在布劳尔的案例中，他被注射了越来越大剂量的剧毒甲司卡林衍生物，最后一次注射是惊人的

过量，几乎立即导致他死亡。当然，掩盖行为在一段时间内是极端和成功的，他的医疗记录不仅被

篡改，而且被完全重写，以描述布劳尔患有精神分裂症和精神错乱，并将他的死亡归因于“一颗虚

https://alchetron.com/Harold-Bl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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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news.com/article/2e5220ecb195844edacfbffdb0a37a5a
https://military-history.fandom.com/wiki/Harold_Bl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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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心脏”。直到30年后，真相才泄露出去，法院判决布劳尔的家人为其死亡支付约70万美元的赔

偿金，中情局和军方一直否认并抗议，直到机密文件的泄露暴露了事实。 

 

这是Gottlieb的一个模板，中情局将遵循几十年，对未知但肯定非常多的人造成死亡，这些事件总是

精心策划，没有松散的结局，并有合理的否认。Gottlieb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至少20年来

，至少有数百人，很可能有数千人，好奇、可疑和无法解释的死亡。一个是弗兰克·奥尔森（Frank 

Olson）之死，在这起谋杀案中，戈特利布（Gottlieb）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他个人服用过量的

LSD，然后开始精神治疗，最后奥尔森被拉什布鲁克（Lashbrook）谋杀，这是另一个阴谋，在几十

年的否认之后才最终被揭露。由于赫尔姆斯几乎摧毁了所有的MK-ULTRA记录，世界将永远不会知

道戈特利布可怕的不人道行为的总和。 

  

 

o 弗兰克·奥尔森的生死 

 

 

  

弗兰克·奥尔森是一名科学家，他一直致力于中央情报局的MK-ULTRA项目，参与了评估某些细菌菌

株对人类疗效的实验，包括美国军方使用生物病原体的实验。但中情局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实验室实

验，并将这些病原体的测试作为审讯计划的一部分，使用“可牺牲”的人体对象——朝鲜战俘、逮

捕的外国间谍，甚至怀疑不忠的中情局特工。奥尔森拥有最高的安全许可，曾见证过美国、英国和



欧洲的许多项目和实验，但从未看到其工作的直接成果。然后有一年夏天，他参观了德国中央情报

局的“安全屋”和英国波顿的弗兰肯斯坦之家，在那里他目睹了“终极审问”，这些人被折磨和下

药，直到他们死于他制造的武器。他还参与了法国圣埃斯普里特桥的大规模实验，中央情报局在那

里安排对整个城镇实施迷幻剂。奥尔森还声称，他看到了有文件证明的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在

朝鲜使用生物武器的证据——美国在中国也这样做了。 

 

奥尔森的良心开始出现严重问题，并一直对自己的工作表示道德上的担忧。他告诉同事们，他对中

情局在德国的酷刑致死审讯以及对朝鲜使用细菌战感到不安。他对这些项目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命运。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奥尔森是一个危险的告密者，也是一

个安全隐患。在那一刻，奥尔森辞去了他的工作，几天后他去世了。戈特利布亲自给奥尔森服用了

大量过量的迷幻剂，然后安排他的得力助手拉什布鲁克进行“精神病学”咨询。奥尔森当时和拉什

布鲁克在一间酒店房间里，拉什布鲁克声称自己是在房间里跑着穿过一扇平板玻璃窗，然后从十层

楼摔下来摔死的 (77)。中情局最初的说法是，奥尔森的死只是一个悲伤的个人的悲剧“意外”，22

年来，他的家人一直相信官方的说法。然后，在美国国会对中情局暴行和犯罪的调查中，一份解密

文件包含了一名中情局特工的信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迷幻剂，然后在另一名特工的陪同

下被押送到纽约，在那里他从窗户跳楼自杀。他的家人立即意识到了父亲的死亡情况，并开始了详

细调查。最终，中情局承认了责任，奥尔森一家被邀请到白宫与约翰逊总统会面，约翰逊总统道歉

并同意向奥尔森一家支付75万美元的赔偿金，条件是他们停止所有进一步调查，绝不试图确定有关

奥尔森死亡的任何进一步事实。(78)(79)(80) 

 

但这家人并没有停止调查，最终对奥尔森的尸体进行了挖掘和检查。法医病理学家确定奥尔森在从

窗户上摔下来之前头部受到严重打击。围绕奥尔森之死的许多矛盾最终被完全公开，最终发现奥尔

森被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下令杀害，并被戈特利布和拉什布鲁克处决，死亡既不是最初声称

的意外，也不是后来的自杀，但这是一起蓄意谋杀案，目的是阻止该男子向媒体透露中情局犯罪的

秘密。特别是，美国政府担心他们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会成为公众所知。直到2012年，所有调查才

完成，这家人因奥尔森谋杀案对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提起了大规模诉讼。后来的记录显示，约翰

逊一家被邀请与约翰逊总统会面，以避免“一个毁灭性的公关问题”，而支付给约翰逊一家的钱只

是为了换取他们的沉默。但奥尔森的儿子从未对官方的解释感到满意，并花了20年时间研究他父亲

去世的事件。有趣的是，对掩盖奥尔森之死真相负有主要责任的两个人是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

菲尔德，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乔治·布什的副总统和国防部长。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did-the-cias-dr-frank-olson-jump-to-his-death-or-was-he-pushed
https://ahrp.org/church-committee-confirmed-frank-olson-given-lsd-white-house-concealed-informa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9/sep/06/from-mind-control-to-murder-how-a-deadly-fall-revealed-the-cias-darkest-secrets
https://www.nytimes.com/1993/08/26/obituaries/alice-wicks-olson-77-forced-an-lsd-inquiry.html


 

威廉·柯比 

  

在中情局看来，奥尔森的死是一场“完美的谋杀”，其方法在他们后来公布的秘密暗杀手册中有详

细描述，以色列摩萨德将奥尔森案例研究用于他们的暗杀部队的培训，作为“可否认的暗杀”的完

美例子。但奥尔森的故事比这一次死亡更复杂 (81)(82)(83)。在数十年的调查中，前中央情报局局长

威廉·科尔比向奥尔森的家人提供了一些有关死亡的详细真相，但在与奥尔森一家会面的前一天，科

尔比被发现死在他家附近的湖里。很明显，他独自一人吃饭时被打断了，桌上还摆着一顿半餐和一

杯酒，然后消失在湖里。官方裁决是溺水死亡，但没有解释这是如何或为什么发生的。 

  

中情局的生物实验不仅包括他们在德特里克营地的设施，该营地是美国进行化学和生物战的主要设

施，还包括在英国波顿唐的一个类似生物武器设施进行的大量工作，波顿唐是一个拥有涉及两国间

谍的秘密的地方。英国招募了一名 Basson (84) 博士来自南非和弗拉基米尔·帕切尼克谁曾领导苏联

在俄罗斯的生物武器项目，以及英国科学家拉里·福特博士 (85)。这些人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正在开

发基因改变的疾病，只会影响具有类似DNA特征的群体，他们的武器研究包括黑死病、炭疽和其他

致命病原体。另一位科学家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唐·威利，世卫组织是美国著名的艾滋病毒研究人员之

一，直到那时，世卫组织才确定了使其具有传染性的艾滋病毒的特性，以及它如何避免被人类免疫

系统中的抗原破坏。威利对自己的成功感到不安，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发现的阴暗面是

，同样的信息可以用来将相对良性的病毒转变为大规模杀伤性病毒。 

  

在所有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所有相关人员都已死亡。奥尔森早些时候被杀。福特博士死于阿肖特

根爆炸这被裁定为自杀。帕斯切尼克死于明显的中风，威利于2001年死于明显的意外坠入河中。更

多的这些科学家被发现死亡，都是在可疑的情况下，似乎涉及政府层面的掩盖，并被裁定为自然死

亡或类似死亡。在所有这些案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非机密文件的可用，每次死亡往往证明是中

情局和军情六处故意杀害了那些知道太多、不能指望保持沉默的人(86) 

http://www.pythiapress.com/wartales/colby.htm
http://www.pythiapress.com/wartales/colby.htm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did-the-cias-dr-frank-olson-jump-to-his-death-or-was-he-pushed
https://frankolsonproject.org/the-story/
https://archive.org/details/VisionsonTheSetUnsolvedMysteries-TheLifeAndDeathOfDr.FrankOlso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43236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43236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432367
https://alchetron.com/Vladimir-Pasechnik
https://alchetron.com/Vladimir-Pasechni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n_Craig_Wiley
https://www.nytimes.com/2002/11/03/us/california-doctor-s-suicide-leaves-many-troubling-mysteries-unsolved.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02/11/03/us/california-doctor-s-suicide-leaves-many-troubling-mysteries-unsolved.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02/11/03/us/california-doctor-s-suicide-leaves-many-troubling-mysteries-unsolved.html


 

 

o 美国中央情报局MK-DELTA项目 

  

MK-ULTRA还有一个代号为的外来组件 MK-DELTA这是一个有着相似意图的类似计划，但却暗中对

其他国家的不知情公民实施恐怖袭击。通常，中央情报局特工会在欧洲某个地方的一家路边咖啡馆

与陌生人交谈，主动为此人买一杯饮料，并在饮料中加入大剂量的迷幻药，作为在未来秘密行动中

使外国外交官或国家元首致残的做法。许多人的生活就这样被毁掉了，其中许多人都是戈特利布个

人造成的。不仅仅是个人；戈特利布和美国军方也对大规模部署毒品及其伴随的疯狂行为感兴趣。

这里有两个故事： 

 

  

 

斯坦利·格利克曼 

一位年轻的美国艺术家斯坦利·格利克曼1952年，当另一位友善的美国人开始交谈时，他坐在巴黎一

家路边咖啡馆里，给格利克曼带来了一杯掺有大量迷幻药的饮料。(87)(88) 服药过量，引发了可怕的

精神病发作。格利克曼抽搐，产生了强烈的幻觉，不得不住院治疗。但这肯定是计划的一部分，因

为他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美国医生显然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他声称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身体、

精神和性虐待，包括再次注射LSD。他声称，在他在咖啡馆晕倒后，美国医生的第一个行动是将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ZidHjiL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ZidHjiLwk
https://whowhatwhy.org/2016/06/03/classic-us-government-experiments-americans-lsd-mk-ultra/
https://whowhatwhy.org/2016/06/03/classic-us-government-experiments-americans-lsd-mk-ultra/
https://whowhatwhy.org/2016/06/03/classic-us-government-experiments-americans-lsd-mk-ultra/
https://whowhatwhy.org/2016/06/03/classic-us-government-experiments-americans-lsd-mk-ultra/
https://ahrp.org/1952-stanley-glickman-was-another-human-casualty-of-sidney-gottliebs-lsd-antics/


属导管插入他的阴茎，并在那里实施暴力电击，以及反复给他注射其他致幻药物。从医院出院时，

格利克曼患有精神崩溃，从未康复。他再也不画画了，他的生活也成了废墟。 

  

但当有关中情局MK-ULTRA计划的消息传出，国会听证会上透露了细节时，格利克曼意识到自己是

受害者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最终确定戈特利布是在他的饮料中加了兴奋剂并在巴黎医院监督

“精神控制”酷刑的人。他提起诉讼，(89) 中情局和美国政府阻挠并拖延了16年，直到格利克曼去

世。但他的妹妹继续进行了诉讼，最终上诉到了法庭。幸运的是，戈特利布当时在美国，他从印度

的家回到美国接受治疗。然而，就在他必须出庭作证之前，戈特利布在医院突然死亡，《纽约时报

》隐秘地称他的家人“拒绝透露他的死因”。Gottlieb显然正在接受轻微肺炎的治疗，当时他“突然

陷入昏迷”，从未康复。你可以想象阴谋理论家们在这件事上的乐趣。 

  

它变得更好了。审判在没有戈特利布的情况下进行，但突然间，这位法官-他显然是反中情局的，显

然正准备对政府和戈特利卜的财产作出实质性判决-在作出判决前一天，突然死于法院附近的一个健

身房，据称是“心脏病发作”。（90）美国政府立即声称有权任命一名新法官审理该案，并这样做

了，奇怪的是，这位新法官是金巴·伍德（91），两年前驳回了同一案件的同一名法官，声称这是胡

说八道。案件已结案。但后来出现了更多的情况，格里克曼的医院记录证明，照顾他的两名巴黎医

生（以及戈特利布）在一段时间内参与了戈特利卜的个人LSD实验。也许格利克曼还有另一个机会

在死后得到一些了结。与此同时，我们或许可以满足于美好的前景——是中情局自己让戈特利布的

嘴唇永远沉默。 

 

 

圣灵桥的秘密 

 

一个65岁的谜团最终被调查记者解开。1951年，法国南部圣埃斯普里特桥镇的几乎所有人口都陷入

了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精神错乱、幻觉和自杀。许多人死亡，数十人被穿上紧身夹克送往精神病院

，这是世界上最离奇的谜团之一。(92)(93) 许多人试图从窗户或楼顶飞出。一名男子大喊“我是一架

飞机”，然后从二楼的窗户跳出，摔断了腿。一名男子试图淹死自己，大喊他的肚子被蛇吃掉了。

一个11岁的男孩试图勒死他的祖母。另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心脏从脚里跳了出来，请求医生把它放回

去。《时代》杂志当时写道：“在受打击的人群中，精神错乱加剧：患者在床上疯狂地捶打，尖叫

着说红花从他们身上开出，他们的头变成了熔化的铅。”。最后，大多数人要么死亡，要么被送进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626/171/1398799/
https://forum.prisonplanet.com/index.php?topic=144789.0#:~:text=At%20trial%20against%20his%20estate%2C%20the%20judge%20died,jury%20ruled%20against%20Glickman%E2%80%99s%20family%2C%20denying%20them%20justice.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opinion/756423/gloria-kronisch-of-the-estate-of-stanley-milton-gl/
https://www.unz.com/lromanoff/cia-project-mk-ultra/#the-secret-of-pont-saint-esprit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7415082/French-bread-spiked-with-LSD-in-CIA-ex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7415082/French-bread-spiked-with-LSD-in-CIA-experiment.html


精神病院。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当地的面包无意中被迷幻化合物中毒，并推测当地最大的面包

师无意中用麦角污染了他的面粉，麦角是一种有时会感染黑麦谷物的致幻霉菌。但一名记者发现证

据表明，这起悲剧事件是由中情局和美国陆军绝密特别行动部的一项秘密实验造成的，中情局特工

在当地食物中加入大量LSD，作为精神控制实验的一部分。 

  

正如我之前所写，到1950年，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已经制定了完善的计划，将各种病原体的现场

测试“外包”给其他国家，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欧洲和亚洲在代号为“第三次机会计划”和“德

比帽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了许多迷幻剂和其他迷幻剂的秘密测试。对于Pont St.Esprit，中央情报局

从迷幻药供应商Sandoz派遣了科学家，编造了一个关于病因的似是而非的故事。中央情报局策划并

执行了许多这样的计划，用多种病原体感染美国和外国的许多地方。上面提到的记者当时正在调查

我们已经见过的中情局生物化学家弗兰克·奥尔森的死亡，他发现了一名中情局特工和一名桑多兹制

药官员之间的谈话记录，该官员提到了“圣埃斯普里特桥的秘密”，解释说这不是由霉菌引起的，

而是由LSD引起的。奥尔森的两名同事进一步证实，圣埃斯普里特桥事件是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队

进行的精神控制实验的一部分，该实验向全镇空气中喷洒了LSD，并污染了当地面包和其他食品。

最后的证据是白宫在洛克菲勒委员会调查中情局滥用权力期间发给该委员会成员的一份文件。这份

文件包含了中情局为这项工作雇用的人员的姓名，并直接提到了“圣埃斯普里特桥事件”，而肇事

者当然不是别人，正是戈特利布。 

 

 

o 美国人再次面临犯罪 

  

关于美国的一个更持久的宣传神话是关于揭露和面对罪恶，不像其他国家掩盖一切。《波士顿环球

报》发表了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94）的一篇文章，其中部分写道：“美国参议院关于中

情局虐待行为的报告迟迟没有公布，这应该让美国人感到自豪……”，称“美国人在阅读这份报告时

感到自豪是合理的，因为其他国家虐待人民并对其撒谎，但只有美国才公布其罪行的报告。参议院

的报告将“成为其他国家应对过去挑战的榜样”，承认自己的不当行为“是力量和成熟的标志”，

并“与其让责任问题永远悬而未决，不如坦白交代”。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4/12/09/torture-report-shows-cia-followed-white-house-lead/WAFekmzqVSa38X7OOa9QcI/story.html


 

Torture report shows CIA followed White House’s lead 

 

确实有一些媒体曝光，在实际发生的数十万起恐怖事件中，揭露了最多几十起，大多是轻微的违法

事件。确实有国会听证会，在听证会之前，几乎所有的指控文件都已被销毁，在听证会上，所有人

都在撒谎。几乎是强制性的承认，在这些违法行为中“至少有一人死亡”，但规定他可能不是因为

项目本身，而是因为“相关的医疗原因”。然后，就像流感疫情的尾声一样，有一天这个话题从人

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教会委员会对中情局活动的调查：按主题包含23个可下载的.pdf文件。(95)  

然后，《华盛顿邮报》在2005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远在MK-ULTRA的真相广为人知之后，仅重

复这一总结  (96): “在国会证词中，戈特利布承认，该机构对多达40名不知情的受试者施用了LSD，

其中包括监狱囚犯和该机构开办和经营的妓院的顾客。至少有一名参与者从一家酒店10楼的窗户跳

下身亡。” 

  

这个国家，已经从所有媒体的炒作中得到了宣泄和赦免，现在可以重新笼罩在民族自豪感中，确信

自己的光环仍然完好无损，美国人仍然优于所有其他人。当然，这起悲剧丑闻的一个因素——就像

之前所有其他丑闻一样——是没有发生任何真实的事情。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人受到惩罚。所有

的罪犯、杀人犯、拷问者、那些策划并在数十万无辜者身上犯下这几十年来的一系列恐怖行为的非

人道怪物都逍遥法外。戈特利布带着一枚奖章和一大笔养老金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其他所有参与者

都做了类似的事情。这就是结局。无数人的生命被摧毁，他们被命运抛弃了。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4/12/09/torture-report-shows-cia-followed-white-house-lead/WAFekmzqVSa38X7OOa9QcI/story.html
http://www.aarclibrary.org/publib/church/reports/book1/contents.ht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6/15/AR2005061502685.html


 

Scientist Sidney Gottlieb (left), supervisor of CIA experiments during Cold War that included use 

of LSD and other mind-altering drugs, during a Select Committee on US Intelligence to explain 

some of his research in 1977. 

辛迪·戈特列布 

 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 (97)  是一名犹太裔美国化学家，30出头就加入了中央情报局。

两年内，他被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任命为该局庞大的绝密MK-ULTRA项目的设计者和负责人

，该项目旨在探索精神控制、人类编程、暗杀等等。戈特利布是毒药方面的专家，尤其是那些具有

精神活性作用的毒药，他很快被称为“黑巫师”和“肮脏的骗子”。戈特利布拥有几乎无限的中央

情报局资金，他发起了一个真正大规模的项目，涉及精神活性药物、精神驾驶、精神病学和心理学

中最邪恶的部分，以及大量致命毒药，以研究和开发“能够粉碎人的心理，使其接受任何东西的技

术”。酷刑、“终极审问”和一系列令人作呕的非人折磨，都是戈特利布统治下的MK-ULTRA的一

部分。 

https://www.dailytelegraph.com.au/news/cias-black-sorcerer-scientist-sidney-gottlieb-was-a-master-of-poisons-and-mind-control/news-story/0a3cfb3c031674db9747f0c7c64588dd
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JFKgottlieb.htm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sidney-gottlieb.jpg


  

他不仅创作、管理和导演了这部长达数十年的人类憎恶之作，而且在其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

戈特利布亲自给弗兰克·奥尔森服用过量的迷幻药，是戈特利布的得力助手使奥尔森失去知觉，并将

他从酒店房间13楼的窗户扔了出去，以使中情局摆脱潜在的告密者。是戈特利布安排了与英国波顿

镇类似变态动物的合作，他们在那里安全地执行了远离美国本土的“最终审问”，弗兰克·奥尔森在

那里目睹了如此可怕的事件，以至于他计划离开中央情报局，并将其所知公之于众。 

  

是戈特利布带着他亲自送来的有毒牙膏前往刚果拉里·代弗林尽管德夫林设法通过其他方式杀死了总

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Lumumba）。这是戈特利布，根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命令，通过

艾伦·杜勒斯“消灭”卢蒙巴，从而向美国企业开放国家 (98)(99)(100)(101)。是戈特利布策划了数百起

暗杀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尤其包括所有与毒药有关的企图，如雪茄、雨衣和自来水笔。

(102)(103)(104)(105) 

  

是戈特利布在另一次暗杀行动中安排将伊拉克将军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的手帕沾染肉毒杆菌。

(106) 他为埃及的贾马尔·阿卜杜·阿纳西尔研制了有毒香烟。(107) 他经常带着装有中情局开发的生物

毒素的外交包旅行，这些生物毒素旨在模拟该地区特有的疾病，或带有专门培养的致命病毒。 

  

正是戈特利布策划并资助了博士的活动。埃温·卡梅隆博士在加拿大进行了所谓的精神驾驶实验，彻

底摧毁了这么多人的生命，最终导致加拿大政府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赔偿。是戈特利布造成了数千

名双性恋儿童遭受酷刑和杀害，并资助了哈里斯·伊斯贝尔博士在人类精神病学编程方面的研究实验

。伊斯贝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曾连续77天给一群男性服用大剂量的迷幻药，并为戈特利布在俘虏

受害者身上“测试”了800多种有毒化合物。戈特利布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合作，帮助构思和执行了越南的大规模酷刑和人体实验计划，称为凤凰计划 （108）和

他的种族灭绝“100000计划”（109），中情局特工团队执行了戈特利卜的各种酷刑和其他实验，随

后执行了处决。Gottlieb还计划并资助了Lauretta Bender（110）,Albert Kligman（111）Eugene 

Saenger,（112）和Chester Southam（113）的大部分人体实验，无疑还有更多。 

  

1951年8月，戈特利布对精神控制潜在的精神药物和致幻化合物如此着迷，他对法国圣埃斯普里特桥

村的食物污染和一种致命的LSD化合物的喷雾负有责任，这导致了一种强大的群体性精神病，导致

几乎整个村庄人口要么死亡，要么永久性地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戈特利布对迷幻剂的前景如此着迷

，以至于他与礼来制药公司安排生产了一批超过一亿剂的迷幻剂。 

https://alchetron.com/Larry-Devlin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vol-59-no-4/death-in-congo-murdering-patrice-lumumba.html
https://www.nytimes.com/1981/08/02/magazine/the-cia-and-lumumba.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overty-matters/2011/jan/17/patrice-lumumba-50th-anniversary-assassination
https://www.monitor.co.ug/OpEd/Commentary/DR-Congo%E2%80%9360--Challenge-and-legacy-of-a-false-start/689364-5591846-15r7te9z/index.html
https://www.nbcnews.com/storyline/fidel-castros-death/fidel-castro-cia-s-7-most-bizarre-assassination-attempts-n688951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after-638-assassination-attempts-fidel-castro-celebrates-90th-birthday/5541199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the-castropedia-fidel-s-cuba-in-facts-and-figures-432478.html
http://the-puzzle-palace.com/files/castroreport.htm
http://www.executedtoday.com/2008/02/09/1963-abd-al-karim-qasim-iraqi-prime-minister/
http://www.nlpwessex.org/docs/BBCSuez.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oenix_Program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robert-mcnamaras-infamous-project-100000-and-the-vietnam-war-a-premeditated-crime-against-humanity-october-30-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uretta_Bender
http://pabook2.libraries.psu.edu/palitmap/RetinA.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gene_Saeng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ester_M._Southam


  

戈特利布设计并批准了中情局与性有关的项目，如“午夜高潮行动”等等，其中许多项目涉及有效

抓捕女性儿童或年轻女性，使她们遭受多年的身体、性和心理虐待，然后将其作为机器人工具释放

。戈特利布安排了许多“安全屋”，在那里，他的计划中的女性会诱使受害者在不知不觉中摄入大

剂量的LSD，并参与除性行为之外的所有非人道活动。这些房屋的墙上挂满了裸体和戴手铐的妇女

被鞭打和折磨的照片，这些故事一再出现，显然有可信的记录。戈特利布是一个不人道的食肉动物

，是最恶劣的一种。他故意为他的数千名测试对象和受害者、儿童、囚犯、穷人、轻罪和精神病患

者寻找并典型地选择了他们，因为他们“最不可能被认真对待，如果他们胆敢抱怨”被美国政府官

员下药、虐待和折磨。 

  

Gottlieb或他的团队负责Sirhan Sirhan和Ted Kaczynski等人的大部分编程，Gottlieb的团队很可能还

负责“斑马谋杀”的构思和编程，这导致了突然发生的近100起毫无动机的毫无意义的随机谋杀，这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席卷了加州。这些，以及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困扰加利福尼亚

州的许多连环杀人狂潮，都有着太相似的模式，都是巧合，都与太多相同的人和机构联系在一起，

被认为是随机事件。 

  

尽管参与了中央情报局一些最隐蔽、最致命、最不人道的任务的设计和执行，但戈特利布似乎丝毫

没有被其工作中的不道德层面所困扰。他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尽管他的MK-ULTRA活动

“回想起来可能听起来很刺耳”，有些人可能会称其为谋杀，但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国家安全问题。 

  

和蒂姆·维纳戈特利布在《纽约时报》（1999年3月10日）),(114)(115)上发表了讣告，他将戈特利布简

单地定义为“将迷幻剂带到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天才”，他只是“努力为他的

国家探索人类思维的边界”，同时“在他的生活中寻找宗教和精神意义”。据维纳说，戈特利布“

晚年在蓝岭山脉山麓的一个美丽村庄照顾垂死的病人”，并指出中央情报局授予戈特利布杰出情报

奖章。约翰·马克斯也曾就此写过一本书，他愚蠢地宣称戈特利布“毫无疑问是一个爱国者，一个非

常有创造力的人”，他从不“出于不人道的原因”采取行动，而是“他认为自己正在做需要做的事

。在当时的背景下，谁会争辩呢？”所以，这只是“美国政府的忠实仆人”。维纳确实注意到，他

在无意中进行了实验，哥特利布违反了纽伦堡标准，根据该标准，同样的美国人因反人类罪处决了

纳粹医生，但他没有注意到哥特利布肯定比纳粹制造的更像一个怪物，他的罪行也是危害人类的，

在范围、持续时间和程度上都比在德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要广泛。然而，戈特利布没有被起诉和处

决，而是获得了赞扬和奖牌。这就是美国的虚伪。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_Weiner
https://www.nytimes.com/1999/03/10/us/sidney-gottlieb-80-dies-took-lsd-to-cia.html
http://constantinereport.com/obit-mkultras-sidney-gottlieb-nyt-march-10-1999/


英国独立报不能被排除在这次游行之外，他如此辛辣地告诉我们，“戈特利布在中情局之后的生活

就像是在寻求赎罪。他和妻子玛格丽特在印度经营了18个月的麻风病医院。然后他回到弗吉尼亚州

农村，在那里他沉迷于两个长期的爱好，民间舞蹈和牧羊。他把最后几年奉献给了一家临终关怀院

，照顾垂死的人。” (116) 约翰·马克斯，在《寻找满洲候选人》一书中，戈特利布愚蠢地宣称“毫无

疑问是一个爱国者，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他从未“出于不人道的原因”采取行动，而是“他

认为自己正在做需要做的事。在当时的背景下，谁会争辩呢？”所以，这只是“美国政府的忠实仆

人” (117) 

  

我还不能完全满意地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结果足以说明MK-ULTRA项目几乎完全是一个犹太项

目。戈特利布是犹太人，我能认出的大多数人都是项目负责人或副负责人，像约翰·吉廷格博士、哈

里斯·伊斯贝尔、詹姆斯·基纳、劳雷塔·本德、阿尔伯特·克利格曼、尤金·萨恩格、切斯特·索瑟姆等等

。同样，在美国顶尖的学院和大学、医院、研究机构和精神病院进行这些人类“实验”的许多人实

际上都是犹太人，我所能识别的几乎所有医生和精神病医生也是如此。 

  

我想补充一点。MK-ULTRA的诞生与50万名德国战俘从德国进口到美国不谋而合。你可能知道也可

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死亡集中营现在已经被证明了（感谢詹姆斯·巴克的其他损失在1944年至1948

年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美国军队根据其NWO指挥官的命令，在德国的美国集中营中杀害了1000

万至1400万德国人。大约有100万人被枪杀，其余的人工作并饿死。我们许多人看到的照片中，有一

大堆严重瘦弱的尸体，据称是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人，实际上是被美国人杀害的德国人，几乎可以

肯定是受一群欧洲犹太人的命令。艾森豪威尔发布命令，任何试图给这些囚犯带来食物的德国平民

将被当场枪杀，许多人被枪杀。正是在这段时间里，50万名德国战俘以“能够更好地养活他们”的

名义从德国的这些营地转移到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一直无法找到任何可信的文件证明这些囚

犯离开了美国。美国政府声称它们都是1948年运回德国的，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负责所有此

类活动的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军事记录以及任何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德国人从美国返回欧洲任何地方

的记录。 

  

这与石井秀郎的整个731部队的工作人员被转移到美国，他们的任务与MK-ULTRA类似并与之相关，

同时也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成立相吻合。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该中心是（我相信现在仍然是

）美国军队的一个单位，而不是一个民间卫生组织。事实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能是作为美军

的生物病原体经销商，除其他外，石井的许多工作人员在其成立时被借调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

一切都导致了一个结论，即在美国的德国战俘都被用作MK-ULTRA整体保护伞下的某个地方的“实

验材料”，并且全部死亡。 

  

https://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obituary-sidney-gottlieb-1080920.html
https://www.veteranstoday.com/2020/07/19/a-khazarian-terrorist-who-deserved-to-be-hanged-before-he-died-part-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p9wgqM0D8&feature=emb_title


我已经就后一个主题写了一篇单独的文章，我建议你阅读。它与本文的主题紧密相连。(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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