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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锁链女”焦点？
中共爆血奴案被指造假

“三退”心声：
“是‘铁链女’救了我们”

控制、引导舆论 民众识破谎言伎俩

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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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例不准被拐妇女
离婚判决书被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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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北京男子
驳斥中共谎言
一段在推特上广泛传播
的视频显示，一名北京男子
首先亮出自己的中国护照，
讲述自己在乌克兰战争中的
真实经历。
该男子说，轰炸刚结束，
屋里现在开着灯，看看窗外，
人们都开着灯，做着饭。他
驳斥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虚假
消息。
针对中国网上宣传的俄
军在乌克兰打自卫战一说，
他驳斥说，
“请教一下，哪
个国家的自卫战是上人家国
家的首都打去的。
”呼吁中
国网民不要伤害同胞，
“希
望国内这些键盘侠们，你们
留点口德，给我们一点生存
机会。
”
有中国网民质疑他收了
美国的钱，才发表与中共官
方不一致的言论。这位北京
年轻人澄清自己没有拿任何
人的钱，他表示，以后真相
慢慢会浮出水面。 新唐人

2 月 22 日，党媒《新京报》所属的媒体《世面》官方微博，发出一条如何处理乌克兰消息的官方指令。

党媒《新京报》的网管公布了一个
内部的通知。2 月 22 日，
《新京报》旗下
国际频道《世面》的一条微博，登出了
疑似如何处理涉乌克兰消息的上级指令，
“对俄不利、亲西方的不发”
，
“评论进行
‘精选控制’
，先开精选，然后把合适的
评论放出来……”
中共在网上发起了一场支持俄罗斯
的媒体战、舆论战。以战争第一天为例，
陆媒宣传俄罗斯长趋直入，摧毁了乌克
兰的空军和国民卫队司令部，网友直言，
感觉“一觉醒来，乌克兰没了！”
诸如 1 小时 22 分结束战争等引导言
论的信息数量并不大，但是由于中共放
行，使这条消息在网络畅通无阻。
这恰恰和中共对俄乌事态的表述是
吻合的，
“五毛”言论在网络的引导成为
中共的整体策略和舆论造势的一部分。
一名自称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在网上
发视频，呼吁国内的人留点口德。视频：
“就说很多中国人吧，他们在网上调侃说
乌克兰战争打得好，死的人越多越好。
这样的言论已经被乌克兰媒体集中翻译
报导了，现在基本上所有乌克兰人都知
道了。在基辅的那些防空洞里面，连老
头老太太年轻人就直接上来问中国留学
生，你们是不是真这样？结果很多学生

都不敢在地铁里面待了。
”
有消息说，目前乌克兰人非常愤怒
中国人的反人类言论。
不仅“五毛”上阵，央视甚至转发
俄方假消息，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
于当地时间 25 日离开基辅，他从乌克兰
首都发出的所有呼吁都是提前拍摄。
但实际情况是，泽连斯基一直拒绝
离开基辅，并亲自发视频澄清。一个国
家级的电视台，播放假新闻，还让老百
姓相信什么呢？
中共多年的洗脑教育——灌输仇恨，
只要有人有力量敢于和西方发生冲突，
无论是怎样的邪恶，中共甚至都不用宣
传、引导，人们的思维已经按照中共定
制的模式在思想，美国 911 事件，世贸
双塔被炸，众多的网民跟贴叫好，炸得好，
终于炸到美国本土了。
但是，随着“铁链女”事件仍在发
酵，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了。网友表示，
“有人性跟没人性的分别。
”
“911 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
“中国人反战的不在少数，
只是无法发声！”
“发了也是秒删。
”
“并
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良知，只是中
国舆论的话语权被共产主义者掌控。
”
“共
匪的劫作，只允许媒体报道亲俄的新闻。
”
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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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例不准被拐妇女离婚判决书被撤下

裁判文书网上的丰县法院民事判决书

近日，一则消息在大陆广为流传，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有 245 例判
决书，原告为被拐卖妇女，然而，在
法庭上，原告的离婚诉求未被法官允
许。在一则丰县法院“不准被拐卖女
性离婚”的一个审判文书中，原法官
黄涛要求被拐卖女性“以家庭为重”
，
“不予离婚”
。
消息在网络传播后，中共急忙掩
盖。据某法院审判管理群的聊天截图，

“各法官团队，接到上级法院紧急通
知，请尽快排查所办案件已公开文书
中涉及到拐卖相关内容的文书，如有
问题，请尽快申请报院审管办后层报
省高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撤回。
”
网友没透露是哪个地区的法院，
但是在“铁链女”事件发酵后，丰县
法院已悄悄撤下了相关的判决文书。
然而，事情并未平息。
2 月 24 日， 河 北 石 家 庄 律 师 卢

动 态“铁链女”开口说话
在电视台新闻报导中，有一段医
生和“铁链女”的对话。医生和另外
一个人问躺在病床上的“铁链女”
“
，你
儿子叫什么？”她先是说了一句“过
去莫摆了”
，似乎怕人们听不懂，又
说一句普通话“不要提过去了”
。
网上有一位叫“无铭”的网友，
他在微博上写道，
“莫摆了，是我们
老家四川川北广元南充一代的方言。
通常说‘莫摆了’
，就是不要提了的
意思。
”
当局的几次通报，
都一口咬定“铁
链女”就是云南福贡县亚谷村丢失的
小花梅。小花梅是栗僳族，讲的就是

栗僳族本民族的语言。也有说小花梅
是怒族，公开资料显示，怒族多数人
也讲的是栗僳语。
在“铁链女”流传不多的话语中，
其中有一句“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当
有人采集小花梅老家亚谷村的孩子用
怒族语言之后，也说了一句“这个世
界不要俺了”
，两者截然不同。
其实要确定“铁链女”是谁，并
不是多难的事。只要让她自己出面讲
话，就可以知道她是谁了。
有网友表示，
“铁链女”就像一
张扣着的扑克牌，掀开就知道了。最
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她被疯掉之前，

廷阁向江苏省政府递交了申请表，申
请公开几点信息：一，江苏省调查组
成员的相关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
性别、单位和职务等。
二，对“铁链女”与小花梅娘家
人有亲子、亲缘关系；与四川女子李
莹母亲排除亲子关系；和董某民与 8
名子女存在亲子关系的 DNA 收集和
比对过程，以及相关检验鉴定人员的
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单位和职务等。
此前一天，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四所高校的 800
多名校友联名发出倡议，依照政府的
信息公开条例，申请江苏省政府公开
“铁链女”调查报告形成的信息。
美国之音指出，
这是 1989 年“六
四”以来，第一次出现多所中国高校
校友就重大社会问题联合发出呼吁。
中共发动的“六四”大屠杀，人
们的记忆仍然存在。虽然过去了 30
多年，但人们心里的阴影始终没有消
除。而在中共越来越高压的统治之下，
仍然有众多有识之士联名呼吁，实在
是因为这件事关乎到每一个家庭，也
因为“铁链女”事件的惨烈，更因为
存在着太多疑点。
大纪元

让她在众目睽睽的媒体直播下，说出
自己是谁。
不管外界有多少质疑，也不管外
界有多少确凿证据，它们的结果就是
认定“铁链女”是杨庆侠，就是云南
的小花梅。在《九评共产党》中写到，
“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
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
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
会被立即加以清除”
，
“最可怕的是，
中共正在倾其全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
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
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
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
”
人心已醒，真相渐明，中共欺骗
世人还能维持多久呢？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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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锁链女”焦点？中共爆血奴案被指造假
报导说，不愿具名的高级警官透露，轰动柬埔寨和中
国的“血奴”案属编造。除了陈宝荣，警方也带走了另外
一名涉案人员，但身份有待确认。
最早曝出柬埔寨“血奴”案消息的是中国驻柬埔寨大
使馆。
2 月 16 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官网发布《驻柬埔
寨使馆发言人关于中国公民被网赌集团圈养充当“血奴”
案的谈话》的文章。文章提到柬埔寨中柬第一医院收治了
一名李姓中国男子，
“其因轻信同城网上的虚假招工广告，
被犯罪团伙胁迫偷渡至柬埔寨，后遭柬西哈努克港中国城
内网赌电诈团伙非法拘禁，并被多次大剂量抽血，生命垂
危。
”
随后，
央视、
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跟进报导，
一时间，
密集炒作“血奴”
“卖血工具”
“境外杀猪盘”等。
官媒对“血奴”案大规模的密集报导，与之前对徐
州“锁链女”的关注度形成鲜明对比，引发网民热议。有
网民质疑道：
“江苏省的小伙被骗到柬埔寨当血奴，被害
《柬中时报》2 月 26 日报导，从柬埔寨警方获得消息，涉嫌编造“血
人也能光明正大接受各种采访和露脸。锁链女在徐州受苦
奴”案的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25 日已被柬埔寨警方带走。
受难二十多年了，只有央视模模糊糊几秒远景就不见了，
徐州“锁链女”事件引发海内外舆论持续的强烈关注， 结果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同样是中国人，待遇为何大不
而官媒却高调聚焦一起柬埔寨“血奴案”
，但该案近日被 同？”
柬埔寨警方指证为造假。
有网民表示：
“为什么央视报道柬埔寨血奴，却不广
《柬中时报》2 月 26 日报导，从柬埔寨警方获得消息， 泛报道铁链女呢？我奶奶玩抖音都频繁刷到血奴，但我问
涉嫌编造“血奴”案的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25 日已 她铁链女她不知道，说没看到。
”
被柬埔寨警方带走。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还有网民质疑，官媒在转移舆论焦点。
大纪元

2015 年，青海警方破获了一个
非法组织未成年少女卖淫的犯罪团
中共极力掩盖徐州铁链女事件， 司新城发展控股实际控制人王振华， 伙，发现 10 名少女被从江西宜春骗
而在事件另一面，却是中共权贵荒淫 涉猥亵 9 岁女童被抓。王振华既是江 到青海西宁强迫卖淫，已逾半年之久。
无道的丑恶行径。
苏的人大代表，也是上海市的政协委
作家慕容雪村 2015 年在北京举
据《周永康其人》披露，
“在四川 员。按照官方公布的案情，拐骗女童 行新书发布会时，也曾披露，被关在
期间，周永康多次强奸妇女，这些人 的女子周某正是铁链女事件发生地江 牢中的广东大律师陈卓伦，曾投最高
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宾馆服务员。
” 苏徐州本地人。这事件不是单一的， 法院大法官所好，定期输送处女。
“品行低下的周永康对待良善百姓当 背后就涉及有组织输送幼女，专供富
西方传说中的“罪恶之城”索多
然从不心慈手软。在 1999~2002 年 豪权贵们淫乐的犯罪链条。
玛，就是因为淫乱等恶行被神毁灭。
其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共发生了
无独有偶。据大陆《法制晚报》 神说，只要城中有 10 个义人，都不
6 起开枪残害民众的案件，其中四川 2017 年 3 月 31 日报导，河南开封市 会被毁灭。但结果没有这么多。
南充曾发生一起开枪屠杀 300 多人的 尉氏县至少 30 多名未成年中学生被
当不公不义发生时，即使离我们
血案，动用的都是公安部队。
”
强迫与人发生性关系，包括多名不满 很远，也都在拷问我们的良知。没有
中共权贵的荒淫，导致数不清 14 岁的幼童。据说类似行为已持续 无妄之灾，无论贫富，远离了神，人
的百姓成为受害者无处伸冤。比如， 多年，涉及当地某知名企业家赵某和 就失去善恶是非的判断，灾难来临也
2019 年 7 月，总部在上海的上市公 人大代表周某。
不自知。
新唐人

延 伸“铁链女”案牵出的黑幕

4

见证

2022 年 3 月 4 日

“三退”心声：
“是‘铁链女’救了我们”

“铁链女”彻底锁住了人的善良
本性，也同时彻底锁住了人们对中共
的百年幻想与失望……
一个多月以来，徐州“铁链女”
事件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国际媒体
纷纷报导，覆盖英、法、德、西、日、韩、
印、泰、阿等多个语种，事件阅读量
在全球超过 100 亿次。事件主人公是
人口贩卖的典型受害者，遭受了包括
拐卖、性侵、殴打等各种罪恶的侵害。
在许多网友看来，中国社会拐
卖妇女现象的黑洞深不见底，
“铁链
女”事件仍然疑点重重。据民政部批
准成立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公布，
2020 年全国每天约有 2739 人次走
失，全年走失达 100 万人次。中国儿
童一年走失人口就有 7 万余人，到底
有多少人是被非法失踪？网民称“我
们离‘铁链女’只差一闷棍”
，有数
人站了出来讲述自己被拐卖的经历。
当人们寻求真相和正义时，中
共当局却将矛头对准前去一线调查的
人，高压维稳，封村封路，删帖封号。
这让更多人看清中共的本质，有人说：
“不是我们救‘铁链女’
，是‘铁链女’

救了我们。
”
2 月 27 日，来自河北的刘美芳、
王天保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三
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
刘美芳在声明中说：我是一个女
人，得知“八孩铁链女”的遭遇，内
心说不出的一种五味难受揪心，寄希
望予政府和执法部门能给百姓一个真
实的可信的交代，惩罚作恶犯罪者。
每个人都是女人生的，无论权贵贫民，
基本做人的道德观念和善念良知应该
是有的。可是从“铁链女”身上看到
了，一个如花似玉少女却被糟蹋得如
此惨景，现实生活不仅让她成了一个
性奴和生孩子的机器，还遭到了暴民
的强奸轮奸的非人的凌辱与虐待，像
被狗一样用铁链子锁上，一直在黑暗
的世界里见不到一丝希望与光明，使
无奈和绝望一分一秒地折磨着她的生
命。人身的自由与尊严荡然无存，就
像她本人所说：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
江苏调查组的结果，让我们彻
底失望，他们就这样赤裸裸地愚弄百
姓，中共邪恶流氓无耻的本性也暴露
无疑。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没有兄弟

姐妹，请问当权者当这些事情发生在
你自己身上时就这样不了了之地唬弄
过去了吗？……
“铁链女”彻底锁住了人的善良
本性，也同时彻底锁住了人们对中共
的百年幻想与失望……
当下，咱草民的命运与人权被魔
鬼劫持着，那就祈祷天上的神佛来解
救我们吧。反正天要快灭中共这个红
魔啦，今天真心痛快地退出中共的邪
教组织——少先队，抹去邪灵兽印，
求得上天保佑我们。也奉劝善良的
中国姐妹们快点退出中共邪恶黑帮团
伙，您的正确明智选择也是为您将来
不再成为新的“铁链女”
，而重获人
身的永恒真正自由而冲破中共谎言的
呐喊！！
2 月 21 日， 来 自 厦 门 的 李 全 民
在“三退”声明中说，自从去年我父
亲摆摊被城管扇耳光扇死后，就对中
共极度厌恶，如今又发生了徐州“铁
链女”事件，我们看到了中共的目
的就是要杀死所有中国人！这比希
特勒，比纳粹还恶毒一万亿倍！因此
我们郑重宣布退出中共邪党一切党组
织！这是我们自己的声明，希望上天
保佑我们平安！没有共产党就有新中
国，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月 27 日， 来 自 吉 林 的 孙 丰 收
等四人“三退”时称，共产党太坏了，
尤其在了解到徐州“铁链女”事件后，
更让有良心的中国人看到了共产党的
邪恶，没有底线的造假、欺骗，坏事
做绝，再也不能与邪恶为伍，现在声
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少先队
组织，抹去邪恶的印记，保平安。
每次灾难都让人痛心，同时也令
人觉醒，从武汉疫情到郑州洪灾，再
到“铁链女”事件，很多人从残酷的
现实中惊醒，认清了中共邪恶本质，
选择“三退”
，不再与邪恶为伍。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声明“三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