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乌战争为何是侵略战争？

北京冬残奥会3月4日

举行开幕式，国际残奥会主

席帕森斯在发表致辞时，一

段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讲

话，被中央电视台做了降低

音量的处理，口译员没有进

行中文翻译，手语翻译也暂

停了动作。残奥会当天要求

CCTV作出解释。

被过滤掉的致辞中，帕

森斯表示，他对世界上正在

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他是

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1

世纪是对话和外交的时代，

而不是战争和仇恨的时代。”

《北京日报》次日转载

的致辞里，也省略了开头的

反战内容，帕森斯在讲话

的最后还大声喊出“和平

（Peace）”一词，也没有出

现在中共媒体的报道里。

然而不少网民称赞帕森

斯“有魄力”“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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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乌克兰
会拼死抵抗俄罗斯

铁链女婚姻无效
前记者实名举报

九字真言
是救命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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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俄罗斯有资
格反对？

普京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理由是，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国的西方和西

南国界就成了北约布防的前线。这是从

霸权主义角度出发的说法，即凡是我不

喜欢的状态，都必须按照我的意愿改变。

普京把入侵乌克兰说成是俄罗斯的

“自卫战”，身在乌克兰敖德萨的北京青

年王吉贤对此评论：没看到打自卫战是

跑到人家国家的首都打的。乌克兰是一

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难道不能自主选

择和谁做朋友，守护国家安全吗？

乌克兰在历史上深受前苏联及俄罗

斯的侵略、屠杀。如果一群人被强盗强

暴过，对这个强盗总是心有余悸，而在

自家的门上装上了统一定制的防盗门，

甚至买了枪放在自己家里自卫，这有错

吗？因此，强盗又把坦克开进人家里，

说是被逼的，这个逻辑不是怪怪的吗？

日本侵华，能说日本是被逼的？罪

在德国、意大利？谁犯罪谁负责！中共

为在国内挑起民众民族主义情绪敌对西

方，和俄罗斯专制威权体制抱团取暖，

而故意混淆是非。侵略就是侵略，为侵

略者张目，等同共犯。

2022北京冬奥会结束仅4天，俄罗

斯就发动“特殊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

中共不但没有谴责，而且不准网络上有

“侵略”的字眼，外交部多次表示俄乌战

争错在美国和北约。事实真的如此吗？

北约的防御与俄罗斯的梦想
1997年以后，北约从前苏联阵营吸

收了14个新成员国，包括捷克、匈牙利、

波罗的海三国等。从地图上看，北约的

东方防务战线已经延伸到前苏联的国境

线，而在波罗的海三国，北约的防务前

线直接与俄国接壤。

北约是一个防御性条约组织，北约

东扩是价值观上的结盟，不是领土扩张。

北约不可能入侵俄国。但200多年来俄

罗斯一直扩张领土，其现任总统普京也

有扩大势力范围的意图。这些前苏联阵

营的国家加入北约，是为了借助北约的

强大军事力量以防范俄国。

它们的防范之心是不是多余的？法

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31日分析，普京执

政20年来一直想实现他的“大俄罗斯梦

想”。普京的“大俄罗斯梦想”，其实就

是向西扩张，重建前苏联集团的势力范

围，把当年受苏联控制或影响的国家重

新纳入俄国的掌握之中。

国际残奥会
反战致辞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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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新唐人

受伤的乌克兰平民



时乌克兰社会的所有文化机构，清洗

过后甚至连乌克兰语都迅速衰落，俄

语则充斥到每一个角落。

1986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另一件惊天大事是1986年发生

在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

炸事故。事故发生之后，由于前苏联

高层决策的迟缓和蓄意隐瞒，最终导

致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仅对乌克兰

而言，核辐射对乌克兰地区数万平方

公里的肥沃良田造成了污染，乌克兰

共有250多万人因切尔诺贝利爆炸而

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47.3万多

名儿童。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而持续的

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

切尔诺贝利的惊天一爆，其实爆

的不仅是核反应堆，更是前苏联共产

邪恶政权积累了将近70年的僵化体

制。事故发生之后的5年，前苏联政

权最终解体，但切尔诺贝利对乌克兰、

对世界的影响仍然存在，时至今日，

仍旧是国际焦点。

抵抗极权  为自由而战
当然俄罗斯不是前苏联，但俄罗

斯是前苏联的主体民族，今天俄乌之

间发生的任何问题都会不可避免地追

溯到前苏联时代，所以一旦俄罗斯又

有扩张的倾向，普京本人有恢复苏联

时代疆域的想法，都会遭遇到乌克兰

的激烈拼死反抗，因为历史未远，也

永远不会被遗忘。

乌克兰民众排队领枪、制作路障、

跳上俄军坦克车肉身拼搏、堵路防俄

军引爆核电厂等捍卫家园画面，传送

到全世界。

乌克兰人告诉媒体，尝到自由的

滋味就无法回到极权统治，不会为了

求和下跪。“我们觉得可能死亡比住

在俄罗斯好”，“你尝试过这个自由你

就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俄乌战争十多天了，对世界的

震撼无以复加，开始人们认为很强大

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却显得有点力不从

心，而国力、军力对比明显处于弱势

的乌克兰却令人刮目相看，不仅获得

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道义支持，还

成功地多次击败俄军的进攻，使目前

双方的战争态势处于胶着状况。

乌克兰能在战争中处于今天的位

置，原因众多。如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全球化经济下对俄罗斯的制

裁杠杆加大；乌克兰有一位得民心的

勇敢总统等等。而历史上乌克兰经历

了许多战争和破坏，应该是点燃乌克

兰人民顽强反抗精神的根源。

1932 ～ 1933乌克兰大饥荒
首先是发生在斯大林时期的乌克

兰大饥荒。乌克兰位于肥沃富饶的东

欧大平原上，气候特点和土壤类型与

中国东北相似，是从事农业种植的天

堂，历史上从未见过所谓的“饥荒”。

然而，就在这块农业“天堂”里，

却发生了乌克兰历史上最恐怖的大饥

荒。由斯大林强迫推行的集体农庄制

度和强制征粮最终导致了惨绝人寰的

1932~1933年大饥荒。大饥荒造成

了700万左右的乌克兰人死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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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比例超过了乌克兰当时人口的四分

之一。如果说这是整个苏联的大饥

荒。但是俄罗斯人的死亡比例只占

4.5%，而乌克兰人的死亡比例却超

过了80%。

苏联征粮队强行进入乌克兰农民

家中把几乎所有的粮食包括种粮都一

扫而空，所以说这场饥荒与天灾无关，

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而且在面对

饥饿时，苏联政府显然忘掉了“共产

主义”，产量最丰富的乌克兰地区反

倒遭受到最严重的掠夺，这也就是为

什么今天有相当多的乌克兰人认为这

场所谓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一场种

族清洗。并且苏联政府用各种手段阻

止真相的流出，使得乌克兰大饥荒的

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知晓，直

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府才

开始解密，人们才逐步开始知晓那个

黑暗惨重的时代。

虽然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总数没

有中国的多，但是乌克兰死亡的人口

比例却远超中国，可以想见当初尸横

遍野、饿殍满地的场景是普通人永远

无法承受的。不止如此，大饥荒造成

的影响尚在惨烈发生，前苏联的内部

大清洗又降临在乌克兰人的头上，针

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清洗，遍及当 大纪元

为什么乌克兰会拼死抵抗俄罗斯

1933年，乌克兰哈尔科夫街上的饿殍。 



的重要枢纽。中共在乌克兰有大量投

资，是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

中共对乌克兰开“空头支票”
2013年12月，时任乌克兰总统

亚努科维奇在北京与中共签署了《中

乌条约》和《中乌声明》。

中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

证，维护乌克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中共声称，“在乌克兰遭到使用核武

器侵略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情况下，

向乌克兰提供相应安全保证。”

如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出

了核武威胁，而中共早已把《中乌条

约》与《中乌声明》抛诸脑后，不但

不保护乌克兰，反而反对国际社会制

裁入侵者，并为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

其实，《九评共产党》早已指出，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

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

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

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为政者一旦错信中共，就可能将

自己和无数国民都推入深渊。远离中

共，拒绝中共，作为个人、组织和国家，

都可以因此而远离灾厄。

中共打造第二艘航母；乌克兰著名航

空专家金琴科·瓦列里·彼德罗维奇

被中共通过“外专千人计划”引进，

他曾主持和参与过世界最大飞机“安-

225”的设计和测试。此外，中共的“探

月计划”也仰仗着乌克兰的科技。

某党校旗下刊物“军事博见”曾

登载：中共军工掘尽乌克兰红利；环

球网也曾发文：没乌克兰就没中共的

国防成就。

除了军事，乌克兰是“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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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舰航母的前身——乌克兰瓦良格号 

如无中共撑腰 普京打不起这场仗

2月下旬，当俄罗斯军队兵临城

下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带着勇敢

的乌克兰人民用生命守护国家。威武

不屈的乌克兰人赢得了自由社会的尊

重和同情，众多国家纷纷支持乌克兰。

中共却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不

仅表示“理解俄方”、将俄军入侵行

为美化成“合理关切”，还暗地里给

遭到制裁的俄国“输血”。然而中共

却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结交

了30年的“老朋友”。

乌克兰大力援共
1991年苏共解体，乌克兰继承

了前苏联的军工业，第一时间与中共

建交。乌克兰曾在军事设备、军事技

术等方面大力援助中共。

在军事设备方面，乌克兰的“瓦

良格号”成为了中共的“辽宁号”航

母，乌克兰甚至连航母的设计图纸也

交给了中共。在过去20多年里，乌

克兰向中共出口了逾30类军事技术，

涉及到用于航空母舰、大型舰艇动力

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坦克发动机，

以及空对空导弹等关键装备。

在军事技术方面，乌克兰数千

名军工人才为中共效力。比如，根据

2014年“泰山学者”计划，乌克兰“航

母之父”瓦列里·巴比奇及其团队为

在普京独裁号令下，俄罗斯军队

悍然入侵乌克兰，狂轰滥炸，造成大

量平民伤亡，引起国际社会对其全面

制裁。唯有中共不但在联合国投弃权

票，并在冬奥期间与俄签订15项协

议，为其输血；日前，中共又突然解

除俄罗斯小麦进口禁令，开放全境进

口俄高价污染小麦。

据中共官方数据，近四年来中共

对俄罗斯援助高达4000亿美元。现

居加拿大、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

赖建平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在过

去4～ 5年间都几乎为零，甚至是倒

无视乌克兰军援 中共过河拆桥

大纪元

大纪元

退的，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普京是

打不起这场仗的，“这场战争的本质，

实际上是俄罗斯和北京共同发动的。”

中共之所以希望俄罗斯攻打乌克

兰，是因为目前全世界都对中共形成

一个战略包围的态势，它要把这个火

引开，以便减轻压力。

然而俄罗斯在历史上侵占中国大

量土地，据腾讯网报道，俄罗斯总共

占领中国约427万平方公里领土。俄

军曾大肆屠杀中国居民，海兰泡和江

东六十四屯惨案，恶行累累。



战斗。战场之外，美、英、加和欧盟

宣布将部分俄罗斯银行剔出SWIFT

国际支付系统；对俄罗斯寡头及家属

实施制裁；制裁70%的俄银行市场

和主要国有企业。数十国对俄关闭领

空，外国公司纷纷宣布撤出俄罗斯。

39个国家将俄罗斯入侵的暴行，

正式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要求调查。

39国一同提交，成为国际刑事法院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刑事法

院检察官已开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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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有华人在微信群透露，他们

历尽艰险从乌克兰逃到了罗马尼亚，

却被告知回中国需要自费购买机票，

原来大约7000元的机票，现在涨到

17999元。他们一家四口人，仅机

票都要将近10万元。

说国家与我们同在的人在哪里
身处战区的中国人指望中共使馆

提供帮助，中共使馆告诉他们“如果

你能自己逃，就自己逃吧”。

一名女留学生哭诉，“你只是让我

们自行撤离，但是我就不知道，天天

在微博上说，国家与我们同在的那些

人在哪里？！……”“我今天已经无数

次给你们打电话，100次能打进一次，

你们却骂了我一通，就给我挂了！”

中国留学生柳洋（化名）从哈尔

科夫经基辅、利沃夫到匈牙利，3月

2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他们这批自

行逃出的有八九十人，“现在我们已

经汇合成一个大部队了，等待撤离。”

对于撤侨行动迟缓，柳洋表示，

中共确实没有做到将国人带回去。“我

们现在只求平安就好，生命很珍贵。”

中共导致中国公民陷入险境，承

受本可避免的安全风险。这样的政权，

让它存在一天，中国人就多遭受一天

的苦难，甚至赔上性命。

求救信息被中共屏蔽 在乌中国人：我们成了弃子

新唐人

新唐人

在俄乌开战前的多个星期，美国、

英国以及日本等多国就从乌克兰撤离

外交人员并敦促国民立即离乌，而中

共迟迟不撤侨。舆论质疑中共或为配

合俄罗斯，掩饰俄军进攻企图，使在

乌的中国人失去最佳撤离时间。

“被国家抛弃的人”
截至3月3日，至少3000名中

国人身陷乌克兰险地。3月4日，被

困梅利托波尔的上海人方磊表示，虽

然中共官方不停地宣传“基辅安全撤

侨”，但身陷交战区的人根本逃不出

去，无法赶到基辅。而且，他在大陆

社交平台发布求救信息时，帖文很快

被屏蔽，他们成了“被国家抛弃的人”。

他还提到，被困在乌克兰苏梅州

地下室的138名中国留学生，连食物

都难以为继，他请求中国记者们呼吁

拯救这些孩子，但被拒绝。记者们回

应，现在只能报导“正能量”。

被困的北京人王吉贤也表示，自

己已经彻底放弃了逃离的想法，只想

把自己的遗言和拍摄的视频留下来，

让全世界知道俄罗斯军队是如何滥杀

无辜、乌克兰人是如何英勇自救的。

中国人在乌克兰的伤亡情况也被

国内封杀。日前乌克兰媒体报导，俄

军向哈尔科夫文化学院学生宿舍开

火，至少4名中国留学生被杀。相关

消息在国内遭压制，中共称没有获悉

中国留学生丧生的消息。

撤侨机票一张近2万
中共炒作撤侨班机返航，却被揭

乘客还需购买1.8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机票。逃到乌克兰邻国的中国人表示

无力负担，联署要求减免机票费用。

请愿书指出，“这次撤侨行动是国家

行为，不应开出高价机票让受难同胞

买单。”

3月1日，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哈尔科夫，被困该城无法撤离的中国留学生焦急上网求救。

俄乌战争已有半个多月。有证据

表明，普京打算用3～ 4天摧毁乌克

兰的军事设施，建立一个亲俄的傀儡

政府。但战局走向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乌克兰的抵抗决心如此坚强，俄军的

战略战术远非完美。战争前后，不但

俄国国内出现反战声音，西方各国更

是出人意料地团结起来。

战场之内，数十个西方国家的军

事装备源源不断运进乌克兰，各国上

万志愿者络绎不绝进入乌克兰，参与

热 点 俄入侵乌克兰激公愤 国际社会超团结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谴责。

公开信最后说，授予普京名誉博

士学位是“清华大学的耻辱，我们校

友也为之蒙羞。我们强烈呼吁校方公

开声明，取消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

这封公开信于3月3日发表，共

有210名清华校友联署，这些校友的

入学年度从1955年到1991年不等。

普京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大

规模入侵，战争至今仍在继续，目前

已导致150万乌克兰人外逃。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纷纷对俄罗

斯实施制裁。人权组织也指控其违反

了国际《战争法》，犯有战争罪，包

括以平民为目标，以及不加选择地袭

击学校和医院。

的眼皮底下尚且如此，没有曝光时是

如何行政，可想而知！今天我们不发

声，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将面

临更恶劣的生存环境！”

但是中共是不可能公正处理案

情,公开事情真相的,直到目前中共

仍在持续抓人，掩盖真相。3月6日

多名网友爆料称，曾经到丰县调查，

录下村民披露铁链女就是李莹的重要

视频，以及到精神病院给她送花，后

来被警方绑架到沛县的两个小姑娘之

一@乌衣古城（小号@我能抱起120

斤），在3月2日，被徐州警方给抓

走了。而当时，她正准备去云南探望

小花梅舅舅。

此前，这个小姑娘的新浪大小号，

以及另一个去送花的小姑娘@小梦姐

姐小拳拳都被官方禁言了十几天。但

是，两人都没有屈服。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当局到底

在做什么。在中共最高层下令的调查

中，徐州警方不仅没有承担一点责任，

而且还在持续暴力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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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

北京清华校友联署：取消普京名誉博士学位

铁链女婚姻无效 前记者实名举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

总统普京受到国际社会谴责。日前，

210名清华校友联署，公开要求清华

校方撤销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原因

是他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综合媒体报导，这封写给北京清

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的公开信表示，

在邱勇担任清华校长期间，清华大学

于2019年4月26日授予普京名誉博

士学位，以表彰他在“维护世界和平

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方面做出的“杰

出贡献”。

公开信指，普京发动过对车臣、

克里米亚、格鲁吉亚等国的战争，最

近又悍然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这

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遭到

3月4日晚上，前调查记者邓飞

在微博上公开“实名举报”，呼吁中

共警方对董志民和铁链女的婚姻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做出公开处理决定。

举报中表示，江苏省调查组的第

五份通报称，丰县检察院认为，董志

民“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以涉

嫌虐待罪批准逮捕。但是邓飞注意到

网友、法律界等多方持续质疑铁链女

与董志民的婚姻关系。

各方质疑的是，基于收买犯罪

行为产生的婚姻关系是违背法律规定

的，而且也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因此铁链女与董志民的婚姻应当视为

无效，不产生任何与婚姻相关的权利

义务。

邓飞表示，他之前收到董志民和

铁链女的一组结婚证照片，“足以证

明其结婚登记涉嫌严重弄虚作假。江

苏省委省政府联合调查组通报也明确

董在婚姻登记过程当中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并对婚姻登记相关责任人进行

处分。”

所以邓飞期待当局就三个问题进

行审查。第一，董志民和铁链女的婚

姻登记是否有效？第二，这两人是否

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第三，铁

链女是否属于董志民的家庭成员？

很多网友对邓飞的“实名举报”

表示支持。一网友表示，“这个问题要

搞清楚，要不然就天下大乱了。掳了

女人去生完孩子就变成事实婚姻了？

就变成家庭成员了？滑天下之大稽！”

另一位网友说，“如果认定是家

庭内暴力，就规避了董某民涉嫌强奸、

虐待、买卖妇女等一系列罪名，承认

董某民和铁链女的婚姻有效性。”

更有一位网友指出，“十几亿人



我家邻居大婶，那年她71岁，非

常勤劳能干。她家有个门房，因嫌低

就在上边加高一些，屋子里东西很乱，

她正在收拾，踩着一个木凳子要把东

西放好，因岁数大了，腿脚不太灵活，

不小心脚踩偏了，突然摔了下来，后

背垫到凳子上，当时说不出话来，喘

气也费劲了。家人听到“扑通”一声，

一看大婶在地上倒着，发出微弱的呻

吟，急忙把她送去医院，经检查拍片

说是脊骨骨折了，因经济条件不太好，

没住院就回家了。

我听说了此事就去看望她，看到

她的二女儿从外地赶回来照顾她了。

大婶见到我就哭着说：“你二嫂啊，这

回我算完了，大梁骨摔折了，算是瘫

痪起不来了。”原来她的身体就不好，

有肝腹水，又经这么一摔，疼痛难忍，

睡不好觉，还不能动，大小便等一切

都靠女儿帮助，又着急又上火。我就

安慰她说：“大婶，你信大法吧。你不

识字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吧。不用花一分钱，能减轻痛苦，还

好得快，大法会保护你的，佛法无边

呀，无所不能的。”她说：“哎呀，我

啥也不信哪，我可不念，我心眼这么

好使，我们住这么多年邻居了，你看

我跟谁吵过架？打过仗？坏过谁？咋

让我摊上这么大的事啊，差点要了我

的命，我可没心情念。”我说：“你就

念念试试呗。你也不搭啥，省着挺难

受的。”

这时她二女儿说话了：“我二嫂

让你念你就念呗，看我二嫂现在多好，

原来不也一身毛病,信大法好了。就

念念还不会？黑天白天哼哼，哎呀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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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字真言是救命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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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的，整得我天天睡不好觉，再这样

下去把我也熬完了。”然后又说：“你

不念我念！不就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吗？”我说是。大婶一看女

儿急了，就说：“行，我念。”接着就

念起来。

第二天我又去她家，一进门，她

女儿对我说：“二嫂，你别说还真好使，

昨天晚上我没念几遍，不知不觉就睡

着了。”我听了真高兴。每隔几天我

就去看她们。看一次一个样，大婶的

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有了笑容了。

就这样一天天地好转。逐渐地她

能下地慢慢活动了，等能出来时，见

到左邻右舍，就说：“法轮功太好了，

你看我47天就能下地走了，就是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的，这

么快就好了，太神奇了！照医院说我

都不能好了。你们有啥事就念这几个

字吧。”她还告诉家里的亲戚，小姑

子家、侄男外女、她的娘家人等亲朋

故友的，都告诉是自己念“法轮大法

好”好的。让他们都念，告诉他们不

能反对大法，大法真好。亲戚们也都

说大法好。

大婶的儿子、儿媳前段时间闹离

婚，大婶就双手合十，心里说：求求

李洪志大师保佑他们别离婚。不知念

了多少遍，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

们没离成，现在很好，很和睦。

今年大婶81岁了，她真真切切

地在大法中受益了。大法保护了这一

家人。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大婶完

全康复了。上街买东西，出去遛弯，

每天做五六口人的饭，家庭和睦，过

着美满的幸福生活。

99.1%

总有效率

完全康复
有好转

基本好转

58.5%

24.9%

15.7%

北京万例法轮功调查报告
法轮功传出后，因其祛病健身的

奇效家喻户晓，短短几年时间修炼人

数不断增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前，

大陆有1亿人修炼。

1998年10月，医学界专家调查

真 相 法轮功与健康

明慧网

2020月12月5日，约54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在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
排出“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并进行集体大炼功。

了北京5个城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调

查人数12731例。结果显示：完全康

复58.5%；基本好转24.9%；有好

转15.7%；祛病总有效率为99.1%。

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

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请翻墙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

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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