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领导人查韦斯创建，并由他

的两个盟友拥有，用来在南美洲的选

举中作弊。

鲍威尔表示，这是一项“全球性

的犯罪阴谋”，“有重大证据表明，全

球最坏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对我们的

选举进行了外国干预。”

宾州举行听证会
州众院决议撤销大选结果认证

11月25日宾州参议院举行听证

会，多位宣誓证人极具说服力地指证

了在2020大选中的舞弊现象。

宾州共和党议员11月27日起草

一项决议，要求州长及州务卿撤销选

举结果和之前的州政府认证。

决议指出，州政府的行政和司法

部门侵犯了立法机关制定选举规则的

宪法权力。在2020年大选中，宾州

发生了许多记录在案的违规与不当行

为，破坏了选举程序，因此，“选举

的结果是有争议的”，决议敦促州务

卿和州长撤销提前认证的总统选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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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团队新闻发布会：
中央控制的大规模欺诈

11月19日，川普团队举办了新

闻发布会。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埃利斯、知名大律师鲍威尔向公众呈

现了大规模选举欺诈的重要证据，并

说明将从9大领域突破，进行法律战，

以揭穿拜登团伙的选举欺诈。

“我们的选票被送到海外，被送到其他国家？”

11月19日，川普阵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呈现大规模选举欺诈的证据。律师朱利安
尼指出，这次选举欺诈是中央控制、中央计划，各地统一执行。(MANDEL NGAN/AFP)

此前，朱利安尼在采访中指出，

美国28个州的选票数据被发到德国

和西班牙，由委内瑞拉Smartmatic

公司计数。“Dominion将所有（选举）

信息发送给Smartmatic。你能相信

吗，我们的选票被送到海外，被送到

其他国家？”

Dominion由委内瑞拉前总统、

www.minghui.org

编者的话：2020年美国大选，决定了美国是回归国父们奠定的立国之本——信仰、自由、共和，还是转向
社会主义、共产专制社会。如果这次的大选舞弊不能大白于天下，中国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

美国和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上，这是正与邪、善与恶之战，是光明与黑暗的对决，每个人都在内心做着选择。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段历史，为自己和人类选择光明的未来。我们相信，即使天黑了，创世主也会照亮它。

宾州参院听证会曝光
舞弊证据 彰显正义

总统律师团队指控拜登
大选欺诈8大罪状

2020美国总统大选中
的共产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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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状如同投下了法律的炸弹之母。

鲍威尔特别指出，这次大选涉嫌

有人从香港、伊朗、委内瑞拉和塞尔

维亚等地操控，篡改选票数据。大选

舞弊系统的背后是来自中共的资金，

外国势力操纵大选的证据是压倒性

的。“我们不会让这个伟大的共和国

被共产党人偷走”。

人上台，美国的意识形态走向也不是

中共预期的那样。中共决定，不能让

这种情况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继续

发生。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通过

邮寄选票进行的舞弊。

弗林说，政治机构和媒体“以任

何可能的方式”迫害川普总统，包括

所谓的“通俄门”调查，对他进行弹

劾和最近批评他处理疫情不力等。但

是，“感谢上帝，川普总统没有离开。”

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信息战

弗林强调：“我们正处于前所未

有的信息战时期”，连美国总统的言

论都受到大公司的审查。主流媒体和

大科技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完全参与了

支持拜登的竞选，并且掩盖了所有欺

诈性选票的证据。

他表示，媒体攻击的不仅仅是川

普总统，也是对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的攻击。“我知道全美国的人民已经

受够了。”

弗林认为，美国人的投票结果

应该由民选的官员认证，而不是由

CNN或Fox这些媒体认证。

他表示，精通攻心术的中共正在

与民主党人一起对付美国人民。

他告诫美国民众：“实际上，你必

须深入研究（宾州听证会的）文件，

而不是听信‘主流媒体’的只言片语

……这是（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

如果我们做错了，这个国家就完了，

一切都将结束了。”

“川普将获得压倒性胜利”
他说：“我一秒钟都不相信我们

的国家将接受拜登为下一任总统。”

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

的欺诈行为”。“我相信形势已经发生

了对（川普）总统有利的变化……我

们最终将发现，川普总统会以压倒性

优势获胜。”

美军特种部队和中情局交火
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麦金纳尼将

军。他透露，美国特种部队在德国的

法兰克福截获了中情局（CIA）的服

务器，在行动中有几名士兵死亡，服

务器被保全。通过对安全服务器进行

审查所获取的证据，证明中共、伊朗

等国参与了针对川普总统的这次未遂

政变。

日前，弗林将军接受媒体采访时

警告，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共产主义中

国与叛国者的历史性危险政变，川普

总统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中共参与大选舞弊
加速超级大国计划

他说，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决定着美国能否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幸

存下来。“如果我们不在接下来几周

纠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真不愿

想象，12月下旬到明年1月，我们

国家会发生什么。”

他说，在过去的20年，我们所看

到的是，共产中国的政策彻底转变，

以加快其长期计划，使其成为地球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

他认为，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

中，中共没能实现让它们需要的候选 明慧网

弗林将军：叛国政变正在发生 中共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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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有必要，还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该决议意义重大，会对其他州造成示

范效应。

宾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州

议会将争取从州长和州务卿手中收回

宪法赋予的任命该州选举人团代表的

权力。

鲍威尔百页诉状控大选舞弊
鲍威尔11月25日晚正式向乔治

亚州法院提交诉状，该诉状有104页，

列举了数百起大选欺诈案例。

当晚，鲍威尔又在密歇根州提出

诉状，至少有75页。

两份诉状已传到网上，向社会大

众公布。有评论认为，这两份重量级

上接第1版



宾州听证会将写入美国历史
引世界关注

一位网友说：“看到这么多证人冒

着被威胁、丢掉工作、家人被威胁的

种种可能，大胆地站出来作证，我被

震撼了……宾州听证会必将写入美国

历史。”

石进认为，川普正在跟可能高达

几十万亿、乃至数百万亿元的全球政

商资本利益集团做着非常惨烈的跨时

代较量。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说，“群里头实时都在提供讯

息”，从未见过中国公知圈如此“热

烈又分裂地”讨论美国大选。

经济学者何军樵表示，如果拜登

赢，美国作为自由的灯塔，或会像罗

马帝国那样迅速衰落。如果川普赢，

中共有办法应对吗？跟天斗，跟历史

潮流斗，得掂量掂量，能不能斗得过。

继宾州参院听证会之后，亚利桑

那州、密歇根州也将举行选举问题听

证会。内华达州法院将接受川普律师

证据呈堂。 明慧网 

明慧网 

律师朱利安尼表示，至少在6个州

里，舞弊者的行径和手段非常相似。数

百万的邮寄选票没有受到共和党的审

查。宾州缺席或邮寄选票总数为180

多万张，实际收到140万张，但居然被

数到250多万张，多出70万张。

听证会主持人阿尔盖尔表示，截

至11月24日，他的办公室收到2.5

万个有关选举违规的电话和电邮。

宾州参院听证会曝光舞弊证据 彰显正义

11月25日，应宾州参议员马斯

特里亚诺的要求，宾州参议院举行听

证会，大选的大量舞弊证据被曝光。

听证会长达近三个半小时，有几

十个目击证人作证，包括多位监票员、

共和党地方委员会主席、普通选民、

数据专家；职业包括律师、前检察官、

公司老板、信息战电子战专家等，他

们均为宣誓证人。

证人证言：
可能多达120万选票被更改

退休上校沃尔德伦的证词震动全

场。他退役前从事电子作战、欺诈和

反欺诈工作。他说，宾州和美国多地

使用的投票系统可以联网，导致被人

操控，选票可以被大量取消、转移，

或投出空白票。超过120万张宾州的

选票可能遭到欺诈性篡改，“通常你

会看到曲线平滑地上升……而异常地

输入选票会造成一条突起的直线，这

就是选票欺诈的一个主要指标。”

投票站观察员斯坦斯特罗姆说，

他亲眼看到投票日有47个USB数据

卡不知去向。

另一名证人说，90分钟进来60

万张票，其中57万是给拜登的，给

川普的不到3200张。这在统计学上

无法解释。听到这些数字，举座哗然。

2020年11月25日，宾州参议院在葛底斯堡举行公听会。（Samuel Corum/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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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听证会期间，川普总统打进

电话，发表近10分钟讲话。他说：“这

是一次欺诈性选举。”“不要被这些人

吓倒。”“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美利坚合

众国，我们不能让坏人得逞逃脱。”

他感谢所有签署宣誓书和所有发

言人，称“你们是伟大的爱国者”。

朱利安尼在发言时强调，157年

前，我们在葛底斯堡这片空旷的土地

上，3天坚持不懈的血腥肉搏和战争

之中，有5万人死伤，我们共和国的

命运真的危在旦夕，我们是否能够成

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是否能够分

享共同的价值，如山般重要。

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南北战争中

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4个多月之后，

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落成

典礼上，发表了著名演讲。在演讲的

最后，他说：“这个国家，在上帝的保

佑下，一定要得到自由和新生。这个

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定不能从

地球上消失。”

朱利安尼说，在今年这场选举中，

我看到这些价值危在旦夕了，以这种

方式选举的话，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

民主和言论自由。

很多人都意识到，这次美国大选

对未来美国国运的深刻影响，自己不

仅是为川普而战，更是为美国而战，

为自己和下一代而战。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不能让坏人得逞逃脱。”

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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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务工作人员被培训不看ID，不

看驾照。大量别处的人跑到底特律随

便投票，明目张胆地违宪异地投票。

投给乔·拜登的票

被反复多次通过机器计入
在费城、密歇根州有上千名宣誓

作证的证人，不仅是一张票计数三四

次，有的一个人投三四次票。光在密

歇根州一个地方，川普应该赢30万

票，而不是输掉14万票。

威斯康星州将没有提前申请的

缺席投票也计入在内
米尔沃基地区有6万张缺席选

票，麦迪逊地区有4万张缺席选票没

有提前申请，但也被计入在内。

大规模超额投票
一般而言，投票率是注册选民的

80%，就已经是奇葩了；达到150%、

200%、300%是不可能的事情，显然

存在不合法的事情。密歇根州和威斯

康星州有大量这样的异常选区。

选举夜投票机停摆是因川普

赢得太多，超出原始作弊公式
鲍威尔称Dominion投票机为

什么出现选举当夜停摆？因为所有的

软件都做好了，让拜登赢，但没想到

川普赢得太多，超出了他们原来做的

公式，才深夜喊停，赶快做票投入再

计算。

律师林·伍德指出，中共对美

国大选有重大干涉，美国许多国家

级、州或地方官员都被收买。

●中共贿赂乔州州长
美国高层国家安全情报人员

向媒体透露，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

卿都接受了中共贿赂，有意帮拜登

窃取大选。FBI有他们接受贿赂的

证据。州长肯普去年3月28日下令，

要求乔州政府机构从中国联想集

团和其连锁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

2020年乔州的选举机器就是在这

些基础设施上运行的。

●中国大陆印假票500万
11月3日晚，几个关键摇摆

州突然停止计票，很多假票被运进

投票站。在没有共和党监票员在场

的情况下，拜登的票数直线攀升。

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假票是在中

国大陆印制的，数量约达500万张。

●不仅是渗透 更是颠覆
台湾学者郑钦模对大纪元表

示，“美国大选前揭露的拜登家族

丑闻，已令世人咋舌，难以想象中

共对美国政治的渗透竟是如此绵

密及深入。”而此次大选，川普总

统及白宫发言人的记者会被主流

媒体突然断播，很像中宣部的做法，

让人联想到左派媒体的夸张表现

也与中共渗透有关。

时评员凌晓辉指出，大选舞弊

始作俑者正是中共，将中共引入后，

美国根本左转，导致民主党变质，

要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共产邪灵

企图通过控制美国，从而掌控全人

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美

国人民应清醒过来，认清真正的敌

人是中共，为自由而战。

川普总统律师团队在11月19日

的新闻发布会上指控拜登一伙至少有

8大罪状。

监票员被阻观看邮寄选票开票
许多邮寄选票是在监票员无法检

查签名是否正确的情况下打开的，这

些票是“无效的”。宾州、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都出现数以几十万计没有

经过监票的选票。宾州的共和党监票

员被赶走，或是离监察的地方很远。

密歇根州投票中心，凌晨4点，

成千上万装在垃圾箱、纸箱、塑料袋

里的选票被送来。他们把所有共和党

监票员赶走。3个Dominion公司雇

员宣誓作证，送来的选票全是投给拜

登的。但邮寄选票的信封上都没有名

字。估计有6万～ 10万份假选票。

民主党各辖区内的法律不平等
宾州最高法院在选举前制定了新

的宽松投票规则——不用核对签名，

民主党县的缺席选民被允许修复选票

缺陷，但共和党县的选民则不被允许。

选民到达投票站发现

已有其他人代替他们投票
宾州匹兹堡许多临时选票本应该

是现场排队的人投票提交，但他们却

被告知，他们已投过了。

选举官员被告知不要找选票缺

陷，被要求更改选票收到日期 大纪元大纪元

总统律师团队指控拜登大选欺诈8大罪状

中共介入大选
颠覆美国

1

2

3

4

7

8

5

6

川普总统律师团队在1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控拜登一伙至少有8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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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on Voting Systems。紧接

着，Dominion又把美国红杉公司吞

并，一举成为投票机市场第二。

她发现，奥巴马和拜登控制选举

公司，是为了保证奥巴马2012年的

连任。2009年5月拜登访问塞尔维

亚时，跟那里的黑客达成一项肮脏交

易，“确保后来的Dominion公司拿

走一半以上的ES&S软件，交由塞尔

维亚的黑客们控制。”

大选作弊曝光后，Dominion公

司100多个员工将自己在Linkedin

上的记录删除，其中包括在塞尔维亚

为拜登工作的黑客们。

Dominion硬件在中国生产
安全无保障

达娜继而发现，Dominion的硬

件设备是由美国著名的电信产品代工

商伟创力在中国的代工厂生产的，而

编程是在塞尔维亚和加拿大完成的。

Dominion所做的就是把外国编程的

机器卖给美国选民。

前FBI反情报部门人员曾经对媒

体表示，从中国运来的设备可能存在

检测不到的漏洞以及安装了可篡改的

后门。

今年1月，自动将川普的选票转

给拜登的Dominion行政总裁，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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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显示外国势力利用Dominion操纵大选
美国情报官员已证实，北京当局

更愿意让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担任美国

总统。

近日，一名前美军情报官宣誓作

证，证实了美国大选中被广泛使用的

Dominion投票系统被中共、塞尔维

亚、伊朗等外国势力用于操纵2020

年美国大选。

证人：Dominion投票系统
与中共和塞尔维亚有关联

该证人以前是美国陆军第305

军事情报营的电子情报分析师，他作

证说，在11月8日对Dominion投

票系统官方网站执行的一次公共网络

扫描发现，Dominion投票系统的派

生伙伴域名，与中国和伊朗有关联。

证人指证，Dominion投票系统

于2019年将多项投票软件专利抵押

给与中国存在密切业务关系的加拿大

汇丰银行。Dominion公司通过加拿

大汇丰银行，将投票专利出卖给中共。

鲍威尔律师之前指控，此次美国

大选的选票信息被Dominion投票机

和Smartmatic计票软件送到德国的

SCYTL公司服务器上进行篡改，来操

控美国大选。

拜登曾亲赴塞尔维亚
为Dominion锁定黑客

11月24日，达娜向新闻网站“国

家档案”曝光：她和丈夫吉姆同为选

举技术方面的专家，曾经在索罗斯名

下的Tide加拿大基金会工作。在那

里她发现Tide基金会与Dominion

加拿大公司的办公地点连在一起，经

过多年调查，发现在Dominion后面

隐藏的是私募基金、索罗斯基金会、

希拉里基金会、奥巴马政府、塞尔维

亚和中共等外国政府。

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指使司法部长霍尔德，强制剥离美国

最大投票机公司Es&s收购的另一家

美国公司Premier，卖给加拿大公司

拜登2009年5月20日访问塞尔维亚。选举技术专家达娜·辛普森表示有线索显示，此次
拜登访问塞尔维亚时，跟那里的黑客达成一项肮脏交易。(ANDREJ ISAKOVIC/AFP)

会证词中承认，产品确实包括中国制

造部件。

Dominion核心技术人员
拥有中共军企背景

《国家脉动》报导，Dominion

投票系统的关键技术人员、地区投票

系统讯息技术核心基础架构经理黄安

迪，于199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

国电信，负责“厦门IDC计划”等工作。

川普政府已将中国电信列入“中

共军工企业”黑名单，限制美国人对

其投资。

Dominion发明人
安排大选结果

Dominion目前在美国服务范围

达到28个州，覆盖人数超过美国选民

的40%。其副总裁与系统发明人库默

可能卷入了这次选举舞弊。

库默是极端组织安提法的支持

者，他仇恨川普。

企业家欧特曼证实，今年9月，

在一个安提法的网络会议上，有人问

库默：“如果川普胜选，我们该怎么

办？”库默回答说：别担心大选，川

普不会赢，我已经有些动作，确保这

一切。目前库默已将他的社交媒体全

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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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在谋财害命的同时，放大人们

“斗争”和“不劳而获”的魔性。隔

了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口号出现在了

美国！

颠倒黑白，隐瞒事实

在过去的4年中，拒绝社会主义

的川普总统不断遭到抹黑，左翼社会

主义者无中生有地编造通俄门、乌克

兰电话门导致的弹劾案等猎巫行动，

颠倒黑白。

大选期间，美国三大传媒ABC、

CBS与NBC对川普的负面报道超过

90%。然而，这些媒体对拜登的“电

脑门”和“选票舞弊”丑闻却选择性

失明。

11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头

版发表题为“大选官员发现：全国都

没有欺诈”的文章。CNN也做了同样

的报道：“没有欺诈”。但事实上，一

个又一个作弊的现场视频、人证、言

证早已在自媒体播出，几乎全世界都

知道，选票舞弊泛滥，然而媒体却装

聋作哑。

11月14日，来自美国50个州的

数十万民众，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举行盛大游行，声援川普，要

求“停止窃取”大选。这样一目了然

的事实，CNN报道说现场“几千人”。

在左媒的描述中，为正义而呼的百姓

成为潜在的危险分子，而对于把支持

2020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共产幽灵

明慧网

被列宁称为英雄的谢尔盖·涅恰

耶夫曾公开宣称：“革命者可能而且

必须经常生活在社会中，同时假装自

己与真正的自己完全不同。”在过去

数十年的西方绥靖政策之下，“红色”

意识形态的枝蔓已无形中攀爬到了西

方世界的心脏地带。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新

冠疫情到美国大选，正义与邪恶的博

弈正难解难分。真相被谎言掩盖，世

人难辨真假。在西方，人们目睹了共

产主义幽灵似曾相识的狰狞面孔。

鼓动暴力，煽动仇恨

一场“黑人”维权的运动持续了

整个夏天，被共产邪灵控制的主流媒

体及左派政府官员们却打着“政治正

确”的旗号，非但没有呼吁制止暴乱，

反而将矛盾推向川普。

暴力抗议者打、砸、抢，焚烧警

车，全美共有16个州的25座城市实

施宵禁，包括纽约、芝加哥、西雅图、

洛杉矶、三藩市、休斯顿等大城市在

内的许多地区陷入半瘫痪状态，多人

在骚乱中伤亡。

示威者提出的口号是：“砸烂一

切，才能重建。”这正是共产主义者的

口号。

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

共“打土豪，分田地”，鼓动流氓无

产者用暴力犯罪手段从地主手中夺取

川普者打得头破血流的凶手，却不着

一墨。

就在年初，当中共病毒开始蔓延

时，中共的官员面对央视镜头却公然

称“可防可控”，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现象”。之后，中共将自武汉传出的病

毒，污蔑为源于美国。

60年前的大跃进导致“三年大

饥荒”，饿死3000余万人，中共教科

书中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数

字语焉不详。

1999年之后，又煽动全国民众

仇视法轮功，把精神病患者、意外事

故死亡者都嫁祸于法轮功学员，制造

1400例、天安门自焚谎言，极尽抹黑、

栽赃之能事。

假戴面具，包藏祸心

“政治正确”的具体表现是，把

人群按照“受压迫”程度分成各种等

级，“受压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

程度的尊重和礼遇。这种不问个人品

行和才能、只问人群（肤色）归属的

“唯成份论”被称为“身份政治”。这

与中共的“根红苗正”的阶级标签有

着异曲同工之处。

同性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进

社区；“跨性别厕所”男女同厕；限制

警察对非裔罪犯执法等等，这些举措

无不在“进步主义”“平等平权”的旗

帜下推行，实质上是纵容人无底线地

放纵欲望，过分强调自我，追求绝对

自由，使人不断偏离正统的道德标准。

中共打着“消灭私有制”“共同富

裕”的旗号，声称“为人民服务”，伪

善的面具后面却是无官不贪。一切向

钱看，笑贫不笑娼，在无神论的肆虐

之下，道德不值一文。

共产主义在前苏联、东欧及中国

是暴力鲸吞，在美国则是蚕食分化。

大选中民众面临选择：或让媒体沦为

一党一派的工具，或让言论自由、公

平公正重归媒体；或让共产主义幽灵

登陆栖息肆虐世界，或者捍卫美国自

由民主之永恒灯塔。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