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恨”构成的共产幽灵
要毁灭神的国度
它用暴力占领了东方
又诱骗腐烂了西方的民主

在“自由”的幌子下
放纵贪婪，使其纵欲无度
在“政治正确”的魔咒下
叫人只有自我
离神越来越疏

世上善良的人啊
千万别让党争使双眼模糊
那个坚信神的川普
他正是神的使徒

他要在人中展现神意
要把共产邪灵碾成渣土
重新拾起神赋予美国的使命
帮人们走回传统之路

今天
你不是在选择哪个党派
更不只是拥护拜登或是川普
你是要在正邪中做出选择
要么重回天堂
要么自绝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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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之战
回归传统

来自共产国家的
人们支持川普

“正邪较量”
引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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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中心以及贫困地区收集选票，
提供购物券让人们邮寄选票，并伪造选
票签名。

11月 1日，詹姆斯 •奥基夫还在
推特上发布推文，其中有一则视频，视
频中科罗拉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克
里斯 •杰克斯说：“我会撒谎，我会作弊，
我会偷窃，因为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这
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此赤裸裸的
表态令人作呕，这还是美国吗？为了利
益可以不顾廉耻吗？

川普的支持者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支持川普，彻查民主党舞弊”的游行。
11月 8日，在亚利桑那州参加车队游
行的台湾留美退休工程师曾杰克是一位
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说，如果拜登手按《圣
经》就任美国总统，教徒们将无法面对。
基督徒必须分辨上帝喜欢的人是拜登还
是川普？看看吸毒的罪犯家族拜登，再
看看民主党的腐败、自由放纵、欺骗作假；
而川普阵营敬畏神，连最保守的阿米什
族群，都开着马车来支持他。

“舞弊、欺诈一方代表的是败坏、
邪恶。”在纽约的华人邵俊认为：“这次
大选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看出你心里
到底有没有良知，到底是不是选择正义。
人是神所造，神把良知正义放进你的心
里，就是要你按照良知行事为人，华人
来到美国、来到自由的土地上，我们应
该拾回良心。”

在美国宾州邮局工作的普通员工霍
普金斯，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美国大选中
的一名“吹哨人”。宾州是关键的摇摆州，
霍普金斯举报，宾州邮局的局长要求员
工将11月 4日收集到的邮寄选票全部
盖上3日的邮戳，这样这些支持拜登的
选票才能够被有效计入。

但他因此受到美国邮局总监察长办
公室特工的恐吓。11月 10日，该录音
被美国非营利组织“真相工程”的创始
人詹姆斯 •奥基夫在网上曝光。邮局特
工拉塞尔 •斯特拉瑟说：“这场风暴越来
越疯狂了，他们叫我来的原因是试图驾
驭这场风暴，试图在它变得更加疯狂之
前拉回来。”

特工的目的是胁迫霍普金斯撤回指
控，并拒绝让他找律师。现在霍普金斯
已被“无薪休假”。

没想到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剧情”
竟然在严肃的美国大选中上演了，揭露
大选舞弊的“风暴”已不可抑制，证据
不断被曝光。加州一名18岁女子告诉
记者，她收到一个邮件，被告知她两岁
半的宠物狗已经成功投递了拜登的选票，
狗的注册号码被用作了社会安全号。

近日，《国家档案》还报道，拜登
德州竞选阵营负责人达拉斯 •琼斯卷入
德州哈里斯县选票欺诈，被“联邦调查
局羁押聆讯”， 随后被拜登团队开除。报
道说，从去年年底，琼斯等人从养老院、

祝
你
平
安

明
慧

报
刊

11 月 14 日，数十万人在华盛顿 DC 举行挺川普大游行，反对窃选。

大纪元

支持正义  彻查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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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之战：回归传统

“正邪较量”
引共鸣

川普：“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我们崇拜神。”

川普染疫三天后康复，返回白宫

11月 7日下午，美国多家媒体
宣布拜登“胜选”的虚假消息，拜
登的支持者上街游行庆祝，当中有
同性恋者、变性者、美国共产党成
员、“黑命贵”等。竞选布碌仑第
35选区市议员的拉丁裔Alejandra 
Caraballo是一位变性者，她听到媒
体宣布拜登赢得选举后，立即跳下床，
抓起一些锅碗瓢盆就冲到外面去，她
喊：“我感到终于解脱了。” 

4年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内，
自由主义泛滥，全美大麻合法化如火
如荼；同性恋大行其道；允许变性人
或性向认知不同的人自由选择上男女
厕所；允许同性人结婚；“自由主义”
成了最高的“政治正确”。

川普上台后，对违背人伦的变异
行为大加谴责，禁止跨性别者服兵役，
要美国回归传统价值，说“所有人的
命都是命”而不是“黑人的命是命”。
川普任命保守派的大法官，逆流而上，
触动了那些放纵不羁的人，他们认为
川普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这些年
轻人是反对川普的主力。

一位家住长岛的市民表示，如果
拜登赢得大选，可以预料在民主党领
导人治理下，势必延续当年奥巴马的
路线，违背人伦的社会乱象势必越发
严重，道德下滑可能更加不可收拾，

美国大选在微博上的点击量
超过百亿次。在中共官媒几乎一边
倒唱衰美国大选的情况下，也有
自媒体罕见地做了正面评述，直
指“2020美国大选：不是宫斗剧，
而是价值观之战，正与邪的最后较
量、国运的分水岭”，此文也引起
很多大陆网民的共鸣与赞赏。

该文后面跟帖一边倒引起读
者共鸣，其中一条“这是人性正与
邪的较量，也是价值观的较量。说
的对”也获得五千多网友点赞。而
另一条跟帖“确实是价值观的较量，
好文章”也有超过二千多网友点赞。

一位网友称，不用挣钱养活
自己的人容易左倾，比如青年学生。
不想挣钱养活自己的人必须左倾，
比如福利人群。如果你必须靠自己
的劳动养家糊口的，你明白自己
“左”不起来。

有人在新唐人电视台网站留
言：“这次选举真的是侮辱美国的
民主，最高法院一定要让我们深爱
的美国得到正义。”“世界没有下一
次，这是一场人类生死存亡的危机，
退路就是死路，加油川普！”

澳洲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
晋认为，由于美国这些年受到白左
政策的影响，已经走到黑暗的边缘，
因此这次大选如果放到一个更高
的高度看，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对抗、
正义与邪恶的对抗。

美国费城著名华裔精神科医
生杨景端表示，川普从 4年前当
选就开始恢复美国传统，保护美
国《宪法》，维护美国人的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所以，这次大选也
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一个选择，选
择川普不是选择川普这个人，而
是选择他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理念、
这样一个精神，这不是简单的选
举，而是美国恢复传统的运动。”

美国社会将走向黑暗。在华府地区
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牧师感叹，30
年前的美国是上帝喜爱的国家，可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崇敬神了。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
书开篇称：“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虽已
瓦解，但共产主义邪灵并未随之而
消亡。相反，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
我们的世界了。人类绝不能乐观！”

书中阐述，共产邪灵诡计多端、
千变万化，暴力或激进并不是唯一
的表现形式。有时打着“和平反战”“环
保主义”“全球化”“政治正确”等貌
似正义的旗帜；有时支持“先锋艺
术”“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恋
等放纵人的欲望还让人误以为是一
种社会时尚。但它的根本目的是不
择手段地摧毁传统的一切，让人在
道德沦丧中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川普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切，
他一直强调信神，恢复传统价值观，
所以美国乃至中国的很多基督徒都
支持川普。他说：“在美国，我们不
崇拜政府，我们崇拜神。”“作为美国
人，我们寻求神的保佑、指引和智慧。
同时，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
所得极为丰富，我们的自由、家庭
和信仰，因神的祝福而长存，我们
为此感到无比的谦卑。” 大纪元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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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选民集会 , 打出“不要社会主义” 的牌子，
同时支持川普总统。（姜琳达／大纪元）

红二代盼“变天” 压倒性支持川普

一条提问
引发的心酸

中国民众对美国大选的关注度，
丝毫不亚于美国选民。有知情人士
透露，中共红二代们盼望中国“变
天”，压倒性地支持川普总统连任，
因为只有川普才能制约、挫败中共
当局。

资深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表
示，她所在的微信群里几个群都是
红二代、军队的，因为她先生、弟
弟都是军队的。自由知识分子和这
些红二代，都是一边倒地、压倒性
地支持川普，他们热衷于传播及收
看这些讯息。

面对大选舞弊，一位大陆移民
感叹：“我们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美
国不是要体验共产主义的。”也有台
侨表示：“中共大外宣渗透美国，黑
金、赌盘通通在美国上演。”来自共
产主义国家的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罪
恶有切身的体验，他们不希望民主
党上台走共产主义之路，所以力挺
川普。在南加州的比弗利花园公园，
来参加集会的华裔、越南裔、菲律

11月 9日，成功当选的共和
党众议员杰夫 •范德鲁对福克斯新
闻台说：“人们有句话——‘撕下创
可贴，看看里面怎么样’，川普就
在做这件事——揭露政坛的丑陋。”

针对美国大选，中共官媒重点
报导了美国花费了140亿美元换
来的各种选举乱象，嘲笑美国“费
时费力的民主之路”“美式民主沦
为笑话”。

对此，资深政论家胡平认为，
民主制度不管有多少缺点、多少缺
陷、多少问题，但就凭它用“数人
头”代替“砍人头”（指中共篡政
后，在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人
非正常死亡）这一点，它就胜过专
制一百倍、一万倍。

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美国的
大选虽然乱，但最终可以通过最高
法院来达到自身纠错，这就是三权
分立的好处。而中共一党独裁，几
十年来已经制造了大量的社会矛
盾，中共内部夺权的派系斗争一直
不断。这些中共自身都无法解决，
这是中共的一个死结。

中共每年花费上万亿高压维
稳，才把这些社会问题掩盖下来，
但实际上老百姓怨声载道。

有人在“新品葱”网站上发
帖问大家：“你为什么讨厌共产
党？”引来很多回复，如：“共产党
的公社饿死了我超过10位同族长
兄。”“国安把我女朋友的护照收走，
使她不能去国外接受及时的治疗，
活活耗死在了医院里面。”“讨厌共
产党手伸得特别长，不只管你的钱
包，还要管你的脑子，要你衷心拥
护它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要你说党
比爹娘亲。……世界上没有完美的
制度，西方也有人不满，但是像共
产党这样把所有好处都独占的政权
应该很少有。”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们支持川普写
照

反 思

大纪元 大纪元

大纪元

宾裔、日裔和拉丁裔都举着牌子支
持川普。华裔张女士说：“从共产
党国家出来的人谁还想走回社会主
义的路呢？” 

参加集会的越南族裔人士说，
他们不愿忍受越共的统治。一对从
柬埔寨逃出来的华裔夫妇，也表示
他们身受柬共的迫害。

还有一位来自古巴的男士在
现场滔滔不绝地和周围的人谈不能
要社会主义，“拜登和民主党在撒
谎，人们被欺骗了，他们不知道那
儿的人民没有自由，没有说话的权
利，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生命和
财产的安全。” 

龙驹在大纪元发表的《为川普
流泪的人与惊心动魄正邪大战》一
文中表示，川普政府非常清楚，只
有解决共产主义这个邪恶根源，才
能让世界不再受到瘟疫和核战争的
威胁，也能够解救高墙下的中国人
民。同时，川普团队也必将维护美
国宪政体制的灯塔，让自由之光永
远照亮世界，永远成为世界各种体
制的标竿。因此，这次大选不仅是
美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
事，更是中国人民的大事。

曾为中央党校教授的红二代
蔡霞则多次公开批评中共是“政
治僵尸”，中共体制必须要被抛弃。
她称，在一个饭局上，有红二代说，
我们应该反思到1989年，“六四”
之后这个国家整个走歪了。也有人
认为，要从1966年“十年浩劫”
开始反思。还有人表示，应该从
1949年反思，反思共产党在中国
建立的这套体制究竟对不对。最后
一位红二代说，真正的反思必须从
1921年中共诞生开始，反思中华
民族这百年来走过的路。



为什么说“神看人心”？ 中共是破坏宗教自由的首恶

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
佛和鬼灵的存在，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
一位。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岳帝庙，偶遇掌管“右镜台”的司
镜吏。

司镜吏说，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
伪装粉饰，隐匿欺骗，有人干坏事被蒙混过去。所以上
天诸神合议，决定将“业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
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

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映之下，人的内心世
界便都淋漓尽至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
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
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
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心地圆润精莹如
明珠的人则很难找。

“我负责站在心镜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每个人真
实的心理变化，每三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
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
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 

今年3月～5月底是纽约市的疫情高峰，很多护理
员担心染疫，不敢出门上班，很多离不开人照护的老人面
临无人照顾，护理公司为了找到护理员也急得跳脚。

66岁的护理员石文丽家住曼哈顿，是康怡公司的护
理员。她无惧疫情，坚守岗位，并把别的护理员因担心染

10月 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访
问期间表示：“世界上三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滥用者——
中国（中共）、伊朗和朝鲜——收紧压制政策，以镇压
自己的人民。”“中国（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对
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中共是对宗教
自由的最大威胁。”

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教人修炼“真、善、忍”，祛
病健身有奇效，福益社会，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弘传，
而唯独遭到中共打压。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
10月“中秋节”“重阳节”期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
学员65名，其中有19名 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的80岁。2020年前十个月，
至少有3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

中共肆无忌惮地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剥夺他们
的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上最恶劣、最野蛮、最不人道
的人权侵犯。中共官员及其追随者对神佛犯下大罪，必
然遭受上天的惩罚。百年红潮终将尽，天灭中共正当时，
至今已有3.67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
离共产邪灵，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华裔护理员无惧疫情  荣获“英雄证书”
后面是呼啸的救护车，前面是匆匆走过的路人，
他们看到我们平静地打坐，经常说：“我们需要你们！”

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
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

3.67亿人“三退”，远离共产邪灵，
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祝你平安

修炼法轮功的护理员石文丽丝毫不担心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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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不敢出门的空缺也填补了，承担更多工作，一周照顾
三位老人。为此获得护理公司颁发的《英雄业绩证书》，
称赞她“挽救了许多生命”“您的英雄事迹载入史册”。 

石文丽无惧疫情的信心来自于她修炼法轮功。她
以前手臂因患严重肩周炎抬不起来，从小就患 “心动过
缓”，修炼后都消失了。她表示，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特
性“真善忍”修炼，有很强的能量场抵御病毒、消灭病毒，
可以纠正人身体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外邪不侵”。她一
有空就到中央公园炼功及教功，不担心染疫。

“我们在这打坐放的是很平静的音乐，后面是呼啸
的救护车，因为这边就有医院嘛。前面是匆匆走过的路
人，他们都戴着口罩很紧张。当他们看到我们很平静的
时候，他们经常说：‘我们需要你们！’有人竖起大拇指，
有人向我们双手合十。”

石文丽说：“疫情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人类社会道德的下滑，带来很多的天灾人
祸，人世间充满着不安定，希望有更多人相信‘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获得平安。”

明慧网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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