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因素，再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

“像我们这样从共产主义国家走过来

的人，都看到过共产主义的恐怖，它的

欺骗、暴力与残酷，对民众的玩弄和蔑

视，都知道相信共产主义未来会是什么

样。但好莱坞的很多艺术家、演艺明星

没有经历过这些，天真地相信社会主义

好。我因为支持川普，受到了很多左翼

人士包括一些好莱坞名人的打压攻击。”

但他表示不会因此而畏惧沉默，会继续

创作大选漫画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美国好莱坞明星、奥斯卡最佳男主

角奖得主乔恩·沃伊特也公开力挺川普，

他在视频中说，美国正面临着“自内战

以来最大的战争”，一场正义和撒旦之战。

他呼吁美国人继续战斗，把这当作“地

球上的最后一场战斗”。他说：“让我们相

信上帝，为川普的胜利祈祷，因为我们

都知道这计票是腐败的。”“正如拳王阿

里所说：‘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直到你挥

出最后一拳。’”

很多人意识到，大选舞弊挑战了美

国宪政，如果不予以纠正会摧毁美国的

秩序与法律，所以很多人不畏打压，在

道德败坏、谎言满天的至暗时刻还能坚

守良知。在第一位指控邮寄选票造假的

邮局员工被特工恐吓、无薪休假之后，

又有3名邮局员工勇敢地站了出来。令

人惊喜的是，被质疑涉嫌参与造假的投

票软件公司Dominion，也有3名员工

挺身而出，证明软件切换或简单地抹去

了超过3800万张选票。这些“吹哨人”

都愿意就所发生的事情宣誓作证。

11月17日，在美国密西根州最大

的县，即底特律所在的韦恩县，发生了

更为可怕的恐吓事件。两名共和党委员

发现，底特律七成地区收上来的总票数

超过发下去的空白选票数，所以拒绝对

投票结果予以认证。当地民主党人却谩

骂他们搞“种族歧视”，对外公布他们及

不惧打压  守护良知

翻墙软件下载
电脑版  https://git.io/fgp88
安卓版  https://git.io/fgm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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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看着美国
  这样堕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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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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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华盛顿举行了数十万

人的挺川大游行，呼吁“停止窃选”,高

喊“美国，美国！”“再来四年！”很多

人认为川普言出必行，是兑现承诺最多

的总统，与爱讲漂亮话的老政客拜登迥

然不同。

大游行中，很多人手持一幅川普敞

开内心要发声但嘴却被封条封住的漫画，

这幅漫画的名字叫《让我听到总统说话》，

出自好莱坞著名华裔漫画家郭竞雄之手。

郭竞雄说：“美国的媒体都对川普噤声，

这不公平，得让总统说话。全世界都知

道民主党造假。民主党的背后是共产主

祝
你
平
安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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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明
刊慧

美国大选也是人性大考，看人在正邪对决的至暗时刻是否能坚持正义。

那个坚持奋战的川普
面对的绝非人中的歹毒
那是来自地狱的红龙
一个叫作共产党的宇宙怪物

当人性都被欲望降服
当人们享受着用良知
从魔鬼那换来的权利与财富
将世界变成共产邪灵的魔窟

他誓言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遭遇了恶势力的疯狂扰阻
诽谤仇恨谣言满天
做得再好也不让他胜出

对神的坚信下
他走过了危机四伏
外斗中共，内为美国谋福
把让美国再次伟大落到实处

不管邪恶操控了多大势力
在正义面前渺小得不如尘土
这是让人选择善恶的良机
关键时刻千万别糊涂

千万别糊涂

郭竞雄创作的美国大选系列漫画《让我听到总

统说话》《计票箱造假》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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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看着美国这样堕落下去！”

大选期间，拜登童年的老邻居保

罗·克罗珀经常把皮卡车停在拜登家

附近，抗议拜登当选。特警局的人来

要挟他离开，他说：“他们想不让我发

声，除非把我埋地6尺！”

他向《大纪元》揭拜登老底，拜

登小时候在他家偷吃小布丁，拜登的

妻子是因为违规停车被撞死，而拜登

却说是卡车司机的责任。他认为拜登

不诚实，是一个空谈的政客，“我们

的国家不能交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 

“拜登要加税，要搞社会主义那

一套，政府垄断医疗保险。”克罗珀

说，“现在民主党做的事情令人胆颤，

我将不惜一切地挽救我们的国家。我

想要为年轻的美国人保留下我年轻时

的美国。我们现在还享有《宪法》赋

予的言论和信仰权利，如果拜登当选，

我们将很快失去这些。我今年68岁，

也许活不了多少年，但我不能看着美

国这样堕落下去！”

很多美国人像克罗珀一样为保护

美国传统价值而战。一位居住在加州

的白人大妈，每天下班就到外面的高

速路边挥动小旗支持川普，一周六天，

每天如此。她说：“加州已经不是美国

了，不能让美国不再是美国了。”她

的坚持感动了许多人。一位网友说：

“不要看只是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举动，

蝴蝶虽小，也可以撼动整个大陆。”

加州是民主党的大票仓，加州规

定低于950美元的偷窃只算轻罪，小

偷拿着袋子进商店偷东西没人敢管。

类似宽松的法案实施后，加州暴力犯

罪增长高于全美其他地区。

如今的加州人正在为反对大麻合

法化而斗争。今年10月，在加州缴

获了高达5000磅的冰毒。联邦缉毒

2 民心

再好的制度，如果人心败坏，制度也就崩溃了，道德回升才是人类的希望。

拜登童年的老邻居保罗·克罗珀（右一）在拜登住宅外抗议拜登。

局局长谢伊指出，哪里有冰毒吸毒者，

哪里的暴力犯罪就上升，而在拜登赢

得初选的俄勒冈州是第一个通过大麻

合法化的，前不久通过少量持有海洛

因、摇头丸等毒品合法化。

美国民主制度是世界的灯塔，但

是再好的制度，如果人心败坏，制度

也就崩溃了。人心影响制度，制度不

是根本，人心才是根本，就像再完善

的法律也管不了人心一样。人心归正、

道德回升才是人类的希望。 大纪元

祝你平安

家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孩子就读的学

校。一位民主党众议员甚至赤裸裸地

威胁说：“我希望你想想这对你的孩子

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上XX学校，当

他们见到非裔同学时……”

这段恐吓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

美国不允许公开别人的个人信息，在

联邦选举中威胁选举官员更是犯罪行

为，但是为了掩盖大选舞弊真相，民

主党人已经无所顾忌了。

第二天早上，川普法律团队大律

师林肯.伍德发推文说，在过去几天
里，他收到了超过正常数量的亵渎性

电子邮件、侮辱和死亡威胁。正邪较

量越来越惊心动魄。

但是川普总统7300万的支持者

中，还是有很多人站了出来。一位黑

人独自一人在街上向人们讲自己为何

支持川普，旁边立着一块“46%的黑

人爱川普”的牌子。在“黑命贵”大

行其道的美国，他这样做需要相当大

的勇气。要知道，今年7月，川普的

著名黑人支持者特拉梅尔在接受福克

斯电视台采访几个小时后竟被枪杀！

美国网友质疑那些口口声声喊“黑命

贵”的，难道特拉梅尔就不是黑人吗？

怎么就不去为他的谋杀而游行呢？

来自大陆的王女士感到：“共产

主义的渗透已经到了我们的社区，左

派的人把我支持川普的牌子偷走。美

国正在丧失法治、民主，左媒已经控

制了人们的思想。希望川普总统能为

我们带回正义和光明。我们不能再让

邪恶覆盖我们的世界，不能让共产主

义占领美国。” 大纪元

上接第1版



机会将会减少，所以加州的华裔大多

反对该提案。

反对者发起了抗议联盟，该联盟

的一位执行理事吴文渊说：“这是一次

全民参与抵制左派政策的运动，也是

华裔积极参与的一次运动。我们成功

地在美国最蓝的州，击败了一个极左

的提案！加州选民在2020年再次决

定，我们要像1996年那样，不分种族、

11月3日，加州选举开票当晚，

由民主党左派力推的第16号提案被

选民成功否决。该提案打着“平权”

的旗号，要在公立大学招生、政府工

作招聘以及合同审批时，将种族、性

别作为考量因素。很多有学养的选民

都批评，该提案是要将歧视合法化。

尤其是华裔受教育程度高，考试成绩

好，如果按照比例平均分配，华裔的

2020年11月28日 3

大纪元

明鉴祝你平安

共产主义曾像鸦片一样吸引了很多人，但实际却像鸦片一样毒害人。

美丽的谎言也是谎言

政绩漂亮的川普为何成为众矢之

的？有人概括：一句“排干华盛顿沼

泽”得罪了所有国内势力；一句“美

国优先”得罪了所有国外势力；一句

假新闻得罪了所有主流媒体；一句

“美国不当冤大头”得罪了所有国际

组织。可是一声初心“让美国再次伟

大”让他赢得史上最高在任总统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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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最高法院前。

性别、肤色、民族或国籍，在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我们赢了，战胜了由政

治体制、企业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

团支持的强大对手。”

天道酬勤， 多劳多得是天理。“平

权”听上去很动人，但平均分配的大

锅饭早已在中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一位从大陆来到美国的华人说，拜登

虽然给你一些糖果吃，但实际上他在

破坏美国的秩序。他不要求过程公平，

而是结果公平。他要每个人按比例享

受公平，而不是鼓励大家努力。

他认为，川普并不是搞种族歧视，

而是要维护普世的价值观。“我们无

论是投资移民，科技移民，还是亲属

移民，都要投入时间和金钱，要抽签，

要通过审批，走漫长的程序。非法移

民翻个墙，跨个山就来了。民主党

所谓的公平和博爱都是在打击遵守法

律、勤奋努力的人，对高学历、工程

师和正在等待抽签的人来说是伤害。”

“拜登上台，马上就要大赦犯罪

分子，给非法移民发绿卡，还要每年

迎接10万难民。这些人进来又成了

民主党的票仓，拜登他们不是为了这

个国家，是为了党派自身的利益，为

个人的利益，很多人看不清这一点。”

共产主义曾像鸦片一样吸引了很

多人，但实际上却像鸦片一样毒害人，

苏共及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都已证

明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不要忘了“美

丽的谎言也是谎言”。

数，而且每一张都是真票。有人跟帖

说：“一句美国永远不要社会主义，让

全球共产主义政权丧胆。”

一位曾在中南海核心部门工作

三十多年的人呼吁美国认清中共的邪

恶。“几年前我就说，如果美国政界

意识不到中共之邪恶，如果美国政界

没有将中共视为你死我活的对手（绝

不仅是对手），如果美国民众没有杀

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并非和中国

合作共赢），那美国、甚至全世界将

为今天的短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挺川灭共”也是为了中国的未

来。中共篡政后，在大跃进、反右、

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造成

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摧毁了中华

传统文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共主张无神论，残酷打压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致使社会道

德一日千里地下滑。作恶者必将遭到

上天的惩罚，天灭中共是大势所趋，

如今已超过3.67亿人选择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

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挺川灭共”
 意义深远

声
音

大纪元



在西方主流媒体对美国大选舞弊

默不作声的时候，英文大纪元以真实

快速的报道吸引了众多渴望看到真相

的人，在苹果应用下载的报刊App

中下载量增幅第一。

大陆也有很多民众通过翻墙了

解真相，一些自媒体发布的华府挺川

大游行文章也来源于翻墙看到的大纪

元、新唐人的一手报道。读者留言：

“希望大纪元越办越好！打破主流媒

体（假新闻）垄断真理的魔咒！”

李大宇是新唐人《新闻拍案惊奇》

的主播，他以新锐的形象、流畅而清

晰的分析吸引了观众。网友给他留言

称：“如果民主党赢了，那是美国的

灾难、世界的灾难！天佑川普！”“邪

不压正，造假只会让更多单纯善良的

美国人从梦中醒来。”

大宇曾在央视做过实习编导，他

认为央视完全是中共的喉舌， 而在

《新唐人》可以实现一个媒体人真正

的价值：“我们致力于揭露对弱势族

群和信仰团体的人权迫害， 食物安

全、环境污染以及贪污腐败等问题的

真相。尤其是对数百万无辜的法轮功

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大宇的母亲修炼法轮功。1999

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

善、忍”宇宙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开始

残酷迫害，大宇的妈妈因为告诉世人

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进臭名昭著的

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大宇亲眼目赌了

这一切。

他在一期节目中说：“打土豪分

田地，你不是地主，你躲过去了；反

右，你不是知识分子，你可能躲过去

了⋯⋯但是，体制不变，你和你的下

一代，最终逃得了吗？没轮到而已。”

观众纷纷留言称赞“超精彩”“正好

是我的心声”“听得过瘾！” 

翻墙看真相  越看越明白
西方主流媒体对美国大选舞弊默不作声，大纪元、新唐人勇揭真相。

新唐人

祝你平安4 真相 2020年11月28日

李大宇主播
的《新闻拍
案惊奇》很
吸引人

中共官媒为何
要掐掉这段视频？

流亡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

光诚指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

到底谁反共更有力？最简单的回

答就是看中共的反应。10月7日

晚，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和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在犹他大学

举行副总统辩论会。当彭斯回答

关于中国问题、批评中共时，中

国境内转播的画面立即被切断；

而当贺锦丽回答同一问题时，直

播画面恢复正常。

川普及国务卿蓬佩奥大喊制

裁中共高官，禁止党员入境，冲

破中共防火墙，中共闻风丧胆，

害怕中国人听到国际上反共的呼

声，也害怕中国人了解川普在美

国得到的支持，所以对美国大选

真相进行了很多歪曲报道。

11月14日，数十万民众在

华盛顿DC举行支持川普的大游

行。但大陆央视网称川普和拜登

的支持者都举行了游行，双方在

白宫外对峙。

央视新闻11月12日援引美

国CNN的消息称，佐治亚州州务

卿表示：“正在进行的调查中并没

有看到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证据。”

但事实上，早在11月6日，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雷·特

瑞纳就在电视节目上公开指出，

由于“选票观察员没有获得有效

的方式进入计票地点”，因此“我

确实相信在这些地方发生了选举

欺诈”，“否则，他们将允许观察

员进入”。

他尤其指出，宾夕法尼亚州

和其他州并未以透明方式进行计

票，是“非法的”。而川普提起诉

讼是“非常有效的指控”，法院应

对此进行“全面审查”。

洗 脑

大纪元

“三退”保平安
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时，发过要为它献出生

命的毒誓。声明“三退”（退党、团、队）就会解除毒誓，
在天灭中共时得到神的保佑，避免无辜地成为它的陪葬。
真心“三退”，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可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 扫码“三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