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链女调查报告令官方信誉破产

近日，美国会众议员哈

兹勒提出议案，要求禁止中

共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家

人，进入美国就读。

哈兹勒提出过大量对抗

中共的立法，她也遭到中共

政府的制裁。哈兹勒此次提

出《保护高等教育不受中国

共产党影响法》，锁定中共

政治局常委及其家属，包括

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

妹与孙辈。她痛批当中共犯

下种族灭绝暴行时，却继续

送孩子到美国接受世界一流

的教育。

根据哈兹勒提供的资

料，在2020-2021学年，有

超过31万7000名来自中国

的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包括

中共官员的家属。她特别点

名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曾于

2014年在哈佛完成本科学

位，2019年入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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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曝光
铁链女非小花梅

丰县只是
冰山一角

警察大哥：
“退，当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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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在办理结婚登记时，违

规按董自报信息填写时的

“笔误”。网民嘲讽：这“笔

误”刚好掩盖了女方的真

实身份。

通报还将8个孩子中

的长子董香港的生日从

1997年7月改小到1999

年7月。网民指，这是为

了掩盖与结婚证上的办证

时间不符，1997年小花

梅还在云南，怎么跑到徐

州生孩子？

通报把绑架、强奸、

非法拘禁、残害说成“虐

待家庭成员”。有网友讥

讽，“强奸多次就是合法

婚姻，强奸24年就成家

庭成员了。”

通报中只轻描淡写

地行政处分了几个丰县官

员；调查组成员中有徐州市前公安局局

长陈辉。民间认为，这是“自己查自己”，

最后抓几个替罪羊蒙混过关。

网友鲁难嘲讽，第五版通报“唯一

成功之处，是做到了让所有人都不相信。”

其实，中共知道我们知道它在撒谎，

但有人一语道破：“党根本不在乎你信不

信，只问你服不服！””

可这次不同了，铁链女唤醒了中国

人的良知。2月23日，有大学校友在网

上发起联署，要求江苏公开通告的相关

信息，签名的校友已超过800人，涉及

人大、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等。

另有大陆一位红二代发起实名签署，

要求彻查此案。虽签名群屡遭封杀，仍

有逾千人联署。

@静马静马发微博截图，她举报了

江苏省纪委书记王常松和江苏省公安厅

长刘旸。她表态，自己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文死谏，武死战。如果不能为

人民发声，我读书又有什么用！”

引发舆论关注的“铁链女”案，在

徐州当局发布四次通报未能服众后，江

苏官方成立调查组，2月23日发布第五

份通报，再次引发网络海啸。

外界评论，江苏省的第五份通报只

是重复徐州第四份通报的内容，细化了，

因为第四份通报是经过公安部同意的，

所以不可能推翻那个结论。

一个微信公号发起对江苏调查结果

的“信任投票”，选择不相信的人占77%。

通报继续咬定“铁链女”是杨某侠，

即小花梅，并否认她是四川失踪女孩李

莹。声称，对比照片差异大是因为年龄

增大，容貌发生变化。

有网友说：“当全国人民瞎吗，还是

你们黑心烂肺。”海内外网友开始了名为

“同一个人”的P图游戏，讥讽中共当局；

还仿照“指鹿为马”，创造了一个新成语

“指莹为梅”。

网路上曝光的杨庆侠与董志民的结

婚证上，杨的年龄是52岁。官方这次直

接把其降到44岁，声称是欢口镇民政

美拟禁中共高官
子女赴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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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传到网上的小花梅照片，是

赵先生从小花梅舅舅手机上获得的。

之前，已有两位前记者采访了小

花梅的亲友和村民，指出她的邻居、

儿时玩伴、舅舅、堂弟、表弟等人，

仔细看过视频，辨识口音、五官、眼神，

都无法确认是小花梅。

人们指出，既然当局确认铁链女

是小花梅，就应该让她与云南的亲人

尽快团聚。为何始终不这么做？

2月23日，一直营救铁链女的

“骄傲女孩”发推文说，“铁链女”并

不傻，当初见到“骄傲女孩”成员时，

多次用筷子摆出“11”，然后用手在

后面画圈，暗示“打110报警”；当

小声问她是哪里人时，她又用筷子摆

出“111”，其中第一根筷子稍微倾斜，

构成“四川”的“川”字，她怕对方

看不懂，又把第一根筷子拿掉，直接

用手比划出一撇。

多方证据证明，铁链女就是李莹。

人脸识别技术人员通过比对铁链女和

李莹的照片，发现相似度惊人；网友

从董集村村民口中得知，铁链女自己

告诉村民她叫李莹；出生在丰县的大

陆导演王圣强曾披露，当地人都知道

铁链女是李莹，还说他有村民的录音。

但因为李莹父亲是军人，说出来会动

摇军心，因此当局不让她是李莹。

现在，铁链女已被关入精神病院，

下落不明，人们为她的生死安危担忧。

自媒体人大宇哀叹：“铁链女刚从董家

出来，又在‘赵家’消失了！”

铁链女DNA报告异常
江苏调查报告出炉后，官媒视频

给出部分“物证”，其中包括铁链女

和小花梅亲属的DNA鉴定报告。

当天网友“荔直播”在微博发帖，

从官方视频截取DNA鉴定报告，增

加清晰度后，发现第11条鉴定为：

送检马甲（推测是小花梅母亲衣物）

上的一份附着物检出的DNA所属个

体与铁链女“不符合单亲遗传关系”。

就是说，铁链女不是小花梅！

当局咬定铁链女就是小花梅，是

公开造假。官方通告还说，李莹母亲

与杨某侠的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

了生物学亲子关系，认定杨某侠与李

莹不是同一人。

民间指出，铁链女与李莹妈妈应

该面对面提取DNA样本比对，由第

三方检测，而不是由公安自己做。此

前，李莹的叔叔不接受江苏官方的比

对结果，他多次提出想见铁链女，并

重新比对DNA，但江苏官方没同意。

采访录像曝光 小花梅舅舅摇头
官方通告称铁链女和小花梅相貌

差异大，是“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

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

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

江苏报告出炉后，推特账号“幸

福个鸟”公布了多个在云南省亚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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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访视频。推主是大陆前媒体人赵

先生，他对大纪元表示，自己2月11

日从北京到小花梅老家，跟很多村民

接触了，他出示了铁链女的照片，每

一个见到的人都说不是小花梅。

小花梅的舅舅指着两张照片一直

摇头：“这不是，这两个都不是……”

赵先生第二次采访，小花梅舅舅

改口说“是不是我也不好辨认”，透露

央视曾到访拍摄，公安给他打过电话。 新唐人

铁证曝光 铁链女非小花梅

网传视频显示，小花梅舅舅指着“铁链女”
和李莹的照片不断摇头：“这不是，这两个
都不是……”

1、小花梅舅舅手机中的小花梅照片；2、杨某侠结婚证上的照片；3、李莹；4、央视报道杨某侠（网友称“铁链女”）在医院接受治疗
的视频截图。有网友感叹，历经20多年的磨难，小花梅竟然比当初漂亮得多，从脸型、眼型、鼻梁到眉距，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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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将徐州锁链女事件定性为“网络舆情”，为之专门成立了“1.28舆情处置指挥部”。

死了。

两位去看望铁链女的女孩在徐州

遭拘留、殴打。有人因在街头发传单

被抓。

调查组成立次日，社交媒体上有

关此事件的话题大规模被删贴封号。

网络上多起丰县法院不准许被拐妇女

离婚的判决已经删除。有关话题的书

籍一律从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下架。

先前参与声援联署的各大学校

友，陆续接到要求退出联署的通知。

多所高校依照“上级指示”，要求教

职工不再转发丰县事件，在课堂上也

禁止谈论，“违者后果自负”。

官方组织更多“网络水军”攻击

网络质疑者，称其为境外敌对势力“递

刀子”。

众网友强烈不满，谴责中共“不

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海外民主人士谢万军表示：“他们根本

就不调查，直接耍流氓了。”

日前网民翻出了铁链女早前的视

频，她重复说自己“就跟妓女一样，

成天”，并恳求来访者留下来（救她）。

她还说，“这家人都是强奸犯。”

有知情者告诉新唐人，铁链女就

是从四川南充拐卖来的李莹。因为李

莹面容姣好，她的经历也就特别悲惨。

当地头面人物有对新买媳妇“尝

鲜”的规矩。“李莹实际上是人贩子

用来性贿赂当地干部的性工具。”由

于她“咬人”反抗，被人把牙齿拔掉，

舌尖剪掉。

“董志民被选为接盘侠，是因为

他有残害被拐卖女以致灭口的经验。

当地干部强奸李莹怀孕后，儿子生下

稳。因为此事酿成的特大舆情，已危

及中共的执政安全，令中共高层震怒。

丰县董集村及周边若干村落被数

十公里的铁皮墙严严实实包裹起来，

村子的所有入口都设了关卡，禁止民

间采访调查。丰县武装部把董集村封

江苏省委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成立

调查组之后，第一时间调查谁泄露了

杨庆侠与董志民的结婚证，超过100

人遭到公安传唤。

有人评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彻

底一锤定音的封杀”，为中共政权维

第五份通报是如何“调查”的？

大纪元

新唐人

铁链女被官强奸生育 董志民代官养儿

拍案惊奇

来让董志民代为抚养。”

董志民曾经对村民讲过，“生下

来我都认，别管是谁的种，都得管我

叫爹。”

知情人谈到，“李莹能生儿子的

信息在当地干部们中间传开后，她不

断被干部们强奸生育。”“董志民超生

没有被处罚，反而得到扶贫款，都是

当地干部们运作的结果。”

有位四川网友指，铁链女说的

就是他家乡的四川方言。在老家，有

很多人贩子拐卖当地的中学生，供应

给全国各地官员们淫乐，其中包括江

苏。很多女生被官员或公安蹂躏致死，

或被拔牙，被打断腿。官员们蹂躏过

后，才将她们转卖给贫穷的农民生儿

育女。

2月22日，“骄傲女孩”再次爆料，

铁链女是董的弟弟董志芹当年“免费”

领回家的。

网友分析，被董志民残害的女

性可能有三个：大儿子董香港的生母

“杨庆侠”；结婚证上的女子“小花

梅”；第三个才是铁链女。而前面两

名女子究竟是死是活？身在何处？都

还是未解之谜。

据当地老人回忆，1985～ 2000

年间，董集村就有30多名被拐卖来

的女人死亡，“有的被打死，有的喝

农药自杀。”刚死一两个的时候，就

是“扔河里”。后来死得多了，丰县

县城就有人来“收尸体”，然后卖给

徐州医科大学，或卖去稍远的南京医

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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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官员及人员彻底调查处

理；全面清查徐州及中国各

地的人口拐卖并予以解救；

修订中国《刑法》以严厉打

击拐卖妇女及儿童的行为。

随后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和四川大学等也发起联署

公开信。

北大教授吴必虎针对

妇联麻木不仁，要求“全国

妇联道歉，，徐州妇联解散”。

人大、清华等也有教授发声。

艺术界的声援
17日，严正学等几位

著名老艺术家发起公民联

署，到次日下午已有272

人签名，包括很多体制内知

名度很高的艺术家。

70后女艺术家张九云

发起“断链”行动，二三天

内就收到来自上百名艺术家

的作品，分别以诗歌、音乐、绘画、

影像、雕塑、装置等形式呈现。

金融圈在行动
就连金融圈也展开了抵制、下架

徐州和丰县金融产品的行动。有网友

说，第一次看到金融业的气节和良心。

有业内人士发文感叹：只因为“是个

人都看不下去了”。 

时评人唐靖远表示：“铁链女事件

最本质的一个东西，就是生而为人就

不应该这样被对待。这是任何一个还

有人性在，还有最起码的善念良知在

的人，都能够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我

们看到绝大部分国人内心深处的最柔

软、最宝贵的东西其实是依然存在的。”

有网友形容：“她的锁链一定是

世界上最贵的项链，因为赎买它需要

整个民族的良知。”

“铁链女”事件击穿人类良知底

线，成了中国人的一次道德自我救赎。

 2022年第一只黑天鹅？民意汹涌

希望之声 看中国

虎年新年即将到来之

际，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集

村“铁链女”事件曝光，引

起全网震惊和愤怒。在汹涌

舆情的倒逼下，官方先后发

出五份通告，前后说法矛盾，

漏洞百出，特别是有关铁链

女真实身份的认定，让人们

见证了中共的撒谎和流氓。

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

了危机。正如一位网民所说

的，“我与谷爱凌差了十亿

次投胎，而与铁链女只差一

记闷棍。” 

民间的觉醒 全民挖
真相

2月7日晚，近百名女

子自发连夜驱车前往丰县，

探望铁链女，遭到警方拦截。

第四个通告发布后，两

位云南前调查记者等志愿

者，自费前往“小花梅”的老家云南

亚谷村，挨家挨户敲门采访，结果村

里每个人及小花梅的妹妹都不认识铁

链女。

大陆调查记者邓飞2月15日在

微博晒出董志民与杨庆侠的结婚证，

是该案的重大转折：杨庆侠长相和年

龄与铁链女完全对不上，与小花梅的

年龄也不符。揭开了事件背后隐藏的

更多黑幕。

2月14日，湖南岳阳市10名市

民走上街头，手举要求彻查的标语。

上海一群女学生于19号晚在淮

海路上发传单；一位年轻男子在地铁

里一节一节车厢地走，呼吁大众持续

关注铁链女事件。

很多以前的“小粉红”看到了中

共不堪入目的罪恶，醒悟了。

第五份通报发布后，新华社就该

事件发表13问，不料引来评论区千

余人跟帖：“李莹你受苦了”。

仅微博上的传播量就达50多亿，

远超人们对冬奥会的关注热度，是中

国有网络以来最大的舆情事件。对中

南海而言，这无疑是一只突如其来的

黑天鹅。

来自体制内的声音
2月21日，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

发微博：“丰县肯定只是冰山一角，其

它的呢？ 21世纪还存在这么原始行

为，人性去哪里了？” 

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的诗

《战徐州》在微信圈热传。央视前主

持人赵普也公开发声揭露。

高校发声
2月15日，陈汉聪博士在微博

发布“北京大学的一百名校友向中国

最高当局发出公开信”，入学年份横

跨逾50年的100名北大校友及在校

生联署。公开信提出四项主张：对受

虐女子的真实身份进行调查认定；对

她被拐卖20余年来涉嫌渎职违法的



链。徐州周边的河南、安徽和山东三

省交界处一些县市，同样是贩卖妇女

的重灾区。地方宗族势力、基层官员、

司法部门都协力掩盖罪恶，被拐卖来

的女子根本没有出头之日。

深层原因来自中共的制度之恶。

在中国不管做什么生意，要想做大，

可持续，就必须勾结官员，这是一条

铁律。无论人贩还是买家，不用金钱

和性奴贿赂官员，就会受到堂而皇之

的依法严惩，更不可能形成巨大产业

链。官员或参与买卖人口，或充当黑

恶势力的保护伞。

根据《刑法》，非法购买一只鹦

鹉，最高判5年，但非法购买一个女人，

最高判3年，相当于买20只癞蛤蟆

的最高刑期。难怪“打拐”越打越多！

时评人横河指出，人口贩卖在历

史上从未杜绝过，但从来没有像在中

共统治下这么严重。

“铁链女”动摇中共统治根基
自由亚洲电台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八成网友认为，铁链女悲剧的罪魁

祸首是中共体制。有网友说，“假如

把封县的罪恶揭开了……涉及犯罪的

官员太多，怎么办？……参与强奸（锁

链女）的干部不是一两个，有的已经

爬到高位，罪恶揭不揭？……即便把

江苏打扫干净，全国怎么办？超出

100万怎么办？超出200万怎么办？

动摇国本怎么办？动摇党怎么办？”

旅美教授谢田表示，“铁链女”

戳破了中共全民致富的谎言，并把中

共各级官员撒谎成性、强权、凌辱百

姓，所有肮脏内幕全暴露出来了。你

可以看到中共治下整个社会烂透了。

通过此次事件，中共的公信力荡然无

存，老百姓不会再相信这个政权。

时评人张杰表示，一个权贵荒淫

无度、纸醉金迷，让无数的底层民众

毫无尊严苦苦挣扎的政权该结束了。

锁链女事件正在动摇中共统治根

基，也让全世界更加认清中共。觉醒

了的中国人只有退党、退团、退队，

用自己的行动让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才能结束自己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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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娅整理

丰县只是冰山一角

尽管中共拼命封杀，民间依然在

行动，中国人麻木已久的道德意识正

在苏醒。有分析指，“锁链女”事件

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

人口拐卖路线图撕开地下产业
链黑幕

2月21日“骄傲女孩”公布了“铁

链女”当年从南充被拐卖到丰县的详

细路线图，称这是“辛辛苦苦20多天”

的调查结果，得到当年一些警察的帮

助，也包括曾经参与人口拐卖、现在

有了赎罪愿望的人。

这个路线为：四川南充——重

庆——贵州贵阳（所有云贵川被拐

妇女汇合地）——湖南长沙——河南

郑州——江苏徐州铜山县 (今徐州

铜山区）——徐州——铜山县——丰

县——欢口镇董集村。

“骄傲女孩”写道，“一位老爷

爷跟我们说：那些人贩子手里都有命

案，但人家就是没事！还有一个爷爷

说：我干了一辈子公安，看到了这么

多事，你们知道做事是不能靠法律的

吗？……还有一位说：你们打听这干

啥，那多大沿帽都管不了事……”“在

南充，除了李莹家不承认铁链拴着的

是李莹，全南充都知道她是李莹！”

人民大学校友鲁难爆料：检索徐

州官方的户籍数据库，2010年徐州

还没有小花梅的信息。而且，董志民

至今的婚姻状态显示：未婚！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导，丰县

数起被拐卖妇女离婚案，法官均不支

持原告的离婚诉讼。许多女子走投无

路，最后只能自杀。

官方资料足以显示，当地拐卖妇

女已合法化，操作随意、公开，到了

无法无天的地步。

据悉，董氏宗族在徐州形成了盘

根错节、势力庞大的权力体系网，上

达北京某些部委，下至县乡各行业，

红黑两道通吃。这次事件，董家有人

以同归于尽威胁徐州市委书记、纪委

书记、丰县县委书记和各级公安局长。

留美学者何清涟指出，徐州的人

口拐卖,存在一个涉及地方政府直至

基层党政系统、警方、法律的犯罪共

同体的共犯结构。

何止徐州，整个中国都已经是红

黑一体的黑社会化了！

有媒体人披露，中共的人口买

卖在上世纪80年代后就一发不可收，

历经40年，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



我大哥上世纪80年代考入警校，

毕业后当了警察。起初，他也想做个

廉洁、为老百姓做事的好警察，但在

那个大染缸中，逐渐沾染了很多坏习

气，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易怒。他的

面相也变了，看起来很凶。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我每次回

父母家时，大哥都会嘲讽我，我尽量

充耳不闻，但我知道一定要想办法给

他讲真相。

2000年大哥到北京出差，我利

用吃饭的时间给他讲了真相。这次他

的脾气很好，只是叮嘱我要多加小心。

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播出后，大哥以专业人士的眼光一眼

就看出是造假。从那以后，他不再提

不让我炼功的事。

又过了几年，一次回家，我问大

哥：“你那些警察朋友是不是有很多

（参与迫害）遭报应了？”大哥居然没

反驳。后来我听别人说，不久前有两

个警察开车时，突然发生爆炸，警察

活活被烧死，这背后应该是有原因的。

不过，我和大哥见面次数很少，

也因为我有点怵他的脾气，所以虽然

和家里其他人提到“三退”（退出中

共党、团、队），但一直没和大哥说。

2008年大年三十，全家人正在

吃年夜饭聊天，大哥突然问我：“你

们是不是在‘三退’啊？”我心里一

惊，连说：“是啊，你要退吗？”“退，

当然退！”大哥当时是预备党员。吃

完饭后，我又单独和大哥确认了一下，

他再次明确表示“退”。于是我上网

给他办理了“三退”。

20多年间，大哥虽然也遇到过

一些危险，但都逢凶化吉。6年前，

了解一些内幕的大哥因看不惯中共官

场的丑恶，选择了工作满30年后退

休，在家养养狗、锻练身体，他的面

相也变得温和了。家庭每次聚会，他

都会大骂中共。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做

了“三退”。

可以说，我大哥是中共体制的受

害者，也是通过切身经历认识到中共

邪恶的警察。当中共体制里越来越多

的人从内心抛弃中共时，中共还能存

在多久呢？

6 见证

警察大哥：“退，当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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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6日，法拉盛新年大游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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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 醒

前几天，我在公交车上见

到一位看上去约60多岁的男子，

说话声音洪亮，也很健谈。他

告诉我，他已经80岁了。我感

到惊奇。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

法的真相，然后正好和他一起

下车。

他走在大街上，当着众多的

人故意大声说：共产党太坏了！

从老毛开始就没干好事。它搞

什么“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中

国人？还给别的国家好多援助，

他说中国人民不怕死。他们当

官的有吃有喝，根本不管老百

姓的死活。江泽民这家伙更是

个蠢货，无德无能，他家人人

贪污腐化，他的手下无官不贪。

中国最穷的是工人，最苦的是

农民，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的钱都上哪儿去了？！

老人越讲越来劲，民众也

都爱听。

我问他：“大叔，您看过《九

评共产党》这本书了吗？”他说：

“我看了，写得非常真实，一点

都不假。”我又告诉他“天安门

自焚”是最大的造假，整个事

件是中共邪党一手导演的。老

人说：“我相信你说的，你们对

共产党揭露得还不够狠，它太

坏了！”

“共产党太坏了”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