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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记录了郭文贵先生自 2017年 4月份开始的爆料革命以

来，郭文贵先生爆料、预测及实现的所有关于中国和国际的

大事件。 

感谢郭文贵先生为世界带来了真相，并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感谢战友之家听写组、视频组和全程参与大事件整理的所有

义工们。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请点击你要找的大事件和人物的关键词，会进入相关事件的

标题。 

2.点击事件标题，会进入郭文贵先生爆料的相关信息。 

3.电脑 window 系统阅读的用户， 返回目录请按 Ctrl+左右

键。 

4.手机用户按返回键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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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阿里巴巴  埃利伯里  艾未未  安倍  安全部(安全部 12局)  暗网   

澳大利亚  澳门  澳洲(澳洲战友) 

B 

巴西  白班瑞  白宫请愿  白手套  百度  班农  保健委员会  爆料   

爆料革命  爆料原则(爆料革命原则)  爆料计划  爆料目标  爆料目的   

爆料资料  北大  北戴河(北戴河会议)  北京高院  北京经济论坛   

北京银行  比尔戈茨  比特币  博尔顿  博讯  渤海金控  不反习   

布隆伯格 

C 

财新  蔡锷生  蔡小洪  蔡英文  操纵媒体  曹长青  岑子杰  曾宏   

曾庆红  曾伟  常委  朝鲜  车峰  沉默力量  陈峰  陈刚  陈军   

陈氏兄弟  陈水扁  陈文茜  陈小鲁  陈小平  陈彦霖  陈主教   

吃草  储备美金  川金会  川普(川普总统、10月大选)  春晚  慈航  

崔永元  CCP货币  CCP经济  CCP(共产党)  CCP白皮书  CCP崩塌  

CCP大礼  CCP大外宣  CCP党内  CCP的威胁  CCP对港政策(CCP治港)   

CCP对台政策  CCP股市  CCP官员  CCP戒严(CCP戒严令)   

CCP 金融（CCP 操纵股市）  CCP 军队(CCP 军企\CCP 军事)  CCP 内斗  CCP 软肋  CCP 杀人  

CCP维稳   

CCP治国（以黑治国、以假治国、2025、2035、2050）     

D 

达赖喇嘛  大卡车  大连法院  大陆  大陆警察  大庆  大事  大外宣   

大湾区(大灣區計劃)  大校  戴永革  弹劾川普  当委会  盗国  盗国贼   

电影业  钓鱼  定点爆破  东京爆料  东三省  董克文  董仚生  董瑶琼   

毒丸计划  对港四大原则  对台工作(对台政策)  多维 

E   

俄罗斯  ElliottBroidy   

F   

法国  法国女人  法拉盛中国城  法律  法治  法治基金  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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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遣法  梵蒂冈  梵蒂冈教主  方老  方正(方正证券)  防火墙  房地产  

房峰辉  菲列普羅斯勒  分化(分化战友)  芬太尼  凤凰城  佛教   

福建帮  傅才德  傅政华(傅振华)  FBI  Franch   

G   

港币  港大  港股  港警  港商  高冰尘  高辉  高盛  高艳艳(高燕燕)   

歌星  隔空取钱  公安部  公检法  攻击文贵  龚小夏  谷歌  股票   

关税  官员双规  贯君  贵州大数据  郭宝胜  郭媒体  郭声琨  郭台铭   

郭文贵  郭先生预言  郭先生资产  郭战装  国安(国安委\国保)   

国际金融  国际社会  国企  国外媒体  G20  G7     

H   

哈德逊  海航(海航股份)  海康威视  海南  海通证券  海外华人   

海外媒体  海外民运  海外渗透  海外特务  海外投资  韩国瑜   

韩连朝  韩正  汉能  何鸿燊  何频  贺龄乐  黑交易  黑警  黑客   

黑石  红黄蓝  胡锦涛  胡平  胡舒立  华斌  华尔街  华尔街日报   

华平基金  华人世界(华人犯罪)  华为  换汇  黄芳  黄金护照  黄艳   

汇率  霍尔木兹海峡  

I   

Inty  

J   

饥荒  姬胜德(姬德胜)  基督教  加拿大  家族信托  贾鑫  假钞   

假视频  假新闻  假疫苗  假帐号  监控  监听器  剪羊毛  江家   

江绵恒  江泽民  江志成  交通部  教育  解放军  戒严  金泉广场   

金融票据  金正恩  进博会  捐款  军办七局  军工厂   

K   

卡尔巴斯（凯尔巴斯）  凯林  柯文哲  科技  空姐  昆仑银行     

L   

拉黑  赖昌星  蓝标  蓝金黄  老百姓  老兵  老领导  李登辉  李飞飞   

李洪宽  李家超  李嘉诚  李鹏  李小加  李友  李祖原  联合国   

梁冠军  梁颂恒  梁振英  粮食  两会  量子技术  量子电脑  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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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  令谷(令谷车祸)  令计划  令完成  刘冰  刘呈杰  刘鹤   

刘銮雄  刘士余  刘特佐  刘霞  刘延东  刘彦平  刘志华  龙脉   

卢比奥  卢伟聪  路德  罗杰斯通  洛杉矶  吕志和  绿地  64   

Lady May  Larryking     

M   

马哈蒂尔  马航  马化腾  马建  马克龙  马来西亚  马蕊（马瑞）   

马云  麦康奈尔  卖港贼  茅台酒  媒体  美朝关系  美东之声  美国   

美国步枪协会  美国对台政策  美国行动  美国军事  美国司法   

美国养老保险  美金(美元)  盟组织  孟海晶  孟宏伟  孟会清  孟建柱  

孟晚舟  梦中郭九条  秘密会议  免费会员  灭爆小组   

灭共(全球灭共、以共灭共)  民进党  民主  明镜  摩西   

莫道夫  默克爾  

N   

南海(南海问题)  南宁偷拍  南普陀  南普陀计划  内涵段子  娘娘庙   

纽约时报  女间谍  NBA  NGO  NickieLumDavis     

O   

欧盟  欧洲  欧洲行动  欧洲政府   

P   

潘多拉盒子  潘石屹  盘古  彭培奥(彭佩奥)  彭斯演讲  骗捐  平安  

 平爆小组  平民主义  迫害文贵  P2P  PAG  Pairs  Politico   

Q   

起诉  器官移植  千人计划  遣返  窃取科技  窃听器  秦城监狱   

青年姐姐  情报机构  区块链  屈臣氏  曲国娇  曲龙  全面共产   

709  717  787   

R   

人大代表  人民大会堂  人权法  仁和地产  任正非  瑞安平   

瑞士银行  RogerSton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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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狗  沙特  沙特记者  上海  上海帮  上海局  上海銀行  上天之力   

深港計劃  深圳  盛京银行  十八大（18大）  十九大（19大）  石油   

史蒂文  世界格局  世界金融  世界银行  手机监听  数据链  数码港   

数字货币  双汇  双龙行动  双面间谍  双修  私企国有化  私人企业家   

私人资产  私生子  四大不要脸  四中全会  诉讼  算命先生  孙力军   

孙瑶  索罗斯  3F计划（3F)  419（419断播）  SamNunberg  sara   

StevenWynn   

T   

塔西佗陷阱  台积电  台湾  台湾大选  太盟投资  太平联盟  太子党   

唐柏桥  特务  天主教  田国立  田惠宇  田玉玺  通货膨胀  铜锣湾   

推特  腿疼死  退伍老兵  脱钩  

V   

VOA   

W   

外派军人  外资  外资撤离  万润南  万维  汪珉  王恩哥   

王建（尸检、王健案）  王健的钱  王健亲友（王健家人、王健亲属）   

王健之死发布会  王立强  王林  王岐山  王强  王清林  王瑞林   

王小宏  王雁平  王毅  王震  王志民  網絡戰爭  威胁文贵  韦石   

维基解密  伪类  伪类官司  委内瑞拉  卫星  喂料  魏鑫  文贵   

文贵过往  文贵家人  文贵决心  文贵三急  文贵使命  文贵视频   

文贵手术  文贵有感（文贵价值观、文贵的智慧）  文华酒店  无人机   

吴小晖（吴晓辉）  吴征  5000万  51共振  5G  Waller   

X   

西藏  西方  西方行动（西方的选择）  西方媒体  西方社会  西郊宾馆   

西诺  习近平（习近平老友）  习王时代  洗脑  洗钱   

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大使馆）  细思  夏业良  现金  相林  香港   

香港法律  香港官员  香港护照  香港金融机构  香港警察  香港银行   

香港政府  香格里拉  向心  项俊波  肖建华  新的袁世凯   

新疆（新疆事件）  信息战  信仰  徐焰  许家印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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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雅虎  亚当  亚马逊  亚美尼亚  亚洲  亚洲文化节  盐城事件  杨改兰   

杨建利  杨健翱  杨洁篪  杨澜  姚依林  叶刘淑仪  一带一路   

一中政策  伊朗  尹队长  英国  英国女王  影子银行  拥枪  勇气   

油管  游行策略  幼女  预测  裕达  员工  袁建斌  岳文海   

粵港計劃  1120   

Z   

砸锅  再教育中心  在美上市公司  造谣  战友  战友基金  战友之家   

张海  张建  张首晟  张晓明  张欣  张萱  张志强  张子强  长江集团   

招商银行  赵丽贞  赵志国  郑若骅  郑晓松  郑州机场  政庇  政变   

政泉  政事小哥  政治  政治绑架  政治局委员  执法黑屋  治港   

致谢战友  中办  中大  中东  中俄伊  中共对外政策  中共官员   

中共领导人  中共特务  中共未来  中共污蔑  中共政府  中共政治   

中国  中国 GDP  中国暴乱  中国城  中国的华盛顿  中国股市  中国梦   

中国企业家  中国契机  中国去向  中国人  中国人权  中国未来   

中国现状  中国银行  中国政治  中海油  中纪委  中粮集团  中美博弈   

中美贸易  中南坑  中日关系  中央警卫局  重庆公安  重要会议  周斌   

周永康  朱镕基  珠海  庄烈宏  宗教迫害  宗教信仰  总参二部   

做空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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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贵州的大数据；陈氏兄弟的谎言 

·阿里巴巴、中國銀行、民生銀行、進出口銀行等將會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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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伯里 

·埃里伯里、史蒂文快要完蛋破产了 

 



 9 

艾未未 

·艾未未是流氓，跟共产党睡一个床 

 



 10 

安倍 

·文贵大赞：日本出了一个伟大的首相 

·安倍晋三戏演被 CCP侮辱到家，日本人跟中国要六条 

 



 11 

安全部(安全部 12 局) 

·安全部 12局社联局：12局负责代管即没收企业，12局社联人士即绑架的企业家。盘古曾被绑架（代

管）。安全部 12局原局长林地因卷入蔡小洪案，没升职为部长助理 

·海航私人飞机最重要作用是给中央领导人联络，安全部出门派私人飞机全是海航的 

·文贵先生列举出十大安全部走出去的企业。 

·文贵揭秘八局九局 

·小揭秘八局：北京最牛的车牌号、地下室 

·八局不仅是特勤局，也是中央政治局的情报局、绑架局，现在还有了执法权 

·王强是专业特工的依据：一有编号；二是其女朋友符合共产党派特务的“红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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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网 

·共产党参与 darkweb暗网，今年 5万亿美元的交易；某大佬要捐款 80亿美元，文贵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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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有巨变 

·澳大利亚蓝金黄的情报 

 



 14 

澳门 

·预言台港澳三地未来三种结局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 娛樂藍金黃，所有的藍金黃的黃，全放在了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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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澳洲战友) 

·澳纽是蓝金黄重灾区 

·澳大利亚是爆料革命中起决定性的国家 

·希望澳洲战友在不影响正常生活安全的情况下帮助传播郭文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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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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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班农代表法治基金到巴西谈合作 

·巴西等国计划给香港人护照，帮助给法治基金捐款的战友们 

 



 18 

白班瑞 

·文贵爆料白班瑞在北京被忽悠，被羞辱 

 



 19 

白宫请愿 

·白宫请愿很重要。 

 



 20 

白手套 

·王建之死是盗国贼对所有白手套的警告 

 



 21 

百度 

·总参二部管台湾事务，扶持赖昌星、派驻百度的工程副总监都是对台工作 

 



 22 

班农 

·路德提问：是什么让班农先生放弃了王岐山的拉拢，而选择和郭先生站在一起。 

·昨天班农先生复述遣返郭文贵的“习近平的亲笔信”通过 SteveWynn递交到总统桌上 

·跟 Bannon研究春晚的事情 

·吴征想尽办法认识班农先生,旨在郭先生 

·和班农先生见面的第一天，讨论的就是“美国当下危险委员会这个项目 

·郭先生去年建议班农见陈水扁和李登辉 

·班农先生面对 cctv的攻击 

·班农代表法治基金到巴西谈合作 

·班农先生改变了西方对香港抗议的看法。 

·班农 11日直播所有说的话，在昨天所有美国政界和全世界引起来了巨大的震撼 

·龚小夏带任务，满口谎言挑拨文贵与班农及战友关系，郭先生让其辞去法治基金职务 

·法治基金 2020年的灭共计划  

·法治基金请 Kyle Bass先生、班农先生当主席，请路德、Sara等战友加入，目的是为了法治基金的正常

运转、永续生存，不论郭文贵生或死 

·班农先生要跟郭媒体一起干一个大平台要干个大事 

·中国人不等于中共 

·文贵转述班农预言美国地产危机 

·班农预言川普弹劾案会使得对付中共更强硬 

·CCP找人挑战班农，挑拨文贵与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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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委员会 

·中国最隐形的权力保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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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 

·将会爆中南坑家人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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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革命 

·王歧山将任国家副主席，如果王任国家副主席，将会加速爆料革命进程。 

·澳大利亚是爆料革命中起决定性的国家 

·爆料革命让中国人尽早不再对盗国贼抱有幻想 

·战友们的个人生活最重要,不要因为爆料革命耽误个人生活 

·蓬佩奥将出任美国国务卿对爆料革命产生巨大影响。 

·爆料革命不能娱乐化 

·社交媒体分散爆料革命关注度的假账号 

·如何在西方传播爆料 

·有一笔资金一定会成为爆料革命的核心力量 

·世界格局随着爆料革命的不断变化也发生着变化 

·海航是这次爆料革命中的重中之重。指出王伟、杨光、谭向东将会非正常死亡。 

·党内有良知的人是爆料革命的核心力量 

·公安部副部长以亲身（惨痛）经历证实文贵爆料的传播量 

·国内知道爆料的人不止两亿。特别是对于体制内的传播，中共表示有点害怕。法国人更是从中看到了商机 

·李嘉诚是个高人，中国现已天怒人怨，爆料革命要拯救 14亿被绑架和欺骗的同胞，让世界更安全 

·爆料音视频的版权由战友管理 

·爆料革命唤醒了一系列的西方大佬，让他们看清了 CCP对中国人的迫害和对整个世界的危害，决定放弃投

资中共成立反共组织。 

·爆料革命会告诉他们今天的沉默就是犯罪就是纵容，只有反抗才会赢。 

·从所有抹黑造谣郭文贵先生种种事件来看，都不能改变共产党王岐山盗国，栽赃杀害王建，关押新疆同胞

的事实。 

·索罗斯支持爆料革命也捐款，但是观点不同，加上支持王岐山，我们不和他掺和 

·爆料革命有价值和没价值一点都不重要 

·爆料革命要成功拯救中国 

·爆料革命真正目的 

·欧洲某国通过爆料革命发现很多优秀的中国人才 

·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是最早和我们（战友）一起发动的爆料革命 

·国内战友被问话调查的规模及郭先生不认可的美国前官员说的支持爆料的人数在 6千万 

·盗国财富干什么和找到这些财富的方法 

·两件不能在直播中说的事 

·不能公布的让郭先生不高兴的事 

·出庭作证和查封盗国贼日本，新加坡的账号及对港一位超级富豪的调查 

·郭先生说要一统海外各种力量然后反共 

·有人会制造暴动嫁祸西方和爆料革命。 

·呼吁战友传播香港真相 

·爆料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是海外华人 

·川普總統將會對美國社交媒體管控。 

·爆料革命引发海啸。 

·爆料革命进入了全球灭共新时代 

·麥康奈爾先生演講是爆料革命走向世界以來最具意義、最具價值 

·發起要美國將共產黨列為恐怖組織，簽名通過 10萬意義就重大 

·战友们一起给国会、白宫和其他部门写了一份报告 

·爆料革命和法治基金在香港抗议运动的角色。 

·爆料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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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请愿签名把中共列为恐怖组织的网页被黑 

·白宫请愿网站被黑，让承包商傻眼 

·国内到处是战友 

·爆料革命最牛的就是戳破共产党的谎言 

·不要被转移视线，香港的事情第一重要 

·传播香港真相是核心 

·区块链表明爆料革命真正进入了最后一步 

·传播香港危机真相是核心 

·爆料革命就是让所有人知道灭共要靠自己 

·爆料革命的影响力未来将会超出我们的想像 

·香港的事情是到了腥风血雨的时候，爆料革命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灭掉苏联的家族支持爆料革命 

·四中全会后中共会继续疯狂，但爆料革命也无法阻挡 

·给郭媒体当顾问的爆料革命里面班农先生连前十名也排不上 

·头两天我们给香港朋友买了很多保护性的东西 

·我们的战友在昨天之前已经告诉我，获得了内部信息；然后，昨天有行动计划，就是要对香港的港大、中

大几个学校进行定点抓捕 

·上海、北京、香港，美国现在一系列的事件，正在酝酿着一个爆料革命新的起点！巨大的风暴！ 

·是爆料革命让西方、让美国把中国人和共产党划分清楚，我们写了成千上万份报告 

·爆料革命是美国和西方接下来对灭共的最重要的参考数据 

·王健案的核心供料人都已经安全出来，而且得到了最高的保护 

·川普总统爆料习近平先生称 14分钟内把香港踏平，验证了爆料革命的信息真实性 

·郭先生提示，下周香港人权保护法案、中美贸易协定、爆料革命的新进展都可能发生 

·新疆屠村灭族，百万人要抓捕，是战友冒着生命的代价给的内部情报 

·预料中的大事没看到发生，不等于没发生，爆料革命需要耐心 

·郭先生谈爆料革命的策略与 30年准备：知己知彼、打进共产党内部、支配足够的钱、集结一切关系、认

识国际友人、发动所有组织... 

·郭先生回复战友现在如何赚大钱的两条路：1、紧跟爆料革命，做更多贡献；2、做爆料革命的媒体。 

·爆王健尸体照片；视频和照片是战友冒着生命的代价提供的 

·解读习近平晋升一批将军 

·爆料革命的意义，在海航王岐山和王健陈峰这些人身上将爆发出来，巨大的人类的最大的一个军事革命！

政治革命！地缘革命！一定会改变人类的命运。 

·第一批去法国调查王健案的战友已经消失一年多。 

·共产党和美国一定会有一战；爆不爆料共产党都会被灭，只是中国人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已 

·爆料革命未来有亚洲篇、欧洲篇、美国篇，军事篇 

·海外欺民贼害人太深，海外华人如不能意识到华人社区中的黑帮组织、沉默力量，再为中共卖命将有大麻

烦 

·呼吁被郭宝胜诈骗的战友把索赔权利卖给一家公司，全面起诉郭宝胜 

·爆料革命带动了在西方让华人团结和华人对自己形象重新树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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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原则(爆料革命原则) 

·郭文贵先生绝对不反习 

·再次重申不成立不参与任何组织 

·再次重申，战友们必须做到的三条 

·文贵绝不搞政治 

·用法律解决郭保胜等坏人，不要为文贵爆料付钱和承担风险 

·永远不会加入组织 

·对战友的四条要求 

·任何战友不能代表爆料革命说话。珍惜信用，战友们要小心 

·不要跟着伪类和欺民贼走，不要围着盗国贼的假新闻转，任何战友都不能代表报革命说话。 

·绝不能卷入中国的政治斗争 

·胜利和成功从来不是有信仰的人追求的，不要带着个人欲望参与爆料革命 

·我们的战友现在衡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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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计划 

·文贵先生爆料革命的策略 

·2019年爆料革命从过去的开启民智到把战场拉向国际，战略不变，定点爆破。91号文件也将会在 19年底

部分爆出。南普陀会议真相也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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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目标 

·很多人希望习近平和爆料革命互相残杀。但共产党体制被灭掉才是爆料革命的目标，中国才会和平过渡到

真正的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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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目的 

·对坏人也要慈悲为怀，目的是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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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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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 

·在盗国贼的眼里北大是中央领导的，就是他们的自留地 

·方正是中国金融第一骗里面的创造者；北京大学是一个淫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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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北戴河会议) 

·2018年 8月北戴河政治分贓大會，將比十九大更嚴重。習近平將出訪幾個非洲國家，絕對會有變數，會

有故事發生。 

·今年北戴河要確定的三件大事 

·關乎香港未來的 48小時，ＣＣＰ兩天內又派了９０００名精壯武警公安來港，北戴河會議期間，習王感

到威脅，王岐山提出：御敵於香港之外，絕不允許把戰局延至國內 

·北戴河會議各號人物對香港的看法 

·北戴河信息 

·老同志在北戴河給各位的 10條信息 

·北戴河會議重要人物 ，中國三地方最忙了，中南坑、葫蘆島印鈔票的、再就是這些軍工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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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 

·北京高院的一個戰友給文貴傳達這盤古被拍賣的背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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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论坛 

·由于文贵爆料说王岐山要请布隆伯格和班农，北京的经济论坛会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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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 

·北京银行 1块钱的存款最起码·5到 2倍的票据抵押担保。北京银行的背后老板贾庆林、刘琪、孟建柱、

孙立军等都在北京银行贷款。 

 



 37 

比尔戈茨 

·比尔格茨要出几个大文章，要搞几个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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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 

·重申文贵不需要、不会要战友捐钱。郭媒体网站被黑发布募捐信息事件，经调查发现所有比特币，都是跟

香港银行、国内、平爆小组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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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 

·博尔顿离开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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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 

·吳征給了 46萬美元，是想讓博訊幹什麼 

·文贵录音由博讯韦石、西诺推出来，最大的收益者石吴征；何频、陈小平危矣。 

·陈军多次给文贵卖博讯。 

·吴征和博讯之间的关系，展示吴征给博讯付款的证据。 

·博讯和吴征，还有瑞马案用同一个律师 

·孟维参（韦石）是在美国最大的黑客的头，博讯网站是钓鱼网站，战友务必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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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金控 

·海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海航所控制的渤海金控的资产、在海外盗国贼给这些常委政治局委员

的私生子女布下的天罗地网，以及在西方布置的间谍网，这种补血的功能，这才是关键。 

·出高价买海航、渤海金控相关的爆料。免费的料我不要，只要是真的料，价钱再高也买。海航盗走的是人

民的钱，必须还给人民。 

·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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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习 

·习王必有一战。不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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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伯格 

·布隆伯格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王岐山。胡舒立、高艷艷影响美国媒体和记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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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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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 

·集体诉讼《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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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生 

·海航的发家史。中国的影子银行几十万亿，严格地讲，都出自于王岐山的铁哥们蔡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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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洪 

·安全部 12局社联局：12局负责代管即没收企业，12局社联人士即绑架的企业家。盘古曾被绑架（代

管）。安全部 12局原局长林地因卷入蔡小洪案，没升职为部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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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 

·爆料台灣蔡英文總統與美國川普總統通電話內幕 

·蔡英文总统访美受到中共流氓骚扰，但也抓住了中共走狗作恶的证据 

·抗议蔡英文总统来美的沉默力量和污蔑郭文贵的人是同一拨人，手法和对付香港的一样 

·蔡英文总统访美过于考虑选举错事良机 

·蔡英文访问美国让人看到了台湾的悲剧 

·蔡英文在美国的外交范围内能做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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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媒体 

·王岐山对媒体操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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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曹长青采访郭先生被断播，说明郭先生影响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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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子杰 

·香港的岑子杰先生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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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宏 

·简单谈与袁健斌、陈军和曾宏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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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红 

·王岐山、孟建柱、曾庆红盗国贼家族控制中国的火葬场、墓地、养老、幼儿园产业 

·过两天爆料仁和地产戴永革，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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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伟 

·过两天爆料仁和地产戴永革，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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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 

·澳门吕志和的资产和很多常委的家人都有关系，跟王健先生和他小舅子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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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专门为北朝鲜现在领导人金正恩先生和金与正女士，向他发出的预告 

·关于 ElliottBroidy、朝鲜的绝密文件以及对金正恩的警醒 

·CCP将玩火自焚 

·中文媒体信息连北朝鲜都不如，CCP无知唤醒美国人对共产党的恨，中国老百姓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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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峰 

·关于双汇  

 



 58 

沉默力量 

·美国国会成立专案部门调查中共大外宣、欺民贼、沉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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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 

·关于王健之死 

·陈峰一度不受宠，有很多怨言 

·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 

·CCP对王健死後的定调。王岐山、陳峰百分之百會死在王建之死上面 

·陈峰玩“双修”；海航是中共领导的“双修”媒介 

·展示几张王健尸体解剖照片，请战友投票选择 2020文贵看春晚风格，票选结果为暴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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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 

·陈刚在政坛横跨三界，和王岐山有养父干儿子之称，是胡锦涛最信任的人，和习近平也非常非常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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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 

·简单谈与袁健斌、陈军和曾宏的接触。 

·陈军多次给文贵卖博讯。 

·三问陈军。 

·陈军有什么不可见人的。 

·陈军在推特上公开造假。 

·陈军的骗子本质。 

·17年 8月，郭先生家中的小型监听器与陈军。 

·陈军去香港，曲国娇接待他，陈回来后曲国娇女士失踪。 

·陈军和其他几个投资者在明镜有大概 55%的股份 

·陈军砸锅 

·关于陈军谎称自己有几个亿美元的明镜股份 

·陈军挑拨郭先生和明镜关系 

·明镜的陈军为了钱砸郭 

·陈军说杨建利认识文贵是他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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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兄弟 

·陈氏兄弟很有背景 

·陈氏兄弟的文件来自中南海 

·和陈氏兄弟的通话信息被篡改 

·郭先生向陈志煜和陈志恒兄弟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 

·和陈氏兄弟的通话恢复，重庆公安便做假案 

·阿里巴巴在贵州的大数据；陈氏兄弟的谎言 

·介绍陈氏兄弟“我盟”有组织，有清晰政治理念 

·陈氏兄弟提供了 190份文件，认证了都是真的，但文贵只使用了 2份。 

·郭先生为陈氏兄弟跟美国政府提“交易” 

·陈氏兄弟被利用成中南坑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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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 

·香港很多官员家人的资产，子女和未来都将在西方的监狱度过;陈水扁一定会回到台湾政坛的核心 

·郭先生去年建议班农见陈水扁和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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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 

·陈文茜和台湾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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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 

·陈小鲁死之前受到最大的刺激是他得到的信息 



 66 

陈小平 

·小平太太消失的 130天裡發生了什麼 

·文贵录音由博讯韦石、西诺推出来，最大的收益者石吴征；何频、陈小平危矣。 

·为何用豹子比何频、用斑马比陈小平。 

·陈小平先生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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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霖 

·陈彦霖女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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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主教 

·美国的天主教主被炒，梵蒂冈的前任教宗被辞职与同性恋。陈主教，暗示香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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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草 

·揭露共产党对外称老大，对内让百姓吃草，全面倒退走统治千年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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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美金 

·提醒中国百姓储备美金、欧元、英镑或者黄金，避免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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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金会 

·川金会的本质是解体共产主义，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国际力量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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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川普总统、10 月大选) 

·川普总统改变了世界 

·CCP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10月大选 

·川普将是美国第二个里根总统 

·爆料台灣蔡英文總統與美國川普總統通電話內幕 

·金正恩横跨中国在越南会见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的政治麻烦和两党斗争导致被弹劾 

·美国中期选举川普总统的共和党赢了，共产党将输掉 100年 

·王岐山道国贼们完全估计错，2020年川普一定会连任总统，更加坚定的推翻共产党 

·穆勒调查报告没有得逞 

·感恩节前后有人要对付郭先生和川普总统 

·川普会在 2020大选后全面动手 

·去川普庄园的女间谍下周上堂 

·川普访日 

·川普总统 2020年大选 

·川普见金正恩是中共安排 

·川普总统爆料习近平先生称 14分钟内把香港踏平，验证了爆料革命的信息真实性 

·《香港人权法案》给了我们爆料革命和香港的被压迫人民灭共的合法营业执照 

·2020會讓 CCP徹底輸掉，而且會激怒川普總統和他的團隊 

·川普總統宣佈了對共產黨的為貨幣操縱國的意義是什麼 

·四中全会中共内部得出了最大的政治决定，停止对川普总统攻击 

·川普總統明確：香港的問題，如果習近平主席親自坐下來談，那可能美滿 

·川普总统一定会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 

·2020年川普總統贏，只有一個選擇--滅共！ 

·川普总统经常强调要和共产党打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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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 

·文贵看春晚帮助大家认清真相，远离风险和危机，不被中央电视台春晚洗脑。 

·在春晚上可以和郭文贵先生连线，或者发视频都可以。 

·春节联欢晚会准备讲达赖喇嘛的亲笔信 

·因春节联欢晚会将要举行，收到了各方面的恐吓威胁以及说情 

·跟 Bannon研究春晚的事情 

·展示几张王健尸体解剖照片，请战友投票选择 2020文贵看春晚风格，票选结果为暴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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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航 

·王建称海航在美慈航的慈善基金非慈善资金。 

·海航股权从纽约慈航转回香港，两律师生死未卜 

·王健 25年來第一次接受《中國周刊》採訪，闡明美國慈航將轉移回香港慈航。 

·刘呈杰和贯君的股票从没有转到美国。 

·德國前副總理菲列普羅斯勒是姚依林的私生孫子，紐約慈航沒有轉過股權。海航與ＰＡＧ千絲萬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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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政法委某官员讨论崔永元和王清林。王清林将会生不如死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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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货币 

·郭先生提出 CCP币概念 

·中国今年货币增发量 29万亿美元，事实上是 35万亿美元、无人机  

·共产党超发人民币的三个手段 

·预测人民币会急剧贬值甚至消失 

·沙特记者被杀引起世界媒体关注，中共海航知名董事王建被杀世界媒体却无人问津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蓝

金黄对世界媒体的控制。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是 GDP的 5倍，中共印了 28万亿美元的货币。中国的 GDP几乎是负数 

·2019年人民币将会暴跌，港币也会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港币将不会存在，人民币会连纸都不如 

·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 

·共产党在印钞票，要换新钞，要把习近平给印上去，有五百元、一千元面额 

·共产党现在换新钞的目的是要把 40万亿的现钞洗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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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经济 

·CCP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货币的较量 

·中共急需战争转移金融危机社会危机 

·计划全落空国内的经济一塌煳涂 

·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CCP知道接下来的经济将有大问题，所以现在要收管钱财，包括党内的老同志家族，一切都要听党的，一

切都归党的。 

·接下来对共产党最严峻的就是经济，然后是香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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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共产党） 

·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人是中国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中共不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是因为怕百姓对比出自己和撒旦一样 

·大陆尝试以警治港，就是以黑治港，越来越多的事情会爆发 

·大陆对台湾政策：统战先统民心经济大于核武器；台湾如做出错误的选择，将真正的永远消失 

·CCP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10月大选 

·从共产党对付郭文贵先生的手段以让西方世界了解到蓝金黄的危害性 

·共产党认为郭文贵先生的视频严重到超过艾滋病，向大陆传播了真相。 

·全球华人过的不开心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和体制完全抹杀了我们个人安全和尊严。 

·法国被 ccp控制的程度欧洲第一。各种政治阴谋杀手横行。 

·文贵预测未来中共对王建之死的掩饰和滑稽的欺骗，以及共产党对人命的戏弄，企业家尚且如此，普通人

就更不用提了 

·预测中共将要对王建家人和郭文贵采取的行动 

·共产党最怕的是身边人 

·国内官员因为一尊的政治环境而感觉没有希望 

·任何事情都讲究条件，把共产党这个蛆放到干净的水里必死 

·淫乱是大事，要忍，共产党热衷于淫乱 

·共产党将的倒闭将会是瞬间的事情 

·共产党的罪行 

·王岐山杀人只有需不需要，没有敢不敢。共产党只考虑需不需要杀人 

·共产党一定会在 2020年彻底地灭掉。 

·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世界围猎的目标，华盛顿形成共识。 

·中共就是撒旦再世，中美谈判会很滑稽。 

·中共倒下的核心是人民的觉醒，加上经济不行 

·共产党的十大最恶（不算大事件） 

·CCP利用两党内斗限制川普总统 

·共产党把钱洗成非美元货币，JhoLow没有好下场 

·北京开会 

·CCP将玩火自焚 

·共产党要开两会是共产党的追悼会 

·中国只要发动一次罢工一星期，共产党结束了 

·两会表现欺骗美国，对外给钱合法化，通过大湾区一系列条例 

·很多人意识到中共国驶向不归路 

·太子党看不惯盗国贼，国内经济出问题，共产党彻底玩完 

·滑稽和荒诞，要靠金正恩拯救共产党 

·世界最大的震撼之后的又一个震撼 

·中国是如何在中共的影响下沉沦的已及美国被牵扯的部分 

·不要相信中共政府 

·共党竟然还心存幻想，觉得香港事件能控制、不会国际化 

·共产党没有骗的空间了以后就像纸一样 

·中共玩弄最多的是别人的母亲 

·跟谁合作都不要跟共产党合作 

·共产党员是恐怖分子 

·共产党组织内研制了各种药，还有各种“联谊处”。 

·今天的中共是全世界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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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希望搞乱中东时局，浑水摸鱼 

·共产党杀掉了中国 25-27%的人口，毛泽东世界第一。 

·ccp的无底线流氓手段，逐渐的把中间派逼成极端反共。 

·中共宣传令国内反美情绪高涨 

·香港九龍地鐵站就是香港人死亡的通道，共產黨是黑社會 

·中共做出邪恶事情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这个体制是邪恶的 

·香港人上街抗议震惊世界，令共产党害怕 

·CCP能集一国之力不守金融规则干掉所有入场者，CCP能改恒生指数 

·北京经济论坛的一些事 

·共产党用内政统一台湾就是耍流氓 

·中共面對三條戰線：中共和美國，中共和香港，中共和金融 

·中国共产党已经打开了三个他无法收回的魔盒 

·中共高层内部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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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白皮书 

·美国人认为白皮书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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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崩塌 

·中共崩塌时会是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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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大礼 

·四大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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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大外宣 

·共党先舆论造势，试图把抗议者描述成暴徒 

·共党要用舆论武器杀人：香港警察总部里面是老弱病残，武器都藏起来了。就等待香港示威者冲入，以

制造“暴徒”舆论 

·中共利用大外宣挑拨郭文贵先生和美国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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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党内 

·中国军内、政府内还有各方面一股真正的力量让中国实变走向法治民主自由 

·北京市八大处又抓捕了一批军内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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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的威胁 

·共产党不光强奸中国人的思想还要强奸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思想。 

·共产主义给任何国家输出的是贫穷，落后，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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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对港政策(CCP 治港) 

·中共对香港执行的政策叫——商政两轨 

·香港兄弟托梦，香港的商政双规制，将把香港毁灭，欧洲,美国把香港护照取消，自贸区待遇取消，金融

制裁，所有的香港人都得跳海。 

·香港现在是“政商双轨制”，谈商必谈政。台湾是“双全制”，全面的经济与民意控制 

·香港正极速走向以假治港，以贪治港，以警治港，以黑治港 

·中共对港澳打着国家的名义建构法治网络，通过媒体的宣传，合情、合法、合理的随时抓你们。 

·共产党威胁控制香港的绝密文件（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 

·共产党刚刚开会确定“打好香港三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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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对台政策 

·大陆对台湾政策：统战先统民心经济大于核武器；台湾如做出错误的选择，将真正的永远消失 

·香港现在是“政商双轨制”，谈商必谈政。台湾是“双全制”，全面的经济与民意控制 

·共产党威胁控制台湾的绝密文件（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 

·台湾的＂双枪＂政策。中共布局韩国瑜和郭台铭参加台湾总统选举，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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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股市 

·香港股市、香港汇市、上海股市、台湾股市，将要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副总统彭斯演随之引发中共最大证券暴跌百分之 25 

·共产党砸给全世界市场几百亿美元为了维持恒指和香港股票市场。 

·A股和港股，盗国贼升降都能赚钱。刘士余一顿饭就能赚 4个亿。 

·中共可以随意操纵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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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官员 

·中共内部的人无论官多大都没有安全感 

·中共高层官员之间有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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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戒严(CCP 戒严令) 

·共產黨對香港全面下達執行戒嚴的命令 

·共產黨戒嚴法的規定 

·香港戒嚴期間，盜國賊集團徹底接管香港一切 

·對外籍人士進行清理 

·內部戰友說了個一，這個一是一萬 

·戒嚴消息發到美歐世界上 

·不要低估共產黨，共產黨沒有底線 

·郭文貴對發布戒嚴消息負全部責任 

·香港發生任何限制性，或者武力性，它都屬于戒嚴 

·共產黨戒嚴前找各種辦法各種理由讓外國人離開香港 

·共产党会使用毛泽东利用朝鲜战争消灭国民党投诚部队的方法消灭香港人。 

·香港朋友透露被遣返回大陆的人不止 2000人，很多大陆人来香港抗议并出了很多主意。香港大街上死去

的很多是大陆人，香港警察已被 CCP混入 

·香港已经戒严，几千人被抓 

·香港将正式戒严，CCP把未来十几个月作为处理香港、台湾的战略期 

·共产党第一招就是悄无声息的实施戒严，并且很多执法人来自广东 

·共产党内部已经决定施行新的戒严方式——先示弱再抓人 

·在幾秒鐘以內改變這個現狀最終的決策在中共 

·共产党在香港玩流氓手段，中俄伊联合军演、搞密码法、区块链货币，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 

·向文貴透露戒嚴令的大校被抓 

·香港一定会戒严，王岐山在撇清和香港的关系说明香港已经失控。 

·《戒严法》是香港九七之后和中共勾兑出来的恶法 

·获得重要消息：一定会在香港实施事实上的全面戒严 

·香港戒严后会发生三件事：与中共断交、查封中共资产及取消官员家属签证、美国联盟国家亚洲所有军事

大量布局 

·习近平令被撤回的可能原因：一、习危也；二、可能是香港戒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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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金融(CCP 操纵汇率) 

·中共政府一直在操纵汇率骗取中国以及世界的投资者和股民获得大量财富，进而建造集中营关押今天的新

疆同胞。 

·ccp现在急需用钱，试图夺取香港台湾目的是抢钱 

·中共操纵香港金融经济 

·阿里巴巴、中國銀行、民生銀行、進出口銀行等將會崩塌。 

·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 

·孟建柱控制东南亚多国政经警军及黑帮，控制所有大型国企在非洲的安保、押运；江家、曾家、朱家、孟

家是上海界前 10号的金融玩家；孟家通过信托产品和 P2P骗钱，钱洗白后转往美国、欧洲，很大一部分钱

潜进台湾。 

·中国现在金融的现状，银行极度缺钱 

·金融全牌照是中共自己作死 

·国内的金融领域和银行之间做假账，贷中保、保中贷，为海航、为王岐山突然袭击式地平这些账，是习

王之战已经全面开始的政治信号；国内的金融崩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更快、更加惨烈。 

·文贵爆料中共金融资产管理核心公司 

·马上就要爆出来一个巨大的明星的老公的金融集团倒闭的事件 

·中国银行里面的存款都已经是被掏空了 48% 

·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犯了大事；平安银行有七八万亿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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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军队(CCP 军企\CCP 军事) 

·军队的斗争开始了 

·这十家企业百分之百都是军企，这些企业领导都有三个身份。 

·军队效忠于习 

·中共军队没有一件是原创的 

·共产党的军队不能打仗只能压迫人民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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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内斗 

·中国的政治今天不仅仅是习王斗，还有老派家族和新派斗 

·国内政法界迎来腥风血雨时刻:孟建柱一铁哥们儿被抓，同时有 100多人被抓，都是孟建柱最亲近的人 

·昨天一天孟建柱的人被抓了将近五百多个，共产党正在全面的内残当中 

·跟孟建柱、王岐山交好的一个南方某省的纪委副书记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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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软肋 

·“长臂管辖权”是共产党最忌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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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杀人 

·文贵爆料中共在香港杀人手段，很多香港人被自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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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维稳 

·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媒体进行维稳。 

·香港保卫战，首先应该夺回外交权 

·ccp以内政为借口，掩盖抢夺人民财富的罪行。 

·共产党砸给全世界市场几百亿美元为了维持恒指和香港股票市场。 

·吸入 ccp绞肉机的进度：台湾->香港->西藏->新疆 

·CCP将会把香港的事情栽赃到战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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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治国（以黑治国、以假治国、2025、2035、2050） 

·中纪委会议把监察委和黑社会联系到一起就是以黑治国 

·孟建柱将推翻并撤销曲龙案，成为 CCP“以黑治国”“以假治国”的最大案例。 

·文贵爆料岳文海贪污不抓，证明 CCP以贪治国。 

·如今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忽悠成风，自欺欺人的黑社会。人要有信仰，但是就算没信仰，也好过信仰共产

党和它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共产党没有独立司法，没有公平公正完全验证了郭文贵所说以黑治国 

·干掉美国，ccp要当世界老大 

·在中国想要安全就要对任何人都不说心里话，还要天天喊口号爱国爱党。 

·说服世界一两百个国家对受到中共迫害的人士给予政治和身份的保护。 

·郭文贵被大连法院罚款 130亿美元，大陆企业家和外商彻底丧失信心，低价甩卖股份跑路 

·ccp这几年是政治上自杀，反腐运动、修宪、毁灭私人企业，彻底导致 ccp彻底失去了人心 

·王岐山拍大秦王朝就是为了让人民忠于他的皇帝，然后用商鞅五策统治中国 

·王岐山是中共隐形的教宗，要以生殖器治国 

·文贵讲共党用商鞅五策治理民众的本质，以及共党对香港基本民生的操控 

·中共发动掺沙子人员到香港去投票 

·18大以來，這個戰略佈局，第一個就是封喉 

·在香港事情上共产党把以黑治国，以警治国表现的淋漓尽致 

·共產黨只有一個核武器：防火牆 

· 中共核心是挑戰美元、滅掉美國、乾掉美國的，走在前邊的就是香港。 

·ccp重新开启了商鞅之策 

·现在中共的统治已经超文革了 

·中共绑架了中国挑战全人类 

·中共政府将国家卖给西方世界 

·交通部被抓官员都贪了大钱，中国大跃进建设的本质是为了腐败 

·“妄议党中央”这个词就是给九千万党员戴的帽子。 

·1120爆料视频信息补充：中法两国认可的王健死亡时的 T恤衫、裤衩是田丁的，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外交

100%腐败，两个国家的司法部 100%造假，两个国家所有的司法机构联合造假 

·中共的领导上层没人不玩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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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 

·提醒欧洲政府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关注新疆事件、709事件，关注被刑讯逼供被关押的官员和家属 

·美国正在考虑见达赖喇嘛，并让中国承认达赖喇嘛的转世 

·春节联欢晚会准备讲达赖喇嘛的亲笔信 

·达赖喇嘛的绝密视频，共产党欺骗玩弄尊者（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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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卡车 

·警察维稳大卡车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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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法院 

·大连法院第二审终审非法交易罪把 600亿被非法划走 

·美国金融界基金觉得中共政法委与辽宁司法，罚郭先生 600亿人民币外加 18亿股是滑天下之大稽 

·检察长投诚，爆大连审判内幕。 

·大連法院的張明鵬產說黨比黑社會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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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在香港的抗议运动当中有太多无名英雄没有爆出来，大陆同胞深入参与了抗议运动，台湾却说的多做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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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警察 

·警察维稳大卡车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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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 

·文贵爆料国庆前，共党以戒严为名，骚扰北京市民，大家民不聊生 

·文贵爆料阅兵后，男女兵的分配问题 

·文贵爆料今年国庆来宾可能会很少 

·文贵爆料江泽民与朱镕基不看好中共未来及阅兵 

·文贵强调十一发生事情的重要性 

·文贵预言国庆后的核心事件 

·为什么所有的独裁者都爱阅兵 

·阅兵的独裁者都没有好下场 

·军队效忠于习 

·中共军队没有一件是原创的 

·中共的女兵和军妓无异，都是农民的苦孩子。还不能打仗，完全是诱惑年轻男子来参军。 

·世界上最伟大的权力是人心，不是阅兵 

·中共阅兵想传达给世界的三个信息 

·中共的阅兵一切都是假的 

·共产党的军队不能打仗只能压迫人民 

·共产党明年的十一不会再来了 

·阅兵的武器大多是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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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郭先生要开三波最重要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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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宣 

·海外大外宣的造谣，抹黑也是他们犯罪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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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大灣區計劃) 

·两会表现欺骗美国，对外给钱合法化，通过大湾区一系列条例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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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 

·文贵爆料王岐山平港七策，并透露给港人预警的大校先生的不幸遭遇 

·向文貴透露戒嚴令的大校被抓 

·发出香港要戒严信息的大校先生被转移到天津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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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革 

·过两天爆料仁和地产戴永革，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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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川普 

·班农预言川普弹劾案会使得对付中共更强硬 

·探讨川普弹劾事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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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委会 

·美国当下危险委员会最核心的两个委员会 

·什麽是执行委员会 

·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需要对目标国的文化、文字以及人和关系进行了解和熟悉 

·只要反中国，法制基金不能和你们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合作 

·棍子和面包都要有 

·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是最早和我们（战友）一起发动的爆料革命 

·当委会提出各个基金不许投资中国及对共党背景及其所控制企业进行背景调查和立法 

·当委会背后的重要秘密委员会机构之一及美国国安委把中共国企列为威胁 

·当委会明确发函警告每个金融机构来自中共的威胁及凯尔巴斯是以后的世界级领袖 

·两大基金要参与当委会 

·一个叫麦克的骗子混入了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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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国 

·十八大修宪是赤裸裸的盗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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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国贼 

·在盗国贼的眼里北大是中央领导的，就是他们的自留地 

·150億買下黑石名下的資產，背後交易者是誰 

·海航中贯军、刘呈杰持有 53%的股权、787只拉王岐山等盗国贼，却称为国家战略。 

·伪类受幕后金主操控陷害文贵；盗国贼的本质。 

·盗国贼家族是马云背后的金主，吴征則这是这些家族的代言人。 

·两会维护的是盗国贼集团和某些利益集团。 

·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不能挑战盗国贼集团。 

·爆料革命让中国人尽早不再对盗国贼抱有幻想 

·郭文贵的盗国贼理论将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私人企业家看清盗国贼的本质 

·方正证劵相关的公司藏着盗国贼洗钱的工具个信息 

·盗国贼操纵方正证券、海通证券在香港股市禁止买卖 

·盗国贼无时不刻在分化海外的战友和打击真正的民主民运分子 

·盗国贼遣返文贵的计划 

·盗国贼深入渗透美国，想用 2000亿美元把文贵换回去 

·盗国贼打着习的旗号公关推特、油管等，李东全面指挥断播事件 

·盗国贼的私生子及海外资产 

·盗国贼对全世界的威胁和对中国人的威胁 

·盗国贼控制下的中国可能让世界上很多国家变成“委内瑞拉”和“马来西亚”。 

·马航事件涉及中国政府和盗国贼在西方实施蓝金黄的一个真实案例 

·关于王健之死 

·海航所有的资产和资产的合法性将受到各国的调查。真相出来后，盗国贼就会杀人灭口、找替罪羊。 

·王健死后盗国贼将要灭口、取钱、做假证、联系海外的间谍网、资源控制 

·王建之死是盗国贼对所有白手套的警告 

·习近平批示对海航全面调查，随后王健拍照死，海航完蛋。盗国贼灭口王健试图减缓和阻止海航被美国和

欧洲政府调查，同时把海航猝死的责任推给习近平。 

·盗国贼给子女钱和权力就是造孽 

·做地产就是给盗国贼玩，是造孽 

·马云的事啊，想和大家讲讲，私企国有化，国有化的资产迅速再转移到某些盗国贼手里边。 

·盗国贼洗钱。 

·盗国贼私下找文贵和解，被拒绝。 

·习，江，曾，朱，王岐山之间是全所未有的矛盾，利用，勾结的关系，且心照不宣。 

·姚庆、蔡锷生、王健、陈峰等利用海航帮助王岐山控制中国、盗取中国财富洗向海外。并有周密的计划窃

取科技、培养黑客、蓝金黄台湾、控制香港，布下监听小屋等 3F美国 

·正在确认外国战友发过来满屋美金视频的真假 

·共产党根经在美国的国际社会的桉板上，待中共的盗国贼，一定是拿刀切 

·15万亿几乎给浙江广东盗国贼家族控制利益最多一带 

·国外知道你盗国了，国内也知道你盗国 

·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傅政华这帮人是中国官场的灾难 

·盗国贼有专人代表每星期飞北京和华盛顿和纽约 

·盗国贼的哲学：老百姓就是猪，需要百年才能开智 

·太子党看不惯盗国贼，国内经济出问题，共产党彻底玩完 

·喜马拉雅三楼有世界各地的精英和义工，调查共产党在海外盗取人民的财富和一系列的贪污和各种经济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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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国贼继续洗钱转钱的动作 

·盗国贼转钱的规模 

·盗国贼的“好日子”快到了 

·盗国财富干什么和找到这些财富的方法 

·73家四杆枪出动以及其他家私生子全面出动 

·A股和港股，盗国贼升降都能赚钱。刘士余一顿饭就能赚 4个亿。 

·盗国贼为家庭不惜一切，却不允许老百姓照顾家庭 

·盗国贼的资产全在海外 

·盗国贼几万亿的资产被瑞士银行曝光 

·文贵爆料盗国贼在美国的运作，包括他们的筹码以及帮他们威胁美国的华尔街大豪和布隆伯格等人 

·江家，王岐山和孟建柱家族財富不是敵國，是敵世界上幾個國；未来会看到李鹏、江家、王岐山家族的财

富等 

·醫院的後邊有一個金色的房子，是一個盜國賊控制的房子 

·曾經有幾個中共高官在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這個醫院裡邊做手術 

·中共元老住在 71街和 72街之間的這個公寓 

·市長官邸的這面有個公寓，現在是百分之一百被一個盜國賊家族，現任的常委家族百分之百控制 

·曼哈頓，倫敦，巴黎，洛杉磯，舊金山很多的好房子、好資產都是盜國賊控制的 

·国内什么地方爆炸的时候，是掩盖犯罪、互相内斗、灭口、掩盖证据、偷盗财富，很多的手段之一 

·共产党盗走了 46万亿美元，中国银行里老百姓存的钱 CCP都会印 3到 5倍甚至 10倍 

·文贵警告盗国贼 

·北京银行 1块钱的存款最起码·5到 2倍的票据抵押担保。北京银行的背后老板贾庆林、刘琪、孟建柱、

孙立军等都在北京银行贷款。 

·王岐山、孟建柱、曾庆红盗国贼家族控制中国的火葬场、墓地、养老、幼儿园产业 

·共产党倒闭脆变最大可能的第一根火线——中国金融；中国金融一定将崩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被盗国贼

把国库、银行储备金全盗空了 

·中共在世界银行贷款大部分用在盗国贼家族的私人的事业和享受，以及挪用做压迫中国人的项目。世界上

的 NGO机构和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将对过去所有的共产党的贷款，每笔都要审核，接下来欧洲、各洲都

将跟进 

·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 

·孟建柱控制东南亚多国政经警军及黑帮，控制所有大型国企在非洲的安保、押运；江家、曾家、朱家、孟

家是上海界前 10号的金融玩家；孟家通过信托产品和 P2P骗钱，钱洗白后转往美国、欧洲，很大一部分钱

潜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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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业 

·好莱坞、洛杉矶有很多战友，将是爆料革命未来最重要的灭共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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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 

·伪类出来搞五一共振是上海局指派出来钓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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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爆破 

·提到定点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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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爆料 

·东京爆料中心是一个国内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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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 

·进了东三省的执法黑屋就是往死整人 

 



 120 

董克文 

·董克文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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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仚生 

·爆料董仚生，河北政法委书记。 

·曾家利用白手套曲龙抢劫证劵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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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瑶琼 

·董瑶琼事件是安全部一手炮制的，说明党内很多人要反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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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丸计划 

·李友的毒丸计划是让人成为他的腐败分子，李友利用方正科技陷害马建 

·李友的毒丸计划第一个放倒马建，第二个放倒令计划。马建和令计划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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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港四大原则 

·即将出台的对港四大原则是王岐山对香港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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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工作(对台政策) 

·总参二部管台湾事务，扶持赖昌星、派驻百度的工程副总监都是对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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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多维是海外亲共特务媒体，需要西方刑法来解决 

·多维、万维领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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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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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伊朗革命卫队是中俄培养的前锋队；郭先生 2017年说霍尔木兹海峡炸船、偷袭美国军舰不是预测，来自

内部情报 

·中俄伊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演打破了中共历史以来最根本性的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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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Broidy 

·关于 ElliottBroidy、朝鲜的绝密文件以及对金正恩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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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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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法国被 ccp控制的程度欧洲第一。各种政治阴谋杀手横行。 

·法国医院认为送到医院的不像王健本人。胡舒立财新报导王健说到了医院了我腿疼，医院说王健到达时已

经死了。王健死前在酒吧喝药了。王健去医院检查没掉一根毛，没留下任何 DNA。 

·法国勒庞反共的理念 

·1120爆料视频信息补充：中法两国认可的王健死亡时的 T恤衫、裤衩是田丁的，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外交

100%腐败，两个国家的司法部 100%造假，两个国家所有的司法机构联合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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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人 

·提及法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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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中国城 

·法拉盛(中国城)一定会受到惩罚；FBI调查华人犯罪团队达到 48-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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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法律，是不会没有理由的遣返郭文贵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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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郭文贵的盗国贼理论将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对伪类的诽谤案件成了美国案例法伪类 

·郭先生亲自经历陪審團制度 

·誹謗案按照原告百分之百的要求，從來沒有過 

·美国讲究法律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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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基金 

·全力以赴为维护中国的民主自由法制而奋斗 

·法治基金要干什么？ 

·法治基金的建立在全球掀起了巨大的浪潮 

·法治基金的意义： 

·法治基金要调查“习近平的亲笔信”牵涉到的人和事，包括吴征、杨澜、ElliottBroidy等 

·法治基金将在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会令这次谈判有个戏剧化的结果 

·战友们可以提供国内大公司和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内部上市虚假材料，可以获得 15%和 30%的财富还会受

到法治基金的帮助，获得政治庇护。 

·伪类们、欺民贼无耻地质疑郭先生以及团队呕心沥血而建立的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捐的不是郭文贵，捐的是中国人的未来。 

·暗示香港运动和法治基金的作用 

·法制基金 

·法治基金战友捐款踊跃 

·很多人已经把法治基金当成摧毁共产党的一个合法机构 

·法治基金下一步行动就是请雇佣军，解救十四亿中国人民 

·法治基金不是文贵的，是中国人民的 

·只要反中国，法制基金不能和你们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合作 

·很多人对法治基金的捐款 

·法治基金所在地喜马拉雅大使馆 

·美国两个重要监管机构和法治基金合作 

·法治基金为港人提供庇护的行动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法治基金为港人提供庇护的行动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法治基金捐款收据的重要性及郭先生周围卧虎藏龙的环境 

·三个重要的会议开完，确定新的法制基金口号和目标 

·法治基金将全力以赴支持香港 

·法治基金在全力遊說各個國家給新疆西藏同胞提供政治庇護。 

·法治基金不能用于个人享乐，班农欧洲行也未动用基金的钱 

·Ploitico的虚假报道对法治基金产生了恶劣影响。 

·班农代表法治基金到巴西谈合作 

·法治基金正在调查王建之死，并有很大的进展 

·巴西等国计划给香港人护照，帮助给法治基金捐款的战友们 

·给法治基金捐钱的留言的一定会收到郭战装 

·法治基金是拯救中国的基金 

·法治基金捐款可以留言申请郭战装。 

·法治基金單日最高捐款 

·法治基金没有浪费一分钱 

·法治基金法治社会的拍照批下来了 

·小夏和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获得高度关注 

·法治基金将会发展巨大 

·陶先生一两百次的捐款震撼了文贵 

·共产党参与 darkweb暗网，今年 5万亿美元的交易；某大佬要捐款 80亿美元，文贵拒绝 

·启动法治基金的核心团队，营救体制内出来的爆料第一人——尹队长，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有条件接受 

·呼吁国内战友、党内有料人士联系法治基金，法治基金可以协调庇护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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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带任务，满口谎言挑拨文贵与班农及战友关系，郭先生让其辞去法治基金职务 

·郭媒体被黑和多次发布假信息、搞比特币捐款的（有）三个人：杨健翱、韦石、第三个大家猜 

·法治基金 2020年的灭共计划  

·预告 23号法治基金、法治社会两个基金的年会，班农先生、凯尔巴斯先生、比尔格兹先生、路德先生、

SARA女士都会参加全天直播 

·法治基金请 Kyle Bass先生、班农先生当主席，请路德、Sara等战友加入，目的是为了法治基金的正常

运转、永续生存，不论郭文贵生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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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 

·中共对港澳打着国家的名义建构法治网络，通过媒体的宣传，合情、合法、合理的随时抓你们。 

·香港遣返法危害巨大，震撼了世界，只要任何一个警察都有权利可以把你抓住，直接送回大陆，封你的钱 

·香港会成为深圳的一个区，香港的富豪和亲共的人，还心存侥幸心理，他们的钱会被抢走，命也会被夺

走，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一定是台湾和香港先开始上街，然后引起国际的关注。最后共产党愚蠢的行为导致他们快点完蛋 

·预言香港将上街封港。 

·反遣法之后，香港人、大陆人去海外买房、投资数量指数倍增长。 

·香港背后的真相。 

·香港时代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是台湾 

·郭先生爆料香港《返遣法》的实质就是将香港纳入中国大陆管理，说一定要阻止通过，并且对香港官员制

裁。 

·林鄭月娥事件，不惜代價，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在海外社交媒體，全面屏蔽，甚至採取所

謂的法律系統，立法保護布袋法案。 

·6月 12日香港逃犯法 

·美国不会直接参与香港时代革命 

·强调香港·9大游行很重要 

·驻港部队和特警穿上了香港警察的衣服开始维稳。 

·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媒体进行维稳。 

·香港娱乐界被控制的死死的。 

·香港的事闹大了。 

·有人会制造暴动嫁祸西方和爆料革命。 

·西方国家将采取各种紧急行动。 

·世界大势已定。 

·中共认为香港分为三类人，百分之七十六的香港人该杀 

·中共镇压香港示威的手段将极其残忍 

·中共将再次拿出镇压八九六四的手段镇压香港 

·香港人的终极追求 

·呼吁有能力的人在 616上街保护香港老百姓 

·望香港同胞取消四个坚持 

·反逃犯法是林郑月娥写的 

·卢比奥议员发起在欧美冻结香港发起反逃犯法官员的资产 

·中共操纵香港金融经济 

·呼吁战友传播香港真相 

·林郑政府提出辞职并撤销反逃法 

·不要相信中共政府 

·香港两次的游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板块 

·拒绝林郑辞职因为中共担心骨牌效应 

·中共利用沉默的力量蓝金黄香港 

·孟宏伟开庭和此案的启示 

·王岐山将把香港折腾到筋疲力尽时 

·共党先舆论造势，试图把抗议者描述成暴徒 

·共党要用舆论武器杀人：香港警察总部里面是老弱病残，武器都藏起来了。就等待香港示威者冲入，以制

造“暴徒”舆论 

·目前香港群龙无首是大吉，若是 64民运带头，运动必然被出卖，香港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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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卫战，首先应该夺回外交权 

·ccp以内政为借口，掩盖抢夺人民财富的罪行。 

·国内政治运动破坏性极大，“官不聊生”，导致外商撤资。香港事件导致更多外商撤资。 

·共党竟然还心存幻想，觉得香港事件能控制、不会国际化 

·揭示香港事件起到的标杆作用，后续的影响。 

·关注被抓、被消失的战友。 

·预测到 6/9、6/12的运动彻底改变香港。 

·爆料革命和法治基金在香港抗议运动的角色。 

·香港的事情是到了腥风血雨的时候，爆料革命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的战友在昨天之前已经告诉我，获得了内部信息；然后，昨天有行动计划，就是要对香港的港大、中

大几个学校进行定点抓捕 

·麦康奈尔先生让亲共派脑子清醒起来。 

·共产党栽赃陷害香港学生，利用群众斗群众 

·香港未来的结果，雙普選，誰也擋不住 

·郭先生谈香港反送中运动的 3个原则 

·共产党将要在香港栽贓陷害,想製造暴民，製造暴亂 

·华盛顿讨论取消香港自贸区协议，香港问题将引起世界經濟大變 

·香港九龍地鐵站就是香港人死亡的通道，共產黨是黑社會 

·香港四大不要臉太自私。希望像個人樣站出來。 

·只要香港沒有雙普選，一切都是零 

·滅共，反共將成為永恆的主題。 

·取消《逃犯法例》不是大胜利，有真的双普选才是赢 

·香港的两个结果 

·梁冠军骗取美国护照 

·香港开启时代革命后经济资本大量外流，将灭共拉向了国际战场 

·共產黨對香港全面下達執行戒嚴的命令 

·共產黨戒嚴法的規定 

·香港戒嚴期間，盜國賊集團徹底接管香港一切 

·對外籍人士進行清理 

·內部戰友說了個一，這個一是一萬 

·戒嚴消息發到美歐世界上 

·不要低估共產黨，共產黨沒有底線 

·郭文貴對發布戒嚴消息負全部責任 

·香港發生任何限制性，或者武力性，它都屬于戒嚴 

·共產黨戒嚴前找各種辦法各種理由讓外國人離開香港 

·在幾秒鐘以內改變這個現狀最終的決策在中共 

·香港选举条例就是让香港人没有选举的机会 

·現代化的茉莉花革命 

·共產黨瞭解你香港的上街運動差距不會超過 1% 

·群龍無首為大吉 

·美國和歐洲正在考慮對香港的所謂黑社會要馬上立法 

·關乎香港未來的 48小時，ＣＣＰ兩天內又派了９０００名精壯武警公安來港，北戴河會議期間，習王感

到威脅，王岐山提出：御敵於香港之外，絕不允許把戰局延至國內 

·美國朋友完成了 600個媒體人士的聯名必須要川普總統在香港問題上表明立場 

·很多外國人在香港被抓 

·當國際企業利益受損，他們才會和香港年輕人站在一起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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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像原来一样对待共产党，不可能了 

·絕對沒有人拿香港上街的孩子们去做交易 

·共產黨想製造香港機場著火嫁禍給抗議的人 

·國會山以最快速地通過對香港問題的保護和制裁法案 

·先定性暴亂分子，然後發動群眾鬥群眾 

·共產黨要對香港實施像 89年 64這樣的行為，美國可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 

·48小時內在華盛頓最大的爭議 

·不惜一切代價，決不能拿著市場、拿著股票成為共産黨去鎮壓香港的威脅 

·共產黨已經決定派出 30萬的軍警進入香港，對香港的外籍人士進行各種刁難，讓他們離港 

·拿美國經濟做威脅再也不可能了 

·共產黨在香港幹的壞事美國都清楚 

·美國已經成立的秘密機構對香港發生的事情進行秘密調查 

·共军正分波分队进入香港，香港问题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的斗争。 

·西方国家将对香港问题进行立法。 

·班农先生改变了西方对香港抗议的看法。 

·美国警告杨洁篪不要玩火过界。 

·昨天香港的 818，170萬人！ 

·共产党会使用毛泽东利用朝鲜战争消灭国民党投诚部队的方法消灭香港人。 

·香港人在严格守法的情况下和黑警斗智斗勇，没有落在黑警诱导犯罪的圈套里 

·解放军进港，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香港 

· 解放军进港，中共再也别想骗世界了 

·香港驻港部队换防完全是骗人的，真实目的是镇压港人 

·中共派进香港最多的是通讯兵 

·香港事件的两个结果 

·香港朋友透露被遣返回大陆的人不止 2000人，很多大陆人来香港抗议并出了很多主意。香港大街上死去

的很多是大陆人，香港警察已被 CCP混入 

·香港已经戒严，几千人被抓 

·西方对中国进行制裁时中共将开始双龙行动，进攻台湾 

·世界精英将和香港人站在一起，对香港进行迫害的一个也不会放过 

·中共做出邪恶事情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这个体制是邪恶的 

·香港将正式戒严，CCP把未来十几个月作为处理香港、台湾的战略期 

·共产党第一招就是悄无声息的实施戒严，并且很多执法人来自广东 

·共产党内部已经决定施行新的戒严方式——先示弱再抓人 

·郭先生愿意出一亿美元让卢伟聪依法来美国伏法 

·在香港的抗议运动当中有太多无名英雄没有爆出来，大陆同胞深入参与了抗议运动，台湾却说的多做的少 

·香港人上街抗议震惊世界，令共产党害怕 

·香港警察是大陆解放军，抓完大陆人直接送往大陆 

·香港全是假的香港警察有无限的权利 

·西方人看中共这样对待香港人，不再对中共抱有希望 

·香港开始对记者下手，阻挠记者向世界传播真相 

·再次重申文贵的观点，香港的灾难即将开始，真正揭开是在 10月，11月后，国庆后。现在街上都是解放

军 

·文贵爆料王岐山平港七策，并透露给港人预警的大校先生的不幸遭遇 

·文贵爆料中共在香港杀人手段，很多香港人被自杀的情况 

·共产党的对港的政策是温水煮青蛙 

·香港的蒙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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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争者死亡内幕 

·中共在香港换防的军人只进不出 

·所谓的香港警察全是大陆军人、暴力集团 

·CCP杀害孩子、杀害学生，黑监狱、黑集中营，太子站杀人。 

·香港能不能赢的关键在国会，人权法案一定会通过 

·小心香港的解放军的佐敦医院 

·太子站的悲剧源于伪民运人士 

·遮打花园震撼世界。群龙无首是大吉 

·美国国会在准备开始通过《香港人权法案》 

·香港的岑子杰先生被打 

·陈彦霖女士之死 

·现在香港的中共警察力量全部都是孟建柱那时候安排下来的 

·接下来香港会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惨烈，而美国除了香港保护法案会提前，还有一系列的雷霆行动 

·林郑月娥去北京和上海和西方讲数，林郑大陆之行基本宣布香港的流血时刻即将发生。 

·近期网络流传王岐山任香港平暴小组，假的，他一直就是 

·文贵第一次说《香港法案》 

·香港真正的挑战和灾难是 10月份 11月份，下周很关键 

·中共要发展区块链、虚拟货币威胁到美国，《香港保护法》一定会通过 

·大陆的警察和大陆的解放军，在香港非法执法，大肆抓捕并直接带回大陆，威胁战友家人 

·获得重要消息：一定会在香港实施事实上的全面戒严 

·班农 11日直播所有说的话，在昨天所有美国政界和全世界引起来了巨大的震撼 

·香港一定赢！ 

·文贵建议所有学校的学生赶快撤，并愿意提供帮助 

·香港人权法案过后，我们将对香港的支持完全改变，包括美国法律允许的攻击行动，会提供更多自卫武器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宗教学院这几天被攻击，印证文贵之前说的重点人物、重大地点，抓捕从

1万人要升到 3万人 

·《香港人权保护法案》百分之百地成为美国的法律，最重要的事情是执行委员会 

·共产党对香港此次镇压蓄谋已久，4月份派去第一个部队——信息部队 

·中共要对香港几个宗教的领导人、几个教会学校头头进行秘密抓捕，要拿下香港理工大学几个女士 

·中共黑警、解放军在香港抓人毫不掩饰身份 

·《香港人权法案》给了我们爆料革命和香港的被压迫人民灭共的合法营业执照 

·美国对香港的人权法的核心是执行，因中共、香港官员在英国的利益比在美国还大，美国对英国提出若干

要求  

·梁振英等香港官员害怕对香港人权法案的执行  

·香港反送中运动被捕者实际超过 1万人；组织者不再对港府和港警抱有任何幻想，将有一系列的行动 

 



 142 

返遣法 

·郭先生爆料香港《返遣法》的实质就是将香港纳入中国大陆管理，说一定要阻止通过，并且对香港官员制

裁。 

·香港《返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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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 

·美国的天主教主被炒，梵蒂冈的前任教宗被辞职与同性恋。陈主教，暗示香港运动？ 

·梵蒂冈背叛中国的教徒，与 CCP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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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教主 

·梵蒂冈教主妥协于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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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 

·有关方老先生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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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方正证券) 

·方正证劵相关的公司藏着盗国贼洗钱的工具个信息 

·香港警察说郭文贵先生洗钱，恐吓购买方正证劵的人 

·盗国贼操纵方正证券、海通证券在香港股市禁止买卖 

·共产党通过“方证科技”可以监测到简体中文世界里的一切 

·再提方正證卷 

·北大方正的发家史，李友、张海都是骗子，最后导致郭文贵被诬陷各种罪名，被罚 600亿 

·北大方正的真面目，令谷车祸和李友、魏鑫有关。魏鑫掠夺郭文贵资产，李友威胁郭文贵 

·方正是中国金融第一骗里面的创造者；北京大学是一个淫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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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亚马逊将发射了几千颗卫星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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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股市将成为重灾区；用房地产套牢老百姓，通货膨胀。是和平演变还是革命？ 

·做地产就是给盗国贼玩，是造孽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是 GDP的 5倍，中共印了 28万亿美元的货币。中国的 GDP几乎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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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峰辉 

·爆料当年美国错失策反房峰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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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列普羅斯勒 

·德國前副總理菲列普羅斯勒是姚依林的私生孫子，紐約慈航沒有轉過股權。海航與ＰＡＧ千絲萬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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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分化战友) 

·盗国贼无时不刻在分化海外的战友和打击真正的民主民运分子 

·王岐山的四项原则最近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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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太尼 

·假美元和芬太尼都是共产党国家全力 3F,BGY美国的重要手段  

·芬太尼是怎么进入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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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 

·文贵去凤凰城、洛杉矶干了几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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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佛教就是混个好死，要相信因果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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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帮 

·爆料共党流氓手段及福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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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才德 

·纽时记者傅才德认识王岐山，孟建柱的人，报道习家财富的事他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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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政华(傅振华) 

·爆料傅政华。 

·中紀委辦案時沒收的畫被替換成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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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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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h 

·文贵先生被 Waller欺骗的前因后果。 

·法拉盛(中国城)一定会受到惩罚；FBI调查华人犯罪团队达到 48-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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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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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 

·马云去了香港，见了香港银行家，港币要不存在了吗？春节过后会看到端倪。 

·汇率和股市在未来一两周每天都会有新闻。 

·2019年人民币将会暴跌，港币也会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港币将不会存在，人民币会连纸都不如 

·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 

·公告港币换美金需求：加价 50%，10%佣金。要求合法、1000万美金起。 

·香港银行美金取现、大额港币取现被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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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 

·我们的战友在昨天之前已经告诉我，获得了内部信息；然后，昨天有行动计划，就是要对香港的港大、中

大几个学校进行定点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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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 

·在香港只有完全被盗国贼控制的股票才能买卖 

·盗国贼操纵方正证券、海通证券在香港股市禁止买卖 

·香港银行、股市将玩黑手 

·香港股市、香港汇市、上海股市、台湾股市，将要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共产党砸给全世界市场几百亿美元为了维持恒指和香港股票市场。 

·A股和港股，盗国贼升降都能赚钱。刘士余一顿饭就能赚 4个亿。 

·共产党控制香港的银行和股市 

·救市場救經濟，救市場穩經濟和平暴一樣重要 

·CCP能集一国之力不守金融规则干掉所有入场者，CCP能改恒生指数 

·香港不惜一切代價要穩住恆生指數 

·香港的經濟、股市是假的，解放軍早已駐軍在香港，控制香港媒體 

·香港的金融不超过 48小时将出现问题，美国内部将有人为 CCP说话，解决办法是把共产党解决在香港战

场 

·恒生指数将跌倒 1万点以下、1万点左右 

·李小加不敢回答，期货指数真正的软件平台是方正科技的 

·上周五香港期货宕機，西方人发现被共产党偷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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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 

·香港警察權利是天下最大之一 

·安排好香港警察 4人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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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 

·文贵爆料现在港商在国内的“特殊待遇”与从前的巨大反差。首次提到政府派驻商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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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冰尘 

·多维、万维领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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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辉 

·高辉先生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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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 

·关于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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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艳艳(高燕燕) 

·高燕燕特殊的身分 

·布隆伯格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王岐山。胡舒立、高艷艷影响美国媒体和记者们 

 



 170 

歌星 

·在香格里拉酒店被抓的两位歌星是谁？ 

·西香格里拉被抓的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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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钱 

·神秘的空中取钱计划，只提了一句，没说具体方法 

·2020年是重大的诉讼年，还有“隔空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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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习架空公安部、公检法，接下来绝对会对上海江派、曾派、王派、孟派有动作 

·公安部就两局值得在乎，一局海外情报，八局孙立军政治保卫，靠近中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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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法 

·习架空公安部、公检法，接下来绝对会对上海江派、曾派、王派、孟派有动作 

·现在中国革命之火无处不在，特别是公检法内部的警察、公检法有思想的年轻人会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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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文贵 

·香港警察用黑手段攻击郭文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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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 

·火鸡龚的提问别有用心 

·小夏和法治基金 

·龚小夏带任务，满口谎言挑拨文贵与班农及战友关系，郭先生让其辞去法治基金职务 

·龚小夏钓郭先生鱼，让郭先生说习近平的坏话，照相、录像、录音给北京 

·龚小夏进法治基金第一次开会就要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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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 

·谷歌、绿地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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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股票大涨，股东出逃 

 



 178 

关税 

·中美贸易战，美国加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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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双规 

·多人被双规、财产被查封 ，习近平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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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君 

·海航中贯军、刘呈杰持有 53%的股权、787只拉王岐山等盗国贼，却称为国家战略。 

·爆料贯君的亲爹是王岐山。 

·CCP想否定中央领导人私生子女的信息，贯君的户口本上法定的爹被设置为最高机密。 

·刘呈杰和贯君的爹和妈以后得用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是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前的小礼物 

·盗国贼们换器官杀了多少人！ 

·刘呈杰和贯君的股票从没有转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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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 

·阿里巴巴在贵州的大数据；陈氏兄弟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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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胜 

·坚信这次和郭宝胜的突然间见面，文贵意识到了郭宝胜这人是不是回到体制 

·郭宝胜竭力怂恿文贵先生成立组织，搞演讲 

·郭宝胜骗钱 

·用法律解决郭保胜等坏人，不要为文贵爆料付钱和承担风险 

·郭宝胜，袁红冰骗捐。郭宝胜发推说找了两个律师。 

·郭宝胜耍无赖，临时拒绝郭文贵出庭作证 

·郭宝胜骗捐打官司 

·郭宝胜案子进展，他推出剪辑视频，无耻没底线 

·呼吁被郭宝胜诈骗的战友把索赔权利卖给一家公司，全面起诉郭宝胜 

·郭宝胜为了 15万美元捐款，不还钱，害掉一个几百亿的富豪，有正义的富豪 

·郭文贵诉郭宝胜案的核心意义是维护海外华人的形象，  

·郭宝胜的背后，付钱的人除了吴征还有海外华人假基督徒、假宗教领袖 

·郭宝胜背后的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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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媒体 

·注册郭媒体不要用个人信息 

·郭媒体的意义 

·最近 Googles上点击率最高的是郭媒体。 

·和神秘的雅虎要员之一会面及他对郭媒体的支持 

·关于郭媒体的重要性和安全性 

·郭媒体的股票市值 

·郭媒体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郭媒体影响力巨大。 

·郭媒体被黑和多次发布假信息、搞比特币捐款的（有）三个人：杨健翱、韦石、第三个大家猜 

·郭媒体被攻击。 

·文贵解释郭媒体未来的变化 

·郭媒体三步走 

·郭媒体将成为美国货币改革的一部分 

·郭媒体跟随美国建立未来数字货币 

·灭共后，郭媒体的权利和影响力将超过一个巨大的国家 

·即将上线的 GLive，已经跟四家大的广告商签了协议，四六分成。 

·GNews、GTV、GPost组成 GMedia 

·班农先生要跟郭媒体一起干一个大平台要干个大事 

·GMedia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媒体之一，将成为文明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和西方相互了解真相的一个

大平台 

·郭先生谈对 GNEWS的要求。 

·郭媒体要加入视频广告一事，让郭先生对爆料革命有重新认识；郭媒体前景广阔，郭先生可能会争取回一

些股权 

·重申文贵不需要、不会要战友捐钱。郭媒体网站被黑发布募捐信息事件，经调查发现所有比特币，都是跟

香港银行、国内、平爆小组有关系 

·未来郭媒体上市前要让战友集体拥有不少于 20%的股权 

·郭媒体会在华盛顿有一个自己的分部，设立多个新闻站专门盯着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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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琨 

·郭声琨上台就干两件事：一抓习王的安保，二抓经济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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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 

·若郭台铭当选总统那就是大陆选的 

·台湾的＂双枪＂政策。中共布局韩国瑜和郭台铭参加台湾总统选举，影响深远 

·郭台铭是中共培养的人，中共要通过选举拿下台湾和控制全世界 

·郭台铭从选举的那天开始起，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李嘉诚、马云、郭台铭对郭先生和对爆料革命具有巨大威胁。 

·郭台铭的选举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恐惧 

·郭台铭已经深陷政治泥潭 

·台湾 2020年选举 

·郭台铭目的是出卖台湾给 ccp 

·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十几家基金公司一致决定通告投资者要从香港全面撤回和中共有关的投资 

·郭台铭落选哭 

·中共控制下的台湾选举乱象 

·台湾总统的候选人都是受中共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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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 

·陈军挑拨郭先生和明镜关系 

·这一次“香港民主法案”的推动过程当中，郭文贵个人或者其家族基金，有没有花钱？郭先生：既不能说

有，也不能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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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预言 

·郭先生预言：2020年 11月 20号就是没有共产党的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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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资产 

·中共政府抢夺郭先生在大陆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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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战装 

·关于郭战装设计的料子，理念和设计，还有发放。 

·一个美女，钓出整个情报网。这里也有可能是郭战装的起源 

·文贵给战友们的大礼 

·给法治基金捐钱的留言的一定会收到郭战装 

·法治基金捐款可以留言申请郭战装。 

·郭战装上的图案是鹰中之王 

·北美派发的郭战装出现了问题 

 



 190 

国安(国安委\国保) 

·中国国安系统控制海外 

·习近平成立的国安委，主要就由三大部门组成——国金、国关、国情 

·王强是专业特工的依据：一有编号；二是其女朋友符合共产党派特务的“红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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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 

·国际经济将有重大变化，维基解密将揭露核心秘密 

·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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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对 CCP有了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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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 

·国企将统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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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媒体 

·蓝标广告公司 

·全世界的媒体被共产党牵制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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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中共和美国高层都在忙 G20。 

·中共不会兑现 G20上签署的任何协议 

·G20威胁各国不让提香港，导致中共国被认定为各国的威胁。 

·G20是国家之间做交易、勾兑的大会。 

·东京 G20谈判可能会达成三个核心条件 

·今天的 G20协议就是当年的广场协议 

·G20有协议，利爆料革命 

·美国政府因 G20引起内讧，高层将有人离开 

·大阪 G20是上天送来十分重要的礼物 

·G20会议暴露了中共的流氓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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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G7会议各国在讲数。 

·G7会议就是讨论如何反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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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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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 

·文贵哈德逊演讲被取消的四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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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海航股份) 

·海航背後的秘密 

·王建为海航 60%的负债率撒下弥天大谎。 

·海航中贯军、刘呈杰持有 53%的股权、787只拉王岐山等盗国贼，却称为国家战略。 

·海航王建的发言绑架了习近平。 

·王建称海航在美慈航的慈善基金非慈善资金。 

·海航要重组 

·海南成为自贸区，海航要有地 

·海航所有的资产和资产的合法性将受到各国的调查。真相出来后，盗国贼就会杀人灭口、找替罪羊。 

·海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海航所控制的渤海金控的资产、在海外盗国贼给这些常委政治局委员

的私生子女布下的天罗地网，以及在西方布置的间谍网，这种补血的功能，这才是关键。 

·海航是这次爆料革命中的重中之重。指出王伟、杨光、谭向东将会非正常死亡。 

·海航将如何处理资金；中国银行的烂账、死账；人民币贬值(对美元的汇率 15-20，甚至 25) 

·海航股权从纽约慈航转回香港，两律师生死未卜 

·海航王健已经完成了代孕功能，王健死后海航的资产迅速转移。海航的资产处理方案没有报告给中国政府

国安委等部门 

·习近平批示对海航全面调查，随后王健拍照死，海航完蛋。盗国贼灭口王健试图减缓和阻止海航被美国和

欧洲政府调查，同时把海航猝死的责任推给习近平。 

·海航事件安全部集体出动，多家安全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包括白马广告）参与。海航王健拍照死真正开启

了盗国贼的内斗。分赃越快越猛，越容易因分赃不均起内讧 

·PacificAlliance（太盟投资）提供·5亿美元贷款给海航建设三亚凤凰机场，王健拿到钱就翻脸。 

·海航私人飞机最重要作用是给中央领导人联络，安全部出门派私人飞机全是海航的 

·出高价买海航、渤海金控相关的爆料。免费的料我不要，只要是真的料，价钱再高也买。海航盗走的是人

民的钱，必须还给人民。 

·提及海航 

·海航的发家史。中国的影子银行几十万亿，严格地讲，都出自于王岐山的铁哥们蔡锷生 

·姚庆、蔡锷生、王健、陈峰等利用海航帮助王岐山控制中国、盗取中国财富洗向海外。并有周密的计划窃

取科技、培养黑客、蓝金黄台湾、控制香港，布下监听小屋等 3F美国 

·关于海航、德意志银行、卡塔尔洗黑钱的采访，和开一个国内高官海外洗钱、藏钱的会 

·对于西方来说的四大事件：刘特佐事件、海航事件、王健之死、吴征事件。海航每一步动弹，西方都盯

着，四大事件停不住了 

·党内开会有人提出要王岐山解释海航的关係 

·有两国家调查海航，瞭解海航在欧洲的所有投资 

·＂慈航＂基金是笑话，假孙瑶、假贯军、假刘呈杰都会死，活不长 

·刘呈杰和贯君的股票从没有转到美国。 

·王健在台灣的力量巨大，與國民黨大佬關係很近，包括柯文哲等。海航是收復台灣的重要排頭兵。 

·明镜从海航拿了 750万美元。 

·海航成了国内企业家对比的对象。海航可以不付国内贷款利息 

·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 

·ＰＡＧ太盟和海航都是王岐山的，在三亞發家。Horst & Christ是王的白手套。香港基建,黑石,城建投

和海航互相持股,互相交易,在香港美國英國上市洗錢 

·文贵去凤凰城、洛杉矶干了几个大事 

·德國前副總理菲列普羅斯勒是姚依林的私生孫子，紐約慈航沒有轉過股權。海航與ＰＡＧ千絲萬縷的關係 

·陈峰玩“双修”；海航是中共领导的“双修”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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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 

·十家安全部企业除了海康威视是胡家的，其余九家企业都是江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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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海南成为自贸区，海航要有地 

·王岐山要开辟自由岛了，海南将成为自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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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 

·盗国贼操纵方正证券、海通证券在香港股市禁止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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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 

·华人海外圈需要真善狠 

·全球华人过的不开心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和体制完全抹杀了我们个人安全和尊严。 

·西方社会的白人社区分了三等华人 

·爆料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是海外华人 

·海外欺民贼害人太深，海外华人如不能意识到华人社区中的黑帮组织、沉默力量，再为中共卖命将有大麻

烦 

·爆料革命带动了在西方让华人团结和华人对自己形象重新树立信心。 

·美国国会将立法，禁止在美国的华人与中共勾结作恶 

·美國将會立法保護在海外的持有美國護照的任何民族的人，新法规其实是针对保护华人免受中共抓。 

·法拉盛(中国城)一定会受到惩罚；FBI调查华人犯罪团队达到 48-50人 

·郭文贵诉郭宝胜案的核心意义是维护海外华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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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媒体 

·海外的写中国政治的报纸都是被喂的料 

·胡佛研究所的报道结果，就是海外的坏良心媒体，中共控制媒体将受到惩罚并且正在立法。 

·布隆伯格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王岐山。胡舒立、高艷艷影响美国媒体和记者们 

·多维是海外亲共特务媒体，需要西方刑法来解决 

·川普總統將會對美國社交媒體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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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 

·警告海外民运最近不要有任何幻想和中共勾兑，张建之死有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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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渗透 

·盗国贼深入渗透美国，想用 2000亿美元把文贵换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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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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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 

·十几家基金公司一致决定通告投资者要从香港全面撤回和中共有关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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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瑜 

·台湾的＂双枪＂政策。中共布局韩国瑜和郭台铭参加台湾总统选举，影响深远 

·韩国瑜在北京大学“办公床”。夏业良给王岐山当秘书 

·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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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朝 

·杨建利、韩连朝值得文贵尊敬 

·海外也有很多真正的民主民运人士 

·文贵先生被 Waller欺骗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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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 

·韩正持有巨量的海外私人资产；控制巨额的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韩正发起了“香港大湾区之战”——十月搞突击，十一月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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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 

·汉能就是大汉能共产党，ccp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害 

 



 214 

何鸿燊 

·平安集团玩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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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 

·在社交媒体上要讲真话，讲错了要道歉。 

·文贵录音由博讯韦石、西诺推出来，最大的收益者石吴征；何频、陈小平危矣。 

·为何用豹子比何频、用斑马比陈小平。 

·何频也是一个伪类 

·十问何频 

·《明镜》何频就刘鹤来美胡说八道 

·陈小平先生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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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龄乐 

·贺龄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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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交易 

·宗教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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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警 

·香港飞虎队实际是大陆警察和解放军冒充的。 

·關乎香港未來的 48小時，ＣＣＰ兩天內又派了９０００名精壯武警公安來港，北戴河會議期間，習王感

到威脅，王岐山提出：御敵於香港之外，絕不允許把戰局延至國內 

·共军正分波分队进入香港，香港问题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的斗争。 

·香港人在严格守法的情况下和黑警斗智斗勇，没有落在黑警诱导犯罪的圈套里 

·解放军进港，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香港 

· 解放军进港，中共再也别想骗世界了 

·香港驻港部队换防完全是骗人的，真实目的是镇压港人 

·中共派进香港最多的是通讯兵 

·香港朋友透露被遣返回大陆的人不止 2000人，很多大陆人来香港抗议并出了很多主意。香港大街上死去

的很多是大陆人，香港警察已被 CCP混入 

·共产党第一招就是悄无声息的实施戒严，并且很多执法人来自广东 

·香港警察是大陆解放军，抓完大陆人直接送往大陆 

·香港全是假的香港警察有无限的权利 

·再次重申文贵的观点，香港的灾难即将开始，真正揭开是在 10月，11月后，国庆后。现在街上都是解放

军 

·网络上大量充斥着香港两个美女裸体式在海边淹死 

·中共在香港换防的军人只进不出 

·所谓的香港警察全是大陆军人、暴力集团 

·CCP杀害孩子、杀害学生，黑监狱、黑集中营，太子站杀人。 

·小心香港的解放军的佐敦医院 

·大陆的警察和大陆的解放军，在香港非法执法，大肆抓捕并直接带回大陆，威胁战友家人 

·共产党对香港此次镇压蓄谋已久，4月份派去第一个部队——信息部队 

·中共黑警、解放军在香港抓人毫不掩饰身份 

·出现在香港的“战狼部队”曾在新疆灭村 

·黑警有很多是前些年从广东移民香港的  

·PLA的裝扮 

·中共在香港的党卫军原形毕露 

·解放军上街，CCP意在 24号的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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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 

·网站不是假的，是因为三个团队在一起沟通出差错导致的，并非黑客所为 

·重申文贵不需要、不会要战友捐钱。郭媒体网站被黑发布募捐信息事件，经调查发现所有比特币，都是跟

香港银行、国内、平爆小组有关系 

·孟维参（韦石）是在美国最大的黑客的头，博讯网站是钓鱼网站，战友务必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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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 

·150億買下黑石名下的資產，背後交易者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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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 

·红黄蓝给官员“双修”培养智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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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 

·胡錦濤訪問丹麥回國後政变，無人接機。 

·十家安全部企业除了海康威视是胡家的，其余九家企业都是江家的。 

·陈刚在政坛横跨三界，和王岐山有养父干儿子之称，是胡锦涛最信任的人，和习近平也非常非常地好 

·文贵爆料六十年大庆时，江泽民和令计划，胡锦涛的往事 

·胡锦涛搞科技发展观是继承江泽民 

·区块链起始于胡锦涛，是政治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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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永远不会和伪类们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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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郭文贵先生变成权利的助手  

·吴小晖的资产最终会到谁的手里，如何走向的？胡舒立为何不爆海航、不爆刘承杰贯君、不爆孙瑶和姚庆 

·法国医院认为送到医院的不像王健本人。胡舒立财新报导王健说到了医院了我腿疼，医院说王健到达时已

经死了。王健死前在酒吧喝药了。王健去医院检查没掉一根毛，没留下任何 DNA。 

·布隆伯格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王岐山。胡舒立、高艷艷影响美国媒体和记者们 

·SteveWynn给川普的“习近平亲笔信“是假的，信中要求遣返郭文贵并附胡舒立对郭文贵的报导。

NickieLumDavis是特务 

·胡舒立撤诉 

·王建之死成谜 

·胡舒立不是一般的人，胡舒立和王岐山的好，和李友的好，真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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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斌 

·华斌在法国非常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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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 

·王岐山在華爾街還是有影響力的，極權的目的是想讓他們自身安全 

·郭先生受到来自华尔街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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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报道文贵先生是双面间谍。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公司控告郭文贵是中国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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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平基金 

·刘鹤与华平基金，太平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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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世界(华人犯罪) 

·华人世界真正的悲哀是无处发声。 

·法拉盛(中国城)一定会受到惩罚；FBI调查华人犯罪团队达到 48-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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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华为每个手机都有监听功能，就和海康威视的监控一样。 

·法治基金让西方通过反恐法、打黑法，华为 5G让整个国家没有秘密 

·G20有协议，利爆料革命 

·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盧比奧又開始弄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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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汇 

·郭先生帮助换汇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外汇使用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香港；联系换外汇的人全都

支持香港；大量的人想逃离中共。 

·郭先生帮助牵线换汇已经 2000亿美元，春节前想办法换出 5000亿美元。 

·公告人民币换美金需求：有美国朋友在中国有大量人民币需要转美金，做内借外还，美金兑人民币

1:10，中介费 10%，要求合法、1000万美元起。 

·公告港币换美金需求：加价 50%，10%佣金。要求合法、1000万美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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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芳 

·王健案近期马上有新的一系列爆料；呼吁黄芳与司法机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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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护照 

·下一个英国议会选举人十有八九还是我们的铁哥们，他会对中国受迫害的实行庇护。有 4个国家在考虑发

放黄金护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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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 

·郭文贵先生变成权利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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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海航将如何处理资金；中国银行的烂账、死账；人民币贬值(对美元的汇率 15-20，甚至 25) 

·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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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影响到 2020年是否能灭共成功 

·伊朗革命卫队是中俄培养的前锋队；郭先生 2017年说霍尔木兹海峡炸船、偷袭美国军舰不是预测，来自

内部情报 

·中俄伊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演打破了中共历史以来最根本性的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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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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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y 

·inty提问：怎样才能阻止中国共产党把邪恶传播个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拥有言论自由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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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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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 

·提醒中国百姓储备美金、欧元、英镑或者黄金，避免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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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胜德(姬德胜) 

·姬鹏飞之子姬德胜 

·王强上级向心跟姬胜德的秘书密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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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中共不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是因为怕百姓对比出自己和撒旦一样 

·香港问题引起美国各种层次的重视，香港是美、欧洲、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在亚洲的一个代表，严格讲

香港的对抗，就是西方跟共产党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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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加拿大已成为中共在西方打击、渗透、蓝金黄美国的桥头堡 

·孟晚舟事件告诉我们加拿大是蓝金黄的重灾区 

·G20有协议，利爆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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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 

·文贵去凤凰城、洛杉矶干了几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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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鑫 

·贾鑫先生获释的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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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钞 

·北戴河會議重要人物 ，中國三地方最忙了，中南坑、葫蘆島印鈔票的、再就是這些軍工廠了 

·芦岛要印美元了 

·关于中共印假美钞的问题。 

·中共印的假美元  

·假美元和芬太尼都是共产党国家全力 3F,BGY美国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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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视频 

·王立强案，中共做法庭假视频，可见郭先生之前说的大连案审判、开封案审判、马蕊强奸案等案件中，中

共无耻造假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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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 

·请战友们不要浪费时间看假新闻 

·看假新闻是助长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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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疫苗 

·假疫苗有刘延东和政治局委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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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帐号 

·社交媒体分散爆料革命关注度的假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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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共产党通过“方证科技”可以监测到简体中文世界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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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器 

·17年 8月，郭先生家中的小型监听器与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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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羊毛 

·解放军进人民大会堂恐吓人大代表，开启剪羊毛时代（预言啊，现在是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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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 

·中央警卫局是江家的天下 

·十家安全部企业除了海康威视是胡家的，其余九家企业都是江家的。 

·香港某富豪为什么给江家 5000万 

·未来会讲为什么孟建柱敢干马航、是江家的刽子手、南普陀计划的执行者 

·孟建柱出主意，拿掉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一诫，变习为尊，王岐山力推，孙力军执行南普陀计划，江家背后

操纵 

·江家的势力与实力及习主席不知道的事 

·查一查这十个人和江家和李嘉诚的关系，潘多拉的盒子先来点小料 

·香港的長江集團未來會出大事。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 

·习王虽控制军队、金融，但江家控制了外交，控制外交是控制情报和未来 

·江家因采访梁颂恒为由头拿走盘古等郭先生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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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绵恒 

·江绵恒利用上海银行抢劫比黑社会还凶残  

·李友帮助江绵恒抢劫盘古 

·为抓捕张子强，和記黃埔 CEO馬世民從上市公司拿走五千萬，親手交給江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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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盗国贼们换器官杀了多少人！ 

·文贵爆料江泽民与朱镕基不看好中共未来及阅兵 

·文贵爆料六十年大庆时，江泽民和令计划，胡锦涛的往事 

·胡锦涛搞科技发展观是继承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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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成 

·江志诚控制 5000亿美元资产。 

·出庭作证和查封盗国贼日本，新加坡的账号及对港一位超级富豪的调查 

·屈臣氏背後的股東是江志成，李嘉誠為代持。 

·張志強李嘉誠江志誠內幕，亂港四人幫炮製各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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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交通部被抓官员都贪了大钱，中国大跃进建设的本质是为了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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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一个国家政治教育失德的话，孩子女人必遭殃 

·没有共产党以后第一个就是要把教育要搞好，教育绝对不能被政党控制，教育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政治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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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 

·解放军进人民大会堂恐吓人大代表，开启剪羊毛时代（预言啊，现在是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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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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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泉广场 

·以共灭共，民心向郭，习亡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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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盾文件 

·金盾文件包括各领导人的绝密信息，还有几个大的国家方案，包括到海外派特务的信息，海外资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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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票据 

·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 

·盛京银行现在的坏账是几乎一块存款，担保成·5到 3倍的贷款，全是票据贷款 

·金融票据是中国经济埋的雷，很快要爆雷 

 



 265 

金正恩 

·金正恩的范儿告诉人们什么都得有实力，得有你的核武器！ 

·专门为北朝鲜现在领导人金正恩先生和金与正女士，向他发出的预告 

·关于 ElliottBroidy、朝鲜的绝密文件以及对金正恩的警醒 

·CCP以全国之力要求美国遣返郭先生。孙力军、JhoLow（刘特佐）SteveWynn等人出手。CCP不惜配合美

国对付金正恩，对郭先生下杀手，习近平的亲笔信 

·金正恩横跨中国在越南会见川普总统 

·金正恩拿什么和西方抗衡。 

·习近平说「如果是让川普总统赢了中期选举，我们将输掉未来一百年」，金正恩离场真相 

·金正恩是给咱们的大礼物，2019年，逢九必变 

·滑稽和荒诞，要靠金正恩拯救共产党 

·金正恩的零秒空间 

·川普见金正恩是中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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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 

·中共与马克龙在进博会前的勾兑 

·上海进博会，是国际勾兑的一个政治流氓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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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郭先生承诺给中国老兵捐 1亿至 2亿美元 

·重申文贵不需要、不会要战友捐钱。郭媒体网站被黑发布募捐信息事件，经调查发现所有比特币，都是跟

香港银行、国内、平爆小组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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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办七局 

·王强是专业特工的依据：一有编号；二是其女朋友符合共产党派特务的“红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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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厂 

·北戴河會議重要人物 ，中國三地方最忙了，中南坑、葫蘆島印鈔票的、再就是這些軍工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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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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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巴斯（凯尔巴斯） 

·当委会明确发函警告每个金融机构来自中共的威胁及凯尔巴斯是以后的世界级领袖 

·卡尔巴斯获得了经济委员会的奖章。 

·法治基金请 Kyle Bass先生、班农先生当主席，请路德、Sara等战友加入，目的是为了法治基金的正常

运转、永续生存，不论郭文贵生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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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林 

·一个美女，钓出整个情报网。这里也有可能是郭战装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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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 

·王健在台灣的力量巨大，與國民黨大佬關係很近，包括柯文哲等。海航是收復台灣的重要排頭兵。 

·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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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与科技为敌的党和个人一定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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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 

·令计划与金凤组的空姐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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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银行 

·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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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78 

拉黑 

·文贵除了拉黑了有关系的人，别人没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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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 

·总参二部管台湾事务，扶持赖昌星、派驻百度的工程副总监都是对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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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标 

·蓝标广告公司 

·蓝标是另一个海航，腐败、洗钱、黑掉爆料革命的各个社交平台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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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金黄 

·澳纽是蓝金黄重灾区 

·蓝金黄是如何开始的？ 

·蓝金黄、现任司法部长勾兑中共、沉默的量、6000间谍，文贵家人被抓，2000亿美元换文贵 

·爆料刘特佐，世界各地被中共蓝金黄程度 

·从共产党对付郭文贵先生的手段以让西方世界了解到蓝金黄的危害性 

·砸郭的伪民运骗子都是在假大空，被共产党蓝金黄了。 

·马航事件涉及中国政府和盗国贼在西方实施蓝金黄的一个真实案例 

·沙特记者被杀引起世界媒体关注，中共海航知名董事王建被杀世界媒体却无人问津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蓝

金黄对世界媒体的控制。 

·台湾被共产党蓝金黄程度超出想象 

·蓝金黄的力量无处不在。但是挡不住发布会会继续召开。 

·孟建柱控制香港的手段 

·加拿大已成为中共在西方打击、渗透、蓝金黄美国的桥头堡 

·姚庆、蔡锷生、王健、陈峰等利用海航帮助王岐山控制中国、盗取中国财富洗向海外。并有周密的计划窃

取科技、培养黑客、蓝金黄台湾、控制香港，布下监听小屋等 3F美国 

·让战友们做好准备迎接蓝金黄的挑战 

·希金博特姆背叛国家，为中共服务 

·GeorgeHigginbotham被中共收买 

·信息战，偷窃 F35技术（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 

·梵蒂冈背叛中国的教徒，与 CCP合作 

·澳大利亚蓝金黄的情报 

·经济买断政治的时代过去了，“蓝金黄”所有老帐都会被清算 

·中国是如何在中共的影响下沉沦的已及美国被牵扯的部分 

·美国被蓝金黄的官员到转变的内幕 

·战友们务必要小心，你们会被蓝金黄，会被制造麻烦。 

·中共利用沉默的力量蓝金黄香港 

·川普總統將會對美國社交媒體管控。 

·川普總統將會對美國社交媒體管控。 

·中共渗透世界各大金融系统，骗取了巨量财富 

·美国被蓝金黄，所以习近平敢撕毁签署的协议。 

·假美元和芬太尼都是共产党国家全力 3F,BGY美国的重要手段  

·王岐山的四项原则最近得逞 

·香港的金融不超过 48小时将出现问题，美国内部将有人为 CCP说话，解决办法是把共产党解决在香港战

场 

·娛樂藍金黃，所有的藍金黃的黃，全放在了澳門。 

·文贵爆料盗国贼在美国的运作，包括他们的筹码以及帮他们威胁美国的华尔街大豪和布隆伯格等人 

·北京经济论坛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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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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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 

·郭先生承诺给中国老兵捐 1亿至 2亿美元 

·军队的斗争开始了 

·战友之声是实际行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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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领导 

·老领导劝说郭先生放弃爆料革命 

·中共原本要扫平理工大学，后因里边是有 5个北京老领导的孩子、家人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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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 

·郭先生去年建议班农见陈水扁和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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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飞 

·谷歌李飞飞有特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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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宽 

·吴征不配叫先生；李洪宽骗婚、拒绝法院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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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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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 

·李嘉诚是个高人，中国现已天怒人怨，爆料革命要拯救 14亿被绑架和欺骗的同胞，让世界更安全 

·香港某富豪为什么给江家 5000万 

·查一查这十个人和江家和李嘉诚的关系，潘多拉的盒子先来点小料 

·李嘉誠全面参与迫害郭先生，不得不爆他的料 

·李嘉诚、马云、郭台铭对郭先生和对爆料革命具有巨大威胁。 

·香港的長江集團未來會出大事。 

·为抓捕张子强，和記黃埔 CEO馬世民從上市公司拿走五千萬，親手交給江綿恆。 

·屈臣氏背後的股東是江志成，李嘉誠為代持。 

·香港这几天达到了本质性变化——全民皆兵 

·張志強李嘉誠江志誠內幕，亂港四人幫炮製各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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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文贵先生第一次见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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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 

·李小加不敢回答，期货指数真正的软件平台是方正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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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 

·盗国贼打着习的旗号公关推特、油管等，李东全面指挥断播事件 

·李友让马建姐姐借股票，陷害马建。马建案中，郭文贵被强行加上“强迫交易罪”的罪名 

·和张海的认识过程，王恩哥介绍李友跟郭文贵合作 

·北大方正的发家史，李友、张海都是骗子，最后导致郭文贵被诬陷各种罪名，被罚 600亿 

·北大方正的真面目，令谷车祸和李友、魏鑫有关。魏鑫掠夺郭文贵资产，李友威胁郭文贵 

·李友的毒丸计划是让人成为他的腐败分子，李友利用方正科技陷害马建 

·李友的毒丸计划第一个放倒马建，第二个放倒令计划。马建和令计划被抓 

·李友帮助江绵恒抢劫盘古 

·貸款不還錢 

 



 293 

李祖原 

·教父李祖原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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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杨建立先生是真正的民主民运人士 

·杨建利先生联合国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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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冠军 

·梁冠军骗取美国护照 

·抗议蔡英文总统来美的沉默力量和污蔑郭文贵的人是同一拨人，手法和对付香港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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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颂恒 

·江家因采访梁颂恒为由头拿走盘古等郭先生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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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 

·梁振英等香港官员害怕对香港人权法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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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接下来中国最大灾难就是粮食灾难，粮食出事就在黑吉辽。 

·共产党已到了穷途末路，劝告国内战友储备粮油盐、存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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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 

·两会维护的是盗国贼集团和某些利益集团。 

·共产党要开两会是共产党的追悼会 

·两会表现欺骗美国，对外给钱合法化，通过大湾区一系列条例 

·金正恩在两会影响特别大【金正恩】 

·过去两会前要抓人祭旗 

·老革命给中央写信说两会要提倡务实经济、民生经济，少搞这个大型基础建设，少搞国际投资 

·有人怕中国经济和政治玩完，联名写信给中央 

·某代表认为两会如同追悼会 

·两会多次提到防止经济出现重大滑坡，防止上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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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技术 

·中美之间的核心技术——量子技术，中共已经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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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电脑 

·量子电脑正式开始试行运行。 

·张首晟和量子电脑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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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 

·路德采访林教授，因为其妻子害怕中共政府的迫害，直接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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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 

·林鄭月娥事件，不惜代價，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在海外社交媒體，全面屏蔽，甚至採取所

謂的法律系統，立法保護布袋法案。 

·反逃犯法是林郑月娥写的 

·林郑政府提出辞职并撤销反逃法 

·拒绝林郑辞职因为中共担心骨牌效应 

·林郑月娥有三个法。 

·林郑月娥在为北京做事，不是在为香港做事 

·林郑上台后推行一地两检 

·林郑月娥主动向北京政府请辞 

· 6月 9號香港一定是全港行動，甚至有人不惜一切代價要賣掉一切資產也要跟林鄭月娥 PK到底。 

·香港接下来共产党跟林郑月娥等卖港贼安排好以后，将大肆抓捕，威胁四大不要脸，让他们闭嘴；然后，

将抗议人士各个击破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林鄭月娥下一步動作 

·林鄭月娥是 PAG核心 

·预言林郑一定死在香港 

·林郑月娥去北京和上海和西方讲数，林郑大陆之行基本宣布香港的流血时刻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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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谷(令谷车祸) 

·從不飲酒的令計劃兒子令谷深夜醉駕法拉利，車禍身亡，六年後中國兩會開啟真正的習王家時代。 

·令谷之死的背後含義 

·北大方正的真面目，令谷车祸和李友、魏鑫有关。魏鑫掠夺郭文贵资产，李友威胁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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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计划 

·令计划与金凤组的空姐淫乱 

·李友的毒丸计划第一个放倒马建，第二个放倒令计划。马建和令计划被抓 

·文贵爆料六十年大庆时，江泽民和令计划，胡锦涛的往事 

 



 306 

令完成 

·王健之死唤醒中国企业家，令完成无处可躲，不爆料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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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 

·提及刘冰田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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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呈杰 

·海航中贯军、刘呈杰持有 53%的股权、787只拉王岐山等盗国贼，却称为国家战略。 

·爆料刘呈杰兄长信息。 

·刘呈杰和贯君的爹和妈以后得用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是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前的小礼物 

·盗国贼们换器官杀了多少人！ 

·刘呈杰和贯君的股票从没有转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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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 

·预言刘鹤不会有好下场 

·《明镜》何频就刘鹤来美胡说八道 

·刘鹤与华平基金，太平联盟 

·刘鹤的角色重要性 

·劉鶴只是中共的托，楊潔篪才是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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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銮雄 

·平安集团玩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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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余 

·A股和港股，盗国贼升降都能赚钱。刘士余一顿饭就能赚 4个亿。 

·刘士余自首是为了保护他，控制交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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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特佐 

·爆料刘特佐，世界各地被中共蓝金黄程度 

·再提劉特佐 

·美国高度关注 JhoLow，也就是刘特佐。 

·刘特佐是孟建柱的家人 

·JhoLow（刘特佐）已经是西方四百多家大媒体定为 2019年主报的报道 

·对于西方来说的四大事件：刘特佐事件、海航事件、王健之死、吴征事件。海航每一步动弹，西方都盯

着，四大事件停不住了 

·所有 JhoLow的欺骗都是吴征和孙力军和孟建柱担保，到今天中共的习近平主席，王岐山还在保 

·共产党把钱洗成非美元货币，JhoLow没有好下场 

·CCP以全国之力要求美国遣返郭先生。孙力军、JhoLow（刘特佐）SteveWynn等人出手。CCP不惜配合美

国对付金正恩，对郭先生下杀手，习近平的亲笔信 

·文贵讲 JhoLow的一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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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 

·提醒欧洲政府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关注新疆事件、709事件，关注被刑讯逼供被关押的官员和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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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 

·假疫苗有刘延东和政治局委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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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平 

·孙立军所谓与文贵的共同朋友被抓，是刘彦平、孙立军和孟建柱倒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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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华 

·第一次披露刘志华被捕的情况 

·再提刘志华 

·2003-2006一直都在和刘志华战斗，当时很多媒体也造谣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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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脉 

·有关龙脉之说、大伯托梦和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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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奥 

·盧比奧又開始弄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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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聪 

·郭先生愿意出一亿美元让卢伟聪依法来美国伏法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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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 

·路德先生的节目 

·路德采访林教授，因为其妻子害怕中共政府的迫害，直接叫停！ 

·洪水勐兽的节目 

·黑路德的视频是中共操作的，目的是让外国政府不相信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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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通 

·袁健斌，陈军，何平洗钱，骗钱，起诉罗杰斯通就是要弄吴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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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文贵去凤凰城、洛杉矶干了几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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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和 

·王健是人类上少有的第四种死法， 

·澳门吕志和的资产和很多常委的家人都有关系，跟王健先生和他小舅子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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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 

·爆料绿地森林城 

·谷歌、绿地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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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文贵与一位老领导回顾 64 

·文贵六四前夕谈六四 

·709和 64一样成为中国走向民主的关键时间 

·伪类骗捐在沙漠竖·4碑 

· 中央最高領導全面布置抓捕纪念六四人员，只要露頭就打，一打就要打死他，這是死命令。 

·香港警察和当年 64的情况一样。 

·文贵先生第一次见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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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May 

·利用女人吸黑色太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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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king 

·两件不能在直播中说的事 

·Larryking的假视频作用及港超级富豪女友作为联络人的效用及与美方勾兑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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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前天试播说了马克龙的事后，很多美国朋友打电话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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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 

·马哈蒂尔以马航真相与中国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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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 

·关于马航 

·马哈蒂尔以马航真相与中国做交易 

·马航事件涉及中国政府和盗国贼在西方实施蓝金黄的一个真实案例 

·马航事件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惊人内幕？郭文贵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马航事件和盗国贼千丝万缕的联系 

·未来会讲为什么孟建柱敢干马航、是江家的刽子手、南普陀计划的执行者 

·马航 370的内幕及郭先生说的 3个数还有上市公司的黑幕 

 



 331 

马化腾 

·文贵两年前就说吴小晖一定进监狱，接下来是马云、马化腾、许家印 

 



 332 

马建 

·一个家族企业 50几个亿就卖给了农业！ 

·马建被盗国贼陷害，多数共产党员是好人。 

·李友让马建姐姐借股票，陷害马建。马建案中，郭文贵被强行加上“强迫交易罪”的罪名 

·李友的毒丸计划是让人成为他的腐败分子，李友利用方正科技陷害马建 

·李友的毒丸计划第一个放倒马建，第二个放倒令计划。马建和令计划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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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 

·中共与马克龙在进博会前的勾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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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个省 

·关于 ElliottBroidy、朝鲜的绝密文件以及对金正恩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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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蕊（马瑞） 

·袁建斌耍流氓浪费郭文贵的律师费。被郭文贵告的这些人就吴征和蕊马案有律师 

·有了可证明吴征是受 ccp控制的重要证据 

·博讯和吴征，还有瑞马案用同一个律师 

·关于马蕊强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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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 

·王岐山在華爾街還是有影響力的，極權的目的是想讓他們自身安全 

·砸锅伪类背后的金主是马云。 

·盗国贼家族是马云背后的金主，吴征則这是这些家族的代言人。 

·马云商人背后的真正身份。 

·文贵两年前就说吴小晖一定进监狱，接下来是马云、马化腾、许家印 

·再提馬雲 

·马云的事啊，想和大家讲讲，私企国有化，国有化的资产迅速再转移到某些盗国贼手里边。 

·马云辞职的真正的目的与动机——瞒天过海 

·马云去了香港，见了香港银行家，港币要不存在了吗？春节过后会看到端倪。 

·马云已经交出了所有东西 

·李嘉诚、马云、郭台铭对郭先生和对爆料革命具有巨大威胁。 

·马云是个失败的骗子，学哲学去了 

·调侃马云等富豪的结局，以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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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奈尔 

·麥康奈爾先生演講是爆料革命走向世界以來最具意義、最具價值 

·麦康奈尔先生让亲共派脑子清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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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港贼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安排好香港警察 4人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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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 

·茅台造假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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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共产党用对付敌人、欺骗敌人、毁掉敌人那一套对付香港孩子；打压媒体；4大不要脸分别被做工作 

·未來傳統媒體會消失 

·好莱坞、洛杉矶有很多战友，将是爆料革命未来最重要的灭共基地之一 

 



 341 

美朝关系 

·中美贸易、美朝关系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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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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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美军对叙利亚定点打击 

·美国搞定朝鲜、叙利亚、伊朗后会兵陈南海 

·美元的世界地位让美国向世界负起责任 

·CCP利用两党内斗限制川普总统 

·G20有协议，利爆料革命 

·共产党和美国一定会有一战；爆不爆料共产党都会被灭，只是中国人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已 

· 美国一定会和中国脱钩 

·孟建柱控制东南亚多国政经警军及黑帮，控制所有大型国企在非洲的安保、押运；江家、曾家、朱家、孟

家是上海界前 10号的金融玩家；孟家通过信托产品和 P2P骗钱，钱洗白后转往美国、欧洲，很大一部分钱

潜进台湾。 

·香港戒严后会发生三件事：与中共断交、查封中共资产及取消官员家属签证、美国联盟国家亚洲所有军事

大量布局 

·启动法治基金的核心团队，营救体制内出来的爆料第一人——尹队长，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有条件接受 

·法治基金 2020年的灭共计划  

·蔡英文在美国的外交范围内能做两件事 

·美国真正的 Billionaire，有钱的人,拿出现金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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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步枪协会 

·《香港人权法案》背后的核心推手是美国步枪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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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台政策 

·中共欲挟台湾以令亚洲 

·美国将停止承认一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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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行动 

·美国正在开启前所未有对中国高官要进行一个新的条款、立法，进行惩罚 

·影响人类命运、世界安全和和平的立法和法规将在美国推出。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72小时限定拆除 

·德州大学发起金融制裁和行动，美国和全世界的基金一定会跟随 

·德州大学基金的行动得到多个部门的批准和其它基金的认可 

·美国将立法保护香港和台湾人民 

·美国正在考虑见达赖喇嘛，并让中国承认达赖喇嘛的转世 

·美国负责宗教的副国务卿，令美国国会和政府高度重视了中国新疆和西藏以及宗教的问题 

·美国要求郭文贵先生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就中国新疆，西藏，宗教，以及 709律师等几个大案出席 

·现在在华盛顿，只有一件事是统一的，那就是反共 

·美国高度关注 JhoLow，也就是刘特佐。 

·吴晓晖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保险箱被拿走，美国政府在调查。王瑞林被气死 

·美国正在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世界围猎的目标，华盛顿形成共识。 

·RICO法案的核心是什么？也就是反黑法案 

·司法部的动作给中共一个彻底打击掏心拳 

·西方一定要拯救香港。太平联盟迫害郭先生 

·共产党根经在美国的国际社会的桉板上，待中共的盗国贼，一定是拿刀切 

·和班农先生见面的第一天，讨论的就是“美国当下危险委员会这个项目 

·全力推进下一个就是对共产党的金融制裁委员会 

·新的《欧洲议会》将会建立比美国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还要严厉的组织 

·美国一些传统的教育的退休的养老的基金，将对中共施行最大的制裁 

·当委会提出各个基金不许投资中国及对共党背景及其所控制企业进行背景调查和立法 

·多个机构和郭先生合作以及盗国贼海外财富调查的进展和中美贸易谈判 

·当委会背后的重要秘密委员会机构之一及美国国安委把中共国企列为威胁 

·美国公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 

·当委会明确发函警告每个金融机构来自中共的威胁及凯尔巴斯是以后的世界级领袖 

·未来一个月到四十天对中共来的企业立法及大致内容 

·经济买断政治的时代过去了，“蓝金黄”所有老帐都会被清算 

·川普会在 2020大选后全面动手 

·灭爆海外组的动作以及美方采取的行动 

·议员和郭先生讨论关于盗国财富立法的事 

·伊朗石油制裁的已经正式的打响了美国向独裁政权第一枪 

·美國將重新審核美港自貿區協議，並對台灣實行新的保護法。 

·卢比奥议员发起在欧美冻结香港发起反逃犯法官员的资产 

·川普总统做出一个让共产党王岐山十个小时就损失 3万亿的决定，这就是文贵先生说的把战场拉向国际的

意义。 

·文贵讲述华盛顿气候大变。 

·美国将停止承认一中政策。 

·将要推行新疆西藏的法案 

·指出香港 200万人示威的关键是美国取消香港自贸区地位 

·香港机场抗议运动迫使美国国会通过 3个法案 

·香港能不能赢的关键在国会，人权法案一定会通过 

·华盛顿讨论取消香港自贸区协议，香港问题将引起世界經濟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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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香港沒有雙普選，一切都是零 

·美國朋友完成了 600個媒體人士的聯名必須要川普總統在香港問題上表明立場 

·國會山以最快速地通過對香港問題的保護和制裁法案 

·共產黨要對香港實施像 89年 64這樣的行為，美國可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 

·48小時內在華盛頓最大的爭議 

·不惜一切代價，決不能拿著市場、拿著股票成為共産黨去鎮壓香港的威脅 

·美國已經成立的秘密機構對香港發生的事情進行秘密調查 

·美国国会在准备开始通过《香港人权法案》 

·接下来香港会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惨烈，而美国除了香港保护法案会提前，还有一系列的雷霆行动 

·中共要发展区块链、虚拟货币威胁到美国，《香港保护法》一定会通过 

·班农 11日直播所有说的话，在昨天所有美国政界和全世界引起来了巨大的震撼 

·《香港人权法案》给了我们爆料革命和香港的被压迫人民灭共的合法营业执照 

·2020會讓 CCP徹底輸掉，而且會激怒川普總統和他的團隊 

·川普總統宣佈了對共產黨的為貨幣操縱國的意義是什麼 

·美國會宣佈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 

·美國將釆取制裁行動 

·怎麼做空人民幣,港幣？貨幣戰是最後一擊。最先是股市，然後是通貨膨脹，糧油水等等民生物資價格暴

升，然後是不動產如房產崩盤。美國政治方向已經是：保護香港的女人和孩子 

·美國政府宣佈查封和凍結共產黨在美國及海外的美元資產 

·美國將有一系列超出你們想象的決策 

·對香港對共產黨的決定影響著全世界命運 

·美國動武是可能的 

·國會山、白宮、軍方爭著去整中共 

·美国将取消香港自贸区地位 

·美国达拉斯有 100多个牛人正在开着最最紧急的对共金融会议 

·文贵爆料从下周四开始美国有雷霆行动，以及伯明上台背景及重要性。然后介绍 Robert的背景及灭共本

质 

·文贵预测美国的未来灭共动作 

·预言香港人权法案一定会通过 

·对香港关系法和自贸区协议很快停止。 

·一个大帅哥将接替博尔顿，另一个被 ccp打过的人将当副手 

·比尔格茨要出几个大文章，要搞几个大运动 

·50大咖明确了对中共的态度。 

·海外欺民贼过去几十年来各种造谣事件，对文贵缠诉，吴征和 FBI职员的交往，美国已经看清是有组织

的。刚刚成立的某个部门的针对华人犯罪的某个小组，大量增加人手调查。 

·美国的配套政策都会出来 

·美国国会成立专案部门调查中共大外宣、欺民贼、沉默力量 

·美国各大机构在考虑没有共产党后的中国模式，北约在准备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和武器技术脱钩 

·美国国会将立法，禁止在美国的华人与中共勾结作恶 

·美国军工企业过去停产的项目现在重新恢复，明确针对中共 

·中美贸易谈判，美国给中共准备黑白方案：要么灭亡、要么开放 

·共产党在香港玩流氓手段，中俄伊联合军演、搞密码法、区块链货币，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 

·美军空袭，除了亲伊朗武装，还打了一些人，美国没公布；南中国海中共的军事设施会被移掉 

·美國将會立法保護在海外的持有美國護照的任何民族的人，新法规其实是针对保护华人免受中共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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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 

·美国现任的前三号人物之一说与中国的冲突，美国有信心一个星期彻底结束任何形式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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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 

·郭先生感概美国司法体系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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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养老保险 

·共产党 3F方案和美国养老保险基金 

·养老保险基金和中国的 700家上市公司没有审计和背后的危机 

·美国一些传统的教育的退休的养老的基金，将对中共施行最大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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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美元) 

·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 

·公告人民币换美金需求：有美国朋友在中国有大量人民币需要转美金，做内借外还，美金兑人民币

1:10，中介费 10%，要求合法、1000万美元起。 

·公告港币换美金需求：加价 50%，10%佣金。要求合法、1000万美金起。 

·香港银行取钱已经不行，三千美金都不能取  

·共产党已到了穷途末路，劝告国内战友储备粮油盐、存美金。 

·香港银行美金取现、大额港币取现被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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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组织 

·介绍陈氏兄弟“我盟”有组织，有清晰政治理念 

·“盟”组织严密，立场坚定，所以郭先生给“盟”捐款 5000万美元。 

 



 353 

孟海晶 

·爆料孟海晶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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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宏伟 

·预测接下来共产党会让很多人被抓被杀被丢失 

·预测孟宏伟不会被做掉。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被杀是因为孟宏伟！接着排队跳楼的会更多。 

·孟宏伟被抓很大程度上是跟王健案有关系 

·红通变蓝通的原委及孟宏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孟宏伟因掌握习近平王岐山的视频被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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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会清 

·孟会清藏有 18個 U盤是王岐山害怕郭文貴得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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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 

·王岐山在華爾街還是有影響力的，極權的目的是想讓他們自身安全 

·孟建柱将推翻并撤销曲龙案，成为 CCP“以黑治国”“以假治国”的最大案例。 

·爆料孟建柱。 

·哈德逊，推特，脸书、油管全被收买、孟建柱是最高指挥官、王子没有背叛我、为了政批退掉所有他国的

护照、政批是政治安全的需要。 

·孟建柱用国家利益保护私生子 

·孟建柱说 100%控制菲律宾、代表习近平 

·孟建柱下令屠杀新疆某个镇上的抗议人群，包括小孩 

·预测接下来共产党会让很多人被抓被杀被丢失 

·孟建柱控制香港的手段 

·刘特佐是孟建柱的家人 

·杨澜和吴征的背后是孙立军、孟建柱 

·未来会讲为什么孟建柱敢干马航、是江家的刽子手、南普陀计划的执行者 

·孟建柱出主意，拿掉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一诫，变习为尊，王岐山力推，孙力军执行南普陀计划，江家背后

操纵 

·纽时记者傅才德认识王岐山，孟建柱的人，报道习家财富的事他参与其中 

·孟宏伟开庭和此案的启示 

·盗国贼们换器官杀了多少人！ 

·孟建柱的红黄蓝。 

·现在香港的中共警察力量全部都是孟建柱那时候安排下来的 

·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 

·坏人排序：第一最坏的是孟建柱，第二杨洁篪，第三王岐山，后面还有两个——孙力军和吴征 

·“双修”要有级别，是王岐山控制官员手段 

·王岐山、孟建柱、曾庆红盗国贼家族控制中国的火葬场、墓地、养老、幼儿园产业 

·孙立军所谓与文贵的共同朋友被抓，是刘彦平、孙立军和孟建柱倒霉的开始 

·国内政法界迎来腥风血雨时刻:孟建柱一铁哥们儿被抓，同时有 100多人被抓，都是孟建柱最亲近的人 

·昨天一天孟建柱的人被抓了将近五百多个，共产党正在全面的内残当中 

 



 357 

孟晚舟 

·孟晚舟一定会保释，美国引渡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从孟晚舟事件上来看，香港护照一定会被打回原形 

·孟晚舟事件告诉我们加拿大是蓝金黄的重灾区 

·G20有协议，利爆料革命 

 



 358 

梦中郭九条 

·共产党灭了之后，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先干好九件事。 

·昨天文貴這個夢中郭九條，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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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议 

·主要是要和相关部门和人开几个会 

·美国银行和 9230号大楼 

·郭先生出席秘密听证会，有很多大家想知道的人被起诉以及中共特务试图接近和伤害郭先生和川普总统 

·三个重要的会议开完，确定新的法制基金口号和目标 

·文贵又要进山！ 

·过两天文贵在华盛顿有两个秘密听证会 

·郭先生要开三波最重要的会议 

 



 360 

免费会员 

·见了一位也是习主席和夫人的朋友，拒收了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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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爆小组 

·盗国贼无时不刻在分化海外的战友和打击真正的民主民运分子 

·蓝金黄、现任司法部长勾兑中共、沉默的量、6000间谍，文贵家人被抓，2000亿美元换文贵 

·哈德逊，推特，脸书、油管全被收买、孟建柱是最高指挥官、王子没有背叛我、为了政批退掉所有他国的

护照、政批是政治安全的需要。 

·中共成立 6000人的灭爆小组 

·灭爆小组的出现和其组员 

·灭爆小组的所在地及在美国的行动 

·灭爆海外组的动作以及美方采取的行动 

·灭爆小组的行动 

·杨洁篪是现在平爆小组对外协调最关键的人物，杨、孙立军、吴征三人关系特殊 

·重申文贵不需要、不会要战友捐钱。郭媒体网站被黑发布募捐信息事件，经调查发现所有比特币，都是跟

香港银行、国内、平爆小组有关系 

·上海帮在外交部、公检法占 90%的权力，控制香港绝大多数所有事件，是灭爆主力。习想控制但做不到。 

·海外灭爆小组的种种烂招 

·灭爆小组的新招数 

·灭爆小组下达新任务。 

·共產黨內部下了一個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讓 7個人和郭文貴分開 

·為分裂郭文貴和班農，戰友的關係明碼實價開出清單，滅暴小組派出大量人員接近文貴，以苦肉計釣魚 

·共产党在黑客友。 

·CCP将会挑拨战友之间的关系 

·中共发动了几次海外沉默力量和灭爆小组 

·某部门告诉文贵，有些人是带任务参与爆料革命 

·在海外，打击我们，平爆小组的人，最多就来自于外交部和公安、国安 

·CCP找人挑战班农，挑拨文贵与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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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共(全球灭共、以共灭共) 

·11月 20号是开启了，我们十四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第一次的「以法灭共」的新纪元。 

·全世界都会对盗国贼海外资产进行查封 

·2020年中共必灭，他们盗走的财富必须归还，并会受到惩罚 

·灭共方法就是莘县阳谷县搭县 

·国内的力量在等待着，中美贸易战让美国和世界看到了中共的弱点 

·国内的战友，灭共也可以发财，机会来了 

·郭先生说要一统海外各种力量然后反共 

·香港是灭共的第一道大门 

·香港是灭共第一道大门，台湾第二 

·两条就可以灭共。 

·郭先生谈爆料革命的策略与 30年准备：知己知彼、打进共产党内部、支配足够的钱、集结一切关系、认

识国际友人、发动所有组织... 

·滅共，反共將成為永恆的主題。 

·好莱坞、洛杉矶有很多战友，将是爆料革命未来最重要的灭共基地之一 

·为什么说香港是共產黨走向地獄的第一道大門 

·《香港人权法案》给了我们爆料革命和香港的被压迫人民灭共的合法营业执照 

·2020會讓 CCP徹底輸掉，而且會激怒川普總統和他的團隊 

·为什么说香港是共產黨走向地獄的第一道大門 

·香港人民最終會成為共產黨死亡的大門。 

·中共搞区块链让美国所有的几个领域联合在一起，来面对中共的生死威胁，这对香港有利 

·从今天起，灭共拿到了美国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提示参议院投票背后有激烈的斗争 

·香港的金融不超过 48小时将出现问题，美国内部将有人为 CCP说话，解决办法是把共产党解决在香港战

场 

·法治基金 2020年的灭共计划  

·共产党倒闭脆变最大可能的第一根火线——中国金融；中国金融一定将崩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被盗国贼

把国库、银行储备金全盗空了 

·共产党明年的十一不会再来了 

·金融全牌照是中共自己作死 

·2020年川普總統贏，只有一個選擇--滅共！ 

·共產黨殺掉了這個國家 25%的人口，推翻共產黨中國人民必須站出來 

·三三五二计划 

·请战友一定要記住 2019年住 7月 21号、7月 23号、7月 24号、7月 25号；全面進入全球滅共時代；戰

場拉向國際，以美滅共，以法滅共，但最終還是以共滅共 

·共產黨滅亡走向地獄的第一道大門，第二道大門 

·共產黨要完蛋了，讓他自己走向滅亡 

·以美滅共，以共滅共，開始了，第三戰場就是共產黨內部鬥爭的戰場 

·对香港造成的伤害会百倍千倍伤害美国的三个原因，最终形成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共知道 2010年 11月 3号之前没戏了，但是美国不会让它活过 11月 3号 

·预言 11月 12月会有货币大战将引起一系列的政治危机 

·9号文件宣布了共产党的死刑 

·爆料共党绑架世界金融和军事扩张内幕消息 

·贸易协议签或不签 CCP都要灭亡 

·某国领导人告诉我全球联合灭共自动灭共谁都挡不了！ 

·全世界将发出大家无法想象的声音，最后统一战线灭掉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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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全球灭共就等两句话 

·我们唯一的仇恨和敌人就是共产党 

·悬念：今天再次直播是有目的的，是要清理某些东西 

·灭共是现在全世界最时髦、最受人家尊敬、最高尚，在西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 

·全球已经进入自动灭共、全球联合灭共真正的伟大的时代 

·我们距离灭掉共产党是多么的近，我们已经摸到了成功的大门 

·2020年是郭文贵和爆料革命的霹雳年，1月 1号开始起全面开足马力灭共！ 

·美国真正的 Billionaire，有钱的人,拿出现金反共 

·全球滅共進入了自動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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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 

·王健在台灣的力量巨大，與國民黨大佬關係很近，包括柯文哲等。海航是收復台灣的重要排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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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郭文贵的盗国贼理论将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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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 

·明鏡的中立立場早在採訪文貴開始就已經不存在了，上海局之謎 

·陈军和其他几个投资者在明镜有大概 55%的股份 

·关于陈军谎称自己有几个亿美元的明镜股份 

·陈军挑拨郭先生和明镜关系 

·明镜的陈军为了钱砸郭 

·再谈明镜 

·《明镜》何频就刘鹤来美胡说八道 

·明镜从海航拿了 7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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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 

·摩西的生产机器就是喜马拉雅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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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夫 

·共产党跟骗子莫道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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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 

·默克爾派自己的姐妹去當歐洲議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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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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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南海问题) 

·美国搞定朝鲜、叙利亚、伊朗后会兵陈南海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72小时限定拆除 

·美军空袭，除了亲伊朗武装，还打了一些人，美国没公布；南中国海中共的军事设施会被移掉 

·美国一位已经退伍的将军被召回，可能派往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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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偷拍 

·南宁偷拍是重大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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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普陀 

·未来会讲为什么孟建柱敢干马航、是江家的刽子手、南普陀计划的执行者 

·孟建柱出主意，拿掉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一诫，变习为尊，王岐山力推，孙力军执行南普陀计划，江家背后

操纵 

·南普陀会议最重要的发言人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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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普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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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段子 

·内涵段子将开启中国民主、法治、自由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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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庙 

·建盘古开天地和娘娘庙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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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纽时记者傅才德认识王岐山，孟建柱的人，报道习家财富的事他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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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间谍 

·去川普庄园的女间谍下周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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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NBA给中共政府磕头 

·NBA事件让美国人感觉到了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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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中共在世界银行贷款大部分用在盗国贼家族的私人的事业和享受，以及挪用做压迫中国人的项目。世界上

的 NGO机构和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将对过去所有的共产党的贷款，每笔都要审核，接下来欧洲、各洲都

将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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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ieLumDavis 

·SteveWynn给川普的“习近平亲笔信“是假的，信中要求遣返郭文贵并附胡舒立对郭文贵的报导。

NickieLumDavis是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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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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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欧盟，美国考虑 3件事：如何取消自贸协定，货币，香港官员制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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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有两国家调查海航，瞭解海航在欧洲的所有投资 

·某个石油公司跟周永康下属在海外所有屯留的钱，在欧洲改完账号名以后就是王岐山控制 

·中共在世界银行贷款大部分用在盗国贼家族的私人的事业和享受，以及挪用做压迫中国人的项目。世界上

的 NGO机构和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将对过去所有的共产党的贷款，每笔都要审核，接下来欧洲、各洲都

将跟进 

·孟建柱控制东南亚多国政经警军及黑帮，控制所有大型国企在非洲的安保、押运；江家、曾家、朱家、孟

家是上海界前 10号的金融玩家；孟家通过信托产品和 P2P骗钱，钱洗白后转往美国、欧洲，很大一部分钱

潜进台湾。 

·王岐山在歐洲佈局,控制德國就是控制了歐洲 

·欧盟将会换上最极端最反共的领导。 

·默克爾派自己的姐妹去當歐洲議會主席 

·歐洲很多官員要求美國政府全面介入香港事情 

·意大利、法國、英國會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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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行动 

·歐洲已經全面開始調查各大銀行來自共產黨的大額的、不明的、長期不動的巨額存款 

·歐洲的一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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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府 

·提醒欧洲政府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关注新疆事件、709事件，关注被刑讯逼供被关押的官员和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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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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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盒子 

·潘多拉盒子里究竟是什么。 

·刘呈杰和贯君的爹和妈以后得用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是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前的小礼物 

·查一查这十个人和江家和李嘉诚的关系，潘多拉的盒子先来点小料 

·王毅说出潘多拉盒子 

·潘多拉盒子和伊朗和中共的关系 

·爆料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王岐山是区块链的核心人物，潘多拉盒子真到了该打开的时候了【 

·中共打开了没有诺亚方舟的潘多拉盒子 

 



 389 

潘石屹 

·王岐山在華爾街還是有影響力的，極權的目的是想讓他們自身安全 

·张欣潘石屹和王岐山关系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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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 

·江绵恒利用上海银行抢劫比黑社会还凶残  

·建盘古开天地和娘娘庙的传说 

·有关龙脉之说、大伯托梦和蛇的故事 

·安全部 12局社联局：12局负责代管即没收企业，12局社联人士即绑架的企业家。盘古曾被绑架（代

管）。安全部 12局原局长林地因卷入蔡小洪案，没升职为部长助理 

·提及沒收盤古跟政泉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盘古被折价出售 

·盘古被拍卖。 

·给盘古、政泉和裕达同事们发出的洁身自保指导与不配合要求 

·北京高院的一個戰友給文貴傳達這盤古被拍賣的背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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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培奥(彭佩奥) 

·蓬佩奥将出任美国国务卿对爆料革命产生巨大影响。 

·蓬佩奥上台肯定改天换地 

·蓬佩奧國務卿明確告訴楊潔篪絕對支持香港,不要美國用任何手段 

·彭培奥警告杨洁篪不要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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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演讲 

·副总统彭斯演讲随之引发中共最大证券暴跌百分之 25 

·彭斯演讲的重大意义与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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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捐 

·郭宝胜，袁红冰骗捐。郭宝胜发推说找了两个律师。 

·针对细思极恐成立基金骗捐事件，重申任何人不能利用爆料革命搞募捐；批评一些战友如瑞安平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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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关于双汇  

·平安集团玩多大  

·平安集团的原来董事叫段卫红消失，其美国朋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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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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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主义 

·路德提问：是什么让班农先生放弃了王岐山的拉拢，而选择和郭先生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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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文贵 

·盗国贼们迫害文贵家人和员工就是为了文贵的财产 

·蓝金黄、现任司法部长勾兑中共、沉默的量、6000间谍，文贵家人被抓，2000亿美元换文贵 

·共产党用尽手段伤害文贵 

·北大方正的发家史，李友、张海都是骗子，最后导致郭文贵被诬陷各种罪名，被罚 600亿 

·北大方正的真面目，令谷车祸和李友、魏鑫有关。魏鑫掠夺郭文贵资产，李友威胁郭文贵 

·共产党对郭先生的经济迫害 

·西方一定要拯救香港。太平联盟迫害郭先生 

·感恩节前后有人要对付郭先生和川普总统 

·红通与蓝通及准备起诉国际刑警组织 

·红通变蓝通的原委及孟宏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郭先生面临的危险和他的反击 

·李嘉誠全面参与迫害郭先生，不得不爆他的料 

·郭文贵 600亿“罚款”引起了美国人极度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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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有良知的人追问 P2P的钱去哪了 

·P2P卷钱跑路的老闆大多数的保护者是中南海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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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 

·林鄭月娥是 PAG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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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s 

·共产党如何在西方造谣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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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o 

·Ploitico的虚假报道对法治基金产生了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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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 

·起诉三名砸锅的伪民运人士 

·准备起诉国内某个机构，走程序，大战略。 

·法治基金要调查“习近平的亲笔信”牵涉到的人和事，包括吴征、杨澜、ElliottBroidy等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堆人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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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 

·中共将器官移植的几位医生杀人灭口了 

·别人的器官帮助他们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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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 

·中共有“千人计划”，其中张首晟就是“千人计划”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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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 

·盗国贼遣返文贵的计划 

·盗国贼深入渗透美国，想用 2000亿美元把文贵换回去 

·昨天班农先生复述遣返郭文贵的“习近平的亲笔信”通过 SteveWynn递交到总统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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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科技 

·姚庆、蔡锷生、王健、陈峰等利用海航帮助王岐山控制中国、盗取中国财富洗向海外。并有周密的计划窃

取科技、培养黑客、蓝金黄台湾、控制香港，布下监听小屋等 3F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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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器 

·中共在郭文贵先生家和喜马拉雅大使馆放满了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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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 

·关注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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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姐姐 

·最恨的就是骗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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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机构 

·一个美女，钓出整个情报网。这里也有可能是郭战装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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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区块链表明爆料革命真正进入了最后一步 

·共产党在香港玩流氓手段，中俄伊联合军演、搞密码法、区块链货币，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 

·中共要发展区块链、虚拟货币威胁到美国，《香港保护法》一定会通过 

·美国国防部要把共产党的区块链列为美国的第一大威胁之一 

·中共搞区块链让美国所有的几个领域联合在一起，来面对中共的生死威胁，这对香港有利 

·区块链起始于胡锦涛，是政治大跃进 

·“中国梦”是习王要领导全世界，国家要彻底地垄断区块链的一切原数据 

·区块链目标是把美元灭了，改变世界经济秩序，干掉 SWIFT，干掉 CHIPS 

·虚拟货币缺乏本位，但能不怕美国制裁 

·中共搞区块链缺少核心技术 

·区块链是中共向世界发起的一场愚蠢的、自杀式的、珍珠岛式的科技、金融、货币的战争 

·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货币挑战 

·王岐山是区块链的核心人物，潘多拉盒子真到了该打开的时候了【 

·中共打开了没有诺亚方舟的潘多拉盒子 

·“长臂管辖权”是共产党最忌讳的 

·金融全牌照是中共自己作死 

·共产党搞区块链的目的是绑架全中国人所有人的未来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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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 

·屈臣氏背後的股東是江志成，李嘉誠為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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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国娇 

·陈军去香港，曲国娇接待他，陈回来后曲国娇女士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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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龙 

·孟建柱将推翻并撤销曲龙案，成为 CCP“以黑治国”“以假治国”的最大案例。 

·曾家利用白手套曲龙抢劫证劵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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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共产 

·CCP知道接下来的经济将有大问题，所以现在要收管钱财，包括党内的老同志家族，一切都要听党的，一

切都归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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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709和 64一样成为中国走向民主的关键时间 

·提醒欧洲政府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关注新疆事件、709事件，关注被刑讯逼供被关押的官员和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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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717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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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海航中贯军、刘呈杰持有 53%的股权、787只拉王岐山等盗国贼，却称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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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 

·解放军进人民大会堂恐吓人大代表，开启剪羊毛时代（预言啊，现在是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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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 

·解放军进人民大会堂恐吓人大代表，开启剪羊毛时代（预言啊，现在是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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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法 

·文贵介绍香港人权法的涵盖范围。以及背后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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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地产 

·过两天爆料仁和地产戴永革，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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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 

·任正非是中央常委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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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平 

·瑞安平打电话给文贵 

·针对细思极恐成立基金骗捐事件，重申任何人不能利用爆料革命搞募捐；批评一些战友如瑞安平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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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银行 

·瑞士銀行說·8萬億人民幣，100名華裔擁有。王岐山他想搞「一球一世界」 

 



 428 

RogerStone 

·吴征和 SamNunberg签律师客户的法律合同会弄巧成拙 

·通过起诉 RogerStone把他身后的 SamNunberg,吴征及《明镜》，郭宝生等伪类，证明美国法律的伟大，

对中共的蓝金黄毁灭性打击 

·和 RogerStone的官司和解是一座策略，而且不置人死地。明确下个目标就是伪类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公司控告郭文贵是中国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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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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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狗 

·中共大肆杀狗真相竟是因为迷信属相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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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 

·文贵爆料沙特无人机攻击事件内幕 

·文贵爆料沙特无人机攻击更多内幕 

·沙特有最起码 10个左右的王子和公主跟郭先生是特别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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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记者 

·沙特记者被杀引起世界媒体关注，中共海航知名董事王建被杀世界媒体却无人问津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蓝

金黄对世界媒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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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王强是专业特工的依据：一有编号；二是其女朋友符合共产党派特务的“红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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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帮 

·上海帮在外交部、公检法占 90%的权力，控制香港绝大多数所有事件，是灭爆主力。习想控制但做不到。 

·中南坑有重大行動，重大決定，上海幫有重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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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局 

·民鏡的中立立場早在採訪文貴開始就已經不存在了，上海局之謎 

·伪类出来搞五一共振是上海局指派出来钓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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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銀行 

·江绵恒利用上海银行抢劫比黑社会还凶残  

·北京高院的一個戰友給文貴傳達這盤古被拍賣的背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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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之力 

·有关龙脉之说、大伯托梦和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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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計劃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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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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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银行 

·盛京银行现在的坏账是几乎一块存款，担保成·5到 3倍的贷款，全是票据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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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18 大） 

·暴習家海外資產的真正目的 

·十八大修宪是赤裸裸的盗国行为 

·18大后的中国已经退到文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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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19 大） 

·2018年 8月北戴河政治分贓大會，將比十九大更嚴重。習近平將出訪幾個非洲國家，絕對會有變數，會

有故事發生。 

 



 443 

石油 

·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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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 

·埃里伯里、史蒂文快要完蛋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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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 

·中国对外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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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 

·华盛顿讨论取消香港自贸区协议，香港问题将引起世界經濟大變 

·爆料共党绑架世界金融和军事扩张内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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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 

·中共在世界银行贷款大部分用在盗国贼家族的私人的事业和享受，以及挪用做压迫中国人的项目。世界上

的 NGO机构和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将对过去所有的共产党的贷款，每笔都要审核，接下来欧洲、各洲都

将跟进 

·中共穷途末路，要钱不择手段，在世界银行插队要贷款 200亿美元，引发美国政府、国会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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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监听 

·华为每个手机都有监听功能，就和海康威视的监控一样。 

 



 449 

数据链 

·文贵两年前就已经使用数据链技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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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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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 

·郭媒体将成为美国货币改革的一部分 

·郭媒体跟随美国建立未来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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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 

·关于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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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行动 

·西方对中国进行制裁时中共将开始双龙行动，进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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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间谍 

·一个被拿走亿万美金，家人员工受到威胁的人怎能是 

·文贵先生怎么可能是双面间谍。 

·华尔街日报报道文贵先生是双面间谍。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公司控告郭文贵是中国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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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修 

·“双修”要有级别，是王岐山控制官员手段 

·陈峰玩“双修”；海航是中共领导的“双修”媒介 

·红黄蓝给官员“双修”培养智慧女 

·展示几张王健尸体解剖照片，请战友投票选择 2020文贵看春晚风格，票选结果为暴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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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国有化 

·马云的事啊，想和大家讲讲，私企国有化，国有化的资产迅速再转移到某些盗国贼手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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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家 

·私人企业家看清盗国贼的本质 

·中国企业家都是盗国贼资本的代孕者 

·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不仅官员，官员家人也莫名被边控，私人企业家更是人人自危。 

·王健死之前 1年多就被严密监视控制了。王健死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现在中国有巨额

贷款的老板和家人被严控出境，享受与王健相同待遇，事实上被绑架 

·文贵预测未来中共对王建之死的掩饰和滑稽的欺骗，以及共产党对人命的戏弄，企业家尚且如此，普通人

就更不用提了 

·王健之死唤醒中国企业家，令完成无处可躲，不爆料没有未来 

·在中国没有自由的企业家只有“党企业” 

·为什么说王健的今天就是私人企业家的明天 

·私人企业家 70%的资产，已经被共产党掠夺。 

·股票大涨，股东出逃 

·私人企業家就是小仨兒，小仨兒和媽咪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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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资产 

·王歧山秘书田国立个人资产约 18亿美元。 

·韩正持有巨量的海外私人资产；控制巨额的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 

·爆料田惠宇资产约 1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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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子 

·CCP想否定中央领导人私生子女的信息，贯君的户口本上法定的爹被设置为最高机密。 

·＂慈航＂基金是笑话，假孙瑶、假贯军、假刘呈杰都会死，活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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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不要脸 

·香港四大不要臉 

·香港四大不要臉太自私。希望像個人樣站出來。 

·香港接下来共产党跟林郑月娥等卖港贼安排好以后，将大肆抓捕，威胁四大不要脸，让他们闭嘴；然后，

将抗议人士各个击破 

·香港这几天达到了本质性变化——全民皆兵 

·共产党用对付敌人、欺骗敌人、毁掉敌人那一套对付香港孩子；打压媒体；4大不要脸分别被做工作 

 



 461 

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后中共会继续疯狂，但爆料革命也无法阻挡 

·四中全会的重大决定就是谁去平港，去港平暴，去港平暴这个人很关键 

·四中全会中共内部得出了最大的政治决定，停止对川普总统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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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2020年是重大的诉讼年，还有“隔空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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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高人 

·民心所向，民心向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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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力军 

·预测接下来共产党会让很多人被抓被杀被丢失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被杀是因为孟宏伟！接着排队跳楼的会更多。 

·杨澜和吴征的背后是孙立军、孟建柱 

·孟建柱出主意，拿掉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一诫，变习为尊，王岐山力推，孙力军执行南普陀计划，江家背后

操纵 

·CCP以全国之力要求美国遣返郭先生。孙力军、JhoLow（刘特佐）SteveWynn等人出手。CCP不惜配合美

国对付金正恩，对郭先生下杀手，习近平的亲笔信 

·坏人排序：第一最坏的是孟建柱，第二杨洁篪，第三王岐山，后面还有两个——孙力军和吴征 

·“双修”要有级别，是王岐山控制官员手段 

·公安部就两局值得在乎，一局海外情报，八局孙立军政治保卫，靠近中央领导 

·孙立军所谓与文贵的共同朋友被抓，是刘彦平、孙立军和孟建柱倒霉的开始 

·杨洁篪是现在平爆小组对外协调最关键的人物，杨、孙立军、吴征三人关系特殊 

·韦石、史诺、夏业良属一条假信息链，上线是吴征和孙立军  

 



 465 

孙瑶 

·王健死后，孙瑶账上转入 50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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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 

·索罗斯支持爆料革命也捐款，但是观点不同，加上支持王岐山，我们不和他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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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计划（3F) 

·姚庆、蔡锷生、王健、陈峰等利用海航帮助王岐山控制中国、盗取中国财富洗向海外。并有周密的计划窃

取科技、培养黑客、蓝金黄台湾、控制香港，布下监听小屋等 3F美国 

·共产党 3F方案和美国养老保险基金 

·假美元和芬太尼都是共产党国家全力 3F,BGY美国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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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419 断播） 

·断播门一周年 

·盗国贼打着习的旗号公关推特、油管等，李东全面指挥断播事件 

·419断播唤醒了美国和西方对中共邪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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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Nunberg 

·吴征和 SamNunberg签律师客户的法律合同会弄巧成拙 

·SamNunberg撒谎说他救了 6万犹太人。并对中国的事了解很多 

·通过起诉 RogerStone把他身后的 SamNunberg,吴征及《明镜》，郭宝生等伪类，证明美国法律的伟大，

对中共的蓝金黄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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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江家因采访梁颂恒为由头拿走盘古等郭先生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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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Wynn 

·昨天班农先生复述遣返郭文贵的“习近平的亲笔信”通过 SteveWynn递交到总统桌上 

·SteveWynn要求一白宫官员遣返郭文贵，并说和习近平打了两个小时电话 

·SteveWynn给川普的“习近平亲笔信“是假的，信中要求遣返郭文贵并附胡舒立对郭文贵的报导。

NickieLumDavis是特务 

·CCP以全国之力要求美国遣返郭先生。孙力军、JhoLow（刘特佐）SteveWynn等人出手。CCP不惜配合美

国对付金正恩，对郭先生下杀手，习近平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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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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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 

·战友之声是实际行动平台 

·关注被抓、被消失的战友。 

·ccp最怕的三个陷阱：过度产能，大国，塔西佗。ccp经常造假，信用已经坏掉。在爆料革命推动下，真

假对比高下立判，ccp彻底掉入塔西佗陷阱 

·战友们千万不要掉进塔西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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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 

·台积电会因为给华为提供芯片，充当 ccp技术走私后门，被美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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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台湾爆料 

·修改台湾宪法，从此台湾不再谈台独和这个台统 

·台湾有条件的，保持一定的国防。 

·台湾军队的决绝表现和专业表现，决定了美国和联军是否会保护台湾 

·预言台港澳三地未来三种结局 

·台湾被共产党蓝金黄程度超出想象 

·美国将立法保护香港和台湾人民 

·台湾是中共的肉票和工具 

·一年共产党下一步将操纵台湾，美国一定介入 

·台湾的重要性和保护台湾的必要性 

·台湾、香港引起世界关注 

·陈文茜和台湾的公知 

·香港已经进入地狱，台湾已经被彻底渗透！海外媒体民运大多和中共有勾结，假民运和欺民贼，都是一些

募捐党正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 

·李嘉诚、马云、郭台铭对郭先生和对爆料革命具有巨大威胁。 

·一定是台湾和香港先开始上街，然后引起国际的关注。最后共产党愚蠢的行为导致他们快点完蛋 

·香港和台湾人民站起来反抗，美国和欧洲一定会站现来为他们说话的。台湾和香港、美国、欧洲所有的人

联合在一起，是 CCP的恶梦 

·共产党想尽办法尝试着威胁台湾、香港 

·美國將重新審核美港自貿區協議，並對台灣實行新的保護法。 

·ccp现在急需用钱，试图夺取香港台湾目的是抢钱 

·香港是灭共第一道大门，台湾第二 

·预言台湾危机时，美国会出手 

·王健在台灣的力量巨大，與國民黨大佬關係很近，包括柯文哲等。海航是收復台灣的重要排頭兵。 

·香港时代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是台湾 

·香港将正式戒严，CCP把未来十几个月作为处理香港、台湾的战略期 

·在香港的抗议运动当中有太多无名英雄没有爆出来，大陆同胞深入参与了抗议运动，台湾却说的多做的少 

·共产党的对港的政策是温水煮青蛙 

·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孟建柱控制东南亚多国政经警军及黑帮，控制所有大型国企在非洲的安保、押运；江家、曾家、朱家、孟

家是上海界前 10号的金融玩家；孟家通过信托产品和 P2P骗钱，钱洗白后转往美国、欧洲，很大一部分钱

潜进台湾。 

·台灣不要指望什麼黨，台灣要指望台灣人民，香港要指望香港人民 

·文贵预言台湾香港的未来 

·《香港人权法案》背后的核心推手是美国步枪协会 

·台湾总统的候选人都是受中共控制的 

·台湾如何做到伟大，需要做到 5点 

·台湾一定要靠自己，所以走上街去，共軍的導彈不會打過來。 

·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美国的朋友是发自内心的想保护台湾 

·台湾未来需要打破九二共识 

·台湾在 2020年中共会通过物质供给实现事实上的统一 

·共产党用内政统一台湾就是耍流氓 

·蔡英文访问美国让人看到了台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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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对 CCP实行绥靖政策，中共占领台湾之后将给伊朗核武器威胁世界 

·台湾朋友爆料说共产党一定会打台湾，把台湾打回到三十年以前去 

·台湾很危险，也堕落了 

·共产党对台湾的准备和要打仗，远远超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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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选 

·郭先生爆料中共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操纵，以及建议应对方案 

·若郭台铭当选总统那就是大陆选的 

·台湾 2020年选举 

·郭先生中共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操纵，以及建议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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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盟投资 

·PacificAlliance（太盟投资）提供·5亿美元贷款给海航建设三亚凤凰机场，王健拿到钱就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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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联盟 

·刘鹤与华平基金，太平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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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党 

·太子党看不惯盗国贼，国内经济出问题，共产党彻底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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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桥 

·永远不会和伪类们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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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 

·金盾文件包括各领导人的绝密信息，还有几个大的国家方案，包括到海外派特务的信息，海外资产信息。 

·王强是专业特工的依据：一有编号；二是其女朋友符合共产党派特务的“红颜关系” 

·谷歌李飞飞有特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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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 

·美国的天主教主被炒，梵蒂冈的前任教宗被辞职与同性恋。陈主教，暗示香港运动？ 

·香港问题引起美国各种层次的重视，香港是美、欧洲、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在亚洲的一个代表，严格讲

香港的对抗，就是西方跟共产党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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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立 

·王歧山秘书田国立个人资产约 1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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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惠宇 

·爆料田惠宇资产约 11亿美元。 

 



 486 

田玉玺 

·提及刘冰田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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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 

·股市将成为重灾区；用房地产套牢老百姓，通货膨胀。是和平演变还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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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锣湾 

·銅鑼灣失蹤的 5個人，是誰提供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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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 

·盗国贼打着习的旗号公关推特、油管等，李东全面指挥断播事件 

·推特封杀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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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疼死 

 



 491 

退伍老兵 

·中国退伍老兵事件越闹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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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 

·美国各大机构在考虑没有共产党后的中国模式，北约在准备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和武器技术脱钩 

· 美国一定会和中国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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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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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 

·暴習家海外資產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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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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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军人 

·爆料中共外派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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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 

·外国投资中国巨大市场时忽略了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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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撤离 

·有外资股权打大折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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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海外也有很多真正的民主民运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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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 

·多维、万维领任务了。 

 



 501 

汪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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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哥 

·和张海的认识过程，王恩哥介绍李友跟郭文贵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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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尸检、王健案） 

·王建为海航 60%的负债率撒下弥天大谎。 

·海航王建的发言绑架了习近平。 

·关于王健之死 

·王健死后盗国贼将要灭口、取钱、做假证、联系海外的间谍网、资源控制 

·王建完成把海航从国营转为私营后被拍照死 

·王建的三个使命 

·王建之死是盗国贼对所有白手套的警告 

·王健死之前 1年多就被严密监视控制了。王健死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现在中国有巨额

贷款的老板和家人被严控出境，享受与王健相同待遇，事实上被绑架 

·海航王健已经完成了代孕功能，王健死后海航的资产迅速转移。海航的资产处理方案没有报告给中国政府

国安委等部门 

·习近平批示对海航全面调查，随后王健拍照死，海航完蛋。盗国贼灭口王健试图减缓和阻止海航被美国和

欧洲政府调查，同时把海航猝死的责任推给习近平。 

·法国医院认为送到医院的不像王健本人。胡舒立财新报导王健说到了医院了我腿疼，医院说王健到达时已

经死了。王健死前在酒吧喝药了。王健去医院检查没掉一根毛，没留下任何 DNA。 

·海航事件安全部集体出动，多家安全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包括白马广告）参与。海航王健拍照死真正开启

了盗国贼的内斗。分赃越快越猛，越容易因分赃不均起内讧 

·PacificAlliance（太盟投资）提供·5亿美元贷款给海航建设三亚凤凰机场，王健拿到钱就翻脸。 

·王健 25年來第一次接受《中國周刊》採訪，闡明美國慈航將轉移回香港慈航。 

·文贵预测未来中共对王建之死的掩饰和滑稽的欺骗，以及共产党对人命的戏弄，企业家尚且如此，普通人

就更不用提了 

·预测中共将要对王建家人和郭文贵采取的行动 

·王健之死將預示中國開始一場殘酷的內部政治鬥爭。中國可能只有兩個去向 

·王建之死有念力，不希望他老婆和弟弟继续造孽 

·王健之死唤醒中国企业家，令完成无处可躲，不爆料没有未来 

·王建被杀过程部分细节曝光 

·提及法囯女 

·再談王建 

·太太问我，王健那事人家人被杀了，跟你啥关系呀？人家老婆孩子哥哥不管，你管啥呀？ 

·王建的死事情太大了，王建的钱到底在哪里。 

·高价收买王建之死的信息，证人受到威胁，不断提价。财产争夺 

·王建案被立案调查 

·预测接下来共产党会让很多人被抓被杀被丢失 

·沙特记者被杀引起世界媒体关注，中共海航知名董事王建被杀世界媒体却无人问津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蓝

金黄对世界媒体的控制。 

·孟宏伟被抓很大程度上是跟王健案有关系 

·王健的死一定会查得清楚，主要就是四条。 

·王健的死就两个结果要么被盗国贼灭口要么他自己诈死。 

·王健之死真相很快出来，习只有两个选择。 

·王健一定会被开棺验尸，文贵预测 2019。 

·陈峰一度不受宠，有很多怨言 

·王健之死事件，在南法的视频震撼了世界，获得了西方的信任。种种证据表明王健不是自然死亡 

·南法的工作团队在王健的停尸间找到工作人员和一收尸的人 

·王健之死有了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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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来说的四大事件：刘特佐事件、海航事件、王健之死、吴征事件。海航每一步动弹，西方都盯

着，四大事件停不住了 

·王健不是自杀，王健之死一定会水落石出 

·王健的信息连 10%都没拿出来 

·王健在台灣的力量巨大，與國民黨大佬關係很近，包括柯文哲等。海航是收復台灣的重要排頭兵。 

·播放王健之死新的原件視頻，王健夫人、兒子和王偉將有巨大的生命危險。 

·在法國殺害王健的核心原因是為了拿走王健的錢，包括代持的資金和股票、硬盤和信息。 

·王健的事震惊了世界以及王健儿子要毕业了。 

·王建之死案 

·法治基金正在调查王建之死，并有很大的进展 

·王健案的核心供料人都已经安全出来，而且得到了最高的保护 

·爆王健尸体照片；视频和照片是战友冒着生命的代价提供的 

·第一批去法国调查王健案的战友已经消失一年多。 

·CCP对王健死後的定调。王岐山、陳峰百分之百會死在王建之死上面 

·王健是人类上少有的第四种死法， 

·盗国贼曾经策划要杀王健全家 

·法国调查的王建之死绝对违法 

·王建肯定是他杀不是自杀 

·王建之死成谜 

·准备 11月 20号王健先生之死一周年全天连线的直播节目 

·明天将为王健之死调查案的团队们募集捐款 1000万美元 

·2019年的 1120直播会让世界重新认识共产党 

·1120将用最重要的证据爆料共产党把世界已经渗透到什么程度 

·1120爆料视频信息补充：第一辆车上第一个上车的就是王健，戴着草帽穿着蓝色马甲 

·1120爆料视频信息补充：中法两国认可的王健死亡时的 T恤衫、裤衩是田丁的，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外交

100%腐败，两个国家的司法部 100%造假，两个国家所有的司法机构联合造假 

·王健真的死了，且过程、证据被作假 

·王健案近期马上有新的一系列爆料；呼吁黄芳与司法机关合作。 

·王健死后，孙瑶账上转入 50亿美金  

·郭先生星期六要跟某国政府的人谈王健 

·王健案是郭先生看到的涉及全人类的最广、最深一个案子。 

·王健的死法没那么简单，连内裤的颜色都经过王健本人精心选择。 

·王健的铁哥们儿，也是陈峰的多年哥们儿提供资料，王健之死是一个国家级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大谋杀。 

·王健的尸检做了三次，前两次的结果没了；王健的尸体、内脏、大脑、血液肉眼可见异常，但法国法医、

中国法医、王健家人和同事都认为正常。 

·展示几张王健尸体解剖照片，请战友投票选择 2020文贵看春晚风格，票选结果为暴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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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的钱 

·王建的死事情太大了，王建的钱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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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亲友（王健家人、王健亲属） 

·预测中共将要对王建家人和郭文贵采取的行动 

·王建之死有念力，不希望他老婆和弟弟继续造孽 

·提醒王建夫人 

·高价收买王建之死的信息，证人受到威胁，不断提价。财产争夺 

·预测接下来共产党会让很多人被抓被杀被丢失 

·播放王健之死新的原件視頻，王健夫人、兒子和王偉將有巨大的生命危險。 

·王健的事震惊了世界以及王健儿子要毕业了。 

·王健是人类上少有的第四种死法， 

·王健案近期马上有新的一系列爆料；呼吁黄芳与司法机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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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之死发布会 

·谈王健发布会遇到的困难 

·王建案发布会的三个条件 

·王建之死新闻发布会基本定在 11月 11日之前召开。 

·王健被杀案的新闻发布会确定 

 



 508 

王立强 

·王立强案，中共做法庭假视频，可见郭先生之前说的大连案审判、开封案审判、马蕊强奸案等案件中，中

共无耻造假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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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 

·700万见王林（骗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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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 

·150億買下黑石名下的資產，背後交易者是誰 

·王岐山在華爾街還是有影響力的，極權的目的是想讓他們自身安全 

·王歧山将任国家副主席，如果王任国家副主席，将会加速爆料革命进程。 

·王岐山将任国家副主席。 

·王歧山家族控制中国金融系统。 

·王歧山秘书田国立个人资产约 18亿美元。 

·爆料贯君的亲爹是王岐山。 

·郭文贵先生变成权利的助手  

·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法律，是不会没有理由的遣返郭文贵先生的  

·王岐山将有几个大动作 

·王岐山接下来的几个大动作 

·吴晓辉案件的悲剧是由于自己和邓家相信了王岐山 

·王岐山抓吴小晖真正目的是想一箭双雕，打击邓家威胁美国现任总统，用心险恶。 

·王岐山掏肛海航 

·王岐山审问了吴小晖的干将 

·王岐山要来美国？ 

·王岐山要开辟自由岛了，海南将成为自由岛 

·王是习得累赘，习发现后会有一场好戏 

·王岐山为了党国家族利益去中东勾兑挑拨美国关系。 

·王岐山中东之行核心目的 

·揭露共产党对外称老大，对内让百姓吃草，全面倒退走统治千年老路 

·王岐山杀人只有需不需要，没有敢不敢。共产党只考虑需不需要杀人 

·陈刚在政坛横跨三界，和王岐山有养父干儿子之称，是胡锦涛最信任的人，和习近平也非常非常地好 

·海航的发家史。中国的影子银行几十万亿，严格地讲，都出自于王岐山的铁哥们蔡锷生 

·布隆伯格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王岐山。胡舒立、高艷艷影响美国媒体和记者们 

·孟建柱出主意，拿掉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一诫，变习为尊，王岐山力推，孙力军执行南普陀计划，江家背后

操纵 

·所有 JhoLow的欺骗都是吴征和孙力军和孟建柱担保，到今天中共的习近平主席，王岐山还在保 

·索罗斯支持爆料革命也捐款，但是观点不同，加上支持王岐山，我们不和他掺和 

·通俗解释王岐山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什么意思给美国人听 

·习王必有一战。不反习 

·王岐山海外运作使得每次海外会议老大一定骂习近平 

·委内瑞拉的王岐山是国家银行行长，美国栽培，而且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主因也是美国 

·党内开会有人提出要王岐山解释海航的关係 

·王岐山入院换肾换肝 

·某个石油公司跟周永康下属在海外所有屯留的钱，在欧洲改完账号名以后就是王岐山控制 

·王岐山道国贼们完全估计错，2020年川普一定会连任总统，更加坚定的推翻共产党 

·王岐山恐吓秘密委员会的人，把中国人当了肉票 

·王岐山对媒体操纵的重要性 

·纽时记者傅才德认识王岐山，孟建柱的人，报道习家财富的事他参与其中 

·东方文华酒店的前世今生 

·73家四杆枪出动以及其他家私生子全面出动 

·南普陀会议最重要的发言人 

·中美貿易王岐山要出山，只要习近平出事王岐山必然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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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将把香港折腾到筋疲力尽时 

·川普总统做出一个让共产党王岐山十个小时就损失 3万亿的决定，这就是文贵先生说的把战场拉向国际的

意义。 

·盗国贼们换器官杀了多少人！ 

·徐焰和王岐山的关系。 

·關乎香港未來的 48小時，ＣＣＰ兩天內又派了９０００名精壯武警公安來港，北戴河會議期間，習王感

到威脅，王岐山提出：御敵於香港之外，絕不允許把戰局延至國內 

·文贵爆料王岐山平港七策，并透露给港人预警的大校先生的不幸遭遇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 

·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 

·“中国梦”是习王要领导全世界，国家要彻底地垄断区块链的一切原数据 

·近期网络流传王岐山任香港平暴小组，假的，他一直就是 

·香港一定会戒严，王岐山在撇清和香港的关系说明香港已经失控。 

·王岐山狂罵、大喊：一定要禦敵於香港之外 

·文贵爆料王岐山在广东的讲话和决策的手段 

·即将出台的对港四大原则是王岐山对香港的毒药 

·王岐山的四项原则最近得逞 

·王岐山、孟建柱、曾庆红盗国贼家族控制中国的火葬场、墓地、养老、幼儿园产业 

·王岐山是区块链的核心人物，潘多拉盒子真到了该打开的时候了 

·CCP对王健死後的定调。王岐山、陳峰百分之百會死在王建之死上面 

·ＰＡＧ太盟和海航都是王岐山的，在三亞發家。Horst & Christ是王的白手套。香港基建,黑石,城建投

和海航互相持股,互相交易,在香港美國英國上市洗錢 

·王岐山在歐洲佈局,控制德國就是控制了歐洲 

·瑞士銀行說·8萬億人民幣，100名華裔擁有。王岐山他想搞「一球一世界」 

·孟会清藏有 18個 U盤是王岐山害怕郭文貴得核心原因 

·王岐山拍大秦王朝就是为了让人民忠于他的皇帝，然后用商鞅五策统治中国 

·爆料王岐山在党内表达挺习和习勾兑 

·文贵讲解王岐山的流氓经济学 

·王岐山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帝国沙皇 

·无知使习王认为可以打赢信息战 

·王岐山的骨子里边有三重人格 

·张欣潘石屹和王岐山关系不一般 

·中国的政治今天不仅仅是习王斗，还有老派家族和新派斗 

·由于文贵爆料说王岐山要请布隆伯格和班农，北京的经济论坛会被取消 

·坏人排序：第一最坏的是孟建柱，第二杨洁篪，第三王岐山，后面还有两个——孙力军和吴征 

·王岐山灭了吴小晖夺得招商银行 

·王岐山在广州又换了一个肾  

·王岐山在这个时间点换肾说明他已没有选择 

·习王之间斗争和较量远超当年刘少奇和毛泽东 

·王岐山是中共隐形的教宗，要以生殖器治国 

·“双修”要有级别，是王岐山控制官员手段 

·一个美国朋友觉得王岐山脑子、精神出问题了 

·中共大肆杀狗真相竟是因为迷信属相相冲 

·中共的内部现在四分五裂，习王之战即将全面开启 

·文贵去凤凰城、洛杉矶干了几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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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金融领域和银行之间做假账，贷中保、保中贷，为海航、为王岐山突然袭击式地平这些账，是习王

之战已经全面开始的政治信号；国内的金融崩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更快、更加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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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王强是专业特工的依据：一有编号；二是其女朋友符合共产党派特务的“红颜关系” 

·王强上级向心跟姬胜德的秘书密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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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林 

·政法委某官员讨论崔永元和王清林。王清林将会生不如死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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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林 

·吴晓晖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保险箱被拿走，美国政府在调查。王瑞林被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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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宏 

·习主席叫王小宏当国安部常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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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雁平 

·中共的走狗只敢欺负妇孺，用阴招损招抹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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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王毅说出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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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王震去新疆去殺人，被槍斃者家人要付子彈錢 

 



 520 

王志民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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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戰爭 

· 網絡戰爭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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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文贵 

·有人想接近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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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石 

·文贵录音由博讯韦石、西诺推出来，最大的收益者石吴征；何频、陈小平危矣。 

·有了可证明吴征是受 ccp控制的重要证据 

·孟维参（韦石）是在美国最大的黑客的头，博讯网站是钓鱼网站，战友务必小心 

·郭媒体被黑和多次发布假信息、搞比特币捐款的（有）三个人：杨健翱、韦石、第三个大家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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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 

·国际经济将有重大变化，维基解密将揭露核心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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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类 

·砸郭背後巨大的陰謀和交易 

·永远不会和伪类们和解。 

·鼓励大家接发伪民运分子。 

·海外伪民运分子发灾难财。 

·伪类受幕后金主操控陷害文贵；盗国贼的本质。 

·砸锅伪类背后的金主是马云。 

·伪类出来搞五一共振是上海局指派出来钓鱼的 

·坚决打击海外的伪类们 

·起诉三名砸锅的伪民运人士 

·昨日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今日都在欧美，但也不乏一些伪类 

·接下来要依法惩罚伪类 

·何频也是一个伪类 

·砸郭的伪民运骗子都是在假大空，被共产党蓝金黄了。 

·大部分民运分子都是国内混不下去的犯罪分子。 

·马航事件和盗国贼千丝万缕的联系 

·用法律解决郭保胜等坏人，不要为文贵爆料付钱和承担风险 

·郭宝胜，袁红冰骗捐。郭宝胜发推说找了两个律师。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堆人起诉 

·通过起诉 RogerStone把他身后的 SamNunberg,吴征及《明镜》，郭宝生等伪类，证明美国法律的伟大，

对中共的蓝金黄毁灭性打击 

·和 RogerStone的官司和解是一座策略，而且不置人死地。明确下个目标就是伪类 

·袁健斌，陈军，何平洗钱，骗钱，起诉罗杰斯通就是要弄吴征的 

·伪类们、欺民贼无耻地质疑郭先生以及团队呕心沥血而建立的法治基金 

·利用僞类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虚假资料和骗钱行爲打击他们 

·所以说为什么要打这些欺民贼 

·伪类骗捐在沙漠竖·4碑 

·让西方改变对中国人的觀感 

·“给我上”“跟我上” 

·如果没有海外的这些民运，共产党会有麻烦 

·海外欺民贼们拿中共的钱要面临的后果 

·最近伪类可能为了发灭爆财最后被干掉 

·香港已经进入地狱，台湾已经被彻底渗透！海外媒体民运大多和中共有勾结，假民运和欺民贼，都是一些

募捐党正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 

·目前香港群龙无首是大吉，若是 64民运带头，运动必然被出卖，香港完蛋 

·民运搞全民共振如出一辙，都是陷害敢于示威的良知群众，吃人血馒头。民运两头骗，一边陷害群众，

一边骗共党维稳费 

·海外欺民贼害人太深，海外华人如不能意识到华人社区中的黑帮组织、沉默力量，再为中共卖命将有大麻

烦 

·太子站的悲剧源于伪民运人士 

·2020會讓 CCP徹底輸掉，而且會激怒川普總統和他的團隊 

·海外欺民贼过去几十年来各种造谣事件，对文贵缠诉，吴征和 FBI职员的交往，美国已经看清是有组织

的。刚刚成立的某个部门的针对华人犯罪的某个小组，大量增加人手调查。 

·美国国会成立专案部门调查中共大外宣、欺民贼、沉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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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将让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替共产党说话的媒体、伪类受到追究和惩罚，被

公诉 

·中国人想得到尊重先从信用开始 

·郭媒体会在华盛顿有一个自己的分部，设立多个新闻站专门盯着伪类 

·对伪类的诽谤案件成了美国案例法伪类 

·郭先生亲自经历陪審團制度 

·誹謗案按照原告百分之百的要求，從來沒有過 

·中共的走狗只敢欺负妇孺，用阴招损招抹黑他人 

·郭文贵诉郭宝胜案的核心意义是维护海外华人的形象，  

·2020年是重大的诉讼年，还有“隔空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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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类官司 

·韦石、西诺、李洪宽作恶太多，案子必输 

·2020年是重大的诉讼年，还有“隔空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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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是中国的有可能是下一个中国的翻版，所以我们要制止 

·委内瑞拉革命等到美国总统第一背书，很快将蔓延至中国 

·委内瑞拉的事情成了美国对中共的练兵场 

·委内瑞拉的王岐山是国家银行行长，美国栽培，而且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主因也是美国 

·三个核心问题中国不会像委内瑞拉那样拖沓 

·委内瑞拉是中国学习借鉴的最好模版。不要依靠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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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 

·亚马逊将发射了几千颗卫星上天。 

 



 530 

喂料 

·海外的写中国政治的报纸都是被喂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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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鑫 

·北大方正的真面目，令谷车祸和李友、魏鑫有关。魏鑫掠夺郭文贵资产，李友威胁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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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 

·CCP称文贵为“犯罪嫌疑人”并发起一场国际宣传活动 

·香港黑法，文贵家被查，香港的问题已是文贵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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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过往 

·郑州创业开始 

·文贵练枪。 

·2003-2006一直都在和刘志华战斗，当时很多媒体也造谣郭文贵 

·和张海的认识过程，王恩哥介绍李友跟郭文贵合作 

·郭先生暗藏玄机的过往 

·因为资助学生文贵被捕 

·刑满释放 

·黑龙江组织部长韩桂芝 

·文贵爆料六十年大庆时，江泽民和令计划，胡锦涛的往事 

·郭文贵是唯一个跑出去还给拿进国内 200亿人民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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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家人 

·太太问我，王健那事人家人被杀了，跟你啥关系呀？人家老婆孩子哥哥不管，你管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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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决心 

·文贵为了正义尊严和上天而战，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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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三急 

·文贵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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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使命 

·文贵承赋着上天给予的使命是为 14亿人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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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视频 

·共产党认为郭文贵先生的视频严重到超过艾滋病，向大陆传播了真相。 

·希望澳洲战友在不影响正常生活安全的情况下帮助传播郭文贵视频 

 



 539 

文贵手术 

·文贵解释自己最近做的小手术在修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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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有感（文贵价值观、文贵的智慧） 

·文贵先生五味杂陈 

·没有上天的眷顾和帮助，⽂贵活不不到今天 

·向盗国贼证明郭文贵的能力、智慧、干净、正义、德行 

·家庭政治，供仰婚姻 

·我是人，我不是猪，这是我的追求，这是我的决定 

·文贵 21天之后给战友们谈谈以下看法 

·郭文贵先生的理想就是改变这个体制 

·关于国家权力到底是什么？ 

·文贵过五十岁生日，过一个没有母亲的生日，心情非常复杂，和大家分享心路历程。 

·母亲角色 

·灭共要忘掉我 

·文贵先生的花钱哲学。 

·离家孩子会有果报。 

·郭先生昨天做了個重大決定，再生後的郭文貴將走向另外一個新台階 

·郭文貴四項原則 

·真正讓文貴尊重和佩服的人具備兩條 

·文贵唯真不破 

·郭先生的价值观：没有贵与不贵，只有值与不值 

·郭文贵谈对母亲的回报。 

·郭文贵谈成功的基础：执着，先想好、千招会不如一招绝，时间、忠诚、孝敬 

·郭先生最近经历了几个传奇的事情，看到了生命的奇迹，可能春节会告诉大家 

 



 541 

文华酒店 

·东方文华酒店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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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 

·中国今年货币增发量 29万亿美元，事实上是 35万亿美元、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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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晖（吴晓辉） 

·文贵两年前就说吴小晖一定进监狱，接下来是马云、马化腾、许家印 

·吴小晖绝顶聪明却又极度自私 

·吴小晖不为人知的一面 

·吴晓辉案件的悲剧是由于自己和邓家相信了王岐山 

·吴晓辉走向灭亡的两件事 

·吴晓辉勤劳的飞机上有什么秘密 

·吴晓辉一旦说出真相将震撼世界政治格局 

·文贵先生告诉你，吴小晖飞机上的牛人是谁！ 

·王岐山抓吴小晖真正目的是想一箭双雕，打击邓家威胁美国现任总统，用心险恶。 

·王岐山审问了吴小晖的干将 

·吴小晖是不是好人坏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吴小晖的钱去了哪里了 

·吴小晖的资产最终会到谁的手里，如何走向的？胡舒立为何不爆海航、不爆刘承杰贯君、不爆孙瑶和姚庆 

·吴小晖的被抓是政治陷害、报复、更直接的说是要掠夺其资产。 

·吴晓晖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保险箱被拿走，美国政府在调查。王瑞林被气死 

·王岐山灭了吴小晖夺得招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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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 

·吳征給了 46萬美元，是想讓博訊幹什麼 

·文贵录音由博讯韦石、西诺推出来，最大的收益者石吴征；何频、陈小平危矣。 

·吴征不配叫先生；李洪宽骗婚、拒绝法院传票。 

·吴征谎称称其爷爷在二战时期曾经救了几万个犹太人。 

·盗国贼家族是马云背后的金主，吴征則这是这些家族的代言人。 

·吴征和博讯之间的关系，展示吴征给博讯付款的证据。 

·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法律，是不会没有理由的遣返郭文贵先生的  

·拒绝接受赔款，而让 RogerStone向文贵道歉，让 RogerStone表明信息和造谣来源来自于 SamNunberg和

吴征 

·吴征和 SamNunberg签律师客户的法律合同会弄巧成拙 

·袁建斌耍流氓浪费郭文贵的律师费。被郭文贵告的这些人就吴征和蕊马案有律师 

·杨澜和吴征的背后是孙立军、孟建柱 

·有了可证明吴征是受 ccp控制的重要证据 

·对于西方来说的四大事件：刘特佐事件、海航事件、王健之死、吴征事件。海航每一步动弹，西方都盯

着，四大事件停不住了 

·博讯和吴征，还有瑞马案用同一个律师 

·袁健斌，陈军，何平洗钱，骗钱，起诉罗杰斯通就是要弄吴征的 

·吴征想尽办法认识班农先生,旨在郭先生 

·坏人排序：第一最坏的是孟建柱，第二杨洁篪，第三王岐山，后面还有两个——孙力军和吴征 

·杨洁篪是现在平爆小组对外协调最关键的人物，杨、孙立军、吴征三人关系特殊 

·韦石、史诺、夏业良属一条假信息链，上线是吴征和孙立军  

·海外欺民贼过去几十年来各种造谣事件，对文贵缠诉，吴征和 FBI职员的交往，美国已经看清是有组织

的。刚刚成立的某个部门的针对华人犯罪的某个小组，大量增加人手调查。 

·吴征是双面间谍 

·郭宝胜的背后，付钱的人除了吴征还有海外华人假基督徒、假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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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万 

·香港某富豪为什么给江家 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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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共振 

·关于 51共振的看法 

·伪类出来搞五一共振是上海局指派出来钓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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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法治基金让西方通过反恐法、打黑法，华为 5G让整个国家没有秘密 

·5G的突破 

·美国和中国 5G技术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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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er 

·文贵先生被 Waller欺骗的前因后果。 

·共产党如何在西方造谣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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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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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美国负责宗教的副国务卿，令美国国会和政府高度重视了中国新疆和西藏以及宗教的问题 

·美国要求郭文贵先生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就中国新疆，西藏，宗教，以及 709律师等几个大案出席 

·关于新疆和西藏的事情，郭文贵将去作证 

·新疆被关的不止 100万人，新疆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消失。西藏消失的人没人查 

·将要推行新疆西藏的法案 

·馬克尼斯基保護法案將對中共虐待新疆同胞的官員進行懲罰，下一步會做出正式的官方聲明，並對西藏人

民進行保護。 

·法治基金在全力遊說各個國家給新疆西藏同胞提供政治庇護。 

·新疆和西藏的灾难：为 ccp做走狗的，第一个被弄死。 

·呼吁美国和欧洲支持新疆、西藏，制裁打压杀害人民的官员 

·《香港人权法案》背后的核心推手是美国步枪协会 

·西藏已经被中共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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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 

·香港问题引起美国各种层次的重视，香港是美、欧洲、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在亚洲的一个代表，严格讲

香港的对抗，就是西方跟共产党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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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行动（西方的选择） 

·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所必须面临的选择。 

·西方国家将采取各种紧急行动。 

·世界大势已定。 

·香港两次的游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板块 

·西方国家将对香港问题进行立法。 

·世界精英将和香港人站在一起，对香港进行迫害的一个也不会放过 

·西方人看中共这样对待香港人，不再对中共抱有希望 

·中俄伊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演打破了中共历史以来最根本性的几个原则 

·美国对香港的人权法的核心是执行，因中共、香港官员在英国的利益比在美国还大，美国对英国提出若干

要求  

·美国各界都在给总统因香港的问题上施压 

·美国和欧洲过去的 24小时发生了本质变化，对香港是革命性的变化 

·关于香港，欧洲立的法，比美国的法还要严，还要重 

·呼吁国内战友、党内有料人士联系法治基金，法治基金可以协调庇护的国家 

·法治基金 2020年的灭共计划  

·G7会议后要看各国的行动。 

·文贵介绍香港人权法的涵盖范围。以及背后支持力量 

·预测西方对中共制裁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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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 

·JhoLow（刘特佐）已经是西方四百多家大媒体定为 2019年主报的报道 

·對西方所謂傳統媒體的信任，那是我們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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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 

·肖建华先生事件引起西方社会的威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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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宾馆 

·上海西郊宾馆是灭共的第二道大门，中共开始卖自己核心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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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诺 

·銅鑼灣失蹤的 5個人，是誰提供了信息 

·文贵录音由博讯韦石、西诺推出来，最大的收益者石吴征；何频、陈小平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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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习近平老友） 

·暴習家海外資產的真正目的 

·海航王建的发言绑架了习近平。 

·习主席叫王小宏当国安部常务部长 

·王是习得累赘，习发现后会有一场好戏 

·习近平批示对海航全面调查，随后王健拍照死，海航完蛋。盗国贼灭口王健试图减缓和阻止海航被美国和

欧洲政府调查，同时把海航猝死的责任推给习近平。 

·董瑶琼事件是安全部一手炮制的，说明党内很多人要反习近平 

·海航事件安全部集体出动，多家安全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包括白马广告）参与。海航王健拍照死真正开启

了盗国贼的内斗。分赃越快越猛，越容易因分赃不均起内讧 

·2018年 8月北戴河政治分贓大會，將比十九大更嚴重。習近平將出訪幾個非洲國家，絕對會有變數，會

有故事發生。 

·孟建柱说 100%控制菲律宾、代表习近平 

·王建的死事情太大了，王建的钱到底在哪里。 

·见了一位也是习主席和夫人的朋友，拒收了礼物  

·多人被双规、财产被查封 ，习近平不知 

·习近平成立的国安委，主要就由三大部门组成——国金、国关、国情 

·王健之死真相很快出来，习只有两个选择。 

·昨天班农先生复述遣返郭文贵的“习近平的亲笔信”通过 SteveWynn递交到总统桌上 

·法治基金要调查“习近平的亲笔信”牵涉到的人和事，包括吴征、杨澜、ElliottBroidy等 

·陈刚在政坛横跨三界，和王岐山有养父干儿子之称，是胡锦涛最信任的人，和习近平也非常非常地好 

·SteveWynn要求一白宫官员遣返郭文贵，并说和习近平打了两个小时电话 

·所有 JhoLow的欺骗都是吴征和孙力军和孟建柱担保，到今天中共的习近平主席，王岐山还在保 

·习王必有一战。不反习 

·王岐山海外运作使得每次海外会议老大一定骂习近平 

·CCP以全国之力要求美国遣返郭先生。孙力军、JhoLow（刘特佐）SteveWynn等人出手。CCP不惜配合美

国对付金正恩，对郭先生下杀手，习近平的亲笔信 

·习近平说「如果是让川普总统赢了中期选举，我们将输掉未来一百年」，金正恩离场真相 

·纽时记者傅才德认识王岐山，孟建柱的人，报道习家财富的事他参与其中 

·江家的势力与实力及习主席不知道的事 

·南普陀会议最重要的发言人 

·中美貿易王岐山要出山，只要习近平出事王岐山必然接班 

·美国被蓝金黄，所以习近平敢撕毁签署的协议。 

·党内念稿子的传统 

·川普总统爆料习近平先生称 14分钟内把香港踏平，验证了爆料革命的信息真实性 

·解读习近平晋升一批将军 

·關乎香港未來的 48小時，ＣＣＰ兩天內又派了９０００名精壯武警公安來港，北戴河會議期間，習王感

到威脅，王岐山提出：御敵於香港之外，絕不允許把戰局延至國內 

·军队效忠于习 

·“中国梦”是习王要领导全世界，国家要彻底地垄断区块链的一切原数据 

·爆料王岐山在党内表达挺习和习勾兑 

·无知使习王认为可以打赢信息战 

·中国的政治今天不仅仅是习王斗，还有老派家族和新派斗 

·习王之间斗争和较量远超当年刘少奇和毛泽东 

·中共大肆杀狗真相竟是因为迷信属相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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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内部现在四分五裂，习王之战即将全面开启 

·国内的金融领域和银行之间做假账，贷中保、保中贷，为海航、为王岐山突然袭击式地平这些账，是习

王之战已经全面开始的政治信号；国内的金融崩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更快、更加惨烈。 

·上海帮在外交部、公检法占 90%的权力，控制香港绝大多数所有事件，是灭爆主力。习想控制但做不到。 

·习近平令被撤回的可能原因：一、习危也；二、可能是香港戒严令。 

·龚小夏钓郭先生鱼，让郭先生说习近平的坏话，照相、录像、录音给北京 

·CCP正在美歐積極游說，楊潔篪帶習親筆信訪美 

·川普總統明確：香港的問題，如果習近平主席親自坐下來談，那可能美滿 

·习和其他中共高层缺少互动 

·CCP爆料出习近平出行日程，为了栽赃、陷害 

·习王虽控制军队、金融，但江家控制了外交，控制外交是控制情报和未来 

·习架空公安部、公检法，接下来绝对会对上海江派、曾派、王派、孟派有动作 

·张欣在纽约不回中国是因为习近平 

·习要拿下公安、政法委。 

·共产党在印钞票，要换新钞，要把习近平给印上去，有五百元、一千元面额 

·王健是人类上少有的第四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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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王时代 

·從不飲酒的令計劃兒子令谷深夜醉駕法拉利，車禍身亡，六年後中國兩會開啟真正的習王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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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 

·文贵看春晚帮助大家认清真相，远离风险和危机，不被中央电视台春晚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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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 

·方正证劵相关的公司藏着盗国贼洗钱的工具个信息 

·香港警察说郭文贵先生洗钱，恐吓购买方正证劵的人 

·关于海航、德意志银行、卡塔尔洗黑钱的采访，和开一个国内高官海外洗钱、藏钱的会 

·正在确认外国战友发过来满屋美金视频的真假 

·共产党把钱洗成非美元货币，JhoLow没有好下场 

·广东澳门香港变洗钱合法平台骗外汇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 

·ＰＡＧ太盟和海航都是王岐山的，在三亞發家。Horst & Christ是王的白手套。香港基建,黑石,城建投

和海航互相持股,互相交易,在香港美國英國上市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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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大使馆） 

·喜马拉雅三楼有世界各地的精英和义工，调查共产党在海外盗取人民的财富和一系列的贪污和各种经济犯

罪 

·昨天郭先生等在喜马拉雅大使馆见了当年给里根总统建议的人 

·明年六四將是新國慶  

·摩西的生产机器就是喜马拉雅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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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 

·细思极恐要营救尹队长之事有问题，细思极恐藏得很深、很危险 

·针对细思极恐成立基金骗捐事件，重申任何人不能利用爆料革命搞募捐；批评一些战友如瑞安平的糊涂 

·“细思极恐”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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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 

·永远不会和伪类们和解。 

·夏业良的三个笑话 

·夏业良案中各种蹊跷 

·在法庭上夏业良代替王岐山问话郭文贵先生 

·郭文贵决定扒开夏业良的伪装，查清楚他是否为 ccp间谍 

·韩国瑜在北京大学“办公床”。夏业良给王岐山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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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美国真正的 Billionaire，有钱的人,拿出现金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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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林 

·相林在日本买的“奔驰车”到底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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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黑法，文贵家被查，香港的问题已是文贵的话题 

·23条后香港将推出香港行政官员安全法 

·预言台港澳三地未来三种结局 

·CCP已经控制香港的金融和法制，贸易战不能解决中共，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只有灭掉中共才能有真

正的贸易而不是所谓的“贸易战”。 

·美国将立法保护香港和台湾人民 

·英国将有重大的政治人物出现，计划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香港挽救回来 

·孟建柱控制香港的手段 

·香港还有一个政策蓄势待发，香港正在以光速地速度走向灭亡。 

·香港富豪被 CCP控制，香港政府迫害支持郭先生的战友 

·美国的天主教主被炒，梵蒂冈的前任教宗被辞职与同性恋。陈主教，暗示香港运动？ 

·西方一定要拯救香港。太平联盟迫害郭先生 

·暗示香港运动和法治基金的作用 

·台湾、香港引起世界关注 

·欧盟，美国考虑 3件事：如何取消自贸协定，货币，香港官员制裁法 

·香港已经进入地狱，台湾已经被彻底渗透！海外媒体民运大多和中共有勾结，假民运和欺民贼，都是一些

募捐党正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 

·李嘉诚、马云、郭台铭对郭先生和对爆料革命具有巨大威胁。 

·香港会成为深圳的一个区，香港的富豪和亲共的人，还心存侥幸心理，他们的钱会被抢走，命也会被夺

走，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一定是台湾和香港先开始上街，然后引起国际的关注。最后共产党愚蠢的行为导致他们快点完蛋 

·香港和台湾人民站起来反抗，美国和欧洲一定会站现来为他们说话的。台湾和香港、美国、欧洲所有的人

联合在一起，是 CCP的恶梦 

·预言香港将上街封港。 

·共产党想尽办法尝试着威胁台湾、香港 

·美國將重新審核美港自貿區協議，並對台灣實行新的保護法。 

·反遣法之后，香港人、大陆人去海外买房、投资数量指数倍增长。 

·香港繁荣是因为有法治 

·香港背后的真相。 

·香港是灭共的第一道大门 

·香港银行最担心的是挤兑 

·ccp现在急需用钱，试图夺取香港台湾目的是抢钱 

·香港是灭共第一道大门，台湾第二 

·法治基金将全力以赴支持香港 

·香港的两个结果 

·香港这几天达到了本质性变化——全民皆兵 

·共产党用对付敌人、欺骗敌人、毁掉敌人那一套对付香港孩子；打压媒体；4大不要脸分别被做工作 

·川普总统爆料习近平先生称 14分钟内把香港踏平，验证了爆料革命的信息真实性 

·郭先生提示，下周香港人权保护法案、中美贸易协定、爆料革命的新进展都可能发生 

·共产党在香港玩流氓手段，中俄伊联合军演、搞密码法、区块链货币，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 

·香港人权法案过后，我们将对香港的支持完全改变，包括美国法律允许的攻击行动，会提供更多自卫武器 

·《香港人权保护法案》百分之百地成为美国的法律，最重要的事情是执行委员会 

·“香港自贸区协议”一定会被取消。 

·美国的配套政策都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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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为什么说香港是共產黨走向地獄的第一道大門 

·香港人民最終會成為共產黨死亡的大門。 

·台灣不要指望什麼黨，台灣要指望台灣人民，香港要指望香港人民 

·美国各界都在给总统因香港的问题上施压 

·第五波香港沙田区抗议已经超过世界人民的预期 

·中共想将香港所有的生意都被几个家族进行瓜分 

·香港的變化 

·香港未來的兩個結果：一是劇烈陣痛後的重生，二是ＣＣＰ突然針對香港出一系列政策，股市崩潰，多人

逃離，香港會經歷一段時間動亂，然後重生 

·香港发生动荡早在 CCP预计之中 

·香港金融自贸区地位一旦被取消，香港将会变为香港区 

·巴西等国计划给香港人护照，帮助给法治基金捐款的战友们 

·香港劳工制度开放 

·王岐山狂罵、大喊：一定要禦敵於香港之外 

·北戴河會議各號人物對香港的看法 

·文贵解释共党“涵养”香港的真相 

·文贵讲共党用商鞅五策治理民众的本质，以及共党对香港基本民生的操控 

·文贵爆料王岐山在广东的讲话和决策的手段 

·文贵预言台湾香港的未来 

·中共会在香港制造更多的灾难 

·香港的经济和民生领域都被共产党控制着影响着 

·四中全会的重大决定就是谁去平港，去港平暴，去港平暴这个人很关键 

·中共搞区块链让美国所有的几个领域联合在一起，来面对中共的生死威胁，这对香港有利 

·上海帮在外交部、公检法占 90%的权力，控制香港绝大多数所有事件，是灭爆主力。习想控制但做不到。 

·共产党用最快的时间将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国际之港变成了恐惧之港。 

·十几家基金公司一致决定通告投资者要从香港全面撤回和中共有关的投资 

·共产党控制香港的银行和股市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进入了快捷通道表决方式，一定会过 

·美国和欧洲过去的 24小时发生了本质变化，对香港是革命性的变化 

·出现在香港的“战狼部队”曾在新疆灭村 

·中共要求必须要赢这次立法会的选举 

·韩正发起了“香港大湾区之战”——十月搞突击，十一月要结束 

·中共原本要扫平理工大学，后因里边是有 5个北京老领导的孩子、家人而作罢 

·共产党刚刚开会确定“打好香港三大战役” 

·从今天起，灭共拿到了美国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提示参议院投票背后有激烈的斗争 

·这一次“香港民主法案”的推动过程当中，郭文贵个人或者其家族基金，有没有花钱？郭先生：既不能说

有，也不能说没有 

·川普总统一定会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 

·中共发动掺沙子人员到香港去投票 

·关于香港，欧洲立的法，比美国的法还要严，还要重 

·黑警有很多是前些年从广东移民香港的  

·香港支持学生的各界人士被共产党威胁、拍认罪视频 

·香港戒严后会发生三件事：与中共断交、查封中共资产及取消官员家属签证、美国联盟国家亚洲所有军事

大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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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帮助换汇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外汇使用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香港；联系换外汇的人全都

支持香港；大量的人想逃离中共。 

·又有大事，但有变数 

·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将让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替共产党说话的媒体、伪类受到追究和惩罚，被

公诉 

·即将出台的对港四大原则是王岐山对香港的毒药 

·香港问题引起美国各种层次的重视，香港是美、欧洲、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在亚洲的一个代表，严格讲

香港的对抗，就是西方跟共产党的对抗！ 

·香港现在运动当中有两个最大的弱点 

·《香港人权法案》背后的核心推手是美国步枪协会 

·王岐山的四项原则最近得逞 

·香港人現在遭遇的比當年日本鬼子進香港還壞的境遇 

 



 570 

香港法律 

·香港法律已经大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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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官员 

·香港很多官员家人的资产，子女和未来都将在西方的监狱度过;陈水扁一定会回到台湾政坛的核心 

·香港官员家人已经被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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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护照 

·从孟晚舟事件上来看，香港护照一定会被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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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机构 

·香港的证券、信托已经没有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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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威胁郭先生的外籍员工 

·香港警察说郭文贵先生洗钱，恐吓购买方正证劵的人 

·香港警察的沦陷 

·香港警察用黑手段攻击郭文贵先生 

·香港警察黑抓文贵的员工和钱 

·香港警察和当年 64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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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银行 

·香港银行、股市将玩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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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完全黑社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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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西香格里拉） 

·在香格里拉酒店被抓的两位歌星是谁？ 

·西香格里拉被抓的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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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 

·王强上级向心跟姬胜德的秘书密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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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俊波 

·項俊波預感到了危險 

·一个家族企业 50几个亿就卖给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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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华 

·肖建华先生事件引起西方社会的威胁感 

·中共高层内部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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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袁世凯 

·接下来新的袁世凯将诞生！美国的新的华盛顿要诞生！中国的华盛顿也将诞生，开天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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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疆事件） 

·提醒欧洲政府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关注新疆事件、709事件，关注被刑讯逼供被关押的官员和家属 

·孟建柱下令屠杀新疆某个镇上的抗议人群，包括小孩 

·中共政府一直在操纵汇率骗取中国以及世界的投资者和股民获得大量财富，进而建造集中营关押今天的新

疆同胞。 

·美国负责宗教的副国务卿，令美国国会和政府高度重视了中国新疆和西藏以及宗教的问题 

·美国要求郭文贵先生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就中国新疆，西藏，宗教，以及 709律师等几个大案出席 

·关于新疆和西藏的事情，郭文贵将去作证 

·新疆被关的不止 100万人，新疆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消失。西藏消失的人没人查 

·新疆集中营的准确数量为 200万人 

·台湾、香港引起世界关注 

·世界最大的震撼之后的又一个震撼 

·将要推行新疆西藏的法案 

·馬克尼斯基保護法案將對中共虐待新疆同胞的官員進行懲罰，下一步會做出正式的官方聲明，並對西藏人

民進行保護。 

·法治基金在全力遊說各個國家給新疆西藏同胞提供政治庇護。 

·新疆和西藏的灾难：为 ccp做走狗的，第一个被弄死。 

·呼吁美国和欧洲支持新疆、西藏，制裁打压杀害人民的官员 

·反对新疆独立，但是一定要新疆实现真正的自治。新疆西藏虚伪的 ccp走狗，最后被 ccp干掉 

·新疆屠村灭族，百万人要抓捕，是战友冒着生命的代价给的内部情报 

·出现在香港的“战狼部队”曾在新疆灭村 

·《香港人权法案》背后的核心推手是美国步枪协会 

·凡事异议的声音都被中共无底线的消失 

·中共灭新疆的办法是掺沙子 

·新疆问题的核心-从来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新疆的最大的问题-不团结 

·新疆从 2012年到 2018年，人口的净增长值大概少了百分之八十，新疆人口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王震去新疆去殺人，被槍斃者家人要付子彈錢 

 



 583 

信息战 

·无知使习王认为可以打赢信息战 

 



 584 

信仰 

·如今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忽悠成风，自欺欺人的黑社会。人要有信仰，但是就算没信仰，也好过信仰共产

党和它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585 

徐焰 

·徐焰和王岐山的关系。 

 



 586 

许家印 

·文贵两年前就说吴小晖一定进监狱，接下来是马云、马化腾、许家印 

 



 587 

叙利亚 

·美军对叙利亚定点打击 

 



 588 

Y 

 



 589 

雅虎 

·和神秘的雅虎要员之一会面及他对郭媒体的支持 

 



 590 

亚当 

·警告“亚当”停止挑战爆料革命 

 



 591 

亚马逊 

·亚马逊将发射了几千颗卫星上天。 

 



 592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事件值得深思 

 



 593 

亚洲 

·亚洲将有军事行动 

 



 594 

亚洲文化节 

·亞洲文化節内幕。 

 



 595 

盐城事件 

·“盐城事件”，不可能是真相 

 



 596 

杨改兰 

·杨改兰的孩子，没有儿童时代的儿童。 

 



 597 

杨建利 

·杨建利先生是真正的民主民运人士 

·陈军说杨建利认识文贵是他介绍的 

·杨建利、韩连朝值得文贵尊敬 

·杨建利先生联合国讲话 

 



 598 

杨健翱 

·郭媒体被黑和多次发布假信息、搞比特币捐款的（有）三个人：杨健翱、韦石、第三个大家猜 

 



 599 

杨洁篪 

·美国警告杨洁篪不要玩火过界。 

·坏人排序：第一最坏的是孟建柱，第二杨洁篪，第三王岐山，后面还有两个——孙力军和吴征 

·“双修”要有级别，是王岐山控制官员手段 

·CCP正在美歐積極游說，楊潔篪帶習親筆信訪美 

·杨洁篪是现在平爆小组对外协调最关键的人物，杨、孙立军、吴征三人关系特殊 

·美國動武是可能的 

·劉鶴只是中共的托，楊潔篪才是真正代表 

·有人明確告訴楊潔篪想再像 89年六四一樣，你（CCP）完了 

·楊潔篪來紐約見蓬佩奧是假，見別人是真 

·蓬佩奧國務卿明確告訴楊潔篪絕對支持香港,不要美國用任何手段 

·彭培奥警告杨洁篪不要再幻想。 

·杨洁篪荒淫无度 

 



 600 

杨澜 

·杨澜和吴征的背后是孙立军、孟建柱 

 



 601 

姚依林 

·德國前副總理菲列普羅斯勒是姚依林的私生孫子，紐約慈航沒有轉過股權。海航與ＰＡＧ千絲萬縷的關係 

 



 602 

叶刘淑仪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603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关键是能源能源战略 

·一带一路和百年共产党，是要建立世界独裁政治 

·共产党会威胁全世界，一带一路先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加强对海外的全面控制 

·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中共在作死 

·一带一路是一个荒谬的结果 

·中共利用一带一路对周边的国家进行控制 

·中共核心是挑戰美元、滅掉美國、乾掉美國的，走在前邊的就是香港。 

 



 604 

一中政策 

 



 605 

伊朗 

·美国公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伊朗石油制裁的已经正式的打响了美国向独裁政权第一枪 

·潘多拉盒子和伊朗和中共的关系 

·美军空袭，除了亲伊朗武装，还打了一些人，美国没公布；南中国海中共的军事设施会被移掉 

·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 

·伊朗革命卫队是中俄培养的前锋队；郭先生 2017年说霍尔木兹海峡炸船、偷袭美国军舰不是预测，来自

内部情报 

·中俄伊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演打破了中共历史以来最根本性的几个原则 

 



 606 

尹队长 

·启动法治基金的核心团队，营救体制内出来的爆料第一人——尹队长，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有条件接受 

·细思极恐要营救尹队长之事有问题，细思极恐藏得很深、很危险 

 



 607 

英国 

·英国将有重大的政治人物出现，计划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香港挽救回来 

·香港的長江集團未來會出大事。 

·英国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必须执行 

·下一个英国议会选举人十有八九还是我们的铁哥们，他会对中国受迫害的实行庇护。有 4个国家在考虑发

放黄金护照的事情 

·文贵讲堵截美国教育，退休基金投资中共的事有进展了 

 



 608 

英国女王 

·爆料英女王挺安德鲁王子的事 

 



 609 

影子银行 

·海航的发家史。中国的影子银行几十万亿，严格地讲，都出自于王岐山的铁哥们蔡锷生 

 



 610 

拥枪 

·在法治、正义前提下，支持中国人拥枪 

 



 611 

勇气 

·inty提问：怎样才能阻止中国共产党把邪恶传播个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拥有言论自由和人权， 

 



 612 

油管 

·盗国贼打着习的旗号公关推特、油管等，李东全面指挥断播事件 

 



 613 

游行策略 

·呼吁香港市民把车停到马路上阻止解放军、假警察。 

·文贵先生视频宣布赔付因阻止屠杀造成的损失。 

·政治智慧：不能变成对手利用的工具，绝对不能搞暴力 

 



 614 

幼女 

·红黄蓝给官员“双修”培养智慧女 

 



 615 

预测 

·预测 

·王健一定会被开棺验尸，文贵预测 2019。 

·未来两到三周会有大事儿 

·文贵对近日视频重要性进行预测 

 



 616 

裕达 

·给盘古、政泉和裕达同事们发出的洁身自保指导与不配合要求 

 



 617 

员工 

·香港警察威胁郭先生的外籍员工 

·员工家属在警局受到非人待遇 

·香港警察黑抓文贵的员工和钱 

 



 618 

袁建斌 

·简单谈与袁健斌、陈军和曾宏的接触。 

·袁建斌耍流氓浪费郭文贵的律师费。被郭文贵告的这些人就吴征和蕊马案有律师 

·文贵调侃袁建斌闹的笑话 

 



 619 

岳文海 

·文贵爆料岳文海贪污不抓，证明 CCP以贪治国。 

·岳文海在鄭州機場建設項目中貪污一個多億，但沒有被中紀委調查，因為他與中紀委副書記關係很好。 

·岳文海贪污史 

·中紀委辦案時沒收的畫被替換成複製品。 

 



 620 

粵港計劃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621 

1120 

·CCP害怕 1120。 

·11月 20号是开启了，我们十四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第一次的「以法灭共」的新纪元。 

·蓝金黄的力量无处不在。但是挡不住发布会会继续召开。 

·1120将用最重要的证据爆料共产党把世界已经渗透到什么程度 

·1120爆料视频信息补充：第一辆车上第一个上车的就是王健，戴着草帽穿着蓝色马甲 

·郭先生预言：2020年 11月 20号就是没有共产党的 1120 

 



 622 

Z 

 



 623 

砸锅 

·砸郭的人都是上天派来磨练我们意志的天使 

·起诉三名砸锅的伪民运人士 

·面对砸郭，郭先生认为这是上天给文贵的礼物。 

·砸郭的伪民运骗子都是在假大空，被共产党蓝金黄了。 

 



 624 

再教育中心 

·inty提问：怎样才能阻止中国共产党把邪恶传播个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拥有言论自由和人权， 



 625 

在美上市公司 

·战友们可以提供国内大公司和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内部上市虚假材料，可以获得 15%和 30%的财富还会受

到法治基金的帮助，获得政治庇护。 

 



 626 

造谣 

·共产党如何在西方造谣郭文贵。 

 



 627 

战友 

·警告“亚当”停止挑战爆料革命 

 



 628 

战友基金 

·未来打官司赢的钱也放到战友基金中服务战友 

 



 629 

战友之家 

·战友之声是实际行动平台 

 



 630 

张海 

·和张海的认识过程，王恩哥介绍李友跟郭文贵合作 

·北大方正的发家史，李友、张海都是骗子，最后导致郭文贵被诬陷各种罪名，被罚 600亿 

 



 631 

张建 

·警告海外民运最近不要有任何幻想和中共勾兑，张建之死有黑幕 

 



 632 

张首晟 

·张首晟在美国的人际关系网，张首晟绝对不是自杀。 

·中共有“千人计划”，其中张首晟就是“千人计划”的创始人。 

·张首晟美国公民非正常死亡在美国，美国政府一定会调查清楚且正在调查当中。 

·张首晟和量子电脑只是冰山一角 

 



 633 

张晓明 

 



 634 

张欣 

·王岐山在華爾街還是有影響力的，極權的目的是想讓他們自身安全 

·张欣潘石屹和王岐山关系不一般 

·张欣在纽约不回中国是因为习近平 

 



 635 

张萱 

·爆料张萱。 

 



 636 

张志强 

·谁是张志强 

·張志強李嘉誠江志誠內幕，亂港四人幫炮製各種罪行 

 



 637 

张子强 

·为抓捕张子强，和記黃埔 CEO馬世民從上市公司拿走五千萬，親手交給江綿恆。 

 



 638 

长江集团 

·香港的長江集團未來會出大事。 

 



 639 

招商银行 

·王岐山灭了吴小晖夺得招商银行 

 



 640 

赵丽贞 

·CCP派出赵丽贞 

 



 641 

赵志国 

·提及找赵志国 

 



 642 

郑若骅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被绑架回京的经过  

 



 643 

郑晓松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被杀是因为孟宏伟！接着排队跳楼的会更多。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被杀内幕复杂，引发中共上层震撼。 

 



 644 

郑州机场 

·岳文海在鄭州機場建設項目中貪污一個多億，但沒有被中紀委調查，因為他與中紀委副書記關係很好。 

 



 645 

政庇 

·2017年，郭先生正式申请政庇。 

·因申请政治庇护退掉所有护照 

·哈德逊，推特，脸书、油管全被收买、孟建柱是最高指挥官、王子没有背叛我、为了政批退掉所有他国的

护照、政批是政治安全的需要。 

·说服世界一两百个国家对受到中共迫害的人士给予政治和身份的保护。 

·SteveWynn要求一白宫官员遣返郭文贵，并说和习近平打了两个小时电话 

·CCP想尽办法遣返郭文贵先生 

·CCP以全国之力要求美国遣返郭先生。孙力军、JhoLow（刘特佐）SteveWynn等人出手。CCP不惜配合美

国对付金正恩，对郭先生下杀手，习近平的亲笔信 

·CCP动用美国的沉默力量遣返郭先生 

·呼吁国内战友、党内有料人士联系法治基金，法治基金可以协调庇护的国家 

·下一个英国议会选举人十有八九还是我们的铁哥们，他会对中国受迫害的实行庇护。有 4个国家在考虑发

放黄金护照的事情 

·再次告诫战友出国寻求安全的注意事项：别去东南亚、俄罗斯，别陷入海外民运陷阱，别在当地犯刑事罪 

 



 646 

政变 

·胡錦濤訪問丹麥回國後政变，無人接機。 

 



 647 

政泉 

·提及沒收盤古跟政泉 

·给盘古、政泉和裕达同事们发出的洁身自保指导与不配合要求 

 



 648 

政事小哥 

·政事小哥被共产党威胁而销声匿迹 

·共产党害怕政事小哥，找到并威胁他，从网络上消失 

 



 649 

政治 

·不要被绑架的政权设计 

·政治本身就是骗局，中共的领导人最怕死 

 



 650 

政治绑架 

·大部分有良知有人性的中国人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被这套体制绑架了 

 



 651 

政治局委员 

·假疫苗有刘延东和政治局委员的利益 

 



 652 

执法黑屋 

·进了东三省的执法黑屋就是往死整人 

 



 653 

治港 

·大陆尝试以警治港，就是以黑治港，越来越多的事情会爆发 

 



 654 

致谢战友 

·感谢给文贵邮寄各种资料的战友 

 



 655 

中办 

·中办控制中央电视台节目、人选，可实时断播。 

 



 656 

中大 

·我们的战友在昨天之前已经告诉我，获得了内部信息；然后，昨天有行动计划，就是要对香港的港大、中

大几个学校进行定点抓捕 

 



 657 

中东 

·王岐山为了党国家族利益去中东勾兑挑拨美国关系。 

·王岐山中东之行核心目的 

·中共希望搞乱中东时局，浑水摸鱼 

 



 658 

中俄伊 

·共产党在香港玩流氓手段，中俄伊联合军演、搞密码法、区块链货币，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 

·中俄伊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演打破了中共历史以来最根本性的几个原则 

 



 659 

中共 

·中共不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是因为怕百姓对比出自己和撒旦一样 

·共产党用尽手段伤害文贵 

·CCP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10月大选 

 



 660 

中共对外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也会改变 

 



 661 

中共官员 

·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不仅官员，官员家人也莫名被边控，私人企业家更是人人自危。 

 



 662 

中共领导人 

·政治本身就是骗局，中共的领导人最怕死 

 



 663 

中共特务 

·郭先生出席秘密听证会，有很多大家想知道的人被起诉以及中共特务试图接近和伤害郭先生和川普总统 

 



 664 

中共未来 

 



 665 

中共污蔑 

·中国是制造虚假信息的大国，以此加强指控和迫害、戮杀异己人士。 

·CCP称文贵为“犯罪嫌疑人”并发起一场国际宣传活动 

 



 666 

中共政府 

·中共政府抢夺郭先生在大陆的资产 

·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不仅官员，官员家人也莫名被边控，私人企业家更是人人自危。 

 



 667 

中共政治 

 



 668 

中国 

·盗国贼控制下的中国可能让世界上很多国家变成“委内瑞拉”和“马来西亚”。 

·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是中国的有可能是下一个中国的翻版，所以我们要制止 

·中共一定会被灭掉，灭掉以后的中国是什么体质都是由人民来决定的。 

 



 669 

中国 GDP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是 GDP的 5倍，中共印了 28万亿美元的货币。中国的 GDP几乎是负数 

 



 670 

中国暴乱 

·中国将暴乱不是大乱 

 



 671 

中国城 

 



 672 

中国的华盛顿 

·接下来新的袁世凯将诞生！美国的新的华盛顿要诞生！中国的华盛顿也将诞生，开天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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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 

·股市将成为重灾区；用房地产套牢老百姓，通货膨胀。是和平演变还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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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中国梦”是习王要领导全世界，国家要彻底地垄断区块链的一切原数据 

·区块链目标是把美元灭了，改变世界经济秩序，干掉 SWIFT，干掉 CHIPS 

·共党控制全球金融的野心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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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都是盗国贼资本的代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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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契机 

·经济危机和北朝鲜事件、港台问题、美国战略调整等，为中国带来最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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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去向 

·王健之死將預示中國開始一場殘酷的內部政治鬥爭。中國可能只有兩個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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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人是中国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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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 

·英国朋友在中国做生意不准谈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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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中共国未来） 

·中国要是还不变革，中国将出大事、世界也将出大事 

·当一切真正开始的时候中国政治会很快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所处历史阶段应该采用新加坡模式 

·应灭掉共产党和党国体制，所有个人都应赦免 

·中国是不会大乱的，但脆断是会发生的。 

·真正的新中国人的新时代。 

·预测中国的大革命不会超过两年 

·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争取民主自由创造历史的时刻即将到来。 

·为什么能实现喜马拉雅？实现喜马拉雅后中国需要法制和信仰，建立国际信任，对等，和平。 

·中国人不会去造反和军阀割据的 

·委内瑞拉革命等到美国总统第一背书，很快将蔓延至中国 

·三个核心问题中国不会像委内瑞拉那样拖沓 

·2025后中国人口就会迅速老龄化 

·西方都在担心盗国贼被灭了，中国会不会乱，下一个谁上台。 

·退伍军人、老师、儿童的未来。 

·明年六四是中国新国家建立时候，联邦国 

·怎麼做空人民幣,港幣？貨幣戰是最後一擊。最先是股市，然後是通貨膨脹，糧油水等等民生物資價格暴

升，然後是不動產如房產崩盤。美國政治方向已經是：保護香港的女人和孩子 

·美国各大机构在考虑没有共产党后的中国模式，北约在准备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和武器技术脱钩 

·老百姓吃的出了问题，粮食危机马上就会出来 

·鸡只要一涨价，国内经济就出问题了。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然后银行挤兑。 

·成立了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以后，郭先生最后的、唯一一个和战友们要做的事情：设立一个真正的『感美

节』，感恩伟大的美国和美国人民 

·接下来中国最大灾难就是粮食灾难，粮食出事就在黑吉辽。 

·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滞涨；还有中国东西南北经济不平衡 

·灭共之后的第一件事：建立法治的、民主的政府、人民有土地永久拥有权、盗国贼的财富要用于给百姓还

贷款、成立可以罢免政府的超级人民组织 

·没有共产党以后第一个就是要把教育要搞好，教育绝对不能被政党控制，教育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政治成

分 

·郭先生道歉：中国坚决不能实行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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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状 

·斗争的社会 

·中文媒体信息连北朝鲜都不如，CCP无知唤醒美国人对共产党的恨，中国老百姓买单 

·某国金融机构负责人提问一个更加尴尬的问题 

·棍子和面包都要有 

·明白了中国梦 

·国内战友被问话调查的规模及郭先生不认可的美国前官员说的支持爆料的人数在 6千万 

·中国是如何在中共的影响下沉沦的已及美国被牵扯的部分 

·国内政治运动破坏性极大，“官不聊生”，导致外商撤资。香港事件导致更多外商撤资。 

·爆料国内战友告知的国内一年来的变化 

·共产党盗走了 46万亿美元，中国银行里老百姓存的钱 CCP都会印 3到 5倍甚至 10倍 

·我們本身的內心和內身的毒，培養了共產黨 

·中国人想得到尊重先从信用开始 

·中國人實際平均年齡不超過 50歲，遠低日本和歐美 

·东亚病夫是指精神上的阳痿  

·文贵爆料国庆前，共党以戒严为名，骚扰北京市民，大家民不聊生 

·任何国家从来不生产财富，钱都是老百姓的钱，共产党的钱都是窃取百姓的财富 

·中国是癌症高发区、交通事故高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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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海航将如何处理资金；中国银行的烂账、死账；人民币贬值(对美元的汇率 15-20，甚至 25) 

·一定会干倒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下场会极惨 

·正在努力让中国银行会成为第二个海航，中国银行快玩了 

·中国银行要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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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海外的写中国政治的报纸都是被喂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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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 

·中共在海外的基地的动作及资金流向被监管机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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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 

·中紀委辦案時沒收的畫被替換成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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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集团 

·北京高院的一個戰友給文貴傳達這盤古被拍賣的背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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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 

·真正的新中国人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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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 

·中美贸易战，美国加关税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 

·预言中美贸易战中国会输的很惨 

·预言中美贸易战会给中国带来无限的机会。 

·宗教、金融、科技必须对等开放。 

·CCP已经控制香港的金融和法制，贸易战不能解决中共，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只有灭掉中共才能有真

正的贸易而不是所谓的“贸易战”。 

·中美贸易协议谈判不可能双赢，会是一个荒谬的结局。 

·法治基金将在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会令这次谈判有个戏剧化的结果 

·美方解决中美贸易战的 3个方案 

·中共就是撒旦再世，中美谈判会很滑稽。 

·国内的力量在等待着，中美贸易战让美国和世界看到了中共的弱点 

·中美贸易、美朝关系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中美贸易协议会以荒唐荒谬的形式而结束 

·多个机构和郭先生合作以及盗国贼海外财富调查的进展和中美贸易谈判 

·欧盟，美国考虑 3件事：如何取消自贸协定，货币，香港官员制裁法 

·中美贸易将是笑话，只有郭文贵一个人在全世界最早说过 

·中美貿易王岐山要出山，只要习近平出事王岐山必然接班 

·中美贸易谈判 

·為啥不敢公開這個協議？ 

·中美贸易战，美国加关税 

·中美贸易 

·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 

·贸易战只是开始，四个战场：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政治战。 

·协议达成了，未来会如何发展戰友們 

·G20中美达成口头协议 

·华盛顿像原来一样对待共产党，不可能了 

·絕對沒有人拿香港上街的孩子们去做交易 

·所有沉默的大佬都聚集在华盛顿、纽约角逐 

·郭先生提示，下周香港人权保护法案、中美贸易协定、爆料革命的新进展都可能发生 

·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中美贸易谈判，美国给中共准备黑白方案：要么灭亡、要么开放 

·美國和中共的冲突是價值觀 

·请战友一定要記住 2019年住 7月 21号、7月 23号、7月 24号、7月 25号；全面進入全球滅共時代；戰

場拉向國際，以美滅共，以法滅共，但最終還是以共滅共 

·劉鶴只是中共的托，楊潔篪才是真正代表 

·有人明確告訴楊潔篪想再像 89年六四一樣，你（CCP）完了 

·上海西郊宾馆是灭共的第二道大门，中共开始卖自己核心的东西了 

·中美经济脱钩 

·中美贸易战绝不可能签成 

·中美双十贸易会谈可能发生的结果 

·贸易协议签或不签 CCP都要灭亡 

·贸易协议初步达成的内容 

·预言达成口头协议对未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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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坑 

·将会爆中南坑家人的料 

·陈氏兄弟的文件来自中南海 

·陈氏兄弟被利用成中南坑政治斗争的工具。 

·老百姓解放自己时，中南坑无法阻挡 

·北戴河會議重要人物 ，中國三地方最忙了，中南坑、葫蘆島印鈔票的、再就是這些軍工廠了 

·中南坑有重大行動，重大決定，上海幫有重大決策。 

·中南坑互相邊控對方 

·中南坑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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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人民关係如何搞好，很简单，反共 

·安倍晋三戏演被 CCP侮辱到家，日本人跟中国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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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是江家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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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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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主要是要和相关部门和人开几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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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 

·王健是人类上少有的第四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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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 

·某个石油公司跟周永康下属在海外所有屯留的钱，在欧洲改完账号名以后就是王岐山控制 

·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 

·郭先生买到了周永康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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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文贵爆料江泽民与朱镕基不看好中共未来及阅兵 

·朱镕基认为共产党气息奄奄，为自己留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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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卖港贼、大湾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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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烈宏 

·郭先生解释为什么昨天语音连线庄烈宏先生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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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迫害 

·CCP对宗教人士的迫害和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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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宗教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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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二部 

·总参二部管台湾事务，扶持赖昌星、派驻百度的工程副总监都是对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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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空港币 

· 一些巨头筹集了约 1万亿美金计划做空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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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 4 日 

【白杨整理】 

文贵谈习主席李克强两个领导人的女儿进入北大的背后故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8ex8m1jbU0 

文字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201814.html 

1.盗国贼们迫害文贵家人和员工就是为了文贵的财产【盗国贼】【迫害文贵】 

“先把你的家人给抓起来，封掉你的资产，第二个，毁掉你的名声，断掉你的朋友，然后把你的资金链全断掉，让你跪下来。

然后第三步把你的资产全部给没收，依法没收，依法让他们拿到手。这三招嘛，然后就自杀喽，最后叫你自杀。刺杀，不是

自杀哈，就是搞暗杀黑社会嘛。 

那么大家都知道，把我家人员工抓走，把资产查封，这在 2015 年 1 月 10 号吴征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孟建柱代表王岐山 2 为

先生应该是书记，都已经执行了。那么对我文贵的账号查封，资产查封，名誉损坏，把我说是什么强奸罪，郭文贵强奸。我

这两天才看得，过去我从来没看过，看得简直太搞笑了。4月 6号，9月 1号来了就被监禁了。我一看，他们瞪眼胡说八道！

我不会是 100%，我是 10000%赢！然后发红通，威胁。” 

 

2.在盗国贼的眼里北大是中央领导的，就是他们的自留地。【北大】【盗国贼】 

“我那律师朱茂元说过，“你和北大斗，你等着看着那个楼一砖一砖被人家拆了吧。”当然他来到北大了。还有那张学珍，认

为我和北大挑战那就等于挑战了上帝。这位领导找到我这位前员工说“北大就是中央领导的摇篮。我们的第二任务就是呵护

中央领导的家人。”维护中央领导人的家人和利益，帮他们看好孩子，严格讲我们就是个大幼儿园。你郭文贵想挑战我们这

不是自找死吗。啊，你不是鸡蛋碰石头，啊，你连个鸡蛋都不是，你算个卵呢？啊，还在这边自不量力的你能怎么着啊？更

让我受不了的事情，明确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习主席的女儿，就在我们北大，那李克强总理的女儿就在我们北大，政治局

委员常委里边那孩子的绝大多数在北大和清华。你想挑战我们你就是挑战中央啊，老老实实让你们干嘛你们干嘛。你要是想

继续再对抗，那你这是白骨，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儿东西，那一毛都不给你留。而且明确告知，啊这事情，你郭文贵没任何

机会，啊李友的这事实性证明给你我们有什么实力了，啊你把李友怎么着了？李友回来以后北大继续支持，银行继续支持，

李友不能倒，北大不能倒。为什么，李友倒了以后谁来给北大做贡献啊？那不丢了北大人了吗？李友倒了北大倒了，那不是

中央领导倒了吗？事实已经给你郭文贵证明了，你怎么还不知趣呢？还不乖乖地配合听话？就是你配合就完了嘛。为什么查

封你资产，为什么查封你这个员工发放，公司帐号，连这个也掐死你啊？就是让你要跪下来，听话配合。否则，后果很严重。” 

 

2018 年 1 月 13 日 

【文逸整理】 

郭文贵先生加拿大挺郭后援会 2018年首次挺郭聚会发言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l4hhc9ko8&feature=youtu.be&a 

文字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2018.html 

1.中纪委会议把监察委和黑社会联系到一起就是以黑治国【CCP治国】 

大家看完这个昨天中纪委的会议，就看出来了， 竟然把监察委和黑社会联系在了一起， 这就走了薄熙来的老路子了 。要“打

黑唱红”了，同时也是 应了郭文贵所说的，咱们大家都认可的，中国是以黑治国 ，以黑治国，这个以黑搞一切！ 

 

2.中国军内、政府内还有各方面一股真正的力量让中国实变走向法治民主自由【CCP党内】 

 你们没办法想象我在视频中，直播中所说的，那没办法看到中国军内，还有政府内，还有 各方面，所有真正的一股力量， 那

就是中国要实变了 ，要走向了 法治民主自由。 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文贵冒那么大的风险，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的根本原

因，大家一定要相信，真该我们赢了。 

3中国要是还不变革，中国将出大事、世界也将出大事【中共过未来】 

中国要在两到三年内， 不变的话， 我们不是在被盗国贼们再欺负的问题， 是我们将要远离这个时代，而且，中国会出大事，

世界也会出大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被害者。所以说这一次的较量，一定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是我们现在，是否有

未来的一个争取，和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对自己的基本的保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8ex8m1jbU0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201814.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l4hhc9ko8&feature=youtu.be&a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2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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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一切真正开始的时候中国政治会很快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未来】 

我说真正的开始的时候，大家会看到， 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接下来的，一年到一年半， 中国的政治一定会天翻地覆， 中

国的军内，咱们希望的是政改不是军变，也不是政变。这三个是不同的意义。但我们希望是政改 ，不要到政变，甚至不要到

军变，另外一个，更不希望中国式革命 。就是和平演变（的方式），不要以革命（的名义），到处杀人放火， 到最后死伤无

数，咱们不希望那样。但是中国的变革，大家一定要记住，绝对已经到来了， 那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可以自由的出

入， 应该会享受到父母，家庭的团聚，朋友的团聚，也应该分享中国的这个机会。 

 

2018 年 1 月 15 日 

【文蕾整理】 

郭文贵先生谈蓝金黄陈小平的夫人，孟建柱，王岐山一手策划假报习家财富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CnPUSZrf4 

文字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2018115.html 

 

1.小平太太消失的 130天裡發生了什麼【陈小平】 

“是谁让小平先生的夫人消失 130 多天？又是谁让他两口子感情不和而且不能通电话？又有谁让在小平先生写给习近平主

席公开信不到 24 小时推出了这个视频？为什么小平先生写给习近平主席的信 24 小时以内推出了这个？推特几个月以后死

灰复燃这个 RL-RPG到底是谁会控制推特？” 

 

2.民鏡的中立立場早在採訪文貴開始就已經不存在了，上海局之謎【明镜】【上海局】 

“孟建柱为了这个事情，亲自召开几个嫡系，开了会，了解何频先生，陈小平先生以及他周围的朋友。而且对何频先生也派

出了 N个人进行了公关，游说，也就是蓝金黄。而且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威胁和引诱。其中最为代表的事

情，就是海外对他实行打压。最有代表作用的，那就是博讯，和博讯背后的就是李伟东，韦石，西诺，大家现在不要听文贵

说，回头看看从文贵爆料开始起，博讯韦石，和博讯网站和西诺李伟东，是多少次的直接的攻击了何频和陈小平，是多少次

的造谣，安邦跟郭文贵给了 1千万美元，给明镜，张扬给了郭文贵 1千万美元，也给了明镜。郭文贵给何频了 1百万，给小

平十万，二十万。啊，夏业良这个畜生竟然是直接在推特上说我们给他钱了。从何频先生这个《明镜火拍》采访文贵那一天

起，你明镜的中立就早就不存在了。你给盗国贼，你给共产党讲中立，你太天真了！从采访第一集开始起，就暴露了整个盗

国贼的所有的盗国的整个计划。从那一天起，明镜和何频先生，陈小平先生就已经是盗国贼的敌人。明镜做出来前所未有的，

甚至是没有想象到的采访郭文贵的这种历史性的这个决定。也让它变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孟建柱，孟建柱下面执行人

是谁？北京安全局局长李东，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然后所有的媒体操作者全是吴征。也就是所有过去反盗国贼这些行动当

中的整个案子的处理，和相关人对我们的打击和蓝金黄的计划制定和执行者全是由孟建柱和王岐山制定，然后由孙立军，李

东和吴征来执行。一个手法，一个语境。所有联络的代号就叫“二娘”。上海话咋说我不懂啊，就叫“二娘”。抓捕小平夫人

之前的时候，有各种的直接游说，各种的利益诱惑，只有小平先生知道。最后是小平同志不从，不从啊，小斑马完全不同意

和猎狗合作，猎狗开始掏缸，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代号“二娘”的案子是上海局管的。现在海外砸郭反郭的力量事实上就

是中国盗国贼的核心头目。再反过来我告诉你，为什么小平先生给习主席的公开信不到 24小时他们就做出反应呢？我可以

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因为这事真的习近平主席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事。但是小平同志，小斑马做出了反击之后，他们

害怕了，担心习主席身边的人来问这事，他们演出了这种又是自欺欺人的，贼喊捉贼的丑剧。” 

 

3.砸郭背後巨大的陰謀和交易【伪类】 

“小平在 9月份这个直播的之前，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海的我一个哥们，也是上海市安全局的，告诉了我，北

京孟建柱给所有人开会，必须拿下明镜，必须让明镜消失。重点培养博讯，并且给博讯许下了大愿，有人通过美国给博讯拿

了二百万美元给韦石。让韦石缠讼郭文贵，不惜代价，拿掉明镜，让博讯一统江山。并且重大基金支持。后来博讯和李伟东，

西诺，夏业良等那八个伪类的合作开会当中。一次次在法拉盛开会，大家都知道。张扬出事，张扬给郭文贵二百根枪，让郭

文贵，一千万美元。在这个会议上决定了肖建华的案子，郭文贵的案子，车峰的案子，郭广昌的案子，绝大多数都归于这几

个人管，或背后控制。 

那么对待明镜，明确作出了指示，必须叫以外打外。什么意思哪，就是以海外的这些情报的和沉默的力量，干掉明镜，收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CnPUSZrf4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2018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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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这个上海见面的接受的任务，让他入股明镜，就是以外打外第一针蓝金黄，投资进去。通过他介绍投资进去。接下来

我们说第二个故事。跟这事都是有密切联系的。那就是到底当年谁策划了在纽约时报报习主席家庭料的人，这个事都是跟这

都有关系的。洪宁先生大家看一看啊,这是王岐山妻子的亲侄女婿,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叫刘新扬.2005 年他从瑞士第一波士

顿董事总经理,然后又去了高盛高华,高盛高华是中国第一个证券公司被外资控制的,那当然没有王岐山的帮助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 2010 年成为高盛的全球合伙人,同年农业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上市,融资数百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援引洪宁在高盛同志的

话称,洪宁因为在农行 IPO 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而得到高层称赞.洪宁的背后就是王岐山,而且说王岐山非常恼火,骂了项俊波

多少年,说"走着瞧",那意思就是不听洪宁的.洪宁当然是高盛,高盛王岐山的大本营啊,所以你看看在农行上市这件核心的事情

上,还有一个跟习主席的家有关的一件事,这两件事是项俊波得罪王岐山的根本原因,也是当时十八大的时候项俊波被定为证

监会主席,最后王岐山反对,当时已经副总理了,马上贬为保监会主席,这些故事未来我都讲,只有王岐山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

假,只有洪宁知道是真是假,只有习主席知道是真是假,俊波先生亲自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把这些一切告诉习主席,习主席啥话

没说,拍了拍项俊波的肩说:"行了,我知道了".这个习主席都知道,我说这个动作习主席本人知道是真是假.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

王岐山是有仇必报.王岐山是只要得罪他家人门,非灭不可.。 

 

4.高燕燕特殊的身分【高燕燕】 

“这个高燕燕了不的了,了不的了,太厉害了,这个高燕燕也是相当的漂亮.听说很性感,听王岐山本人说很性感.他比较喜欢圆脸

的女人,确实越看越是这么回事.你看她是什么身份,大家要看到的事情她是真正的身份,她是中投的创始人,中投的创始人呢,中

国投资公司的国家公司创始人,她是以什么身份当年加入中投的,她作为王岐山先生的全世界都知道的情人.而且这个高燕燕

一女侍两夫,一个她王监军.一个她王将军,一个王岐山,我发现她喜欢姓王的,这个女太享福了,我发现,不简单,一定有过人之处

啊,你看看她是什么?从西安到了美国美利坚大学,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这都是拜王岐山安排,一个女的

能够和将军睡觉,和常委睡觉,还能到美国去读书,这真不是一般人物,然后又创建了中国投资公司,中投.这是何方神圣啊,世界

上也没有几个人了,跨几界都,跨党界,跨军界,还跨美界.不但如此,大家看到她又加入了美国最牛的最成功的叫 Blackstone。曾

参与创立中国首间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为多家企业的首次公开招股提供金融顾问服务,金融顾问服务噢,counselor,这

在美国都是搞公关的,全是有关系的,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还有一个中国农业银行。 

 

5.項俊波預感到了危險【项俊波】 

“你说项俊波有的活吗？除了在农行他送给人家王家，那就不可能满足。你想想这个女人在床上告他的状，洪宁回家告他的

状，刘新扬告他的状，你说项俊波不死怎么可能了？所以项俊波有一次，我跟他见面就几次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咱俩正

好喝点酒了，汪汪地哭，哭啥呀，他刚回老家做了个风水的事，风水大师给他说，你凶多吉少，害怕。那你指的凶是什么？

他说老王非灭了我不行。那时他已是保监会主席了。在这个中间我听到过两次打电话，是谁啊？安邦吴晓辉，还有他的一个

总经理，姓周的好像。那训那个项俊波真像训狗一样，嗷嗷地叫。那就骂，骂骂唧唧。那时候安邦还没出名了。这个项俊波

那时已经意识到早晚一天要死在王岐山手里。” 

“2007年 5月，我们正在筹备中的中国财富资金，中国人的钱啊，中投公司投了 30亿美元，以 29块 6的股价收购黑石集

团，blackstone,一亿股没有投票权的股份，许多于黑石总股份的 10%，投进去了。今天多少钱了？今天的黑石的股票应该是

35块钱，看看奥，我刚才查查，35块钱，35块 39。2007到 2018年，11年，增加了 5块多钱，咱就说 6块钱吧，6块钱一

年大概 5%，4%到 5%吧，投了 30 亿美元，到今天这个中间一度浮亏 50%。当时被全世界笑话，当时那个 30 亿美元，那可

是天大的钱，还在筹备中的就过去了。最可怕的事情，中国财富资金当时是谁啊？就是高燕燕说了算。为什么高艳艳能从黑

石能盗取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为什么能盗取这么多基金。为什么洪宁又到高盛，他们的脑袋长了三只眼？他会飞？他有超人

的本事？猪都知道为什么，不就是你王岐山家族吗？ 

 

6.150億買下黑石名下的資產，背後交易者是誰【黑石】【王岐山】【盗国贼】 

“人家一把就拿走三十亿美元。然后还骗你说，赔了钱是你不懂，实际上你赚百分之五十。可今天已经是十一年过去了，大

家看看投了什么钱，悲哀不悲哀？而且 2017 年五月份，竟然要投英国的，又买了黑石基金的 150 亿美元。又要买英国的，

在黑石手下买。大家回头查一查，海航有多少资产，多少钱是买的黑石的资产。然后又迅速卖给海航，包括酒店，简直疯狂。

然后金融时报又说什么，150亿美元买黑石名下的资产，交易者又是谁？又是高艳艳。所以大家现在要看到的事情，高艳艳

的出手动辄 150亿，在 2015年 30亿。高艳艳洪宁王岐山家代表了我们所有人把钱都送到美国来，直接从国库拿钱，这不是

盗国贼吗？这个公司，2012年成立的伦敦公司，2012年啊，王岐山当常委的，这是干嘛？这都是先由人家去买，买完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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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买回，中间洗钱呢。不但洗钱，把中国老百姓的钱白白从国库拿出去。 

 

7.暴習家海外資產的真正目的【习近平】【18大】【VOA】 

“这个 18大开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谁报道了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这个作者呢也是我的朋友，叫傅才德。傅才德 2012

年6月份就发表了一篇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文章。这位傅才德的老板是谁呢？Amanda,Amanda是谁呢？就是VOA现在的总裁，

VOA就是郭文贵直播的时候给断播的这个人，大家知道这之间的关系了吧。”“香港的三个女的，其中一个叫安丽的，另外一

个姓傅的女的，亲手交给了傅才德的文件。这个人是谁呢？实在广东当年王岐山当副省长的时候，是王岐山处理广博头特产

事件的重要人物。三个人在香港交给了傅才德习家财富的所有资料。这三个女的最主要得了联络人胡舒立，胡舒立最好的关

系人也是 Amanda。大家看明白了吗？Amanda是写报告的核心人物，她下面领导人是傅才德，傅才德在 Amanda的指挥下，

在香港拿到了这个东西。我手里都有录音，当事人我都已经了解完了，我接下来都会公布。从这几个给予的资料来看，傅才

德 Amanda是王岐山操控的，同时在这个时候在 18大召开以前推出这篇文章。然后在 2013年出，就是西诺，原名熊宪民，

是上海局的人。”“纽约的这个这个情报网，博讯网委实西诺，攻击文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看一看也很有意思，就是我

和孟建柱，和王岐山他们追杀我的时候，然后要让我去找令完成的时候，然后是要让我回去作证马建，向我手里要是否拥有

他们的性爱视频和丑闻的时候，开始西诺攻击郭文贵和律师。这个过渡期就是 2014年 12月 16号，到 2015年的 1月 10号

抓捕我们家人。大家看看，回头看看这个网站时间，再看看西诺熊宪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和他一概的这些混蛋谣言，没有

一份是真的，从一开始什么谢健生，谢健生是认识郭文贵 20年，大家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什么郑建普也认识郭文贵几十年

了，从这些一系列的开始，都是上海局孟建柱，孙力军，和李东北京局局长，以及当时的傅政华是在旁边儿是国内办案，他

们是海外办文贵。” 

 

8.吳征給了 46萬美元，是想讓博訊幹什麼【吴征】【博讯】 

文贵先生的原话：“吴征给了博讯 46万美元，当时 46万美元是吴征把这个票据给了我，而且说出了，写了证明说这个钱，

实实在在就是给博讯删帖的。” 

 

9.銅鑼灣失蹤的 5個人，是誰提供了信息【铜锣湾】【西诺】 

文贵先生的原话：“有一个事情发生是很重要的，2015 年 10 月期间，香港铜锣市五人失踪，但这是之前是很多人被抓的，

很多人是被查的，谁提供的信息啊，全是西诺提供的信息。西诺在这个时候又同时和财心眼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叫做向习

主席，向孟书记，向王岐山献礼的大戏。这场献礼把整个香港的基本法给毁了。香港人就从那天起走入了黑暗的长夜，就是

公开在香港，把人家铜锣湾事件人给抓走了。不但抓走，也让人家出视频，也让人家说我没事儿。” 

 

10.王岐山在華爾街還是有影響力的，極權的目的是想讓他們自身安全【王岐山】【华尔街】【潘石屹】【马云】【张欣】【孟建

柱】 

“习主席从执政到今天，不过 6年，他这个想集权，太正常了，我绝对欢迎他集权，但集了权，你别搞独裁，集了权以后你

搞这个法治中国，那就是好啊，只有他集权，他才安全，只有集了权他才能打击盗国贼，只有集了权，才能实现法治中国。 

但是这个集权不要被王岐山，孟建柱，江家所利用，不要被他们利用成了所谓的在港澳台打击港独，台独，澳独势力，西方

一切反华势力的为由，让他成为了港澳台的重敌，灭掉你的第一个防火线，进入第二个防火线就是整个西方都把你当成独裁，

都把你当成了反对民主自由的坏人，然后你是反面形象，最后成为了全世界唾弃的人，让你变成了萨达姆，变成了卡扎菲。…… 

……现在在全世界王岐山还是精英人士，头两天，华盛顿的一个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给我聊天的时候，他还说我听到

很多人都认为王岐山管中国比习近平好，王岐山有多精明多伟大，我告诉他，我接下来我让你看看东西。王岐山当年在海南

期间，多次到洛杉矶出差和他的同学，他让所有人都离开，和他同学到拉斯维加斯在加州嫖娼的整个过程，在拉斯维加斯嫖

娼，多次嫖娼，跟他同学，以及他和高燕燕，以及 N个情人，明星的关系。我说你觉得这人能给世界带来正义和公平吗？…… 

……潘石屹，张欣坚决是反共，反习近平，但是绝对支持王岐山和孟建柱，所以他不能和我来往，那么这几个媒体来找我的

时候，其中都提到了潘石屹，还有马云，还有张欣，他们正在调查阿里巴巴的一些财务情况，包括了中国几个关键控股公司

信息，和美国人拿不到中国统计局真是的关于几大财务机构的真实的财务报表，但是最近他们有了重大进展，说他们得到了

不知名人士的爆料，掌握了中国几个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数据，同时他们掌握了这些事情跟习家有关系，你看胡扯了

什么，十几年来这几大金融机构没有公开的报表，美国证监会都拿不到的东西，现在又得到了，得到了现在还跟习家有关系，

然后他们都问我，说他们采访了潘石屹和张欣私下里面，他们说了什么话那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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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手下在美国做什么大数据的事情，马云的手下大数据在中东做了什么合作，以及马云大数据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情

况，这里全都是无间道，全都是无间道，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明年的上市的几家公司和肖建华案子的各个金融牌照和肖建华

的达到了十万亿所有有关的财富，控制实际上价格两万多亿人民币的财富和公司资源会去哪，就下来这些案子很多都会推到

习家和栗战书家里去，而且记者采访民生的时候，有人专门报道民生的，把民生很多事情都推给了栗战书先生，这一个多月

来，亲爱的战友们，你们不知道海外的江湖有多少的风云，所有八个伪类以及砸锅挺郭都是掩人耳目，偷天换日，都是在你

们这些人面前，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场景，真正的刀枪剑影不露声色，正在酝酿一场中国的政治大戏，坦白的讲，这场大戏不

管如何，中国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11.海航背後的秘密【海航】 

海航要想让全世界都被他欺骗，那是不可能的。接下来海航真相的暴露，所有的盗国贼的真相在西方被显露出来。那个时候

我们再好好聊海航，我们要给他倒下来的机会，要给他挣扎的机会，海航的背后不仅仅是王岐山孟建柱，刘承杰他爹，贯君

的亲爹亲妈，和田国立田慧于，朱镕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金融机构中投，高燕燕，洪宁之间的关

系，说他们盗国贼，你看我是不是胡说八道的，…… 

我再次重申：习主席跟海航没关系，上他们的当、受他们骗了，什么“一带一路”战略啊，他这海外搞“大外宣”啊，情报

渗透啊，科技这个搞逆向工程啊，然后对他巨大的的帮助啊，都是骗习主席和国家的。未来当习主席看到海航在外边的钱和

关系和所做的事儿以后，他会真正开始恨王岐山，恨孟建柱，恨江家、曾家是怎么算计他的，包括军队。 

北京长安街的“燕京饭店”，现在“叫”是海航的招待所，那里发生的故事可以颠覆中南海，所以海航背后的老板不仅仅是

王岐山、江家、曾家，还有几个核心人物，所以呢，啊，大家拭目以待吧。 

……但在这一刻，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世界，（慷慨激昂地）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家园！为了我们的父母、儿女、姐妹，我

们的爱（手放在胸口）。如果我们想生存，我们必须团结、奋斗，用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智慧来与盗取我们国家的那很少、

很小、很坏的一小撮盗国贼而战，我们一定会赢！我们会赢得很精彩！” 

 

2018 年 1 月 30 日 

【小喇叭整理】 

郭先生 01/30/18郭媒体的 3段讲话 

视频链接：无 

文字版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0130183.html 

 

1.王歧山将任国家副主席，如果王任国家副主席，将会加速爆料革命进程。【王岐山】【爆料革命】 

任何懂中国政治的，任何又脑子的人，都要记住这句话，如果王岐山先生他一人能改变共产党的现在的规则和游戏，那这个

共产党内部的盗国贼们，就该真正的，真正的到了完结的一天了，王岐山盗国贼要当了老大，他对付的是谁啊，他对付的就

是那些九千万党员。 

王岐山先生如果是，现在就像十九大以后杳无音讯，隐居政治山林，不再出面，你还真没辙，那是高人啦，那么如果说那样

的话，这个盗国贼和正义的力量之间还将有好几集的 PK，像那星球大战一样，但是这种邪恶的力量一旦站出来，拿着那个

大黑棒出来，那白武士就出来了，那最终就有结果嘛，战斗都有结果， 

 

2.文贵看春晚帮助大家认清真相，远离风险和危机，不被中央电视台春晚洗脑。【洗脑】【春晚】 

 

3.简单谈与袁健斌、陈军和曾宏的接触。【袁建斌】【陈军】【曾宏】 

 

2018 年 1 月 31 日 

【二丫整理】 

郭文贵先生 01/31/18郭媒体讲话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8fuw1a2Kg 

文字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013118.html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0130183.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8fuw1a2Kg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013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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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站不是假的，是因为三个团队在一起沟通出差错导致的，并非黑客所为【黑客】 

首先呢向大家抱歉，昨天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 http://GUOMEDIA7.NET所谓的假网站，引起了政事小哥和和很多朋友的关心。

我现在向大家说那不是假网站。因为咱有三个团队都在工作，在写源代码。那么这些软件工程师我们给了三个网址，那是其

中一个。昨天往一起兑的时候呢导致了外泄，所以给大家带来了麻烦非常地抱歉。 

另外一个，昨天到今天速度特别慢，还有一个私信打不开，还有一个大家相互传文件有时候看不见，视频不显示，这些问题

都是在我们的三个团队的软件工程师在互相的把软体和写的功能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的问题。这个也不是他们黑客所作为

的。 

 

2.在春晚上可以和郭文贵先生连线，或者发视频都可以。【春晚】 

现在我郑重地向大家回复：行！非常地行！非常地行！文贵的媒体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给我们草根儿，私营企

业家，受迫害的弱势群体们，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说的话，------但是一定要说真话，要说之有据，时间不要长，最好三到五分

钟一个视频。那么，你们可以发给我，我可以到时给你们播出来，或者到时，我跟你们连线。 

2018 年 1 月 XX 日 

【小喇叭整理】 

郭文贵先生遥祝澳洲挺郭后援会新年快乐！呼吁放下私心，团结一致，克服恐惧，排除干扰，一起走向喜马拉雅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eCmp1ipZkY&feature=youtu.be（提示无法播放） 

文字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blog-post_90.html 

1．澳纽是蓝金黄重灾区【澳洲】【蓝金黄】 

就看到了我所说的澳大利亚是真正的盗国贼，应该是澳纽，像陈维健先生那里，道哥那里，那都是很关键的。这些地方藏着

很多这些贪官的情妇，私生子女，而且这些人以为澳大利亚已在他们掌控和掌握之中，嚣张至极 

2．澳大利亚是爆料革命中起决定性的国家【澳洲】【爆料革命】 

接下来的 2018和 2019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决定性 2年，澳大利亚是决定性的国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eCmp1ipZkY&feature=youtu.b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4/blog-post_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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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018 年 2 月 3 日 

【二丫、文顺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RGsJPohTQA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0c54714-06a5-422e-9966-86ac364a1fc1 

 

1.关于郭战装设计的料子，理念和设计，还有发放。【郭战装】 

大家你看这个袖子啊！这是一层，这是一层。然后你看到这是一层，这也是一层。（领子）这里面高的是一层，这个是一层。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接近透明状。这个是一种呢，特别特别棒的是那个做毛的衣服的 LaurenPianna，他们做得一种料

子，就是毛的。这个地方你看是斜杠的，它有拉线。后面这个也是这样的，它有两条艺术线。但它是低领的，它是高领的。 

但是它是非常的收身，对我们华人的肩啊，咱都是溜肩很有作用。你看这里，胸部这里，无论男的穿还是女的穿非常的显肌

肉。这是两套，这是我刚刚的 RickOwens和另外的一个日本的(IsseyMiyake)，这两件衣服他们给我特做的。我在试穿，未

来行的话就放上咱的 Logo，然后就成了咱们的文贵战装了！那么过去的六个月呢，我是给另外一个大品牌做了一共 11个样

板。最后我选了 4个，4个！都试穿以后，试穿以后，有的给你们看到，有的没给你们看到，都试穿了。 

包括后来收身啊，改啊，基本全是我设计。那么料子还可以，还不错。那么我已经送到一个特别棒的战友那里，他（她）帮

忙在订做。因为去大陆订做咱做不了，肯定给你全抓了，所以只能到其他国家去订做。那么很快应该快有了。现在就不知道

该怎么办？到底是？因为咱们援郭会的，咱们在册的战友们一人一件，无论男女一人送一件。长期的时间长的可能是两件，

因为不同款嘛。剩下的就是挂在郭媒体上有偿出售，但是真不知道怎么定价。 

所以我们一堆的税务的问题，这样的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就会，现在还没有定啊。这两件衣服呢，是我准备给整个战友们

晚上出去的时候，或者是早上起来运动时候穿的。但是这个衣服材料和价格，你比如说这件衣服啊，大家看到这一件啊！XX

这件衣服已经是 3700美金了。 

这件 XX的这件也是大概是 1100多美金，3，4千美金。三四千美金,那甭说 3，4千了，咱给战友们，就是 3，4百美金也不

可能啊。但是，我希望啊有这样的料子，能有这样的质感，这样的设计感，时髦感，啪！logo 一放，让战友们穿出去很舒

服，运动的时候能穿，然后穿起来就是，在家里边做饭啊，聊天啊都能穿，很舒服。哎呀，希望这个我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办

法，用最低的价格，让战友们穿上舒服的战装。 

 

2.在社交媒体上要讲真话，讲错了要道歉。【何频】 

最重要的我认为的这个意义就是，把很多事情给整明白了，这就是这个社交媒体最厉害的就是，千万别说假话，很多人问我，

怎么办？哎呀，怎么上社交媒体，我说你千万别说假话，你也别怕说错话，说错，就道歉。 

说假话，一次------结束！你比如说，我接下来将要讲陈平----不是，斑马陈小平-----我错了！上次说成陈平了，陈平那

个人是陈军的老朋友。陈军先生，陈小平先生也好，何平先生，这种关系，那我说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我是有证据的。 

那要是一句话撒谎，那，你想想，那豹子何先生------那这个人虽然不大方，在金钱上，但是这个人是讲情讲义的人。那还

不得啪啪啪地挠我呀！（张牙舞爪状）把我的脸挠得血里哗啦的，何况还是人家的 partner(合伙人)呢？对不对呀？30年的

朋友啊！你已经看出来了，那个豹子何已经是按耐不住要咔咔冲过来了（张牙舞爪状），是不是？要说话了，我们是 30年了，

给（打赏）5万杯咖啡我就可以爆一爆陈军先生的料了（点点陈军了），人家是朋友，但没有问题，何平先生在大是大非，我

认为他在自己的老婆孩子面前，都可以坚持大是大非，这是绝对的！而且这个人是有正义感的，当你说真话的时候，他说，

嗯，你说的是对的。你比如说，我说历史的时候，把一说成二，二说成了五，是不是？白说成了黑，那这豹子何平就嚓嚓嚓

就把我给吃了（张牙舞爪状）。 

 

3.文贵录音由博讯韦石、西诺推出来，最大的收益者石吴征；何频、陈小平危矣。【博讯】【韦石】【西诺】【吴征】【何频】

【陈小平】 

关于文贵的多次录音的整理，和袁建斌先生一再和陈军先生拿着他们曹长青的所谓的什么什么事情，给中央报告，如出一辙，

更夸张的事情，所有这些报告和吴征的报告一样，和这个博讯韦石的一样，和这个西诺的所有的推特出来的，一样！大家可

以明白了嘛？ 

大多数是上海人，上海人的代名叫伤害你，然后讲的问题一样，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渠道，上海局，浙江局，广东局，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RGsJPohTQ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0c54714-06a5-422e-9966-86ac364a1f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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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局，一局然后七局，五局，啪，报上去了，一样！这就说明什么，何频先生绝对是危险的。 

何频先生豹子何先生，陈小平先生绝对是危险的，过一段时间陈小平妻子的信息会逐步出来，你会看到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事

实，所以啊，战友们不要着急，让子弹飞一会绝对不是口号，是战术，也是战略，它有意义，它有用，就凭这几个人，这些

人所谓国家的杀手级的特务，然后在海外搞这些事情，能代表国家吗？它能是国家意志吗？再一个你去想想国家这个安全组

织政法委组织，是多么的烂呐。 

背后所有的人，最大获利者，一吴征的老板拿走了大量的钱，剩下的这个几千万美元被吴征又吞掉了九十几，那九十几拿走

了，剩下的百分之一的，二的百分之，又被拿走了九十几，啊，这九十几又被这中间人又给咔嚓半天，到了我们盲流子先生

这儿，呵，基本上又是渣了，所以盲流子先生不认呐，他觉得我这我这得跟你 pk，这是公平的。啊，但是这种事很多呢，接

下来都会发生，因为什么，需要时间，分赃不均，造成内讧，这是所有历史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派组织和阿猫阿狗们和一

帮人的必然结果。 

 

4.永远不会和伪类们和解。【伪类】【唐柏桥】【胡平】【夏业良】 

咱们要好戏看着呢，内个对唐柏桥先生，对内个什么什么还有个女孩儿叫什么一个一个，很多人全都是派出来的，啊，唐柏

桥先生说这个现在说证明唐柏桥是好人呐，他绝对不是好人，他绝对不是好人。他内个骗捐就是坏人，把李汪洋这样的英雄

拿出来捐款，绝对是坏人。而且他说的话到现在都没有一句实话。啊，我没见着他实话。 

而且打官司，我们现在律师天天，连个回音都不敢回，我再说一遍，永远都不会和你和解的，因为什么，我们是被人家利用

了，打唐，分散郭。打唐，是有打唐的安全部的，情报网的一块人，支持唐的，也有一部人，他是被支持，被打者，严格来

讲他就是一个小卒子。他是利用这个搞诈骗，啊，然后呢这个分裂郭的，害郭的，伤害郭的，谣言郭的，韦石西诺现在我不

说陈军先生，未来咱们用事实说话，很多一帮人。 

再加上胡平，这真实不要脸了，真实没法形容了。瞪眼胡说八道，你上过一次纽约时报吗？你上过一次华盛顿邮报吗？人家

会搭理你吗？还有那个愚蠢的夏痔疮，你不是说不会有西方媒体采访郭文贵吗？ 

现在有多少采访，你上过那些报纸吗？你把你祖宗八代查查，胡平夏业良还有什么李东生，你们上过吗？你配吗？这是文贵

爆料说出来的吗，海航现在什么概念啊，国内政治什么形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哪是你们胡说八道的呀，瞪着眼胡说，他不

是胡平，他是胡说，你说这种人你也敢说是民主民运，我替你害臊啊。 

 

5.海外间谍特务由林强、马健、张越、徐永耀四人管理。【海外特务】 

你不要忘了，所有过去民运的，所有海外间谍特务的，只有四个人管的。过去几十年，林强---是我的 CEO,原来的一局局长。

马建---安全部副部长。都知道，这是我朋友。张越--啊---还有别忘了，徐永耀---安全部部长。你们想干啥，我不知道？

就上海局，广东局，海南局那几个人，哪个我不认识呀。 

你们那点小猫腻儿，弄点儿那狗粮。弄点儿饺子，是不是，那能瞒得过文贵吗。所有的战友们，你们是最大的收益者，看到

了很多真相，比上哈佛上学还好，学了很多东西，以后让自己会越来越安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误，让他们尽情的表演。我这

几天为啥不说呀，让都说完，我再说。 

 

6.陈军多次给文贵卖博讯。【陈军】【博讯】 

大家心里会清楚，只有一点就可以明白：陈军先生多次要把《博讯》卖给我，作为中间人；还帮助我找其他网站。何频先生

怎么可能知道呢？是不是？未来我把这事情说清楚以后，所有的战友的智商和智慧是最伟大的。 

大家一 Google一搜索，啊，咱有证据，言之有据，啥都明白了。啊， 

 

 

2018 年 2 月 4 日 

【文顺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04X_CB5U0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bba1284-110b-4f3e-b3ef-f0a634bc77cb 

1.为何用豹子比何频、用斑马比陈小平。【何频】【陈小平】 

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是个豹子哪，豹子啊，动物世界里面就犯四个错误。一辈子，豹子就犯在女性，豹子总在脆弱中被狮子

干掉，被鬣狗干掉，因为他们兄弟之间和身边的人争这个配偶权的时候被干掉了。所以说第一错误。第二个错误，豹子最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04X_CB5U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bba1284-110b-4f3e-b3ef-f0a634bc77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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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事情就是大义，啊，大义。他为什么大义，因为豹子特别爱恋自己那个身材，啊，那个身上的形象，飞奔的速度，以及

他爬树的能力。 

特别的自恋。当他一大意的时候，他就被鬣狗，狮子，豺狼等给灭了。啊，这个，第三个，最大的错误，所有的你看到的这

个这个这个豹子发生的灾难的时候，他都是过分的相信了别的动物。啊，就别的动物都跑，他也跟着跑去了，很自信，啪啪

啪，觉得动物小，结果就被人害了。 

最害他的就是狼。啊，狼最爱把他引导一个地方，夸，给他歼灭之。那么，最后一个，这个猎豹很小气！从来不跟别人分享

食物，自己干了，自己吃，别人干了我想吃。结果导致，就很多时候就被别的动物给围歼了。因为他太有能力了，太能捕猎

了，而且捕的还都是大猎物。他拥有和他的身材不相称的捕猎的能力。最后出事了。 

何平先生此人，绝对是最棒的，最有力量的，最有智慧的，天赋，异禀，绝对是千年级的人物，天才中的天才。这个是不用

讲的，你看他这个明镜做得，那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他有缺点。他就是有这个豹子的缺点，我说这个豹子，他有了这

个世界上所有别人没有的优点，但是他也有缺点。 

那么，我担心的事，和我现在事实上看到的事情，和所有可能对文贵身上欲加施害的陈军先生，和韦石，屎西诺，袁健斌，

吴征的勾兑！不可能跟何平先生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傻子，他要是害过我，我还说他好吗？你帮我再多，你也不能害我呀！

另外一个，和平先生这一年多遭受的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甚至试图的“蓝金黄”。 

和平先生处理的手法，极为的艺术性，让我非常之尊敬，他彻彻底底的，就是说，跟“蓝金黄”打了太极。没被蓝金黄，但

是也没把事情走向极端。 

还有我们的明镜还有我们的斑马陈小平。为什么叫斑马呀，斑马呀，那种黑白的全身特别漂亮。永远低头吃草，永远不知道

后面有猎狗掏肛，永远不知道，他这个阳光啊，热啊冷啊的，他觉得世界上有这些就可以了，勤劳的可爱的，用甚至是天真

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太善良了，所以你看明镜的人都是很善良很善良的。陈军先生绝属另类。 

 

2.华人世界真正的悲哀是无处发声。【华人世界】 

而且始终在用各种手段，在追求着法治民主和自由。他是真正做实事，而不讲话的人。所以今天任何人批评何平先生，要么

别有用心，要么那就是，真的是，对何频先生太不公平了，太不了解了。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华人当中有 100个何频先

生，有 100个明镜，还能让盲流子在上次在自由中国直播的时候，说出的那句话吗？我能去博讯吗？当然他不能去博讯了，

去了博讯就给你钓鱼了，你就得死，而且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但是你能去明镜吗？明镜有陈军，他不能去。 

所以说，这些事情，就能看出来，我们华人有多大的悲哀？香港的一个官员昨天给我通电话说，他很想讲一讲香港政府内部

的事情，他不知道跟谁讲，不知道去哪里讲。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所以说，所有的朋友们，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悲剧！这么大的，十几亿人口，没有讲话的地方，但是，明镜除了陈军事情之

外，他做的是最好的了。而且你去看看，他这个八个伪类也好，10个伪类也好，让他们上过电视吗？从来没有！何平先生的

家人受到过威胁，他说过吗，从来没有说过！他在经济上虽然最近有了人投资，但是他是举步维艰哪，何频先生是有理想的，

所以说任何人看做的事情，评价人，要看这个人过去的行为和结果。 

3.三问陈军。【陈军】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陈军先生回答以下的几个问题， 

1.就是你陈军先生何韦石什么关系，和西诺什么关系，和袁建斌什么关系，你有没有和他们一起设计陷害过郭文贵，请你回

答这个问题， 

2.谁让你来投资的明镜，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投资的明镜，何频先生是你 30年老友作为信任，那都是胡扯，30年你都没投资，

为什么现在你投了啊。投了多少钱，你有什么目的，你和吴征什么关系，你俩共同开了个俱乐部，这俱乐部现在没进行下去。

你和吴征在 6，7，8，9月份见过多次面，有没有一起陷害郭文贵，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3.你要回答的就是说，你这个陈军先生有没有跟来自中国包括上海局安全部情报部等各种身份的人商谈过，或商量过怎么对

付郭文贵，谣言化郭文贵，怎么收拾郭文贵，有没有？ 

例如，9月 1号到 5号之间，华盛顿你干了什么，8月初，我在华盛顿搞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你要记住你为什么一而三再而

三地打电话。 

完全的拿着袁建斌地所有地假信息，到处散发说人家曹长青先生有 2千万美元，他太太怎么样，他私人生活怎么样，都领多

少工资，你打击人家，然后到处拿着告唐柏桥地那些文件，跟袁建斌到处传发，我跟杨建利先生在车上的时候，你就三次打

电话进去，而且多次电话在没接的情况下，你打了三次，而且说什么美国总统啦，布什啦，奥巴马啦已经串起了一个委员会

要把文贵这个送回去，在这个我政庇最敏感的时候，你最起码找过我有 N次，N次。这是为什么，谁让你做的，这不是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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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这是害文贵，往回看今天，所有你说的那话，全是韦石，西诺，吴征，袁建斌的谣言，是共产党的谣言，那你为谁说的

话，这个你得回答。 

你这个回答完了，陈军先生，很简单，为了何频先生，为了明镜，你可能是被威胁了，咱看在这份上，我想，我好的想象，

咱一笔勾销，结束。从此不再提。 

但有一条，陈军先生，任何情况下，你别害明镜，害何频，害陈小平，如果我要知道陈小平的夫人是你给陷害进去的，我拿

到证据，或者你预谋害明镜何频，那咱俩得有第二轮干仗，这就是我文贵说的前提。 

 

2018 年 2 月 5 日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dzqSGGLbU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2e1db19-f36c-49ef-8f32-12ed61f12271 

 

1.鼓励大家接发伪民运分子。【伪类】 

我们为了打击这些伪类们，这个伪民运分子们，利用这些，这个过世的民运英雄们的这个名称，荣誉来发财，搞假政庇，我

文贵在此，这个，庄严的宣布，啊，这个，从今天起，任何一个人揭发伪民运分子。 

这个，给你们，让你们提供假政庇文件，啊，提供这个假政庇的证据的，啊，任何人为此，如果提供有效的，能证明的这些

文件的，和事实的，请和我们联系。 

啊，联系我们那个推筹会的那个郭文会，那个 Sara。我哪，就会负责全部费用。就你被他骗的钱，我全部马上给你。只要和

我们律师签署文件，马上给你。然后你要负责上庭作证，来证明这伪民运们给你，骗了你的钱，提供了假文件，假证据，这

样的话，你还能得到移民局的这个这个这个更加的宽恕。 

 

2.曹长青采访郭先生被断播，说明郭先生影响力很大。【曹长青】 

从昨天哪网络上一片热闹，又发生了曹长青先生参与的某个什么民运组织的电话采访，结果一提到文贵，咔嚓断播了，哈哈，

这文贵这个太有力量了，尽然让那么多人忌讳，连曹长青先生的电话都敢掐，有意思！ 

盗国贼们的蓝金黄力量绝不容小觑，而且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西方社会的骨髓，而且现在打着民运旗号的假民运份子们，完

全靠假政庇，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了，谁都挡不住，他们会和盗国贼一样，咔嚓就倒下来了！不会是慢慢的还有时间，你放心

啊，大家拭目以待。 

接下来你会看到，掐曹长青先生的的采访的，让文贵在 VOA断播的，取消哈德森演讲的，拿着人家的签证威胁的，美国伟大

的总统 Trump先生和美国这个社会，一定会整明白，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这都是好事，这证明了文贵的力量和影响力，

证明了我们正义的和邪恶的斗争的这个证据，太好了， 

 

3.海外伪民运分子发灾难财。【伪类】 

竟然把捐钱当成了事业，尽骗那些无知的人。本质上也搞假政庇，这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主。那么这些海外的假民运分子们

开的都是什么会？你看到没有？跟唐柏桥都是一样，愿意以死人作文章，作死人的文章！人家李旺阳同志活着的时候（他们）

啥也不管，死了来事儿了！ 

刘晓波同志活着的时候，家没人管。这死了都说这会那会都来了。凡是我们中国出来的人，一作死人文章，开死人会，发死

人财的，都说乌托邦主义，欺骗主义。这都是灵魂上极为龌龊的人干的事情。 

你想干些什么事情你去干就好了嘛。干好事不留名嘛。我最恨捐了款还要登报纸的问题，啊。人家的贫穷成了你发财的工具，

人家的死亡灾难成了你一辈子发财的平台。 

这个按照佛家来说是大孽，是大灾，是一定要得报应的！人家家人都活着呢，你把那开会的钱给人家送去不就完了吗？到那

儿混吃混喝，然后说了一大堆的口号（举拳头状），又把人家家里的痛苦，伤口还没复合又洒一把盐，然后自己在那儿咬着

牙唇地乐，然后这边就顺着偷人家的钱。 

这些人的恶，唐柏桥假民运分子发死人财，这些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了！这是我们民族这些年积累的肿瘤，乌托邦主义给我们

带来的肿瘤！人死了都成英雄了，都成了这个这个“伟大”了，完美得不行了，比佛还伟大，比菩萨还慈悲。活着的时候（把

人家）往死里整，人家家里活着的人往人家家里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dzqSGGLb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2e1db19-f36c-49ef-8f32-12ed61f1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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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6 日 

【白杨、文顺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T5b9Q80H8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63b3609-e975-4ace-8cde-9b9fb0c16115 

 

1.陈军有什么不可见人的。【陈军】 

我可以保证，我说陈军不会来的。因为他无法回答我那三个问题，回答说“是”，那你想想，我就是啥也不追究了，他在杨

建利先生面前，很多位先生面前，还能做人吗。他没法做人了，他这么想。他因为他就是小人心肠吗。那他说“没有”，那

我一定会拿证据，那俺俩就 PK起来了。所以他左思右盼，这么会“思烤”的人，能来吗？他肯定不来，结果，叫我说对了，

昨天晚上就打电话，让我先道歉。那位朋友也说，他说我知道这是胡扯的，我也认识陈军先生 30多年了，我了解他。我就

给这位朋友说啊，我看了很多人跟我说，认识这个 30年，认识那个 40年，三，四十年了。认识三十年，四十年说明什么呀，

那结婚三十年，二十年，离婚的多了 

认识 30年让你没看清楚这个人，那是你的悲剧。这个世界上谁都别拿这个威胁郭文贵。文贵这一辈子啊，我只信善和恶。

其他一概不信。什么黑白啊，什么对错呀，啊，那都是骗人的。啊，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标

准。拿这个忽悠什么呀。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2.孟建柱将推翻并撤销曲龙案，成为 CCP“以黑治国”“以假治国”的最大案例。【孟建柱】【曲龙】【以黑治国】【以假治国】 

我感谢国内的战友们给我发来的关于河北高院院长卫彦明的这个信息，还有现任政法委书记的信息。谢谢！非常地重要。因

为跟我的过去的资料一对比呢，有很多事就完整地出来了。 

我之所以现在不去爆他们俩呢，是过了节再爆。因为我要看他们把执行孟建柱这个意见，所谓的曲龙案全部推翻，撤销。这

简直是天下最大的一个“以黑治国”“以贪治国”的案例！我们要等他们执行完毕，把这猫腻执行完毕，还有一个这里面的

故事，和背后的所谓的金主的故事。利用这个小烂崽曲龙当杀手的故事，让他坐实了。我相信习主席一旦他知道全部的真相，

他会明白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以黑治国”“以贪治国”的案例！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等着河北这个农场把所有的所谓的执行，回转，

执行完毕。就是让这个小烂崽曲龙抱着他那个不属于他的资产，然后他继续犯罪。 

他现在还在造假呢！还在要他不属于他的东西，继续非法侵占！让他坐实了，然后成了法律的事实咱们再开始。河北的政法

委书记和高院院长，执行了孟建柱书记这个打击文贵的这个计划，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他现在想改都改不回去了。 

他所谓的“不自然”，来以“不自然”为条件推翻的这个事情，和那位战友你给我提供的信息，和他们的个人资产，和家人，

海外孩子上学，和北京的关系这都是紧密相连的。你放心吧，这是孟建柱先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坐实了，郭文贵的“郭七条”——”反对以贪反贪“”反对以黑反贪“”反对以警反贪“。以警治国，以黑治国这是完全证

明了。 

大家不要着急。另外这个现在河北农村，这个法院啊现在正在执行当中。他们现在两头吃两头弄。这些故事都是未来中国走

向依法治国最好的案例。这个太搞笑了。 

因为河北高院受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这个这个委托审判的案件，然后以“不自然”为理由推翻了审判，然后再所谓的执

转。把不属于他的资产转给了一个不属于这个资产的人。 

太搞笑了！华泰，元润事件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大家拭目以待吧！ 

 

2018 年 2 月 7 日 

【文顺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V5sXlK_oQ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cce524a-6ec8-4e76-9a5f-40acb36f7331 

1.吴征不配叫先生；李洪宽骗婚、拒绝法院传票。【吴征】【李洪宽】 

吴征不配叫先生，应该是吴征这个流氓和袁健斌这个流氓，还有韦石西诺这些流氓，李伟东夏业良乱伦彪胡平这些人，这些

人都被那一点点狗粮折腾的，一点点狗粮！这些人，就像胡平一样，能把自己老婆放大街上让人家乱干去，就像吴征能把自

己的老婆送给别人，让别人乱干换钱一样。这些人包括屎诺韦石都会把自己妈自己老婆送出去。 

还有李洪宽这个烂人，这个李洪宽，那就不是人，是畜生他都不配，侮辱了畜生！听说头 2天那个湖南那个女孩又回来找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T5b9Q80H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63b3609-e975-4ace-8cde-9b9fb0c161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V5sXlK_oQ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cce524a-6ec8-4e76-9a5f-40acb36f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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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叫姚什么兰，得了子宫癌那个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李骗人家，他又要跟人家结婚了，李洪宽又要跟人家结婚，又骗

人家说子宫癌快好了，他就怕人家跟我们合作上法庭去作证。我们告他，送了 5次的诉讼函他都不接，法院传票他都不接，

躲起来，有这种流氓你说这口炮党在视频乱讲，但是，人家法官说了，他不接是好事，让他多跑几次，法官就知道这家是没

信用的，啊，这又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李洪宽，你看你得瑟 

 

2.王建为海航 60%的负债率撒下弥天大谎。【王建】【海航】 

刚刚我发了一个郭文，就是说看到了海航的王健先生啊，总裁，在年终大会上的讲话，我真的是看了以后，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些盗国贼们，竟然敢如此的撒弥天大谎，而且你看王健的讲话，他几乎就是比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口气还大，

好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党在世界上的扩张要完全靠着海航和王健。啊，陈峰和王健，你看看讲的话，我们中国人好

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快了也不行，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说这话呀，14亿人民。 

然后说西方人，啊，西方的反对者，西方的反对者，就一开始就把西方定义为敌人，然后说他们在西方的扩张，啊，那是人

民的利益。 

那个捐款呢，更夸张的说，我们捐款，不捐款行吗？不捐款在西方能有，能得到西方认可吗？能达到我们扩张和侵略的目的

吗？就这么肆无忌惮的，就让中国人成为了西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敌人，谁给他的权利？啊，谁给他的使命，谁让他这么

做的，符合 14 亿人民的利益吗，你和全西方做斗，为敌？更夸张的事情，你看到他吗，钱？我们钱哪有问题了？我们 60%

的这个这个负债率，算什么呀，瞪眼说瞎话，你百分之 6万都不止，你把他说成 60%，你 60%你还慌什么呀，你有什么慌得，

你还怕西方人反对吗？西方人反对你什么都是依法的，怎么可能你 60%负债率这个事情，还拿出来说呢？那你既然负债率那

么低，你还要贷款干什么呢，你还要员工给你贷款干什么呢，把你所有的藏匿的钱，非法的获得的钱和给盗国贼私人的钱。

啊，你把这些钱全藏起来不说，让员工替你买断，归结于西方对你的侵略，让中国人为敌，把中国人拖出来与西方为敌，掩

盖你的盗国事实。 

更夸张的事情，你瞪眼说瞎话呀，这个说什么，海外反对势力，瞪眼说瞎话，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吗。你自己的真假，难道西

方的报道，西方的真假是你一个人所说的吗？你面对的是证监会，美国证监会。 

 

3.海航中贯军、刘呈杰持有 53%的股权、787只拉王岐山等盗国贼，却称为国家战略。【海航】【贯君】【刘呈杰】【787】【海

航股份】【盗国贼】 

西方的记者报道，都是你已经发生的事实。没有像你们一样，像胡舒立一样报道，完全不可确认。而且未发生的事实，或者

被你们诬陷的事实，没有经第三方证实的。瞪眼说瞎话呀，你这个德意志银行，你买的股权，你的实际控制人是真是假，全

世界谁给你造了假呀？那个贯军，刘呈杰是你们 53%的股东，谁能给你们造假呀。你既然是合法的企业，为什么不能把贯军

和刘呈杰说出来呢？你为什么把贯君刘呈杰变为个人股东呢？国家那么大的战略就让你们两个小毛孩子，私生子，你敢说说

贯军他爹是谁吗？贯军他妈是谁吗？刘呈杰他爹是谁，刘呈杰他妈是谁？你为了国家好，为了海航的员工好，这两人的爹和

妈你怎么不敢说呢？海航的员工怎么连 53%的股东是谁都不知道呢？难道这又是中国习主席，中国共产党给你委派的吗？这

种谎言，王健竟敢撒！给我原来所想像的王建，你疯了，你！你疯了！还不但如此，还把佛祖给拉出来。按照佛教是什么意

思，懂懂佛教智慧吧。 

佛教要是有一点点是真的话，你早该死一亿回了！你能不能回答，按照佛教，你怎么买的 787飞机，全世界的人比你有钱的

人有的是。中国什么样的战略，需要你买一个 787，装修成王岐山他们两口子爱抽烟的，而且你 787上只拉王岐山他们家的

人，姚庆他们的人，拉他们的情人。 

你那五六架飞机，ACG，BBG，怎么只拉姚庆他们家的人呢？你不是说对外出租吗？你租过吗？这跟佛祖有关系吗？佛祖的智

商和智慧跟你有关系吗？是跟禅宗，是跟密宗有关系呀？是跟“西方为敌”有关系吗？“西方与你为敌”你就买一个 787？

你拿你家的钱买不就是了，你拿老百姓的钱买干什么呀？田国立的儿子-----田町跟你是什么关系呀？你们之间为什么银行

那么多的钱哪？你为什么把钱转给田町啊？田惠宇跟你是什么关系呀？田惠宇的孩子为什么你把钱给转过去呢？田惠宇的

孩子上学的钱为什么是你给呀？这个孩子买房子的钱为什么是你给呀？为什么田惠宇，田町，还有进出口银行，那都是王岐

山的秘书，那怎么着，全中国只有王岐山可以给你贷款？中国的国家战略，侵略西方？“蓝金黄”西方？为啥只让王岐山蓝

金黄不让别人蓝金黄？既然是国家的使命，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干呢？这不简直是愚蠢之极吗？王健你把中国人当猪狗呢！

你以为跟过去一样，骗谁谁都成！骗完了以后，还骂人家傻！现在你要骗海航所有的员工。全世界都听你的，你做的是对的。 

所有海航的事情都是伟大的，都是为了 14亿中国人民的。你才是猪那，你呀！你真把全世界的人民当傻子了！你不是说郭

文贵说的全都是假的吗？假的你拿出证据来呀，你的股票不要跌呀！你拿钱还人家的钱呀，你跟人家银行是有贷款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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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郭文贵的公司被骗贷的那个标准来看，你哪一个不是骗贷？你哪一个不是诈骗？因为你没有还钱，我把钱都还回去了，

还多了，贷了 32亿还了 45亿。你现在连本都没有还，你这么叫诈骗！连骗贷都不是！合同诈骗！你想把合同诈骗说成国家

战略。 

 

4.海航王建的发言绑架了习近平。【海航】【王建】【习近平】 

你王健，你吃的，喝的，用的，你一个人比一个国家，一万个习主席都不如你。你怎么交代呀。啊，动不动就把习主席抬出

来了，你和王岐山是一个，张口闭口习主席。啊，王岐山的这个这个家的姚真真，姚庆，还有洪宁，到处吹，这个我们不会

退的，习离不了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他。啊，你们看吧，两中全会，我们还继续辅佐他，没我们他能行吗。习主席他会什么

呀，金融他能行吗，党内谁服他呀，和老同志沟通谁听他的呀，他不得听我们靠我们的吗。 

今天，你王健的讲话，完全的证明了这句话。完全证明了这句话。啊，原来你们就真觉得习主席离不了你们。你这个海航竟

然打着习主席的牌，什么都是习主席让你干的。国家战略让你干的。啊，国家强迫西方，所有今天的原因都是西方造谣造成

的。西方媒体造谣，不希望中国好，不希望中国快，不希望中国慢。怎么都不行。所以你要搞海航品牌。能给波音讲述，能

给美国官员讲述，能渗透到西方，能影响到西方，这是西方的阴谋。 

西方的阴谋怎么把王岐山阴谋到你家飞机上去了，西方的阴谋怎么你买 787，你买这个 AZZ,BBZ呀，西方的阴谋怎么把钱都

转到田国丁，田国立，还有田惠宇，还有这个秦梅，啊，还有这个朱镕基，啊，江家，曾家，怎么都跑他们家去了，你咋不

把钱转到我们家去呀。又把你们的盗国行为，给国际矛盾化。 

把你们的盗国行为，给习近平化，让他替你们买单，承担罪责。把你们的盗国行为，形成东西方的民族对立，中国人民和西

方人民对立化。把你们的盗国行为，给中国的所谓的国际战略化。把你们的盗国行为，变成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方针基础化。

这早就是你们预谋已久的，我早就说过了。我就等着你们在这块儿蹦跶呢，骗哪。 

 

5.王建称海航在美慈航的慈善基金非慈善资金。【海航】【慈航】【王建】 

回首过去一年，陈峰和王建你们讲过的话做过的事，打不打自己的脸？到美国来做慈善，我们捐个美国不捐美国行吗？哪一

个企业家一定要捐给美国 180 亿美元，或 300 亿美元才可以发展企业了？你拿的钱是捐了吗？你借了中国人民的钱你捐给

美国的慈善资金； 

然后你给美国说你又不是慈善资金。你要点脸不要啊！这一年的爆料让我看到无耻！无耻之极！就是你们这帮盗国贼和海外

的假民运，伪类们！你们连做人都不配！瞪着眼说瞎话，没有一点道理，没有一点点人性，更不要符合佛学哲学哲理啦，更

不要说符合宗教了！上天如果有任何的神，如果有佛祖菩萨，让他们给我们做个评断，给我们中国人民做个评断：你们要是

伟大的，你们要是对的，你们对中国人民好的，我郭文贵我首先愿意遭天打五雷劈。 

如果我要是错的，我就遭天打五雷劈；如果我不是，你们是的话，你们遭天打三雷劈都行！你们这个报告写成这个样子，说

出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被你们绑架啊！动不动习主席啊，习主席让你买 787 啦？习主席让你买 ACG 了？习主席让你买湾流

了？习主席让姚庆收集全世界的普洱茶了？让孙瑶账号上那么多钱了？让姚明珊，姚明端给拿美国护照了？让洪宁高艳艳

代表中国给弄个高盛骗中国钱了？让你海航把钱攒个够几百亿几百亿美元？又是习主席！抓我们的人是习主席，打我们的人

是习主席，没收我们财产的人是习主席，把这个判了 15年的曲龙给释放出来，以“不自然”为条件说习主席的命令放曲龙

出来。 

河北高院，河北政法委说：这是最高领导习主席的命令！又是习主席，今天海航所有作为又是习主席！尊敬的战友们，好好

看看这篇文章。 

 

2018 年 2 月 8 日 

【文斗、文顺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OMPHpX7Yw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f2a42c1-0ddc-486f-8059-6dd4d8250a42 

1.CCP经济形势急剧恶化。【CCP经济】 

很多人给我发了绝密资料，关于这个国内的真实 GDP，通货膨胀，包括这个印的这个印钞票 M2 啊，这个简直是看了以后震

惊了啊，从 3.6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到了 2.2 万亿，官方数字，事实上是是什么呢，3.8 万亿到了今天的 1.6 万亿。 

通货膨胀从 2008年最高是 7.5，这个中间达到了 9.50，今年又说了 2017年的...实际上是错的，2017年大概达到了 11.5，

你说这个国家经济到这样了，你还吹什么牛。这个外资企业多少跑出去，那就看了数字简直无法想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OMPHpX7Yw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f2a42c1-0ddc-486f-8059-6dd4d8250a42


 717 

从这个 2010年到 2017年，严格讲横向比较，全是负增长。但是维稳的数字，维稳的金额和国防费用已经..超过了，它是它

的 1.3， 

 

2.经济危机和北朝鲜事件、港台问题、美国战略调整等，为中国带来最大契机。【中国契机】 

我觉得现在中国出现了最大的契机，经济从过去成为统治集团，盗国贼集团，封住老百姓嘴和眼睛和默许这种暴力盗国行为

的根本性基础在改变，就是经济是一定糟糕至极的，第二个就是中国老百姓依法治国和依法的环境糟到不能再糟了，老百姓

活不了了，另外一个诱因，北朝鲜事件，台湾和香港现在日趋之下的糟糕，以及美国的战略政策的调整，将给中国带来一个

真正的改变的契机，包括现在海外，由于这几股力量，特别是像王军涛先生这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我觉得海外比他智

慧的人真不多，我得到消息，一直以来国内都把王军涛先生当成具有威胁性的人物，非常高，前十名，这是我知道，我经历

很多了，今年进行了调整，将王军涛先生的位置大幅调前，认为他对共产党对盗国贼是个巨大的威胁，说明了什么呢，说明

海外的民运不都是伪类不都是坏蛋，有很多人干的事是有影响力，事让他们恐惧的，要不他们搞蓝金黄干什么呢。 

 

3.文贵爆料岳文海贪污不抓，证明 CCP以贪治国。【岳文海】【CCP治国】 

大家看我爆料中有个叫“岳文海”的。岳文海到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最早在 2013,2014年因为岳文海在河南郑州机场贪

污了几个亿的钱。他在中国的军方，中纪委，然后安全部北京市安全局的李东是他老乡，是他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由于他们的庇护，岳文海是我们给他放到民族证券当党委书记的，最后他和李友合伙搞我们。光我们的字画他就买了几千万

字画，岳文海送给了官员,我在视频上说了多次。不抓！为啥？这叫反腐吗？为什么不抓岳文海大家知道吗？因为抓了他安

全部很多人会被抓； 

因为抓了他，孙立军就会出事儿，因为他（岳文海）通过李东给孙立军送过女人，送过字画。徐悲鸿的一幅画是岳文海让我

买的，当时还带着徐悲鸿夫人，当时的照片，还有整在上面的签名。买完以后这个画岳文海一直拿着到现在也不还。这幅画

听说就给了孙立军，那现在得几千万吧！我们要他们也不给。另外一幅画我今天先不方便说，我知道现在在一个政治局委员

的手里边。 

买完以后岳文海到现在也不还，他不还你，他说他拿走了，给了当时的中央委员，现在是政治局委员。这幅画现在都上亿了，

这是黄老先生的画。他那天买画的时候看到宋祖英也去买了，宋祖英是最大的收藏家，宋祖英买了 3幅，不是那么大的，他

(岳文海)弄了一幅大的。所以说岳文海还在民族证券当着党委书记，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是真的反腐吗？不是真的反腐!

中国是真的政治吗？不是真的政治，中国现在所有的行为都是以贪治国、以黑治国、以警治国。 

 

2018 年 2 月 9 日（1）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post.guo.media/posts/50316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7f0b3b2-3f88-4ea4-b480-c8b8fca45c64 

 

1.王岐山将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昨天这个几个美国的朋友，这个给我打电话说，文贵啊，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杨洁篪访问美国已经正式通知了美国，王岐山

先生将任国家副主席，全面负责中美关系，然后说这是肯定的。 

 

而且说这都是职位很高的人，我说是吗？这太好了！我说我非常非常的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是王岐山先生当副主席

负责中美关系，那是我民族之大幸！我党之正确伟大之决定！是我们伟大的习主席，将把全世界全都姓共，姓党的这个路线，

那将推向了新的一个高潮，那这个可能是文贵要考虑到，每天都要在纽约立一个祭坛，天天祈祷王岐山先生安全，多来美国，

中美关系就靠他了。 

 

2018 年 2 月 9 日（2）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hWkSNS-5I（美洲之声）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4a5e810-a70c-46e2-8398-eb83bed341b9 

https://post.guo.media/posts/5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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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军在推特上公开造假。【陈军】 

这个，我看到推特上，郭媒体上，这个，关于陈军先生，这个，在这块儿，发出各种推来。这个搞出自己，陈军同志太厉害

了。跟韦石绝对是，跟西诺他们应该是拜把兄弟，这个瞪眼说瞎话。脸不带红，心不带跳的。然后吧什么问题都弄到，他有

水平。把什么问题都变成，他有格调。啊，有格调，啊。但是，就是不面对现实。就是不面对现实。然后哪，瞪着眼说瞎话，

然后，什么什么，要问这个，要问那个。啊，然后，这个不配，那个不配。我真是服了。我都怀疑我曾经是否见过这个人。

啊，然后，要不就拉到这个民主大佬出来说说话，要不就过去三十年说事，要不就把人家这个拉出来给他站台，这是什么逻

辑。什么道理哪。我曾经也问过一个问题，我心里面。这些人，你说，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差，怎么在国外，几十年就没混出

像样子，像样的工作哪。哎，现在我明白了，根本问题，人品太差。啊，上天不会让这样人成功的。让他成功，那就是让他

倒霉哪。啊，让他倒霉哪。我生活中见过很多道德极坏的人，一时间成功了，但最后，啊，房倒屋塌，啊，不得好死，啊，

都是这样的结局。就是有些人的人品太差。昨天，我也看了一些盲流子和这个这个这个袁建斌，啊，这又打电话去的那个烂

袁建斌，太烂了，袁建斌这个人太烂了。然后那个，打电话进去，这个采访，哎呀，没法看了。这哪叫直播采访哪，这就是，

这个我们老家那个村里面骂群架。啊，那个，那个妇女上那个屋顶上去，骂架去。啊，就是那个情况。比那还乱。更让人受

不了的事情，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人，还有人不问是非，还有人去帮，还有人去顶。这样的事实还不能明于天下，那

是大家智商有问题，还是做人道德有了问题，大家值得深思啊。陈军先生的事情，很快将大白于天下。这真是我不愿意看的

一个结果。但是，它毕竟是事实。陈军先生今天折腾的有多厉害，蹦跶的有多高，他摔的会有多惨。60多岁的人了，最后混

个这个样子，实在是感到遗憾。等文贵过两天，把陈军先生所有做的事情，给大家揭露揭露。大家看看，都记住陈军先生今

天的所作所为，别忘了，谢谢。留住证据。 

 

2018 年 2 月 10 日（1）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hWkSNS-5I（美洲之声）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e8af6a4-ac9a-43e4-919d-d55eeeaa48ac 

1.吴征谎称称其爷爷在二战时期曾经救了几万个犹太人。【吴征】 

“在纽约召开的犹太人大会上，吴征在大会上讲，他的爷爷救了几万个犹太人，那就是当年二战时期，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时，

流亡到中国的那几万人，几乎都是吴征救的了，甚至也不到几万人，当时主要流向在哈尔滨和河南的开封。据我和吴征打交

道，他对于开封的犹太人了解，知之甚少。 

那么在这几天，犹太人大会，在纽约这次演讲上，当着全世界的精英的面，吴征这个最大的专业的，这个精神政治女色骗子，

大言不惭的，竟然说，他的爷爷救了几万犹太人，这简直是荒唐至极，就最近几天来，很多犹太朋友，都打电话问我，这是

怎么回事，这是真的吗？包括媒体也在问我，我告诉大家，这肯定是假的。” 

 

2018 年 2 月 10 日（2）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f0f32d4-d47f-4a78-aa5f-9605007a40c8 

1.陈军的骗子本质。【陈军】 

“这是一个商业上，政治上，经济上，打着民主民运朋友的名义，招摇撞骗的惯犯，低级的惯犯，我相信所有的战友们，从

这些天来他发的推特，那种自我感觉的自恋，叫人恶心的那种自恋，和那种狂傲，以及他认为多年在民主民运圈儿里面布局，

他让他那种自傲和那种不可理喻的自信，还有一个他认为这么多年来所谓的老江湖上的资源，让他一次一次的，让他的谎言，

这个使我们战友看清了他本来的面目，他的本质就是和盗国贼一伙的。” 

 

2018 年 2 月 10 日（3）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ee8a16a-16d8-4096-9fe5-6fa238a0855c 

1.伪类受幕后金主操控陷害文贵；盗国贼的本质。【伪类】【盗国贼】 

“这就是今天出现的怪现象，所谓的过去的民主民运的大佬们，挺王反习，砸锅啊，要搞他们所谓的民主。这就是今天真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hWkSNS-5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e8af6a4-ac9a-43e4-919d-d55eeeaa48ac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f0f32d4-d47f-4a78-aa5f-9605007a40c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ee8a16a-16d8-4096-9fe5-6fa238a0855c


 719 

的事实的真相。 

那么这些盗国贼的利益集团本质上是保护他们几万亿十几万亿盗取的盗国财富，和海航如出一辙，这是马云寻求政治庇护，

为他的背后老板和吴征的背后老板由于地域关系啊，还有过去的经济利益，还有生殖器上的关系导致的必然结果。 

韦石，屎诺，袁建彬，陈军不过是在前面冲杀喊砍的一定被牺牲的小卒子而已，他们的丑陋已经终将会被伟大的智慧的战友

揭发出来，这就是文贵爆料革命最伟大的成果，将海外的真正的威胁到十四亿人民唯一希望的民主民运法治的希望，这些里

边儿的伪类们，这些假民运分子们彻底揭穿暴露，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2018 年 2 月 10 日（4） 

【文承承整理】 

视频链接：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6b3f09-1eda-4a71-b3dd-40f160fd0299 

1.砸锅伪类背后的金主是马云。【伪类】【马云】 

“政治，经济，情色骗子吴征和朋友-----民主民运生意骗子陈军，以及流氓袁建斌，钓鱼网站博讯，还有流氓屎诺是什么

关系？从现在看来非常之清楚，整个这个一年来，砸郭，反郭，还有害郭------陷害郭，最后都是金主是马云。” 

2.盗国贼家族是马云背后的金主，吴征則这是这些家族的代言人。【盗国贼】【马云】【吴征】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吴征是马云和这个背后的老板江家，孟家，曾家还有王家势力的代言人-------金主。”陈军、吴征、

马云、袁建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原来竟然是金主与骗子和流氓的关系。 

3.17年 8月，郭先生家中的小型监听器与陈军。【监听器】【陈军】 

“确实发现了很多，到现在我们还保留在墙上的，还有些空调出风口当中的一些小型的监听器。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陈军

先生干的，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是陈军先生干的。陈军先生也大可不必往自己身上揽。” 

2018 年 2 月 10 日（5）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656b58b-730a-44d4-b109-3ea464e6a8de 

1.马云商人背后的真正身份。【马云】 

马云现在所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从他现在所参与的大数据，和他所有的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和在世界上和政治这些头

头们，领导们的联络，他在执行着中国的以商养情，以商统西，同时以商掩盖情报系统的这个目的，这是他真正的，马云

的身份，而且马云运用这些身份，获得了中国政治上的保护，同时在政治上又得到了各个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中国法律上

所谓的认可。 

马云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他下面有着大数据库，以及蚂蚁金服这样具有侵略性的金融情报，大数据的，对西方

具有统治和控制，这个渗透，是对西方无法想象的破坏力，接下来，马云的事情将会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跟海航事件会

同时爆发。 

 

 

2018 年 2 月 11 日（1）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c203f8d-30a6-4bbc-827e-a88f8aac71d3 

 

无事件 

 

2018 年 2 月 11 日（2）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aa8ca0d-616f-4735-9874-28c22e36dbf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6b3f09-1eda-4a71-b3dd-40f160fd0299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656b58b-730a-44d4-b109-3ea464e6a8d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c203f8d-30a6-4bbc-827e-a88f8aac71d3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aa8ca0d-616f-4735-9874-28c22e36d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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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件 

 

2018 年 2 月 12 日 

【文承承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ObLY4ppKA&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978d496-6792-4b1d-892a-c8e415147fb8 

 

1.陈军去香港，曲国娇接待他，陈回来后曲国娇女士失踪。【陈军】【曲国娇】 

“陈军先生就去香港，去亚洲，他说他去开会，同时哪，他在国内的生意，他想关掉。准备回来大干一场。后来去香港，他

跟我联系。那么我让我香港的曲国娇合伙人，我们办公室是在中国银行大厦的，那么，就负责接待他，曲国娇就安排了我们

的，用我的车迈巴赫……” 

2.2017年，郭先生正式申请政庇。【政庇】 

“我当时都一笑而置之，我说谢谢你了，我就不用了。直到 9月 6号，我正式申请了政庇……” 

3.吴征和博讯之间的关系，展示吴征给博讯付款的证据。【吴征】【博讯】 

“大家看一看，当时吴征提供给我的证据，我从来没提出来过，我这么久。第一次给我是 39 万 9，就是他在香港的一个公

司，就是控制的叫能净，把这通过能净，通过删帖的，给了博讯在纽约的一个帐号上三个帐号 39 万 9，后来又提供了一部

份，总共是 46万 6……” 

4.蓝金黄是如何开始的？【蓝金黄】 

“以外打内，这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一贯手段。在海外把播出的谣言，虽然是谣言，不管真假，他们就可以拿去告状，打击

对手，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常贯的手段。后来由于这个手段屡试屡行，开始了蓝金黄。因为现在所有共产党内部最害怕的

就是海外的报道，所以把媒体蓝金黄了，博讯也被他们彻彻底底的收买，为他们所工作。” 

 

2018 年 2 月 15 日（1）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dyR_XO0DlI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7156023-72e7-4705-9150-d701911b42b5 

1.王歧山家族控制中国金融系统。【王岐山】 

为什么这些人从生下来以后，或者他也是从上天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靠什么控制着我们十四亿人民，整个国家绝大多数人

的财富？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能耐控制着国家绝大多数的财富？当了王岐山的秘书就要当中国银行行长，建设银行行长。 

当了王岐山的秘书就可以当招商银行行长。当了王岐山的秘书就可以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当了王岐山的情人就可以当中

国金融租赁，啊，中国建银，金融租赁。当了王岐山的私生子就可以控制几万亿的财富。这是哪家的法呢？？？依的哪家的

规呢？？？是国家利益，还是国家懦弱？还是我们的金融制度？还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被绑架了？ 

… 

王岐山家族是上千亿美元，我们查清楚了，上千亿美元！孙瑶女士现在是在中信，还是领导，控制着大量的财富，通过各种

结构。 

… 

这是王岐山家的。我们要看一下王岐山家族结构图里边相关的人物和他的财产。我们可以确认在银行大概有两百多亿。 

然后呢，他在海外通过家族信托，私人设置的各种复杂结构的离岸控制公司，控制的现金财富和资产就上千亿美元！ 

 

2.江志诚控制 5000亿美元资产。【江志诚】 

江志诚的资产很多都是在澳大利亚的。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很多资产，包括银行信息，还有家族信托… 

他是１９８６年出生的。他的护照号码是这个。他也是美国籍。他在境内外有现金资产合计超过了**五千亿美元，约为四万

亿人民币。**控制资产的形式包括基金股票银行，信托，能源股份，科技股份，黄金，期货，虚拟货币，房地产，海外公司

控股，家族信托，离岸公司，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个非洲的，南美的叫“StandardBank”,“标准银行”。标准银行

是中国工商银行控股达 70%。那么这个 70%控股当中他拿没拿回来利润？而且，标准银行既然是一个来自中国 70%的控股公

司，它投资了微信，它投资了阿里巴巴，投资了中国几大银行。它有什么样的权力能拿到中国人都拿不到的投资资源和渠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ObLY4ppKA&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978d496-6792-4b1d-892a-c8e415147fb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dyR_XO0Dl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7156023-72e7-4705-9150-d701911b42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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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国人能拿到？我们纵观过去这二三十年，中国的金融市场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全部十几万亿的资产，基本上都在

非洲标准银行,GoldmanSachs高盛，还有 Blackstone。在这几家银行买来买去，基本上是他们家的百分之七八十。 

今天中国的高科技股和金融股又在他控制之下，那江志诚就是什么关系？江志诚现在女友叫夏毓，代持了数以千亿美元的资

产。 

… 

江家控制的上海银行，浦发银行，以及很多的房地产，还有什么上海的“绿地”，等等等等，这都是过去我们大家所不曾知

道的。而且海外的很多大公司都是通过了江家持有的家族基金，离岸公司，等等等等，简直是骇人听闻！ 

 

3.王歧山秘书田国立个人资产约 18亿美元。【王岐山】【田国立】【私人资产】 

我们再看一看王岐山先生的秘书田国立，看看他的腐败。田国立是王岐山多年的秘书，当了多个金融机构的董事长。你看看

这个田国立先生。… 

你看看他（田国立）这样年龄的人，当了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的大老板，个人资产约十八亿美元。而且非常懂得如何用基金，

拥有股票信托，虚拟货币，还有离岸公司等控制。 

… 

田国立的太太叫李学军，同样拥有香港加拿大双重身份。儿子田丁同样拥有香港加拿大双重身份。 

4.韩正持有巨量的海外私人资产；控制巨额的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韩正】【私人资产】 

 

在 2006年到 2008年期间，调查当年陈良宇案件的时候，当时，就涉及到了韩正先生，韩正先生的情人和他的私生子在澳大

利亚。就因为这个，所有调查案件的人，现在也都被抓了。啊，马建副部长等人，凡是调查者，现在基本都在大狱。 

 

所以，知道孟建柱的，知道曾庆红先生的，知道江家的，知道朱镕基，王岐山秘密的，全都給抓或者死。啊，所以说哪，咱

们现在非常清楚，看到这个以后，你看到韩正先生的在澳洲，在新西兰，加拿大等地持有巨量的海外私人资产。然后间接直

接控制巨额的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目前查明的共计 4有 31亿美元左右。然后哪，他的女儿叫韩雪。啊，然后哪，这

个他的妻子叫万明。 

 

   情妇叫高素琴，他的私生子叫韩华曦，就为了高素琴，韩华曦，多少人锒铛入狱，多少人现在妻离子散，多少人因为

知情被灭口。它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和政局。啊，大家看到这个，万明，啊，万明，万明。啊，万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副理事长。绿地集团具有股份，啊，7%，分别由张玉良和许敬秘密代持。大家可以看清楚的，她的护照啊，往下。 

 

   女儿韩雪，绿地澳洲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啊，这个护照号码。大家都可以去查啊，我说的这些公司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的。啊，未来我也会公布。高素琴，啊，原上海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 

 

   私生子，韩华曦。他为什么叫这个曦呀，那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是继承韩正先生衣钵的人物，永远不落的太阳啊。

啊，代表了太阳的。啊，然后哪，拥有新西兰的永久身份。主要长住澳大利亚。 

 

5.爆料田惠宇资产约 11亿美元。【田惠宇】【私人资产】 

 

田惠宇，也是他的一个秘书，1965年出生的，…我们查了它境内外持有的现金及资产，合计约 11亿美元，控制资产的方式

包括离岸公司，基金，股票，信托，虚拟货币，房地产等。 

… 

 他的妻子叫邹源，1968年出生，…儿子叫田雨楠，同时拥有香港护照，他还拥有加拿大护照。 

 

6.爆料傅政华。【傅振华】 

傅政华先生啊打着习主席的幌子干了太多坏事，杀人越货冤死多少人。 

   雷洋就是被他搞死的，啊，我们那个李明也是被他搞死的，那个徐明也是，主要是他和孟建柱搞死的，虽然他跟孙立

军和孟建柱不和，但是他们害人这个问题上，杀人的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他的弟弟就是傅老三，叫傅卫华，这是他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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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的太太叫夏继红，这是她的护照，女儿叫傅学慧，加拿大， 

傅政华的情妇叫赵月琳，1985年 6月 20日出生的，出生地江苏人，国籍新西兰，私生女赵燕曦。 

 

7.爆料刘呈杰兄长信息。【刘呈杰】 

接下来我们要爆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刘呈杰啊，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小心脏啊，这可了不得啊。 

   刘呈杰兄长（之一）：刘呈伟出生日期：1956年 12月 8日身份证号：110105195612088732大家要千万记住，这是在

刘呈杰的户口本上的兄长啊，我要给你注明，这个户口本是太有意思了，把他假爹亲爹完全给暴露了，那么所有我爆完这个

信息，这个料以后，大家都可以查，刘呈杰的兄长是干嘛的，叫刘呈伟，这个户口本上的亲爹是不是刘呈伟的亲爹，然后今

天我会爆出刘呈杰真正的亲爹，刘呈杰的俩爹，为了回报大家，所有今天的等待和时间，新年，我要爆出来。 

 

8.爆料贯君的亲爹是王岐山。【贯君】【王岐山】 

贯军及其家族啊贯军在法律上有个亲爹叫贯平，这个假爹法律上的爹，这个肯定是假的，我们公布过 DNA一份啊，现在我们

绝对的证据可以证明贯军的亲爹就是王岐山，法律上的爹就是叫贯平，是谁帮他们弄的一个假爹, 在户口本上他这个所谓

的爹已经死了，大家可以看到，凡是假的都死了，贯平同志已经死了，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上的爹，到底真死假死了，那都

不重要了。 

   但是从贯平这个身份上，国内竟然还挂有资产，近期 2，3个月内，还有他的签名，这死人怎么还有签名呢，银行账

号还能用呢，这很有意思，但是这掩盖不住。 

   贯军啊，控制的海航的资产，就达 180亿美元，这个还是所谓的海航公布的，那要是私下陈峰说的，那了不得了 

 

2018 年 2 月 15 日（2） 

【文承承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Kw3yKF7K2A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abeae58-351d-427c-b051-3eba6f1409a1 

 

1.爆料董仚生，河北政法委书记。【董仚生】 

“河北做为北京政治护城河，维稳护城河。历来皇帝和政治核心最为在乎，什么叫护城河？就是共产党当有事的时候，北京

城最后一道防护墙！所以河北的政法委书记，河北的公检法，公安厅长极为重要。” 

“董仚生此人，绝非一般人物。他未来在真正的中国南普陀会议之后的执行，百分之百的执行成功。” 

2.爆料张萱。【张萱】 

“张萱啊是贯军的老婆……。董仚生的很多事情、细节，还有贯军的很多细节、账单、银行、户口那都会播出来，等都播完

了，大家都会明白南普陀干啥了，南普陀会议想干啥了。” 

3.爆料孟建柱。【孟建柱】 

“孟建柱书记也是江西的政法委书记、省委书记，公检法一肩挑，金融一律拿下。大家看看他的私生子啊—王海德、王孟辉；

情妇陈思婷，私生子陈达聪；然后情妇刘谷萍，私生子孟刘静……” 

4.爆料孟海晶家族。【孟海晶】 

“他的家族资产呢一共有 23亿美元，现在已经确定的有票据、有资产的，大家看到了，有银行信托、黄金期货，这个和江

志成的一样，这些人的钱都是你好像谁也查不了。” 

“第一个吴征、第二个李洪宽、第三个熊宪民、第四个梁冠军、第五个夏业良、第六个滕彪、 

 

2018 年 2 月 23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youtu.be&v=Q2MhCQbJQzs&app=desktop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511b672-321d-44aa-b8aa-603cdca2fda5 

无事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Kw3yKF7K2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abeae58-351d-427c-b051-3eba6f1409a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youtu.be&v=Q2MhCQbJQzs&app=desktop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511b672-321d-44aa-b8aa-603cdca2fd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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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018 年 3 月 4 日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dzqSGGLb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bcec909-f4ea-43af-bd7f-ab81cf5b7ca5 

1.两会维护的是盗国贼集团和某些利益集团。【两会】【盗国贼】 

第 2个，昨天他们的两会，和这几天的两会，他们是为了维护盗国贼集团和某些利益集团，所有那些参加的代表，不能代表

他们自己，也不能代表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民。 

而且当然他们维护的利益集团都是恶的，而我们昨天所有的战友们上街追求的代表，都是自发的，自己的，和绝大多数人民

的，当然都是善良的，对自己的工作和辛苦和对自己的子孙未来和老人，创造了财富和国家都是善意的 

2.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人是中国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共产党】【中国人】 

都说昨天这个活动，震惊了，是创造历史了。说你们这个打盗国贼，不反中国，不反中国人，这太重要了。可以说是党内 9000

万党员绝大多数人的呼声，他们说中国这几年真的是太荒唐了，无法无天，明目张胆，官不聊生，民不聊生，谁都没有安全

感。 

3.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不能挑战盗国贼集团。【盗国贼】 

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怎么可能说去挑战盗国贼集团哪。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怎么可能去给全中国人民说，要去追求法制，民

主，自由哪，怎么可能。所以，我跟他们商量，这样，我不让你负责任，我要下去，我就是挥挥手。 

不行，绝对不行，就跟我急，你要下去，就怎么着，怎么着。确实，他们美国人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就我们这人不能，我

们跟你签好合同，我们不能让你离开。离开我们就负责任。我说，那我现在签字不让你负责任，不就完了吗。就这说道半天。

这时候啊，因为门口我们备用了三部车，平常都有。我说，我下楼，我说我下楼哪，这样，我就在门里面跟他们挥挥手。他

们说，这样也行。咱先说着就往下走吧。这时候我们就下去了。 

2018 年 3 月 5 日 

【二丫整理】 

文贵呼吁所有的援郭战友以家庭安全，正常生活为重，全球一致行动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bJPSzp1T0k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9c4873f-0432-4d85-8182-45390867e3ae 

1.爆料革命让中国人尽早不再对盗国贼抱有幻想【爆料革命】 

开辟了新的历史。给盗国贼，啊，这个带来了巨大的心里震撼的同时，也给我们所有的战友们，和支持法制，自由中国的兄

弟姐妹们，树立了信心，带来了希望。同时，也让我们找到了一条更好的，揭发国内盗国贼，让国内的战友和兄弟们，尽早

看清盗国贼本质的这么一个方式。 

2.战友们的个人生活最重要,不要因为爆料革命耽误个人生活【爆料革命】 

我认为是，所有的全球，啊，支持这次文贵爆料，反盗国贼，追求中国法制，民主，自由，啊，这个追求中国的喜马拉雅的

所有战友兄弟们，都要以正常的家庭生活，都要以自己的家人的安全，和健康，和自由为第一重要。任何人应该先保护自己

的家人，老人和孩子，自己的事业的同时，再来谈咱们追求的喜马拉雅。任何人也不能怂恿别人，或者说去让各种办法让别

人去献身，去当烈士。 

我在过去的一再的视频说，不能像盗国贼一样，让别人爹妈有病不回家，老婆老公孩子不要，要所谓忠于他。这都是骗人的

把戏。啊，泯灭人性的。我们坚决反对。特别是这什么万里行。这万里行就把所有人的精气神，财力，啊，全都给拖垮了。 

 

2018 年 3 月 8 日 

【二丫整理】 

郭媒体视频修宪的本质和盗国有什么关系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ZcezLgIj0&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b7e9112-14a8-4505-bc09-9b06af8e10d0 

 

1.十八大修宪是赤裸裸的盗国行为【十八大】【盗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ZcezLgIj0&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b7e9112-14a8-4505-bc09-9b06af8e10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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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九千万党员，十四亿人民，有文化有脑子的人，但凡是正常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修宪，是实实在在的，光明正大的

叫盗国行径。这证明了文贵过去叫他们盗国贼这个盗字的意义。现在还证明了以黑治国。 

2.中共不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是因为怕百姓对比出自己和撒旦一样【中共】【基督教】 

大家看看圣经里面的撒旦，为什么他们怕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除了宗教，政治上产生跟他们抗衡的权利之外，撒旦的故事就

是他们本身。他怕撒旦会有对照性的镜面效应，让更多人看出来，打开他们的智慧和双眼，这是他们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就

像我昨天说的，什么修宪什么讲政治讲民主讲法治，这都是文人傻人说的话。本质很简单，绝不允许任何人用同样的方法侵

犯他们的盗国和欺骗百姓的犯罪行径 

 

2018 年 3 月 9 日 

【二丫整理】 

郭媒体视频郭文贵有三急担心马健副部长被心脏病死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ZcezLgIj0&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b7e9112-14a8-4505-bc09-9b06af8e10d0 

1.文贵三急【文贵三急】 

一急：实际上在正月，就是初十五，十六那天，马健副部长的爸爸在家里边突然过世。这也是个老革命，老红军，蹲过共产

党十五年监狱。然后儿子呢，当了这么大的官儿。老爷子就在等着马部长回来，看来是无望了，绝望。突然哭泣，受不了，

想马部长。 

但是老人家还是很了不起的，跟家人一一安排后事，最后闭眼走去，归西了。老人家一路走好（双手合十）！ 

 

这个事情我听说后，我就开始担心了，因为肯定接下来他们要….在之前他们就说过，内部人讲过，不能让马健副部长叫他

活过两会的五月份。我就一直担心他们什么时候下手，什么时候出手？如果这个会开得正常的话，马部长可能有生机。如果

盗国贼全面得逞，他就活不成！现在看来很悬。目前各方消息，说马健副部长最近突然得病，重病。昏迷不醒，可能是没有

超过三到五周的生命了。 

 

所以说文贵，你们都看着，这一天很难过，心情是很难过的！这是今天我三急当中的一急，终于担心发生了！未来我会就这

个信息来源和当时九十一个文件的关系，以及南普陀会议的关系，我会向大家一一解释汇报。 

 

二急：就是说盗国贼早在二零一四年一五年，和我最好一个老领导聚会当中，多方证实了：王岐山和孟建柱是一定要把中组

部现在的部长，常务部长陈希先生做掉，一定要做掉！我担心他最近突然被什么，得什么病。 

 

三急：第三个急，我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中国目前在中南海，还算有点良心的，啊，他也不是什么好人（笑），有点良心的

某个人对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对中国走正常的路发展还是有一些建议的人，最近可能也要被抓。 

 

2018 年 3 月 9 日（2） 

【二丫整理】 

文贵是不是要反习主席？文贵认为王岐山根本不可能当国家副主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HCoe5ySHA&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49dcd11-790a-42b6-955c-6f55728447d3 

1.郭文贵先生绝对不反习【爆料革命原则】 

你不能等到这个这个两会之后，17号以后。我现在给大家明确的回复，郭文贵绝不反习，不反习，不反习。如果你们认为我

要不反习，你们不跟郭文贵去追求喜马拉雅，一路走好。一路走好。我不反对任何人反习，但我绝对不反习。 

2.中国将暴乱不是大乱【中国暴乱】 

我告诉你，那是中国不将是大乱，中国将是暴乱。有点常识行不行。现在是盗国贼要干什么，他是要再一次绑架国家，利用

所有的资源来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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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1 日 

【二丫整理】 

郭文贵对 51共振的看法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iplT0_-Cw&feature=youtu.b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2542892-7861-483c-b763-77a6f59458c6 

1.关于 51共振的看法【51共振】 

还有这个李一平先生发起的五一共振。这个问这个我什么意见。啊，是不是我搞得。啊，我什么意见。啊，第一个我希望所

有的国内外的战友们，知道文贵的原则。文贵永远不成立组织。也不参与，也不参加各种组织。这个我们援郭会完全是自愿

的。啊，没有什么管理。那么大家问我这个问题哪，因为涉及到我的态度的问题。那么我已经讲了，援郭会也不属于我的，

啊，我也不能管理。那么，我只说我的态度，啊，和我的想法。关于这个五一共振，文贵绝不支持，啊，绝不参与。 

 

2018 年 3 月 12 日 

【二丫整理】 

文贵为什么拜请战友不要被谣言八卦盗国贼控制的媒体利用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0e80DQ0Tmg&feature=youtu.b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a46596c-8691-4f5e-87b2-ebcb5863a549 

 

1.请战友们不要浪费时间看假新闻【假新闻】 

成就这些所谓的，让大家翻墙出来看到的这个媒体。大家不能在虎窝儿里面冒着险往外看一眼，结果，这头伸到狼窝去了。

所以，我想给所有的战友们分享，我求你们，慎重的去看任何媒体，浪费你们的时间。任何，像这个袁建斌，你像这个这个

博讯，你像这个财新，那 100%几乎都是假的。都是被操作的。那么大家应该有一个辨别能力。 

 

2.看假新闻是助长灾难【假新闻】 

还有陈军，他百分之百，他是跟中共有关系，他百分之百和盗国贼有关系。他百分之百他是有险恶目的的。他说的话几乎是

90 以上都是假的。可能就他名字是真的。这我们为啥不去对待这个事情哪，啊，这个我们不去对待，我们还去助长，还去

关，还去转，中国所有我们每个人，我们战友们，都在说一句话，中国老百姓这些年，被这些政府给骗的，就爱这个这个看

热闹。看热闹的本身就助长了灾难。 

 

2018 年 3 月 12 日（2） 

【二丫整理】 

关于将对吴征杨澜陈军等谋害谣言威胁文贵等采取的行动 

视频链接：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4b9df38-83df-4df9-8be6-e52a5b3da950 

 

1.关于马航【马航】 

首先我声明，马航我从来没说出来过具体的什么原因，但我告诉你，我还没说呢！马航绝对不正常，马航的事故和中国的盗

国贼绝对有关系，马航的上边的人和马来西亚的政府之间绝对有天大的秘密。会揭开的，会揭开的。 

 

2018 年 3 月 12 日 

【二丫整理】 

文贵拜托战友们的新行动。 

视频链接：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069eec2-e366-42c8-9294-98cb11614e31 

 

1.路德先生的节目【路德】 

请大家高度关注自由中国路德先生马上要开始的今天爆料。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4b9df38-83df-4df9-8be6-e52a5b3da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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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知道爆料内容，啊，但是我深信，这个爆料又是一个新层界。啊，自由中国正在干着一个，和我们大家追求喜马拉

雅一个共同目标的事情。它---自由中国在用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生命，在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沿着爆料革命，创造了新

高度。啊，我希望爆料革命，这个路德先生，自由中国，爆的比文贵还要强，还要高，更多。 

 

2018 年 3 月 12 日 

【二丫整理】 

向给文贵邮寄盗国贼材料的战友致敬 

视频链接：https://post.guo.media/posts/90221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fabe94c-fd81-4af4-a3e2-8bd4985f771f 

 

1.感谢给文贵邮寄各种资料的战友【致谢战友】 

 

2018 年 3 月 13 日 

【二丫整理】 

上天赐予的又一个巨大的礼物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XjwljhLMS0&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390c139-7305-469c-aff3-3fb616d6365c 

 

1.伪类出来搞五一共振是上海局指派出来钓鱼的【伪类】【51共振】【上海局】【钓鱼】 

这个西诺，还有什么蒋杰，还有这个袁建斌，还有这个韦石，陈军，啊，李洪宽，你们又拿了上海局多少钱啊，让你去钓鱼

去呀。让人家出来共振。上哪儿去振去，你咋不让你家人振去。你咋自己不振哪。如果发动任何事情的人，自己不身先士卒，

做给后人看，或者你不竭尽全力去做的话，你就是骗子。哪有抱着人家的孩子，把人家的孩子扔井里面去呀。啊，然后你就

跳下去，你还当成这个救命的去。这不典型的吗。这是上海局的一贯思路吗。钓鱼吗。开民主民运大会。然后哪，发起什么

口号。然后搞募捐。最近这唐柏桥不出现了。这个募捐的少了。 

 

2.蓬佩奥将出任美国国务卿对爆料革命产生巨大影响。【彭佩奥】【爆料革命】 

这个庞碧奥 CIA的，那个要当国务卿了。这个人可知道，盗国贼在美国的，西方的资产。他们私生子女多严重。蓝金黄这件

事情是真是假。而且像韦石，西诺，李洪宽，什么刘刚，袁建斌，陈军怎么跟国内拿钱，骗钱的。海外的很多媒体是如何在

那边儿跟这个安全局，北京安全局，上海安全局赚钱的。公安部一局。他非常清楚孙立军和刘，这个这个刘彦平到美国来干

啥来了。啊。这个人可了不得。啊，这个对我们的爆料革命将产生巨大影响。巨大影响。 

 

2018 年 3 月 13 日 

【二丫整理】 

陈军到底拥有多少明镜股份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TCCgutPMs&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8732f88-0908-49d6-9a5e-62b340fc1e17 

 

1.陈军和其他几个投资者在明镜有大概 55%的股份【陈军】【明镜】 

他投资了明镜 35%的股份。然后他又去香港去日本去见那个死掉了的刘晓波，去洛杉矶去西雅图开会，他又引进了几个投资

者。几次钱到账，还有一个投资 800万的，后来说不想投这么多了，投资 300万。然后投了一个 200万的，一个 150万的。

这都是他说的。然后他说，他和他们加在一起已经超过 55%了，这就是陈军先生说的。 

 

2.陈军砸锅【陈军】 

我今天在这里先不说，未来咱一条一条的说。我要等着他们准备好，怎么反驳我，这个陈军先生不是要翻桌子吗？要掀桌子

嘛。我等你掀桌子。我本来不想提明镜的，他天天要提明镜，他给我所有的朋友打电话，郭文贵，伤害我明镜，我就是明镜



 727 

大老板，我代表明镜。你说那你给那么多人说，多少人都可以出来做证的，我这几天已经做通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了，都会接

受文贵的采访，谈一谈陈军是怎么给他们说，要毁灭人家曹长青先生的，把人家曹长青先生说的一文不值，结果好几个人当

场就把他给顶回去了，说你说的这个曹长青不是事实。 

 

好人还是多的，还有几个人很清楚地说他不单说人家曹长青，什么 2000万美元，他太太的事情，什么外面男女关系的事情，

还是说曹长青先生在国内存款的事情，还说曹长青先生更多的政治问题。这个人就是满嘴瞎话，满嘴瞎话，而且呢，这个人

的护照，身份获得，包括餐馆大量的数据，现金，偷税漏税，而且雇用非法劳工，这不是一般的坏，说那个吴征，袁建斌和

上海局干的坏事多了去了。 

 

现在又发动每个人在反郭的同时，他再钓鱼，绑架明镜，再搞一个多维，然后反文贵，邻狗粮。然后和袁建斌，韦石，西诺，

李伟东，胡平，这都是他的哥们，一起来开始钓鱼，背后的五一共振弄不好都有他的影子，可悲可怕呀。 

 

3.蓬佩奥上台肯定改天换地【彭培奥】 

但是，迈克.蓬佩奥 MikePompeo上台以后情况绝对不一样,这个 Pompeo,这个人是一个技术派,多年以前,大家记得 911之后,

他是最早把电脑系统引进白宫,这个同时监控系统是他创造出来的,而且他最早提出对待外国的邪恶组织，就是咱们说的盗

国贼，控制了某些国家的人，必须就无情的打击。首先打击的重点就是那些盗国贼的手，斩手行动，对那些贪污腐败的资金，

还有他们个人的所谓的家族成员，进行重点式的，定点式的打击。所以它重科技，重事实，重情报，了不得。接着蓬佩奥先

生的行动，就对这些小人，还有哪些盗国贼，这就是恶梦。 

 

2018 年 3 月 13 日 

【二丫整理】 

明镜的股权用什么可以证明和陈军的关系 

视频链接：https://post.guo.media/posts/90753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558de8b-5b99-4190-88c7-f06d8a174a21 

1.关于陈军谎称自己有几个亿美元的明镜股份【陈军】【明镜】 

第三，为什么陈军跟文贵多次在明镜的同事和其他人的面前，多次声明他拥有明镜 35%的股权，投资了 60 万美元当时，他

说他的股权未来要值几个亿美元，那么这个证人我指出来，他出不出来做证，那我不知道，但是这算不算证据? 

 

另外一个，陈军的钱，还有其他几个 250万，150万等等等，几百万这些投进来的钱，资金来源证明，能不能说明这是明镜

投资的股份和股权的钱，这些资金如果有来自于与盗国贼集团相关的银行户口和帐号，和他有关系的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定

义这笔钱，这个我把话先说到前面。 

 

咱以法律文件，咱以这个美国的，这个注册备案为准，可不可以？陈军先生，文贵在此先向你提出来，文贵说的这个是真话

还是假话，你思考思考！啊，思烤思烤!然后你可以公开在推上回答我。 

 

2.坚决打击海外的伪类们【伪类】 

我文贵就是要坚定，要把这些伪类们，打着民主民运的幌子的，吃 64的人血馒头的人，以打着法治民主民运的幌子，专门

坑害同胞的人，一次次的设计拉山头，拉帮结伙，搞山头，争名夺利，就为了 100美金恨不得把自己的妈给卖了。 

 

2018 年 3 月 14 日 

【二丫整理】 

郭媒体视频关于明镜陈军和何频的事件 

视频链接：https://post.guo.media/posts/91312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756cdd6-f9fe-4339-a96d-22b9fc262838 

 

1.陈军挑拨郭先生和明镜关系【陈军】【郭文贵】【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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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最想的就是让我和明镜开战，让我跟何频开战，这是他真正的险恶用心，从中渔翁得利，同时拥有明镜的股权，又是从

吴征那拿到了盗国贼的经费，然后呢还伤害郭文贵，还敢公然弄个几千万，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说真话就不对吗，我就

因为所说了感恩，就不允许去对比我的威胁，我做一些保卫行动吗，这都不能，就这都不行，因为你感恩了，你感恩了你就

得闭嘴，你永远要感恩，我杀了你你也要感恩，这叫什么，这叫道得绑架，这叫什么，这是强奸道得，任何人要在这个问题

上，如果还想讨论的话，那你就不配做人了， 

 

2.不要被绑架的政权设计【政治】 

人家是用一个绑架了的政权对付我们设计我们，我们不能上当，我郭文贵不怕，但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被人家利用，

甚至连冲动的机会都没有，今天，何频的先生看到发了推了，在上面说精子的事情，尽管说何频先生，你尽管把郭文贵做过

的事情做个好好的对比，等我们说完了，让子弹飞一会，接下来我再给你们两到三周的时间，让大家都看明白，尽情的表演，

郭文贵就一个原则，我只求善恶之分，这件事谁是善谁是恶，第二个真假之分，谁真谁假，其他我一概不在乎，我真的不在

乎反我的人，现在反我的人加一堆在我生命中一千亿分之一都不占，我考虑都不考虑你， 

 

2018 年 3 月 14 日 

【二丫整理】 

关于对五一共振的新看法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oa8JqwBmm8&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637a698-823d-440f-af37-4b0ef812f793 

 

1.香港警察威胁郭先生的外籍员工【香港警察】【员工】 

香港的两个警察，就跑到了我们一个外籍员工的家里面去，下午，然后哪，说，你曾经，啊，你为郭文贵工作，签过什么什

么文件，人家都吓坏了。这英国人啊，吓坏了，两口子都吓蒙了。很简单，你这是涉嫌洗钱。啊，MoneyLaundering。然后

哪，又暗示，你赶快走人吧，别在这块儿工作。 

 

2.中共政府抢夺郭先生在大陆的资产【中共政府】【郭先生资产】 

那么，昨天，前天，大前天，开封市所谓专案组到我们河南裕达企业去，这个又是查现金那，又是要查合同哪，等等等。北

京市，啊，这个所谓的专案组，找了我几个家人和员工，北京的朋友，威胁，郭文贵，你不要说这个人，你郭文贵别说那个

人。 

 

啊，你不要提到这个，还有更夸张的事情，就我说的北京三中院，这个分秒必争，就是要把文贵的资产，盘古啊，政泉啊，

什么这个都给你拍卖了。大家都知道，盘古龙头的 24层以下，被当时李友的担保押给了上海银行。上海银行的老板是江家。 

 

现在拼命的是要把你龙头的那一半要拿走。啊，要的利息是多少钱哪，65%，啊，就这，法官跟你说，你不允许有任何的意

见。我们就正常提了一个，在中泰合同和这个合同一个执行的异议，北京市高院立案了，北京三中院立案了，但是他们告诉

我们说，你自己要求把案子撤了，这不就是抢劫吗。这就是爆了江家以后我们就这结果，把龙头给你拿走，65%的利息，这

黑社会放富也没这么厉害呀。 

 

3.再次重申不成立不参与任何组织【爆料革命原则】 

文贵的爆料革命，不想让任何人付出生命，自由，安全，和威胁。我从开始到今天，我再次重申，我不成立组织，也不参与

组织，任何援郭会我万分感激，谁愿意离开，谁不愿意挺郭了，我也非常感激你曾经的帮助，而且我永远祝福你美好，永远

祝福你安全，这场革命是极为残酷的。 

 

2018 年 3 月 15 日 

【二丫整理】 

文贵的天真就是无知吗？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2hnWXtGT5w&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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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4674967-c6a4-4924-a235-e0127b7d6480 

 

1.华人海外圈需要真善狠【海外华人】 

那么之所以他讲的，社会上流传的，不与海外华人同居一城，成为高层次，不与海外华人来往，认为自己是高境界，认为不

和华人之间有关系，认为自己入了主流了。我是相当的不同意。因为啊，这个不能用任何的物理现象，来去把历史和现实，

和文化境界，和精神境界进行切开。 

就像当初，这个过去的那么多年，我也很少与华人圈来往，我也很少到华人圈去，虽然我很早就到国外来了，在海外很早就

有了房子。但这正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海外华人圈里边需要一个新气象，海外的华人圈需要更多的有智慧，有层次，

真正的能和西方所在国家主流社会能沟通的人物和桥梁。那么在华人圈里边无非就是，就是一样，“假丑恶”。 

假民运，假政批，假教授，这个还有假的保险，甚至是卖更多的国内来的假食品，然后“丑恶”地打着民主法治自由的幌子

的一些骗子，“丑恶”的像西诺，韦石，梁冠军，李卫东，夏业良，乱伦彪这号人，然后”恶”不就是土匪黑社会吗？居住

在中国城华人居住区像梁冠军这号的，打着什么侨联的幌子，骗国内政府的钱，然后搞维稳，然后再骗西方政府的钱，这不

就是”假丑恶”吗？那么”假丑恶”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真善狠”。 

2.明镜的陈军为了钱砸郭【明镜】【陈军】 

因为砸锅会让很多人得到名声，会出名。砸锅也会让很多人得到财富，因为可以到盗国贼那领取财富 

 

2018 年 3 月 16 日 

【二丫整理】 

如何感恩并享受砸郭运动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LefXIUz4_U&sns=tw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c7f140-cb32-40ab-b84f-2a49cb127d1d 

 

1.砸郭的人都是上天派来磨练我们意志的天使【砸锅】 

要感恩，还要利用好这个砸郭，因为很简单，凡是砸郭的人，啊，只要是他是有坏心，歹意，那是一个锤炼我们意志的上天

送来的天使。 

同时，战友们，如果你们真要支持文贵的话，你们相信我们实现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话，那如果一个扛不起砸的郭，你们去支

持他，那不是傻子吗。 

所以说相信郭，要自信郭，真郭不怕砸，真郭不怕炼，真郭更不怕辱骂，过去这一年，几年，那不都证明了吗，多少谣言，

多少事儿，都证明了吗，那咱爆料有没有价值，那咱不需要人家的评价，不在乎人家的评价。咱没这个自信还了得了。那不

咱就跟那些伪类们，那些失败者一样了吗，那些 Looser。 

 

2.政治本身就是骗局，中共的领导人最怕死【政治】【中共领导人】 

我说，那都是假的，政治的本身就是骗局。政治很，绝大多数时候喊的口号比天高，事实上每个人都逃脱不了个人的私心私

欲。 

还有一个我们中国领导人的恐惧，中国领导人的恐惧是什么呀，就怕别人取他的性命。啥叫性命，性在前，性，男女关系，

子孙繁衍，家族利益。命，就是活着，活着怎么保着活着，保镖，保健。要是中央领导人就是军队。所以你看所有领导人在

乎把军队，公检法抓手里面，包括中纪委。保住自己的命。性，那就必须得，那得越花哨越好，啊，美女如云，啊，天天做

新郎，夜夜入洞房，所以担心人家取走性命，这是一切核心的目的。 

 

2018 年 3 月 16 日 

【二丫整理】 

文贵推特拉黑了谁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4nic1nFR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3e97a2f-2c0c-40c4-96be-a4d8ec46aa9c 

 

1.文贵除了拉黑了有关系的人，别人没拉黑【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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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记住，文贵没有拉黑你们，很多全都是这些盗国贼安排的人拉的。你像这个很多人啊，头一段时间集中拉的全是这

个跟唐柏桥先生有关系的啊，然后呢就是跟“唐骗”有关系的全部给我拉黑，加大了我和唐柏桥先生之间的矛盾。 

再头一段时间又拉黑了很多明镜有关系的，啊啊啊跟明镜什么事儿 

 

2018 年 3 月 17 日 

【二丫整理】 

文贵如何看王岐山当选副主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kVuT32Vj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1a19570-49f8-4051-8bb6-ef241987b7a2 

 

1.解放军进人民大会堂恐吓人大代表，开启剪羊毛时代（预言啊，现在是真的了）【解放军】【人民大会堂】【人大代表】【剪

羊毛】 

啊，然后就“咚咚咚”解放军进了人民大会堂，如果我没记错——我这个没文化的人——应该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军不涉

大会、军不涉内堂”，这就像任何一个国防军和人民军不允许——当然这是党纪了——涉入“白虎堂”一样，这时侯进来了，

明进“白虎堂”，什么意思？你看看那些那些代表们都吓得“啊……”（作惊恐哆嗦状），都这样了，我都能想象这个设计的

过程和这个时间的把握，然后踩着那个点“啊嘣嘣嘣”，就像我们中国开什么 G20、APEC会要叫外国领导人走很久，叫他仰

视啊，敬仰的感觉，所以说昨天看到，所有的这些都是盗国，盗国、控国的表现，接下来这些事实往下走中国内部将实行全

民经济被剪羊毛，啊，然后内部所谓的公私联营制，经济大动荡，然后党内清党，清党将是大运动，然后海外极度扩张，派

驻军事各个基地，然后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下来中国 9000万党员，他们是最悲哀的，昨天晚上证明了，9000万党员

将要进入他们人生当中最悲惨的时代，因为将要清党。然后中国所有的私人企业家将要进入最悲惨的时代，因为将要剪羊毛。 

 

2018 年 3 月 20 日 

文贵报平安视频．盗国贼靠吴征等能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吗？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GKN0246qE&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b3e9d62-0fcd-4abc-8941-a5633c36490f 

1.郭文贵先生变成权利的助手 【黄艳】【王岐山】【胡舒立】  

这个老领导啊给我打电话，“文贵呀，怎么样啊，会开完了， 什么感受啊你呀？闹腾了一阵子,你也总结总结吧,有人见岐山

了,说你看，郭文贵还在外边折腾呢，还爆料呢，你怎么看啊？”听说岐山先生骂我，用那个脏词骂我，”你看他妈爆的人，

黄燕人家黄艳，看看人家这几个人，什么傅振华， 包括孙力军还有谁谁谁，你看，不是都上了吗？还他妈的折腾呢。 

怎么着，不懂！跟我扳手腕，哼！“我说老领导啊，相当不同意你的话。你一说我就知道了，虽然你身在上海， 这人见了岐

山，我说也是忽悠，这是代替其山，拿着岐山瞎说话 ，我就不相信他见过岐山。如果岐山这么说了 ，结合现在的结果，更

加证明了文贵从胡舒立手里面的”权力的猎手“，变成了”权力的猎物“。然后这个”权力的猎物“通过文贵的爆料， 文

贵现在成了”权力的助手 “。然后老领导就不高兴了，说你这个嘴真硬，说你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古人说得好，柔软柔弱 

生平安，刚强记住啊， 刚强，那是万祸之开端 。你就是太强了， 还折腾呢，你想折腾个家破人亡到底呀 。 

那岐山同志都终身副主席了。 你还有啥折腾的呀 ？我说那我终身反王岐山。那你还能反多少年呢？我说我再反他 20年！

昨天是他刚当选的年龄。你能反 20年吗 ？我说他能活 20年吗？你说中央都做了这么大的决定了， 你还在那里折腾？我说 

中南坑，中南坑，不叫中南海叫中南坑 ，就那几个人你不要觉得他们就代表了中国 14亿人民的未来 。 

 

2.郭文贵的盗国贼理论将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创举 【盗国贼】【民主】【法治】 

那一天的选举投票， 证明了郭文贵的什么？他说能证明什么？证明你， 你都是错的 ！我说老领导我不能同意，证明了 郭

文贵的盗国贼的理论 和这个我反对盗国贼 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 ！这和任何政治民主法制都不一样， 我说这次是反

盗国贼的运动， 盗国贼就是法治民主自由到了灾难的时候， 才有盗国贼的诞生。 

所以那天的会能证明什么？ 证明了文贵这个盗国贼这个定义是太准确了， 在哪，军人 duang,duang,duan地的进来，什么

感受呢 ？哪一个人不吓成那样啊？他说 你瞪眼瞎说，那人都感动得流泪了呀。那人都哭呀，你知道哪现场吗 ？我说 你怎

么知道不是吓哭的呢？你咋知道不是吓哭的，是感动的哭呢 ？他说你看那记者的采访女代表都感动成那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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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法律，是不会没有理由的遣返郭文贵先生的 【王岐山】【法律】 【吴征】 

你王岐山还要代表中美关系, 你到美国来把我弄回去，我对面 100 米就是川普总统的家，能怎么着？美国是一个讲法律的

地方，这个国家的伟大，就是你能够看到，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说咱们拭目以待，就看你能折腾什么？ 就凭你们相

信吴征这种烂人， 相信你们那天翻白眼的记者搞的那一套特工工作，然后吴征跟她一起栽培她，到那儿去采访去， 我说就

凭你们那天会议的安排和撒谎， 这种恐怖级的让大家闭嘴，然后 吓得每一个人，我说这可不是老鼠见了猫呀 。  

我说那是实实在在的老狮子见了一群鬣狗的感觉， 怕被掏肛啊，都躲着 ，都这样走的。 （做夹尾状）这是什么？恐惧！ 

恐惧的背后是什么？我说你说的那个柔弱生平安，我说不对！记住，柔弱是恐惧，等到哪一天柔弱变成难以抗拒的压力到了

他无法选择的时候， 我说他就咬死你。 

  

2018 年 3 月 20 日 

今天我们完成了对谣言、诽谤、威胁文贵的陈军先生、袁健斌先生、林宇丹女士(美猴王)三个人的控告！我们绝不会忘掉一

个帮助我文贵的任何一个恩人！也不会放过一个伤害我们的坏人！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nVqxUe0Iuo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05955e-0e6f-4280-8e12-ed4e941778e8 

1.起诉三名砸锅的伪民运人士【起诉】【伪类】【砸锅】 

这三个人呢，一个是，爱思考的那个人。第二个人呢，对不起了，是一位女士，爱当猴子的。另外一位呢，是爱吸毒的，在

加州的。 

2.注册郭媒体不要用个人信息【郭媒体】 

那么我再次向大家重申，郭媒体注册的时候不要放个人信息，然后那你也不要去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是绝对安全的。另外

一个，希望大家要记住的，我们靠行动！！行动才是实现我们喜马拉雅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8 年 3 月 21 日 

【二丫整理】 

江．曾．两家是如何以 65%的利息放高利贷的！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Zjhp-cfvI&feature=push-u&attr_tag=YEjn9oCu3Q-5EBLs-6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5fff0a-35df-46f1-883f-e83e87a0ef77 

1.江绵恒利用上海银行抢劫比黑社会还凶残 【盘古】 【江绵恒】 

 昨天晚上基本没怎么睡觉，都是在跟律师研究，你说这盘古当年，陷入李友圈套，还有北大王恩歌，然后把债务转给上海

银行，上海银行是江家的江绵恒的，江绵恒竟然接机在这个 2，3个月里边，要把盘古龙头的下面 24楼以下全部拍卖拿走，

利息是多少钱呢，65%！天下有这种黑社会，不但是这 65，北京三中院执行庭，竟然是连送达的通知书的时间都不给！ 

 

    马上要拍卖，最后给你拍 1，2拍三拍，最后才几万块钱给人家拿走了，这比黑社会抢劫都厉害，我想试问哪，中国谁

有这权利，以国家的名义拥有一个上海银行，上海银行再到全中国人民那去放高利贷，这不是比过去的地主还可怕吗？然后

呢曾家曾宝宝，什么花样年华公司，用肖建华的中泰信托融资 10 个亿，现在要拿走 42 套公寓，价值 200 亿（还有其他资

产），也是一点时间不给，直接拍卖，拍卖行那个竟然是执行庭姓刘的那个家伙，竟然是威胁人家说,一星期要拍卖完。  

2.曾家利用白手套曲龙抢劫证劵公寓 【曲龙】 【懂仚生】 

 懂仚生通知高院，通知了法院，赶快做马上做，而且曲龙的背后也是曾家的人，因为怎假的那个有个姓高的人是曲龙的朋

友，在曲龙进监狱以前，曾经给办过多少次事，都是给曾家给出面的，增加的原家庭的所谓的警卫员，是曲龙的后台，然后

曾家抢夺我的公寓 42套，然后让懂仚生让高院院长把曲龙放出来。 

 

    然后在那围场，再让曲龙去拿回原来的所谓围转的资料，还有把曲龙没付钱的房子（他没付钱然后自己签字拿走的房

子），把这些房子再给曲龙，天下有如此道理吗？曲龙压根就没付过一分钱，要把四二套证券公寓，价值上亿的房子白白的

给曲龙，然后把原来的华泰的也白白给曲龙，曲龙也没花一分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Zjhp-cfvI&feature=push-u&attr_tag=YEjn9oCu3Q-5EBLs-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5fff0a-35df-46f1-883f-e83e87a0ef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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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自然吗？这叫不自然！他不自然可以，我们是原来是共产党的审计法院，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指定管辖审定的案

件给取消掉，说原因是不自然，啊不自然就挥去了，这法律没了，然后呢现在呢要把完全没花过钱的房子上亿几十亿的资产

的公司白白给曲龙，曲龙没花过一分钱，就给他了，这叫自然吗？这也不自然嘛，现在可以看到我说的盗国贼和盜国集团，

和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什么叫依法治国呀，是依法治你！以法治郭！以法治民。 

 

3.杨建立先生是真正的民主民运人士 【杨建立】【联合国】 

我刚刚看了一下杨建利先生在联合国讲话，哇塞，在联合国咋不能军队咔嚓嚓咔嚓嚓，碰嚓嚓碰嚓嚓，来一下子，摁在那，

杨建利不能说话，梆一枪，那不就完了吗，没有吧，这世界不都是你说了算嘛！对吧！看杨建利表现太棒了！太棒了！这才

是民主民运人士！不得不佩服啊！为了杨建利先生这样的人，做点啥事咱都愿意做！了不得！所以说我看了很感动，我说我

让旁边人马上看，我也发给国内的秘密的群，我也发过去，另外一个，我这是看了昨天有一个战友模仿文贵，啊当当当跑步

报平安视频，把我笑晕了，然后我让我旁边的人都看，他们都笑得不得了，这位战友太可爱了，谢谢你了！ 

 

 

2018 年 3 月 24 日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GI7Vxz_xc&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d5b7025-9f38-4234-8bd9-b3fe2b69aa6c 

 

1.一个国家政治教育失德的话，孩子女人必遭殃【教育】 

我基本上很简单回答，一个国家阿当这个国家的教育和这个政治缺德的时候，我说这个国家女人和孩子手当其冲的受害。 

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缺乏法治的时候，我说就是遍地没有公平，必产妖孽。我说今天的中南坑，里面之所以这样，中南坑里

出来妖和怪，妖孽，就是因为中国缺德，缺法治，缺德缺法治（哇，下面这个抗议的啊，这个枪支的）这个缺德缺法治的国

家是什么结果呢？就出大妖出大怪，出大妖出大怪当然没有公平。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必将遭受大难，首当其冲就是那些中国的妇女和孩子们，没有好的教育，丈夫，强者都在外面乱搞，

还要把自己的女人要穿上三角裤衩。 

2.昨日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今日都在欧美，但也不乏一些伪类【伪类】 

梁山好汉哪个不是被逼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缺德，缺法治，没有公平，那个中南跟当时的皇庭里面，朝廷之上出了妖出了

怪，所有的好汉们有正义的人士包括最多的是梁山好汉是出自党内，就是当时皇帝的提下提督们。今天的公安局长司法局长

逼上梁山。 

今天中国的好人都跑到哪呢?都跑到美国欧洲来了,美国和欧洲这些文明国家，就是当年宋朝的中国英雄的梁山。 

当然了也有很多狗熊阿是骗子阿。这个像什么夏业良,什么什么史若阿，韦石阿，陈军啦，这都是骗子，这都是危险分子。

还有什么李洪宽啊，这都是精神病。所以呢现在你看中国这个法治问题，我回答他们很多问题，他们都了解很多。 

2018 年 3 月 26 日 

为什么他们让一个女人裸体站几个小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ycrqw4eCs&feature=youtu.b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3759eae-0aa9-4b70-8093-6e3c7230a986 

1.员工家属在警局受到非人待遇【员工】 

当年她被带走的时候，在北京市公安局，就让她在屋里面，说她身上藏有东西，确实她进去之前，她带了一个小手机，当时

立马把这个手机翻走，就因为这个把她臭打一顿，男的女的一起打，她长得很胖的，然后呢站在门口旁边，脱光了，光光的

身子站在墙边，然后那个门开了，就里里外外都有进出的人，她几个小时，她哭他们就抽她的脸，抓她头发往墙上撞，然后

往她身上各个地方都打，特别是女的进来，就是哪都打。 

你去想想，我心情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好不起来，我都难以想象，一个都是女人生的男人，还有女人生的女人们，你们怎么下

的了手让一个女人大白天的站在门口，跟示众一样，来来往往的人，就去看着她，而且对她的各种隐私地方评头论足，竟然

有的男人说这个什么....啊，是不是什么挺厉害呀，你想想我的员工的家人会是什么感受啊。 

2018 年 3 月 26 日 

【二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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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爆料变成娱乐！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xJUDzoqKts&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9f81a66-4b01-433d-907d-b16923e67a20 

1.爆料革命不能娱乐化【爆料革命】 

盗国贼特别是王岐山，孟建柱，孙力军，傅振华，他们害怕我们曾经爆过的料，如果他不害怕的话，怎么干嘛都要删除

呢？这些爆过的料和一些信息，（把它）变成西方认可的法律的证据，还有一个，如何跟西方的当地的部门展开合作。 

 

不要让我们的爆料，因为他们删除了，就变成了娱乐，更不能把文贵这个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爆料的证据和信息变成了娱

乐，或者被盗国贼在海外的伪类们用各种办法转移视线，让大家忘记，那是不可以的。 

2.社交媒体分散爆料革命关注度的假账号【爆料革命】【假帐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决不能把文贵爆料变成了文贵的娱乐爆料，卖国贼现在在 YouTube上，在 Twitter上，各种的，制造

各种的热点来转移视线。例如在 YouTube上更多的郭文贵的假的账号，然后每天的直播。这个转移文贵的视线，伤害文贵

的信用。然后呢更重要的事情，Guo.Media也是想尽办法传播谣言,让人家不去关注。那么他们这些转移视线和不让关注的

手段，就证明了我们的爆料是真实的，是对他们有威胁的，他们是恐惧的。 

3.私人企业家看清盗国贼的本质【私人企业家】【盗国贼】 

两会过去了，新的任命都出来了。傅振华都当了司法部长了，然后你看看这些整个分的蛋糕，说白了，就是把权力私有

化，都私有给谁了？下一步把全国人民的财富怎么给公有化，然后要通过这些盗国贼到香港绑架我们的合伙人曲国娇，怎

么绑架回去的，香港警察是怎么配合的，香港警察与政府是如何听从于他们，到我们，拆我香港的家，威胁我的员工，到

我们的律师事务所，非法拿走文件，等等等。以及在银行非法查封这些信息。 

 

警告所有的国内的私营老板们，让他们看到盗国贼的本质，他们对这些私营企业家们会做什么，正在准备的，我一定要，

更多的发生的事实和相关的人让他们站出来说话。让他们更加地明白，盗国贼，中南妖和中南怪会对中国的企业家下一个

五年，如何把财富给所谓的给“党化”，“党化”就是盗国贼化，放他们的腰包去。然后他们会出什么样的招，过去的我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让大家来看明白。 

4.郭媒体的意义【郭媒体】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网络控制，要关掉 VPN。这是他们的恐惧，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国内的同志们知道呢？那得通过

事实和手段。事实和手段就是正在调整，一，把 Guo.Media更好的正常的运转，Guo.Media一定要成为一个翻墙的媒体。

Guo.Media一定马上会有更多的新的技术的出现，而且更重要的事情，要发展援郭会更多的人使用社交媒体，那么更多的

人站出来讲话，然后把过去所有爆过的料的证据和事实，一遍一遍的更多的更好的办法传到国内去，让大家去消化，从过

去的大家根本不相信，到大家说相信，到彻底相信，到大家开始和自己的利益的结合，最后发展成行动。 

2018 年 3 月 27 日 

文广、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d4kiWiGkoaI 

文字版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079e3df-c6d4-478a-af5f-321c4ab4e268&K=%E7%94%B0%E6%83%A0%E5%AE%87 

1.海航要重组【海航】 

人家需要安排，勾兑，把自己的小弟弟，小孙子，私生子，私生女，然后钱呢再搬弄搬弄，然后给个很好的理由，让海航

回光返照，这叫重组，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然后换几个领导，然后国家派几个即将退休的人，瞒山过海，盗国贼的盗的

手段那是超出常人所想象的。 

2.王岐山将有几个大动作【王岐山】 

 岐山同志头两天说了，他要搞几个大动作。我都知道，在北朝鲜的事上，他要出头露面，中美贸易上要出头露面，然后

到中欧的谈判上出头露面，然后飞趟俄罗斯，再干趟日本，你看这自己就像猫狗大战那个猫一样，身上全是武器，弄完

了，然后啪回来一趟，王岐山，回来，那谁干的事啊，王岐山干的，党内那就拍着桌子吹牛了，敲着桌子吹牛，看看，我

怎么着，压停了怎么着，办什么事我赢了，怎么着，党内一片，哇，老王厉害呀，这就是人家老王，可不就是这样，原来

是救火队长，现在改了，现在叫救灾队长，就习主席的灾，灭习主席的难，帮助中国人摆平灾难，下面是救灾高手，你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xJUDzoqKts&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9f81a66-4b01-433d-907d-b16923e67a20
https://youtu.be/d4kiWiGkoa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079e3df-c6d4-478a-af5f-321c4ab4e268&K=%E7%94%B0%E6%83%A0%E5%A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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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吧，所有的宣传，委实啊，这些人啊，胡平啊，天下没有王岐山都不行，别说是共产党了，中国人没有王岐山活不了，

全世界没有王岐山活不了，然后外国的媒体都得说王岐山不愧是一个大将，天下难得的奇才，中国太聪明了。 

2018 年 3 月 27 日 

不允许任何证劵买卖方正股票为的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49Jqx77s0&feature=youtu.b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88e219-5ab4-40cc-b1e8-1049ae27b387 

1.方正证劵相关的公司藏着盗国贼洗钱的工具个信息【方正证券】【盗国贼】【洗钱】 

原因很简单，因为方正的里面有着方正科技，和方正几家相关公司里边，控制着国内的，盗国贼们的洗钱的工具和信息，例

如像上海银行，这都是他的战略合伙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控制着国内的网络媒体控制的科技，方正手里的源代

码，连中办发文的源代码就在方正科技的手上，所以他不可能让别人来染指，那么当现在，海外的你查一查方正股票在过去

3，4年香港交易量是最大的时候，他们马上下命令停止，为的就是掩盖盗国贼的洗钱，和他还没有完成的洗钱的目的，还有

要完成，不能让人家掌握他们的核心技术，但是恰恰说明方正股票价值远远超过现在。 

2.香港警察说郭文贵先生洗钱，恐吓购买方正证劵的人【香港警察】【洗钱】【方正证券】 

香港人全叫非法经营罪，天理何在，大陆有什么权利定香港人的非法经营，你的法是你的香港法，到现在，我的同事曲国娇

还在失踪中，听说这人已经被折磨得半死了，家人现在找不着，曲国娇现在还在丢失中，在我们公司里边，上百亿资产在她

名下，我们在香港的资产上千亿被你们控制，香港的警察竟然说我们涉嫌洗钱，涉嫌洗钱，查了 7，8个月你查不出来，香

港警察竟然跑到我香港员工家里，都是在半夜去敲门，把老人家吓尿裤子，把人家家女人吓得躲洗手间不敢出来。 

 

这就是香港警察，现在已经坏到这种程度，香港警察竟然把人这个按到地下室送给了深圳，到现在人找不着，香港警察已经

完全成了黑社会，这一年的堕落和罪行多么的可怕，竟然给各个劵商和警察去谈，如果你们敢让别人买方正股票，我就把你

们全抓起来。 

3.王岐山接下来的几个大动作【王岐山】 

我都知道，在北朝鲜的事上，他要出头露面，中美贸易上要出头露面，然后到中欧的谈判上出头露面，然后飞趟俄罗斯，再

干趟日本，你看这自己就像猫狗大战那个猫一样，身上全是武器，弄完了，然后啪回来一趟，王岐山，回来，那谁干的事啊，

王岐山干的，党内那就拍着桌子吹牛了，敲着桌子吹牛，看看，我怎么着，压停了怎么着，办什么事我赢了，怎么着，党内

一片，哇，老王厉害呀，这就是人家老王，可不就是这样，原来是救火队长，现在改了，现在叫救灾队长，就习主席的灾，

灭习主席的难，帮助中国人摆平灾难，下面是救灾高手，你看着吧，所有的宣传，委实啊，这些人啊！ 

2018 年 3 月 28 日 

香港黑警察与金正恩访华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tZM4IXzEM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2a05f87-e437-416c-b076-0bad4978ae33 

1.海外的写中国政治的报纸都是被喂的料【中国政治】【喂料】 

所有海外的想吃国内的政治饭的媒体，基本上都是被喂料的。主动掌握信息的钱，没有。 

啊这个大家一会儿说是金正恩，一会儿是金正恩的妹妹，到最后还搞不清楚。这个能看得出来，海外的所谓吃国内政治饭的

媒体，都是被喂料的。 

2.香港警察的沦陷【香港警察】 

那么从这几天啊，因为我都在忙活香港的事情，这个知道了更多的信息啊，这个香港，这个近你可以说一年来，被抓的律师、

会计师和在香港被查封的国内的涉案资产，不管是我们的啊，和被抓捕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几乎没有人敢言语，而香港上全

部都是警察，全出面，警察就这三招，第一，查你叫洗钱，第二，查你叫非法经营，第三，非常清楚，直接就给绑架。 

所有这些，过去一年中，被绑回大陆，被放回来，都签署了所有同样的保密书，回来不能面对媒体，不能对外讲，不能和当

事人讲，不管是我们的案子，肖建华案子，安邦案子，一堆的案子，这上百万的国内被抓的党员，涉及到香港的资产，直接

清家，抄家，跟大陆一模一样，就香港的沦陷，和警察超出了我们所有人想象的，就过去的伟大的香港警察形象完全不存在。 

而且到了一种黑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打人，骂人，弄虚作假，你比如说，把我那个合伙人曲国娇给丢失，到现在找不着，

你给谁说理去，香港的法律，竟然是到法院法官，大法官都说你告警察告不赢，然后我们是几百亿的现金，上千亿的资产，

和股票被查封，而且不仅如此，香港完全市场化的一个市场，大家都引以为荣的这种市场，竟然能警告所有的经营商，私下

给你谈话，你敢买股票就把你抓了，而且警察抓人都是往你家抓去，这种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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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过去的几十年前，最早殖民地以前的黑帮是一模一样的，敲你家门，把你老人孩子全吓住，但凡你家人在大陆有坟地，清

明节上坟，我好几个律师都是很早没过去两年，结果清明节上坟的时候被拦住，找其他理由关到黑屋，关完以后，然后在你

难受痛苦的时候告诉你不要再与郭文贵合作的事情。其他的律师呢，竟然也有和其他涉案人，跟我没关系的，也是同样待遇。

有的人直接进了黑屋就是一顿乱打，啊，打完你怎么了，下场就是我们的。 

3.香港警察用黑手段攻击郭文贵先生【香港警察】【攻击文贵】 

我也知道啊，另外一面，就香港的富豪，无人不把钱卷走的，能走的全走。香港现在除了大陆的这种情报资产，和国营资产，

基本上是一空港，这让我也非常之惊讶。从这件事上也看出了文贵的这个对这个事情和政治理解的这种狭窄性和无知。我还

一直是希望与抱希望与香港，不会那么快的堕落。 

 

因为我的无知，我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上千亿资产被查封，几百亿现金和股票，被冻结，而且冻结之那么长时间，我们还相

信香港有法律。现在是人始终，资产被非法查封，房子就找任何违建理由，未来我会公布出来啊，这个这个过程我都会公布

出来，这个资产的查封我也会公布出来，香港警察怎么抓人的我都会公布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两三年内，香港警

察是怎么用黑手段，来对付文贵的，对付所有这些商人的。这些天来我得到的这些信息，我都已经吸收，都已经消化不完了。 

 

2018 年 3 月 29 日 

文广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liomOb4aMqQ 

文字版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6c19cf8-a327-4c5f-91d8-70b22e719742&K=%E9%BB%91%E8%AD%A6%E5%AF%9F 

1.香港警察黑抓文贵的员工和钱【香港警察】【员工】 

"我们的香港的合伙人的名字叫曲国娇女士，当时是首先在办公室被带走的，带到了一个香港的警察局，好像是铜锣湾，然

后是待了 48个小时，我们的律师陪着，然后把我们的办公室的东西全部收走，硬盘资料文件全部收走，说我们涉嫌洗钱，

然后就让她回来了，300万港币现金担保，他借的是我们公司的钱，300万港币现金担保。再过了两周就是每天都有人跟

着，警察跟着，她该干啥干啥，她完全可以离开香港，但是人家没有离开香港，因为人家没有犯罪。然后两周以后香港的

移民局的警察来了，把她从办公室带走，香港的公民哪。带到了警察局，然后说这个，律师也在，说我们带你去香港北边

的一个区，然后去询问，说律师你先回去吧。结果律师就回去了。这个合伙人就消失了，到现在为止鸟无音信，鸟无音

信。后来就在这个深圳，就录了一个视频，旁边放着她的包，旁边冰箱一样的包，说郭文贵怎么怎么着，犯罪的问题。说

我自愿回国，到现在为止鸟无音信。这是她。那么我们的公司的律师，最起码和我们的公司，和基金公司，大概 30多个律

师在深圳过海关去大陆做业务的时候被拦住了，有的被关进了黑屋，还有的被打，然后把所有电脑里的资料不管跟郭文贵

有没有关系全部下载，下载完以后写保证书，不允许给记者说，不允许给律师事务所说，任何人不能说。说得话，就把你

的全家给抓起来。还有一些对律师说，“你去过东莞，我们有证据”。还有一些大陆家人在深圳的，我们有证据。这是这

些人，所以没有人敢吱声。另外一个香港的银行，主要是香港中银，香港建行，还有一个就是 DBS，兴展银行。所有的账

号大概涉及到 600亿的股票，当时的价值 1000多亿。还有大概三亿美元的现金。几十亿港币的现金。所有的账号包括私人

信用卡，包括所有的，一律查封。香港警察局查封的，原因很简单，涉嫌洗钱。人家说我跟郭文贵没有关系，他涉嫌洗

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没理由，他涉嫌洗钱，我想查你，就查你。说香港警察有权力把你人给查了，说你连饭都吃不

上，连吃饭钱都没有，那也没有办法，而且无限期。有人给我们举个例子，香港警察说你查查什么例子，我们查查，连饭

都吃不上还到法院告我们。" 

"我南湾的房子，说是违建，然后是一星期去一次一星期去一次，现在几乎是整个拆烂了整个房子，大家知道香港的房子从

过去的 80万港币一平米，到现在 150万了，我的房子多升值了 20亿。地政署查处，然后他们所谓的房地署啊，BD啊，每

星期都去查处，一去就是一，二十个人，全部拿放大镜给你看。房子给你拆了，银行给你查封了，股票给你查封了，谁给

你联络抓谁，谁当你的律师抓谁，到大陆的人消失"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为什么西方政府现在开始关注黑港警事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HpSHskRXeA&t=13s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1987a9f-8db4-4dd8-8f1c-9c84c1fa802d 

1.肖建华先生事件引起西方社会的威胁感【肖建华】【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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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连续这一周多来，都是和多国的政府部门，和以及一些基金在香港投资的部门进行了了解，这一点上可

以充分地能说明，就是说海外的，在香港的投资占了往中国投资的将近 85%，这些人听说了肖建华先生的事件，以及在香港

发生的一个个这样的事件，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事件。他们感觉到了对自己的威胁，而且有些基金公司也对我讲了，他们实际

上很多人涉及到了案子，也在大陆被失踪，被关押，被边控。他们非常地恼火，后来都是做了各种的妥协，做了各种的交换，

让大家都闭嘴，把人放回，然后都配合办案了。但是他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而且他们这些基金的网站

被黑客，律师事务所被黑客，他们的员工到大陆去，电脑被强行给拿走，然后内部的文件肯定被全部的复制，甚至有的人回

来以后电脑里面都有这种病毒软件，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呢，他们都跟”蓝金黄“弄在一起了，我告诉他们这就是”蓝金黄“的

一部分。一年以前我说这个，他们觉得我是神经病。就像说马航事件，说这个卖精子事件，现在很多人拿着这个去造谣一样，

因为他们不去说这个事情的背景，它只把这个事实攒在一起，到处造谣。那么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想通过其它各种事情去掩

盖事实，但是呢这毕竟都是法律行动。 

2018年 3月 29日 

回答战友们的问．香港警察查封我们香港 DBS银行．建行．中国银行的帐号用的什么法律手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0d4_3kLao8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f6915c9-9fce-432e-965e-c7385759f7ba 

1.香港政府完全黑社会化了【香港政府】 

香港整个证券市场，香港警察，和香港银监管理，金融管理，已经完全黑社会化了，香港政府是完全黑社会化了，香港立法

会现在那几个能说话的，有点正义感的已经通通被撵出去了，接下去香港同胞们，港民们，在九龙抓了你，摁了跪下去，3

秒钟，到地下室，就回大陆了，就在大陆了，都不用直接到深圳了，还有香港被抓那些律师，我现在要在这里公布啊。你们

不愿意出来，你们被他们威胁，但对不起，接下来我一定要公布你们这些被抓和被关，被虐待的这些律师名字，说不说在你

们，你们怕，为了香港人民知道真相，为了不出现更多这样的郭文贵，为了香港人民的钱，和香港孩子的未来，不被黑帮化，

不被这种想抓就抓，这个想到你家威胁你就威胁你，想把你钱封了就封了，任何理由没有。我必须要说，所以说在此先对所

有有关的律师说一声抱歉，接下来我会逐渐把有关能有的文件和事实，没有的我要把事实公布出来，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把

战场拉到国际上来，包括了香港和台湾，因为他们对我们非常重要。 

2..在香港只有完全被盗国贼控制的股票才能买卖【港股】 

查银行什么手续没有，然后方正的股票，大家可以问一下券商，如果你们拿基金去买，看他们让不让你买，不仅仅方正啊，

还有海通，只要是和郭文贵有关的基金公司，曾经买过的股票，都不能买，什么意思呢，大家去想想，在香港，只允许他自

已可以卖的股票，他自己要兑现的股票，你可以买，他不愿意兑现的，他要永远控制的，用来洗钱的股票，你不能买。这是

香港的市场吗，而且，香港的政府哪能没有人知道呢 

 

2018 年 3 月 30 日 

文广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S6haQYBPbhU 

文字版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c09d817-5478-47a7-9484-218c6d4fa330&K=30 

  

1.香港法律已经大陆化【香港法律】 

都会被他们顺手拿来，拿走你还连话都不敢说，大陆警察和香港警察，随随便便到香港任何一套公寓，到那去，把你保险

箱打开，警察的机器往保险箱上一摁，嘟嘟，自动门打开，打开以后所有东西拿走，然后啪给你恢复，一点动静没有，连

个指纹都不留，香港被搜家的，香港的执法黑屋，香港警察谁敢站出来跟我郭文贵，我敢和你对质法庭" 

"香港的建设银行，香港的中国银行，香港的新展银行，香港的渣打银行，他们是如何非法地，把账号没有任何理由地给查

封，把股票账号和基金给查封，证监会是如何地用黑社会的手段，威胁一个个的证券商，让那么多的人失踪，香港人，这

个香港本土出生的人，和海外出生的华人，甚至是纯粹的外国人。" 

  

2018 年 3 月 31 日 

文广、文斗整理 

文贵接受郭友之声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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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https://youtu.be/bDejqBBTez8 

文字版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18e6820-0089-4eaf-bb96-5547a86ecfc1&K=%E7%9B%97%E5%9B%BD%E8%B4%BC 

  

1.如何在西方传播爆料【爆料革命】 

所以说我们如何翻译的让西方人能懂，让西方人能明白其精髓，不是 100%的翻译准确，这是第一重要。第 2重要的我认为

还是传播方式。传播方式的核心就是，不是说一定就让多少人知道，而是让西方的什么人知道，这才是核心。 

 

2.盗国贼操纵方正证券、海通证券在香港股市禁止买卖【盗国贼】【方正证券】【海通证券】【港股】 

 方正证券，海通证券，主要是这两个核心证券不让买卖，他们是出于两种目的，第 1个呢，最核心的目的，...  因为

我是第 2大股东，在法律上我本来就应该有，但是方正从来不让我知道，我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的。那么为什么方正的

股东成了第 2大股东不能知道的信息呢？很简单，任何一个懂得股票交易市场规则的人都知道，这里边有秘密，什么秘

密？一定是见不得人的秘密。见不得人的秘密室方正证券不能让任何人去染指方正证券的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盗国贼包括过去的政治局常委，包括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和家属，有太多人在方正里边有利益了，或者说是

有犯罪的证据了。  

另外一个它到现在还是一个，可以说中南坑里面，这些妖和怪们洗钱的平台之一，同时他是北大，北京大学，重大的经济

犯罪的平台，他还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所以他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 

    它当初作为深港交易其中之一的股票是以洗钱，吸钱为目的的。那么作为现在来看，它不希望文贵你和任何其他

现股东增持股票，可能我就要超过第一个股东了，我就要全面按照法律全面来控制方正了。那它就不允许了，因为这个丑

闻就让大家知道了嘛，它也失去了洗钱和对外洗钱的功能。这是一个核心。 

…... 

    第二个大家要看到方正证券的本身价值。 

    方正股票，就你看到这屏幕下和屏幕上是完全两个世界。你看着它在往上涨，但它后台完全信息是不对称的。所

以盗国贼利用方正操纵股票，让它和实际价值不符，它有下一步的运作，因为他们等待着方正北大的大老板洗钱背后的操

作黑手们正在和新一届常委，新一届领导就像现在永不退休的王岐山先生的这波人进行新的勾兑。 

 

    勾兑之前价格必须打击，然后勾兑完以后必须要有成长空间，它得涨上去，要不然那不杀头了吗？还有郭文贵是

第二大股东，如果涨一块钱，文贵那就是二十几个亿，涨两块钱就四十几个亿，涨三块钱我可能就是上百个亿。上百个亿

或者说几十个亿就这么上去了，他们也不能让文贵得便宜，所以说呢还要执行他们对文贵资金打压，断掉资金的这个灭文

贵的使命，以上两点核心方正证券绝不让我再买多点股票，因为他们知道在海外我买的多的时候要求使用我的股东权利的

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个麻烦，很难控制。 

 

    另外一个就是说股价会涨钱，让文贵占便宜，还有一个就是失去了他们洗钱的功能。那么至于说他们对我有没有

影响，爆料有没有影响，可以这么说，肯定是有的，怎么会没有呢？因为我和很多基金，不是一个两个，目前他们找到四

个基金，明确地说你们不允许买方正股票。因为我们这四家大基金和我们签了协议，就是他们去买股票的时候如果我推荐

他们去买赔了的话，如果他要是赔了的话，降下来的话，那未来我会要赔偿。升了的话呢，我不要。那我就希望股票涨上

去。这样股票最佳是 15块钱。那现在是 6块多钱，翻一番的话是多少钱呢？那方正股票就过千亿了。现在才几百亿嘛。那

么这样情况下它不让买，暂时对我的交易是有影响，但对我资金上没有半点影响。 

 

3.有一笔资金一定会成为爆料革命的核心力量【爆料革命】 

有一笔资金是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核心力量的，第一是文贵准备的资金，第二是盗国贼们在海外的资金。大家很多人现在是

没任何概念，甚至就没有人真的去想这件事是否真的会发生，发生什么结果，我可以负责任地，这个海外盗国贼的财富是

巨大的，而且我们一定会通过西方的法律系统和手段会拿到这些资金。 

    这个资金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拥有，它一定会成为爆料革命还有海外很多华人和国内很多同胞们将会获得的巨大财

富。这个你们就看结果，这个钱你是用不完的，不是够不够用的问题，而且一定会拿到，只是数额的前后问题，他一定会

成为中国追求法治民主自由喜马拉雅的重大的经济支援，未来呢，我也会让我们所有的蚁神之国的小蚂蚁我们也要关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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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点，因为大家的调查和团结，这是很重要的，前期需要大家奉献，到一点的时候这笔资金会给大家很大的帮助，不会

让大家白白的付出。 

3.王岐山在股票市场上洗钱 25万亿【王岐山】【股市】【洗钱】 

王岐山先生，可以说绝对是当年的赵高，高俅，蔡京这样的人物，这在党内一个个盗国贼和过去的利益集团，做出来一次

次的在股票市场上的洗钱，25万亿，一洗就 25万亿，那是什么概念？不过瘾，这个时候要党内权力重新统一到所谓的习

主席名下，也就是盗国贼实际控制的党的党权名下。 

4.大陆尝试以警治港，就是以黑治港，越来越多的事情会爆发【共产党】【治港】 

关于香港啊，实际上香港本质的问题就是两个核心，就是现在大陆尝试的以警治港，以警治港就是以黑治港、这是翻版，

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在执行当中，这个执行会越来越多的事情爆发出来。 

5.大陆对台湾政策：统战先统民心经济大于核武器；台湾如做出错误的选择，将真正的永远消失【共产党】【对台政策】 

说到台湾，台湾实际上没有更多的选择，台湾啊你只有大家真正地看清楚。现在是对港台，特别是台湾实行的是什么政策

呢？叫做统战先统民心，这个经济大于核武器。 

所以说大家要看到、Sara你要看到这个统战的战略是什么，就是要统你的心，然后经济武器大于核武器，所以说你看到他

们战略非常之清楚。所以香港现在只有一条选择，你的心如何不被人家给统了，第二个就是核武器，绝对经济不能成为你

的核武器，如果这两个问题不搞明白的话，你就不用打了，你就一定输去了。 

….现在台湾的内贼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就是内贼，就是统心，经济核武器的结果就是蓝金黄。那么另外一个台湾有

个选择，选出强势的，具有法治的负责人的真的总统。我认为下一届台湾的总统选举和历史上所有时间不一样。 

台湾的下一个总统要么就是蒋经国，就让台湾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把台湾给出卖掉了，就是台湾的赵

高，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下一届选举前所未有，美国和西方社会是最最关注的，关系到全世界和全台湾人民的生存的权益问

题和正义的问题。那么国内，不用讲了，肯定是习近平继续当主席，王岐山当副主席，他们一定会在台湾问题上来证明统

治国内的权力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他一定是像过去的秦始皇一样，把所有的国内的民间的这种反对的声音和怀疑和经济的

灾难和虚假，所有的问题转移到港台上去，转移到日本方面去，转移到海外去，那台湾是最首当其害的地方。 

所以说台湾的威胁在下五年前所未有，机会前所未有。要么和世界勇敢地站在一起，拒绝统战之统心，经济核武器之侵

略，然后跪下来被人家给统战了，被人家给蓝金黄成功了。  

另外一个让台湾人民有法律，有正义，跟西方人站在一起。我认为台湾是不同不吐？？？，有一个永远的长久的这么一个

发展的安全的政策，受到国内，中国政府也没有别的选择，让台湾人民安全，这是人的基本的三力。第一力就是安全之

力，让台湾人民安全，然后呢西方世界让让台湾人民安全，保持法治和民主，这是我认为台湾的未来，一旦远离这个，台

湾将走向灾难，真的，那一刻就到来了。这就是我希望台湾所有的同胞们一定要同时、现在、马上准备好下个五年，灾难

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旦台湾做出错误的选择，台湾将真正的永远消失，因为他们完全低估了盗国贼对台湾的险恶和无耻的用心。根本不存在

什么兄弟之情阿，兄弟共同发展阿，什么我们是一家人阿。大家好好看一看，过去香港台湾给大陆的贡献，今天得到什么

样的结果你就明白了。从历史上看，从现实中看，和党内当了兄弟姐妹同胞看，台湾一旦彻底被统绝对灭亡。这就是台湾

人民要马上深思的，不要再自私，不要再内斗，不要再相互攻略,应该团结在一起，保护台湾的子孙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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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018 年 4 月 2 号 

【文蕾整理】 

吴晓辉如果要是王岐山外甥女婿结果会如何？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L8SgA_Zf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962f0af-9b68-4fee-8f35-bb34591e46fe 

1.文贵两年前就说吴小晖一定进监狱，接下来是马云、马化腾、许家印【吴小晖】【马云】【马化腾】【许家印】 

我在两年前我就说过，吴晓晖肯定是一定是进大狱的，对中国所有的商界的人，我预测的没有一个是错的。下一个他们问是

谁，我说下一个肯定是马云，马云一定会比吴晓晖还惨，这是肯定的。然后就是微信啊，接下来就是许家印，不可能允许一

个老板在这个中国的金融界产生所谓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你的财富能对他们有一定的威胁，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了解，凭

我对习近平先生和王岐山先生本人的个性了解，我非常自信的说，中国未来 3-5年那是私人企业家的灾难和牢狱之地，这是

肯定的。 

 

2.香港银行、股市将玩黑手【港股】【香港银行】 

那么关于在香港啊，他们很关心银行给了我什么手续，银行查封什么手续不给你，当你去汇钱的时候，银行会给你一个联络

人，香港的警察，说你的钱涉嫌洗黑钱，如果你有钱，请你找他，找这个人，这就是所有的手续，这就是香港黑警察。然后

呢股票，不让你买股票，任何文字没有，因为你买股票你必须找香港的券商，券商说你什么股票都可以买，你不能买方正，

不能买海通，就这么简单，什么手续没有。 

 

 

2018 年 4 月 3 号 

【文蕾整理】 

中国企业家都是盗国贼资本的代孕者！ 

直播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IvzV2xwzU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3cabe43-a112-48b1-8bda-b6241777c25b 

1.吴小晖绝顶聪明却又极度自私【吴小晖】 

“吴晓晖先生绝对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这个人是意志坚强，性格非常的孤僻和暴虐，⽽人非常的自私，绝顶聪明加上绝

顶⾃自私再加上执⾏力很强，意志又坚定，基本上这种人呢要么⼤起要么大落。中国私⼈企业家面临的共同点，就是中国是

两狱之地，地狱和监狱，证明了盗国贼们以贪反贪，以警反贪，以警治国......” 

 

2.吴小晖不为人知的一面【吴小晖】 

“吴晓晖的表面，他有一个所有人不知道的⼀面，第一，最擅⽤情报机构，第二，最擅⽤用红二代和红一代政治局常委家人

的⼥人，这个咱慢慢说，吴晓晖的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他能那么短的时间去能控制 10⼏万亿⼈民币，可以说在他⼿里边经

手的所有的副部级，正部级的官员，是大家没法想象的，那⾥的利益是没法想象的。” 

 

3.中国企业家都是盗国贼资本的代孕者【中国企业家】【盗国贼】 

吴小晖不能活，他活就有太多人的活不好，或者活活不了。所以吴小晖同志危矣 

 

2018 年 4 月 4 日 

吴晓辉的飞机上藏着＂核武器＂！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7cAgnt9X5Q&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96ae5fc-3756-4528-a546-3331bbf91b38 

1.吴晓辉案件的悲剧是由于自己和邓家相信了王岐山【吴小晖】【王岐山】 

吴晓晖先生是 2017年 2月份已经是公开被调查，他是 3月份第一次在美国得到了信息说中纪委王岐山已经成立调查小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L8SgA_Zf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962f0af-9b68-4fee-8f35-bb34591e46f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IvzV2xwz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3cabe43-a112-48b1-8bda-b6241777c25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7cAgnt9X5Q&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96ae5fc-3756-4528-a546-3331bbf91b38


 740 

由孟建柱和孙立军负责成立了专案组调查，得知此消息后，吴晓晖经过犹豫再三还是回去，当他在回去的路上，快走进中国

的领空的时候，他又接到了电话，这个电话是一个他的好朋友，同学打的，让他一定不能回去，得到消息，到机场就把他抓

了，所以他在机上立马掉头飞到了香港，这个消息当时我告诉了明镜的何频先生，大家可以查一查，明镜当时做了报道，但

没说那么仔细。 

 

后来吴晓晖，经过家庭的协调，邓家出面的协调，王岐山一口否认，没这事，胡说八道，小晖同志需要有些配合，但是没事，

回来吧，跟当时对付车峰先生是一样的。吴晓晖先生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没事，啥事没有，还是他老婆从北京，飞到了香港

陪她飞回了北京，啥事没有。 

 

过了一星期，所谓的专案其他案件需要配合，找了吴晓晖开始谈，中纪委和孙立军，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吴小晖感觉到不对

头，就多次给邓家表达，他们想整邓家，要整他，邓家说没问题，上边有承诺，绝不动你，高度配合，王岐山说绝对就是执

行一些案件的调查配合的命令，没有其他意思。 

 

吴晓晖先生上了这个当，太悲哀了，邓家相信上边，相信了王岐山，太悲哀了，这个盗国贼不仅能骗别人，也能骗自己。 

2.吴晓辉走向灭亡的两件事【吴小晖】 

他干了 2件事，注定了他一定走向灭亡。 

第一件事就是他和原股东和承诺的口头股东，也就是背后老板之间的算账。这个算账吴晓晖先生绝大多数是不认账，不认账，

背信弃义导致了这些股东包括陈小鲁，包括陈小鲁的很多朋友马上全都跟他翻脸了，吴晓晖家里的小萱，小霞和家齐，家曦，

你们都知道这个意思，家人你们都懂的，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 

同时他干了一个最傻的事，有人开始给吴晓晖先生谈买他 3大股票，第一民生银行，第二招商银行，第三重庆商行，1个 35%，

一个 15.5%，一个 10.35%，买这三个股票的背后是谁？江家，朱家，王岐山家海航，还有一家现在不好意思说，要买他东西，

吴晓晖是勃然大怒。你们想干嘛，我这值多少钱啊，你们凭什么买啊，你们强盗啊，我们是邓家，还玩那一套呢。 

 

我其中一个合作的基金，就参与了 2，3次谈判，在有一次谈的时候，在关键时候，吴晓晖先生的飞机上了两个 VVIP，这两

个 VVIP可以改变世界的命运，这两个 VVIP信息一旦被揭露出来，全世界大乱。 

 

吴晓晖先生犯了第二个错误，就让王岐山和这些要拿他财产的人，想不抓你，把这些东西都让给我们的人，盗国贼就是说要

以买代替抢的人，看到了吴晓晖，好家伙，跟外国这么高端人口沟通，还上你的飞机，还有这个人，他们害怕了，“那要吴

晓晖变成第二个郭文贵咋办呢？”这话就是王岐山的原话，王岐山先生你说没说你自己知道，说吴晓晖控制不住，就会变成

第二个郭文贵。 

3.吴晓辉勤劳的飞机上有什么秘密【吴小晖】 

吴晓辉的一架飞机勤劳到什么程度，一年飞 900 个小时，好友架飞机他用的和他家人用的也飞 800 到 900 个小时，为了这

个，怕坏了，没办法就又买了第三架备用机，一旦坏了就替换，24小时备用，这吴晓辉对家够好的了，但是就是这飞机给他

惹了祸，任何一个人能查出吴晓辉 2016年 10月份到 2017年被抓的时候，吴晓辉看他的飞机都去了哪，飞机上的是谁，这

就有大秘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谁跟吴晓辉签署民生银行 15的股票，和招商银行 10%的股票，重庆商行 35%的股票，股权

的转让协议，谁跟他沟通过，什么价格，这是吴晓辉案子的核心，第三个核心，惊天的秘密，吴晓辉手里面，在西方有重要

的东西，这些东西未来将是大炸弹，所以说吴晓辉先生的今天的所有的案子，是因为他在乎了钱，太自信与邓家的关系，上

了王岐山的当。 

4.吴晓辉一旦说出真相将震撼世界政治格局【吴小晖】 

这个案件背后惊动了世界级的动物，哈哈世界级的人物哈，不是动物，世界级的人物和巨大的利益，未来一个个信息的暴露

出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黑暗，中国政治家族之间的互相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人性的厮杀，和盗国贼他们的本性，嗜

血，嗜命，嗜钱，嗜性，一切都不要。 

 

他们是嗜血如命，嗜钱如命，这就是真正的盗国贼，为什么以黑治国，以贪治国，以警治国，以贪反贪，这是本质，什么都

是胡扯的，大家去看看，吴晓辉先生在这个中间绝对的谈判，有三个核心的人物，全是女的，这三个女的只要你弄不死，等

他们张口那天，就是盗国贼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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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吴晓辉先生的后半部分都是跟国际上来往的，而且他们一旦说出真相，世界的政治格局都会被彻彻底底的震撼，因为涉

及到最起码三到五个的国家元首和国家安全，咱慢慢看吧，吴晓辉先生的故事，绝对是刚刚开始 

2018 年 4 月 5 号 

文贵告诉您：吴晓辉的飞机上的牛人是谁！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iR9o7OcL8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f63cb11-d14e-4053-9549-2229dfa47afa 

1.文贵先生告诉你，吴小晖飞机上的牛人是谁！【吴小晖】 

这两个人，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这两个人现在可了不得了，他们要出什么事，对世界影响大了去了。......因为人家

是管理国家的”。 

 

2.陈小鲁死之前受到最大的刺激是他得到的信息【陈小鲁】 

吴小晖要么死刑、要么死缓，......还有一个全部资产没收。 

 

3.习主席叫王小宏当国安部常务部长【习近平】【王小宏】 

这次习主席叫王小宏当国安部的常务部长太伟大了，王小宏这人特别正派，他在河南呆过，此人极为正派，绝对是习主席相

信对的人”。 

 

2018 年 4 月 6 号 

王岐山抓吴晓辉是打邓家威胁美国总统的一箭多雕之计！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H2f73EZw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8d83363-d3b5-4ca7-a857-838c6b355c71 

1.王岐山抓吴小晖真正目的是想一箭双雕，打击邓家威胁美国现任总统，用心险恶。【王岐山】【吴小晖】 

最重要的是吴小晖这个人，他被抓起来的背后的真正的政治动机，吴被抓前几天，研究吴的案子的时候，王岐山听到下面说

吴在美国和新上任的川普总统家里有各种关系......，王岐山大骂，说一个吴能搞定的美国总统，我们有什么怕的，吴能搞

定的事情我们太多人能搞定了，就因为他搞定了，我们才要把他抓起来。也就是说，王早就布局对川普总统以及身边的人进

行蓝金黄，而且信心满满，非常看不起川普总统...... 

 

2.王岐山掏肛海航【王岐山】 

王岐山在吴小晖的事情上派出了自己的情人对海航进行了掏肛，了解情况，然后作为一个干掉吴小晖情报，......最后把他

的钱财全部拿走，......。 

 

3.中国对外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也会改变【中共对外政策】【世界格局】 

从 6月份，7月份大家会发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的突变，世界上将有世界格局的重大改变…… 

 

4.王岐山审问了吴小晖的干将【王岐山】【吴小晖】 

王岐山亲自审了 3月 27号在机场抓走的两名（女性）吴小晖的重要干将。 

 

2018 年 4 月 7 号 

吴晓辉在华尔道夫饭店的保险箱谁拿走了？吴晓辉与胡舒立-海航．是你么逻辑上的关系！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3iCFUMJuQ 

视频链接 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PWVaps_y0&t=12s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206b22a-bfff-4ea3-88d6-719e0748200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iR9o7OcL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f63cb11-d14e-4053-9549-2229dfa47af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H2f73EZw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8d83363-d3b5-4ca7-a857-838c6b355c7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3iCFUMJu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PWVaps_y0&t=12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206b22a-bfff-4ea3-88d6-719e07482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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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小晖是不是好人坏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吴小晖的钱去了哪里了【吴小晖】 

吴小晖是好人坏人不重要，吴小晖的钱去了哪儿非常重，为什么要这样的抓吴小晖非常重要，是什么人替盗国贼在包装造谣

吴小晖的案件，这个也很重要！是谁拿走了吴小晖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保险箱？这个也很重要！是谁需要这个保险箱这个更重

要！ 

 

2.吴小晖的资产最终会到谁的手里，如何走向的？胡舒立为何不爆海航、不爆刘承杰贯君、不爆孙瑶和姚庆【吴小晖】【胡

舒立】 

吴小晖的资产会去哪里，现在华尔道夫酒店很快又要卖给谁了？黑石！所有王岐山、孟建柱的资产买卖、海航的资产买卖都

会经过黑石，卖回去又归黑石，......吴小晖很多资产又要回到黑石了 

所有盗国贼不但垄断了所有国家的媒体，她还是专门的打手，有掏肛之嫌的嗡嗡嗡直叫 

 

3.吴小晖的被抓是政治陷害、报复、更直接的说是要掠夺其资产。【吴小晖】 

国内企业家们，如果说不抓海航，不抓陈峰，不抓王健抓吴小晖，这样对比就证明，‘以贪治国、以贪反贪、以警治国、以

黑治国’这就是文贵讲的重点中的重点，这就是没有法治的最好表现 

 

2018 年 4 月 9 号 

尊敬的战友们好：文贵为什么在华盛顿！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RfOWaLib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04ce1e1-8569-477e-8102-5d0e11d987cf 

1.主要是要和相关部门和人开几个会【重要会议】 

我和有关部门见面以后，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华人在西方的生活一定要守法，过去打着各种组织名义、幌子，在西方骗取各

种经费，民运经费的，美国人一定不会和你拉到的，包括到这里踩着美国的船，在中国捞着人民的钱，在这块招摇撞骗

的，......，干着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一定不会拉到的 

 

2.盗国贼无时不刻在分化海外的战友和打击真正的民主民运分子【盗国贼】【分化战友】 

现在盗国贼们在全世界各地在分化我们。......接下来我们大家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也会有更多的收获，意想不到的收获。

盗国贼的日子不远了，也不多了…… 

 

2018 年 4 月 10 号 

文贵谈见宝胜．与到底该不该反习！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bTJJ7Awv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be99a4-f7bb-440c-afc9-7a4bafa1c3eb 

1.坚信这次和郭宝胜的突然间见面，文贵意识到了郭宝胜这人是不是回到体制【郭宝胜】 

比如说，他强烈的强调，说很多人对你（指文贵先生）不反习，宝胜非常有意见，你的表态了，你的反习，而且很多人怀疑

你回到体制了…… 

凡事让我反习的，都是我的敌人，都是居心叵测，文贵绝不反习。 

 

2.郭宝胜竭力怂恿文贵先生成立组织，搞演讲【郭宝胜】 

让我很震惊的事情就是宝胜在昨天给我提出来‘郭先生啊，咱们要成立组织，要成立什么什么组织，要搞演讲’，我当时就

说了，我说宝胜先生，你千万不要提这件事情，搞组织，由共产党和盗国贼控制的咱们国家的机器就会对付我们，我们的什

么组织能扛得住他们呢？扛不过去！你去演讲，巡回演讲有什么用？ 

 

3.再次重申，战友们必须做到的三条【爆料革命原则】 

我再次重申的事情，郭文贵只请求我们的小蚂蚁们，战友们，兄弟姐妹们，传播文贵爆料，在力所能及，不影响生活安全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RfOWaLib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04ce1e1-8569-477e-8102-5d0e11d987c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bTJJ7Awv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be99a4-f7bb-440c-afc9-7a4bafa1c3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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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情况下，这是一，第二个，任何人不要有随便的所谓的个人行动，还有成立各种组织，和依附各种各种组织，一切这

样的后果，你自负！因为文贵负不起。你也不要拿文贵比。第三，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搞募捐，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怂恿别

人拿钱干什么事，或者是拿命干什么事，或者是让别人以安全自由为代价去干什么事，特别是不能以郭文贵爆料。这三点我

再次重申，这是不容许的。 

2018 年 4 月 12 日 

在华盛顿的两天行程，夏夜良会不会在自己的家庭旅馆里按摄像头！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X9oeEUI_U&t=266s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c3cac49-e079-43fb-b0d4-e13fa44a723d 

 

1.夏业良的三个笑话【夏业良】 

昨天和前天我在华盛顿的时候，听到了这么两三个笑话。说这个夏业良啊，在马里兰州他的房子搞那种家庭旅馆，在网上叫

Airbnb的，Airbnb那，结果北京来人了，人家就查了一下，马里兰州，David Xia, 人家也不知道是他, 就去了. 去了以后

啊，到他家就住进去了，别提了， 让他给敲诈， 这要加钱，那要加钱， 一幅粗鲁之极。为了他的家就像进了黑店是的，

就差没炖成人肉包子了， 这要赔钱，那要赔钱。而且这谁也不行，那谁也不行 ，不但不行，而且极为粗鲁。人家给他套近

乎，说谁谁谁也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 他根本就不搭理，根本就不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跟他熟的人，住到他家里

去了 ，结果把什么给他碰了一下， 打电话骂人家，这个 Airbnb，我听说这个事以后，我已经跟我的律师说了。我说要像美

国政府检举揭发他。我怀疑这个店里边有问题，而且有人在他家里边，觉得很不舒服，老担心她屋里边有摄像头，因为夏业

良在北大的时候听说，我听朱善璐说的，朱善璐当面跟我说的。这家伙就有专门窥视女孩的毛病 ，这是为啥他在北大专门 

找那些农村考上来的女孩子，给人家补课。而且也曾经传说 他给人家安摄像头， 窥视人家别的女学生。这小子开这个家庭

旅馆，我是很不放心。有些人那，为啥我就是纳了闷了，而且我听说很惊讶的事情，还是很有身份的人， 也不差那点钱， 

住那个家庭旅馆干嘛去？ 家里边又不打扫卫生，脏乎乎的。 而且每次都搞那么不愉快，敲诈勒索， 他跟李洪宽是一号人，

这两个家伙。 就是敲诈勒索， 蒙骗所有， 然后有极大的心理毛病和窥视癖。 

 

2.陈军说杨建利认识文贵是他介绍的【陈军】【杨建利】 

我跟杨建利先生认识的时候，根本就不认识陈军 。杨建利先生是我跟何频先生认识不到一个星期 ，何频先生介绍认识的我

跟杨建利先生 ，联系上以后，我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你看那个 杨建利先生到我家来吃饭照相， 我都没有说过，从来不说。 

不该说的话，文贵从来不说。 结果陈君说是他介绍我认识的杨建利先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怎么

可能？就这种谎，他也撒。（阳光太照了）就这种慌，他也撒。就这种人还搞什么革命，这不是神经病吗 ？ 

 

3.接下来要依法惩罚伪类【伪类】 

    接下来北京那边有多方跟我联系 ，要提供夏业良的那些线索， 因为夏业良的很多东西， 在我的一个硬盘里面， 在硬

盘里边， 现在被香港的警察给收走了， 我们最近可能要拿回来，我们拿回来， 我把它公布了夏业良的事情。再一个， 博

讯，西诺 ，李洪宽， 胡平，陈平就这种人 ，都要靠证据，靠法律 ，去惩罚他们，因为 实在是这些人，我再次发现 ，他

们对我们华人， 欺负得太厉害了， 就是吃同胞，坑同胞，骗同胞 。 然后还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 可悲可耻！ 不怕你不

搞民主自由法治， 就怕你假搞民主自由法治。 这是悲剧，文贵一定让这些人，得到美国法律对他们应有的惩罚。所以大家

务必小心了，看来这些坏人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但是呢我们对这些老鼠们，大家要记住， 不要再上他们

的当了。  

 

4.杨建利、韩连朝值得文贵尊敬【杨建利】【韩连朝】 

    关于杨建利先生， 他怎么帮我呀，我帮他还差不多。 杨建利先生是一个博士， 他在民主自由法治方面的贡献，我认

为 我是非常的敬仰和尊重。 他的为人我也是非常的欣赏， 跟他之间， 还让他来帮我，这纯是胡扯的事情 。这个杨建利

先生，韩连潮先生， 这都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人， 我觉得他们为民主法治自由是真的 奋斗，真的努力，真的做事。 值得

我们去尊重和合作。 

 

2018 年 4 月 12 号 

内涵段子是中国民主法治自由的新纪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X9oeEUI_U&t=266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c3cac49-e079-43fb-b0d4-e13fa44a72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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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gSLMh2tRQ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5192e78-0ada-4a59-b3ce-b13ae28b8063 

1.内涵段子将开启中国民主、法治、自由的新纪元！【内涵段子】 

“內涵段子的內涵是什麼，內涵就是反對獨裁，反對乌托邦，追求法治，自由和民主。反對愚昧和無知。他們用的手段是什

麼，現代化的科技，信息時代的手机所有能用的一些軟件和信息工具。而且他們是掌握和創造者基一身的新一代。不但如此，

這些孩子們還相當的了解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也更加的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還有金融。可以說中國未來

的一二十年，核心的命脈都在這孩子手裏控制。現代化的飛機場，現代化的所謂的高速火車，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電腦操作

啊，現代化的中國的各種認證系統。現代化的國防和現代化的科技都在這孩子手裏邊兒。這些孩子之間能聯絡的能力和技術

手段，和他們內心裏邊說純潔的那種向往。這種力量是任何力量，是無法比的。” 

 

2018 年 4 月 13 号 

文贵为什么要爆杨洁篪的料！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FE_KUIBe4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ce27073-1a73-4551-90ed-2fe830bd04dc 

1.海南成为自贸区，海航要有地【海南】【海航】 

他说海南要成为自由贸易体，海航现在那块要有地呀，弄了几块，海航现在有人给他放水，说你看新加坡大马西，何晶啊，

李显龙老婆已经去了。 

 

2.与科技为敌的党和个人一定会灭亡【科技】 

咱们将有重大的科技，将研究成功，他们什么也不关注，不仅仅是卫星 WIFI大家走着看，一个与科技较量，一个与科技为

敌的党和国家和个人，一定是一个结果，灭亡！ 

 

2018 年 4 月 14 号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Ft5tdCsyQ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20c325d-40f1-4283-a248-68c791d9a577 

1.美军对叙利亚定点打击【美国】【叙利亚】 

根据昨天美国的盟军们，对叙利亚实施了手术式的，精确的定点打击！ 

 

2.美国搞定朝鲜、叙利亚、伊朗后会兵陈南海【美国】【南海】 

在中朝、这个美朝、美叙、美伊，有了这个突破试的发展以后一定是兵陈南海，兵向南海。中国南海，这是肯定的。一到中

国南海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复杂化了，真正复杂化了！......”“民主法治自由，这个力量太大了！中国的未来，谁都挡不住！...... 

 

2018 年 4 月 16 号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RZ4viP-rs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13958088745/Guo20180416.pdf 

 

1.王岐山要来美国？【王岐山】 

“王岐⼭来不来美国，还不一定呢,还在游说呢。一定来，他得来。他不来怎么忽悠习主席呀，习主席那里，他得忽悠他呀。

“美国我⾏行行，到美国去，这事我王岐⼭搞得定。还有我的⾼燕燕，高盛，⿊石，华尔街，那就我⾏了。别⼈谁能行啊?”

这玩意儿吧，吹死牛也没有人找他去。吹牛吹的比较⼤了，都⽤社交媒体吹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gSLMh2tRQ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5192e78-0ada-4a59-b3ce-b13ae28b806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FE_KUIBe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ce27073-1a73-4551-90ed-2fe830bd04d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Ft5tdCsyQ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20c325d-40f1-4283-a248-68c791d9a57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RZ4viP-rs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13958088745/Guo201804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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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方老先生说的【方老】 

“路德采访的这个⽅先生啊，他说的很多东⻄文贵是不敢当的。但是⽅方先生谈的有两点我觉得⾮常震撼，就是这个⼈对历

史上的文化的了解，以及对盗国贼的本质的了解，我是听得懂的。我必须向他说，我得认真点，我向他⽼人家，我给他拜上

三拜。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话大家不爱听，爱听的话，我给你讲基本上没有用。他说精英都在⼤陆呢，都在共产党的队伍里

边。这话也对也不对，按⽐例吗，我觉得真正的精英还是海外和国内如果是 1比 1的讲，在海外，在台湾，在⾹港。如果 14

亿⽐这 6000万，那当然都在大陆了。” 

 

3.王岐山要开辟自由岛了，海南将成为自由岛【王岐山】【海南】 

“海南，王岐山厉害吧，王岐⼭给海海南搞成了自由岛了。但是历史上自由岛骗了多少⼈人，坑了多少人。海南自由岛就充

分的证明了乌托邦就是一个骗子，盗国贼的本来的⾯目。处处骗人，骗了多少年了，弄不弄就来，海南那个地⽅培养了多少

腐败分子，培养了多少企业家......” 

 

2018 年 4 月 19 号 

文贵谈明镜！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FPN1cJxE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14625114113/Guo20180419.pdf 

1.断播门一周年【419断播】 

“419”一定会成为⼀个伟⼤的⽇子。它将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件会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2.再谈明镜【明镜】 

“何频先⽣生多次找韩连潮先生，韩连潮先⽣是海外我所⻅过的最⽼实，最可靠的华人。哎哟给人家说，韩连潮先⽣急了。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说的不是事实啊，袁建斌来给我说这个，怎么这么说，不对呀。”郭⽂文贵没钱了，郭文贵早晚得被抓

起来。郭文贵是饶不了的，他的一切的大势都结束了。你看王岐⼭山书记怎么怎么样。”结果，好嘛，最后我差一点被这个

包装好的，被包装好的夜总会的⽼老老鸨子，外边是一个医院 title的,救死扶伤，明镜医院。差点⼜把我送回去，⽼地⽅

方去，差一点。结果⻔口还站着一个陈军。就这么点故事，哪有那么深奥啊!......” 

3.文贵先生五味杂陈【文贵有感】 

“今天乌托邦和盗国贼们绑架了我们 14亿人⺠民，绑架了整个十四亿⼈民的良知和未来。也毁掉了我们的过去，正在毁掉

我们的现在。任何有良知的⼈都明白，我们该做什么。” 

 

2018 年 4 月 19 号 

接受路德采访 1（路德采访、龚小夏连线）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ZMnc8wVaVs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44119459879/Guo20180419VOA.pdf 

1.盗国贼遣返文贵的计划【盗国贼】【遣返】 

“现在美国的华侨也好，华⼈人也好，在⻄方都被蓝⾦黄，或者⾃自己自愿蓝⾦黄。但对⻄方政府的统治或蓝⾦黄，大家很

难想象。但是从我的事情上就完全暴露出来了。一个司法部⻓的⾔行举⽌状态完全在跟中共现实勾兑中。⽽这个是在什么情

况下呢?是在我们的断播⻔门的前前后后。他那个是从四月的 1号到 12号，15号，17号，19号一直到六⽉月的 5号，都是

在密切的沟通中。为什么刘延平能说出张晶是沉默的⼒量?......怎么样?被我们控制了吧?VOA搞不成吧?我们的是沉默的⼒

量，我们的李东同志亲自坐镇指挥，启动了我们的沉默的⼒量。他爸爸都是我们的⽼同志!VOA 断播事件就证明了，盗国贼

在美国的蓝⾦黄⼒量超出常⼈之想象。⽂贵这个事情背后，我即将公布的文件对美国 FBI司法部对等所有的部⻔门甚至包括

⽩宫，包括国务院，那是超出常人想象。这⾥规划的把⽂文贵(送走)的⼏个⽅方案，从 notfly，不能⻜行，有飞⾏立刻给你

抓起来，不可能⻜行。把我送到阿布扎比，阿布扎⽐再把我送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再卖给中国。你看这蓝⾦黄多少国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FPN1cJxE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14625114113/Guo20180419.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ZMnc8wVaVs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44119459879/Guo20180419VO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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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可怕的事情，记住，中国答应释放 6000个所谓的在中国的间谍。还有两个⽐比杀人犯还更重要的人，先释放。把六

万个在美国的华⼈遣返回中国。更重要的事情，⾥面的⽂文件写到，⾹港政府同时会宣布郭⽂贵持有香港护照的身份，香港

会宣布郭⽂贵涉嫌持有香港的旅⾏证件⽽犯罪，⾹香港要求美国遣返。这⼀系列可以看到，美国 lobbying公司和天天能和

总统打⾼尔夫球的人，以及和所有的美国司法，FBI各部门，监察部门，移民局，全都有沟通。这就是蓝⾦黄的程度超出了

常人的想象。......” 

 

2.盗国贼深入渗透美国，想用 2000亿美元把文贵换回去【盗国贼】【遣返】【海外渗透】 

“所以小夏你是⼩白兔也⾛进了司令部了。你不知道 AOV埋下了什么雷，你就是专业，带着你的兄弟姐妹来采访我，我还拒

绝了，东⽅先⽣多次沟通，好吧，我就来吧!结果一来不要紧，因为你采访，我的家⼈被抓，因为你采访我，你职业被停了。

甚⾄我们都面对的很多的生命危险。所以你看这些文件，人家压根不放在心上，你有⼋个翅膀你也飞不起来了。这是两国多

国的⼒力量围剿一个郭⽂贵。要的就是消失!闭嘴!所以美国的政府的被渗透和美国各个层次的被渗透是超乎想象的，包括一

个 Twitter......” 

五千五百万美元。五千三百万美元的成功费。⽼百姓能想到吗?这是司法文件呢!所以现在很多⼈谈论郭⽂贵事件的时候，但

凡有一点良知的人，你要问一问?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大的本钱，对待法轮功的李洪志，对待令完成都没那么⼤动静，对待郭

⽂文贵是万倍亿倍的功夫。他们交涉 2000 亿美元啊，要 2000 亿美元把郭⽂文贵换回去这是什么代价?所以小夏，VOA 事件

的断播是上天给了你的一个使命。让你揭开了在美国沉默的⼒量的⼀一个缝儿，从这个缝⼉可以看到⾥面丑态百出的真实景

象，所以这个意义非同反响。” 

 

3.盗国贼打着习的旗号公关推特、油管等，李东全面指挥断播事件【盗国贼】【419断播】【李友】【推特】【油管】 

“我们是有很多证据的，因为我们正在走法律程序，所以有的是可以通告的，有的是不可以通告的，但是我简单跟你说所有

的从这个文件来看。ericsbroidy这个公关公司他和他⽼老婆相当厉害。他们通过尼⽇利亚签合同就几十亿，其中关 Twitter

就是几千万美元的成功费。关掉 YouTube可能也是几千万美元。他们打着的名义都是习近平要求这样做的。⽽事实上所有的

命令呢其实最⾼指挥是孟建柱。孟建柱下⾯是谁?就是孙立军和吴征。还有是李东。李东是全⾯指挥 VOA和张晶把你们断播

的。然⽽这些，李东和这些人都是孟建柱的铁杆儿。所以说，孟建柱我最早的一个视频爆的说，孟建柱到中东国家，有⼈问

他，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我百分之百的我的。人家问伊朗呢?他说，伊朗领导的孩子都是我管的，即使我退休了，

他们也都听我的。人家说 joylow 的钱怎么办，他说 joylow 的钱我们替你还，没问题。孟建柱的这种狂妄，他不是瞎吹牛

的，他是真的!” 

 

4.因申请政治庇护退掉所有护照【政庇】 

“你真厉害，刚才我就给你展示了一点，你就看清楚本质了，不愧是做记者的。⼀个记者半个间谍，这真是敏锐的眼睛。你

看了那个信上写得很清楚，郭文贵是以⾹香港身分申请的政治难民。那时还没有申请政庇。我是这样，我有多国护照，说实

在话，你们无法想象，别⼈给我护照的时候那都不是白给的，哪有⽩白给的东西。给了护照，由于申请政庇，都要挨个退回

去，在退回去的时候跟每个国家联系，很复杂，都不退，人说，你还留着吧，但是法律说必须退。那么每个呢都是人家外交

部给我一个涵，说:我们收到郭⽂贵先⽣要求退掉护照什么什么号，我们接受了。我的律师到驻美国他们的国家领事馆办一

个⼿手续，退掉⼗几个护照啊，退掉没有那么容易易，⼼也疼啊。但是我现在什么护照都全部退掉了，同时我申请政庇，大

家要知道，我不不是为了所谓的拘留才申请政庇，我也不是为了在美国获得身份申请政庇，我申请政庇至少符合美国政庇是

为了政治安全。我是让美国知道我在这⾥是受政治迫害的。希望不要得到中国的政治迫害。我在美国拘留是太容易啦。我有

那么多护照都是合理合法的，而且随便什么合作，我都能合理合法呆下来，但不受美国政庇的保护。我申请政庇不是身份拘

留的需要，而是政治安全的需要。那么所有护照我全部交回，⼀个也没有了，现在只剩下美国政治庇护了。我申请政庇不是

身份居留的需要，是政治安全的需要......” 

 

5.第一次披露刘志华被捕的情况【刘志华】 

“上次我看到你都想问的，由于受到沉默⼒力量的压制，欲⾔又止，光按照他们的指示问问题了，所以打断了，这件事情有

2个核心，1.它比你们想象的复杂，那是一场胡锦涛和上海帮，王岐山一场较量中的重头戏，我成了一个牺牲品，一个工具。

关于往上送⽂文件，这事不是重点，那个时候我想去中南海就去，不用打电话，⾛到⻄门口，或者北门，再打电话都来得及，

说进就进，我也可以直接进出锦涛的家，没有问题，敲门就进，不存在不让进的问题，随时可以送。但是后来我这个信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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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部，⻢建先生，还有吴冠正的中纪委合作，我上⾯整个专案组的⼈很有意思，组长吴冠正，副组长令计划，监察部部

长⻢马⽂文，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何勇，何的权利利当时都⼤大的不⾏了，还有 6室的主⼈人刘绅，他不参合战情，他下⾯面

有个女的韩桂平韩处长，下⾯面的联络⼈人孟会青，这个案⼦子背后都是政治，案子执行背后的是安全部部长马建，还有副

部⻓长邱进，也是其中之一，安全部耿部⻓长全⾯面参与，然后 8 局(侦查局)副局长，17 局副局⻓，还有 3 局的人都参与

了，那次动作极大，第一次抓捕的时候啊，是 4⽉月份，到北北⼤大楼下的清华同⽅方⽟玉都夜总会，抓刘志华，抓⼩小姐

的时候，⼏几⼗十台河北北廊坊检察院的⻋车，是我带着对讲机在前⾯面喊，结果他们就冲过去了了，⼩小姐出来噼⾥里里

啪啦就摁，这个时候胡锦涛的⼉儿⼦子胡海海峰就出来了了，他的办公室清华同⽅在 21楼，22楼是刘志华的北京市政⼯工

程公司，那一整层，刘志华每天晚上停车场到 3层，然后到 11层夜总会唱歌，玩，有时候也吸点粉，然后带着⼥孩上楼，

22楼睡觉去，大卧室，一半是他的卧室。那天抓人的时候，胡海海峰就从楼上下来了，他们过去就把胡给摁在地上了，我就

拿对讲机喊，抓住了，这个不是，结果把胡放⾛了，这是 4月份就发生的事了，到 6⽉月 6号才抓了刘志华，我接触专案组

成立的时候是 2003年年底，要过年的时候，说将近 2年多的时间，我跟他们办案，所谓的办案，10⼏20⼏台车，一会儿挂

这特牌，一会儿挂那秘牌，咖啡厅，茶馆吃了⼏几百家，装神弄鬼，抓这个，抓那个，然后有两次去夜总会，有次领导咵站

那儿，当着我的⾯把那小姐 200个叫来站在那儿，领导一站，一看，左边第三个，你来月经了，走人，唉，我说这哥们儿神

啦，然后右边第五个你也来月经了，走人，哎，我说这够神的，在这个夜总会我呆到凌晨 2点，我说领导咱查刘志华腐败案，

跟这有啥关系啊，他说记住，这是我们办案需要，这⾥边有线索。大事件（七）关于高辉，令人心酸的回忆……文贵先生的

原话：“⾼辉先⽣这个临死前，我在香港与马健部⻓见⾯的时候，喝得淋汀⼤大醉。我俩摔跤，打拳，他⽼是不服，但每次

他打不过我，摔不不过我。就是最后一次摔跤还把他肋骨摔断了。带着我上了船，到⼋一驻港部队大楼前⾯，我们俩⼜在喝，

喝得都哭 

2018 年 4 月 19 日 

【文蕾整理】 

接受路德采访 2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rKNthJdbI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6428190-574d-45ae-a6df-437a2b823d4b 

1. 蓝金黄、现任司法部长勾兑中共、沉默的量、6000间谍，文贵家人被抓，2000亿美元换文贵【蓝金黄】【灭爆小组】【迫

害文贵】 

现在在美国的华侨也好，华人也好，在西方都被蓝金黄，或者自己自愿蓝金黄。但对西方政府的统治或蓝金黄，大家很难想

象。但是从我的事情上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一个司法部长的言行举止状态完全在跟中共现实勾兑中。而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我们的断播门的前前后后。 

 

为什么刘延平能说出张晶是沉默的力量？……VOA断播事件就证明了，盗国贼在美国的蓝金黄力量超出常人之想象。 

 

美国 FBI司法部对等所有的部门甚至包括白宫，包括国务院，那是超出常人想象。这里规划的把文贵（送走）的几个方案。 

 

有飞行立刻给你抓起来，不可能飞行。把我送到阿布扎比，阿布扎比再给我送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再卖给中国。你看这蓝

金黄多少国家这里。 

中国答应释放 6000个所谓的在中国的间谍。还有两个比杀人犯还更重要的人，先释放。把六万个在美国的华人遣返回中国。 

你不知道 AOV 埋下了什么雷，你就是 专业 ，专业，带着你的兄弟姐妹来采访我，我还拒绝了，东方先生多次沟通，好吧，

我就来吧！结果一来不要紧，因为你采访，我的家人被抓。……这是两国多国的力量围截一个郭文贵。要的就是消失！闭嘴！

所以美国的政府的被渗透和美国各个层次的被渗透是超乎想象的。……对待郭文贵是万倍亿倍的功夫。他们交涉 2000亿美

元啊，要 2000亿美元把郭文贵换回去这是什么代价？ 

 

2. 哈德逊，推特，脸书、油管全被收买、孟建柱是最高指挥官、王子没有背叛我、为了政批退掉所有他国的护照、政批是

政治安全的需要。【政庇】【孟建柱】【灭爆小组】 

在美国之音断播之后，你也被哈德逊研究所断播了，也被 Twitter也被油管 Facebook被所有这些断播了。 

erics broidy这个公关公司他和他老婆相当厉害。他们通过尼日利亚签合同就几十亿，其中关掉 Twitter就是几千万美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rKNthJdb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6428190-574d-45ae-a6df-437a2b823d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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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费。关掉 YouTube可能也是几千万美元。 

其实最高指挥是孟建柱。孟建柱下面是谁？就是孙立军和吴征。还有是李东。李东是全面指挥 A OV和张晶把你们断播的。 

而事实上所有的命令呢其实最高指挥是孟建柱。孟建柱下面是谁？就是孙立军和吴征。还有是李东。李东是全面指挥 A OV

和张晶把你们断播的。然而这些，李东和这些人都是孟建柱的铁杆儿。所以说，孟建柱我最早的一个视频爆的说，孟建柱到

中东国家，有人问他，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我百分之百的我的。人家问伊朗呢？他说，伊朗的领导的孩子都是我

管的，即使我退休了，他们也都听我的。 

从文件上来看孟建柱指挥了整个这一套。阿布扎比的王子五月十五号访问川普，下来以后叫王子亲自说：郭文贵是有我国护

照，他犯了罪，请你 do me a favor，把郭文贵遣送到阿布扎比。 

他们要求王子说这句话，然后川普的公关只要川普说 yes！ 就马上办！这边就有成功费，两边都说好了。那边 jo low 所

有的协调阿布扎比。这边 jo low 通过阿布扎比协调川普，等川普说 yes 就搞定了，司法部门也搞定了，移民局也搞定了，

移民局的抓人的也都同意了。把我暂时放在一个地方，然后送到阿布扎比，阿布扎比拿到钱把我送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把

我送回中国。 

那天王子还好，没有背叛我没有说 could you do me a favor，没说，过了这个之后他们又给 steven wyn 写了封信，然后

川普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人家白宫的史蒂文班农，还有律师说还有 F B I说这个人是绝对不能送的。 

一. 他已经申请政治避难 

二. 这个人不能碰，对我们美国更有价值。 

孟建柱直接干预美国司法，吴征，还有 andy  broidy，还有背后的这些人还有美国政府的多个人都是掺和在一起的，jo low 

他是美国的通缉犯，jo low 竟然指挥着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门。 

这个蓝金黄的力量是多么大，而且能掌握美国政府的这么些文件每一分每一秒的行动，所以这里面蓝金黄已经不叫 lobbying

了，他是彻彻底底的植入了美国心脏系统的这种间谍系统腐败。你看看这事实，现在你想想你的蓝金黄断播什么概念了吗？ 

我有多国护照，说实在话，你们无法想象，别人给我护照的时候那都不是白给的，哪有白给的东西。给了护照，由于申请政

庇，都要挨个退回去，在退回去的时候跟每个国家联系，很复杂，都不退，人说，你还留着吧，但是法律说必须退。那么每

个呢 都是人家外交部给我一个涵，说：我们收到郭文贵先生要求退掉护照什么什么号，我们接受了。 

我不是为了所谓的居留才申请政庇，我也不是为了在美国获得身份申请政庇，我申请政庇至少符合美国政庇是为了政治安

全。我是让美国知道我在这里是受政治迫害的。希望不要得到中国的政治迫害。 

 

3.中国国安系统控制海外【国安】 

张越确实是一个可能很多人无法想象他是个什么人， 他的外号叫 “张帅”，也叫“少帅”，人确实很帅， 气宇轩昂。 

过去在公安局政保处，就 64那时候， 他跟傅政华， 林强，马建副部长， 这所有人，形成了中国从 64之前到现在， 中国

大政保的圈 ， 所有大政保就这几个人，64， 海外民运，国内特务， 海外情报网都是这几人关系。 

他骨子里对民主， 民运每个人都是很爱惜的，我这是发自良心说的， 说到每个人的时候都是侃侃而谈，林强不是爱惜， 他

恨不得自己搞民运去了。 

张越是林强扶持起来的兵，但是他们本质不一样， 林强骨子里就绝对是个民主， 民运人士， 张越很不得民主民运都跑出

去。从这点看，马建副部长他轻易不说太多，但他希望海外民运能出个大人物 ，期望值很高，我认识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恨

民运人士，害民运人士。 

我觉得张越这个人品是非常好的， 有正义感， 也有江湖习气， 因此在党内， 盗国贼容不下他， 把他灭了。 

 

4.再提刘志华【刘志华】 

能再提一下和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旧案吗？ 

上次我看到你都想问的 ， 由于受到沉默力量的压制， 欲言又止，光按照他们的指示问问题了， 所以打断了， 这件事情

有 2个核心，1. 它比你们想象的复杂，那是一场胡锦涛和上海帮， 王岐山一场较量中的重头戏， 我成了一个牺牲品， 一

个工具， 关于往上送文件， 这事不是重点， 那个时候我想去中南海就去， 不用打电话， 走到西门口， 或者北门， 再

打电话都来得及， 说进就进， 我也可以直接进出锦涛的家， 没有问题， 敲门就进， 不存在不让进的问题， 随时可以送。 

但是后来我这个信还是和安全部， 马建先生，还有吴冠正的中纪委合作，我上面整个专案组的人很有意思 ，组长吴冠正，

副组长令计划，监察部部长马文，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何勇，何的权利当时都大的不行了， 还有 6室的主人刘绅，他不参合

战情，他下面有个女的 韩桂平韩处长， 下面的联络人孟会青，这个案子背后都是政治，案子执行背后的是安全部部长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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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副部长邱进， 也是其中之一，安全部耿部长全面参与， 然后 8局 （侦查局）副局长， 17局副局长， 还有 3局的人

都参与了， 那次动作极大。 

 

5.高辉先生是怎么死的【高辉】 

郭文贵：这个，这个，你问我这个撩到我伤心处了。唉！一到这个，我梦见高辉先生我总是以泪洗面。高辉先生啊！这个，

这个，这个(心)不舒服。高辉先生这个临死前，我在香港与马健部长见面的时候，喝得淋汀大醉。我的俩摔跤，打拳，他老

是不服，但每次他打不过我，摔不过我。就是最后一次摔跤还把他肋骨摔断了。 

带着我上了船，到八一驻港部队大楼前面。我们俩又在喝，喝得都哭一塌糊涂。这个人不允许说共产党半个坏字，也不允许

说人民警察半个坏字。真的象电影一样又红又专的布拉维克。啊，但是这个人，真的是啊，最后被傅政华，王岐山生生的给

弄死了。 

就是抓马健部长的第三天就把他给抓起来了。跟我的员工关在一个地方。我的员工回来以后跟我说，高先生在里面就是骂，

大骂，然后打，打完再骂。最后呢他是脑癌，检查出脑癌了。就把高先生送到北京医院一个 6平方米的房间。你去想想 6平

方米是什么概念，医生见他都要经过专案组批准。然后呢，该上药不上，最多三次偏不让高辉先生吃饭。我们的孩子偷偷从

窗户外扒开，扔去，扔床上去(食物)。 

就这个人折磨了一年，就这种情况下去了！就是专案的人掐高辉脖子在这病床上，他戴着双手套，就掐着脖子。唉呀！这真

的太惨了。 

 

 

2018 年 4 月 19 日 

接受路德采访 3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HzLkvYvIw 

文本链接： 

无文本 

2018 年 4 月 20 号 

文贵将爆中南坑里的老婆．女儿！的性丑闻！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gnK3BdUGI&t=17s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e17b780-c49d-4530-bca7-26a1731d4fc4 

1.埃里伯里、史蒂文快要完蛋破产了【埃利伯里】【史蒂文】 

纽约时报爆出了埃⾥伯⾥如何作为一个共和党的募捐人，财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叫史蒂⽂快完蛋了破产了，性丑闻，这哥

们也是犯罪分子。......共和党的两⼤金主怎么和吴征孙⼒军还有孟建柱王岐⼭，倾一国之⼒通过⻢来西亚孟建柱的私⽣生

子和⻢马来西亚政府和阿布扎⽐腐败美国司法部。然后游说川普总统和白宫，以几百亿美元的身价，⼏十亿美元的公关费用，

牵扯到了数百人的现任官员。不惜一切代价出卖美国利益，要把文贵送回中国。现在我⼿里有 380张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

盗国贼对美国的蓝⾦黄是多么的严重，对于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多⼤的威胁。因为文贵导致的蓝⾦黄计划的暴露，那将来在

美国政治历史上那会是了不得的。...... 

 

2.何频也是一个伪类【何频】 

多少次⻅过明镜何频。为什么何频到最后把我这样实质的恩人，我的恩人⽤善意的感恩，变成了感恩过了火。我就昨天举一

个例子，一个被绑了的少女在妓女院里被人出卖到解救少年的医院，结果就进了了贼窝，⼜给卖给了假警察，盗国贼。为什

么何频先生到处游说郭文贵早晚被抓回去，很快就被抓回去，远离郭文贵，和陈军同出⼀辙。到底和吴增是什么关系，有着

什么样的交易易。⼤大家慢看，⽂贵的爆料大戏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牵扯到中国的党政军各种利益集团，为什么⻢云也参与

了。 

 

3.将会爆中南坑家人的料【中南坑】【爆料】 

我接下来就爆你们中南坑⾥里面⽼婆和女儿是多么的淫乱。只有过之没有不及。你们怎么对付郭⽂文贵的时候我让天下⼈人

都看明白，这⼏天我对美国⼈说你们看他们是怎么对付我的，看这个文件，我该怎么对付他们。所有人，美国的欧洲的日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HzLkvYvI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gnK3BdUGI&t=17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e17b780-c49d-4530-bca7-26a1731d4f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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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说你做什么都不为过。只要在法律范围内，我对着中南坑你们的⽼老婆孩子我一定要开炮。我慢慢会把这些文件翻译

成中文，一张一张给你亮出去。怎么这些人利用郭文贵盗取国家财富的，你们为了了郭文贵⼏十亿⼏十亿美元的骗，孟建柱

弄了国家几千亿。孟建柱的私生子女在澳⼤利亚有这么多钱你们不不查，王岐⼭、姚明珊、姚庆有这么多钱你们不查，刘城

杰他爹你听着我不爆你是给你⾯子，但是你们这么对付我就别怪我对不起你了，我不但要爆你爹还要爆刘城杰的妈，N个妈。

你走⼀一步我要⾛十步，咱们⾛走着瞧。 

 

2018 年 4 月 20 号 

文贵在此庄严地严肃地向中南坑里的某些：妖和怪们．致以衷心的道歉，文贵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uo8XOV2G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e6b4a33-8792-4e4e-923c-5b7c8268152b、 

 

1.没有上天的眷顾和帮助，⽂贵活不不到今天【文贵有感】 

那么从 2014年，包括我离开⾹港，如果没有前一天，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是谁给我打电话，说文贵你马上离开，如果说 2013

年年那⼀天，我不马上离开，我真不知道是谁，我不可能活到今天，包括 2015，2016，我都躲过了好⼏次，很重要的关键时

刻，包括我到美国，2017年，四月份到美国来，关键出来傅政华，傅⽼三提醒之外，还有其他人也给了我信息，否则我也活

不到今天，往回看也是挺吓人的，但是我今天想，这个人的身体还是很厉害的，我一想去年这个时间点，跟美国的运作，中

东的运作，马来西亚的运作，孟建柱私⽣子...的运作，还有我这个朋友来，现在我都对上了了，就激灵一下子，哎，我说

怎么回事啊，⽼有这个症状，过了九月七号以后，到现在再也没有过，这个事情啊，⾮非常有意思，没有上天的眷顾和帮助，

⽂贵活不不到今天，我真是太相信，头顶上⾯面有太多神灵了了，没有这个各⽅方神仙罩着我活不不到今天，...... 

 

2.文贵为了正义尊严和上天而战，决不妥协【文贵决心】 

你们看到了文贵到现在没有图谋任何⼈一分钱，没向任何⼈伸出⼿，永远记住，我不会为了利益⽽战，另外一个，你支持了

我，我不会有任何政治图谋，这点你们放心，还有，⽂贵不会为了名义⽽战，我只为十四亿中国⼈民的正义和尊严而战，为

我受侮的家⼈人朋友员⼯合伙⼈而战，为支持我的上天而战，决不妥协！ 

 

 

2018 年 4 月 22 号（一） 

文贵要射向明镜的 10个问彈！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ZQquWdbnS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83acc5-f4f6-4b99-a9cd-a41e76f3b09b 

1.十问何频【何频】 

你在香港出郭文贵爆料这本书，是不是你出的?你从来没有给我商量过。我说过吗?这本书你赚了多少钱?咱们这件事要说清

楚。 

第 2个，所有的跟我的联系，还有每次采访几乎你都在场，你都说你不在场，你发推说你不知道，这个那么多的人，小平同

志可以作证。这个你撒谎，同时你应该把每次采访所有咱们两个的 Wh4tsApp的联系，你亮出来。你不亮，我亮。 

第 3个，有一次你发银⾏账号，你发错了，发到了我的 Wh4tsApp上了。这个账号是干嘛的?这个账上有多少钱?你⾃己亮出

来，你不亮，我亮。 

第 4个，你不是说你和陈军没合作吗?然后说没合作，有合作公司，合作公司没合资，合资没合作，合作然后说这不等于就

全⾯管理。何频先生，你亮不不亮?你不亮，我亮。 

第 5 个，你不是找杨建利利先⽣站台吗?再找⼏个!你多找几个，杨建利先⽣不够，他也没说啥，他没有说你没有给他打电

话，他也没有说你谈没谈我郭文贵，有种你让杨建利先⽣出来说一说，他有能说出来这话，说，”从来没有打电话，从来没

有说过郭⽂贵的电话?|”那好，那就是我和杨建利利先生之间的事情了。你再找几个出来，把你那个胡平，还有什么你那个

陈军，还有谁呀?还有什么那个⼥的叫什么莲，既然说了，就让咱们⽼百姓都知道知道。 

第 6个，何频先很重要。你和吴征，是你最早，谁介绍咱俩认识的，你怎么介绍吴征和陈军的，陈军他俩的俱乐部，他不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uo8XOV2GM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e6b4a33-8792-4e4e-923c-5b7c8268152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ZQquWdbnS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83acc5-f4f6-4b99-a9cd-a41e76f3b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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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作吗?那个俱乐部合作了了，你得到了什么?还有，吴征和你其他有没有交易? 

第 7个问题，就是多维的事情，于品海的事情。还有那个什么什什么路的事情。既然社会上一直在说，咱们就说清楚。陈军

有没有参与你多维的事件，这事你也可以问杨建利先生，可能杨建利先⽣也知道。是吧?这是第 7个问题。 

第 8个问题，何频先⽣生，在我爆料到现在，你有没有跟中国的官⽅勾兑过，谈过，什么爆，什么不爆。你说不不说?你没

有证据，我说! 

何频先生，咱们现在非常关键。你的所有的员工，都经历了我们所有的爆料，包括上船上，我的船你用的是最多的，上船上。

你也从来没说过。在船上所有发⽣过的事情，还有那天给阿⾥巴巴马云发信息的事情，还有和陈军的事情，你都经历的事情，

你也站出来说，你要是不说，那么我说!这是第 9，哎呀太多了吧! 

第 10，何频先生，咱俩要聊⼀聊，谈一谈，明镜到底现在投资人是谁?(河南⽅言)中不中?中不中? 

2018 年 4 月 22 号（二） 

文贵报平安视频盗国贼新的一波行动。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bLg6QjHT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5cd9f78-c827-40bc-902c-ffec53470408 

1.共产党用尽手段伤害文贵 【中共】【文贵】 

通过各种手段在美国，黑道白道，要伤害⽂贵，然后通过国内控制的机器，他们就是⽼鼠扛枪窝⾥横，就对付咱们国内的战

友们，然后抓啊，威胁啊，判刑，不允许说郭⽂贵这三个字，更不允许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在里边搞，同时要通过国内司

法机构对我各种构陷，大家去想⼀想，盗国贼什么招没用，郭文贵强奸，郭⽂贵在国内的账上搁了几百个亿，你不让还账，

你让那些施工单位，(我们也不是同意付钱)跑到美国来缠诉我们，找所有的什么 PA啊，各种案子来缠诉，然后来搞各种蓝

⾦黄，把沉默的⼒量全搞出来，...VOA断播，董克⽂诉讼，然后什么郑介甫也来，谢建生也上。”“把曲龙十五年的罪犯给放

出来，也咬文贵，然后到中东去，说我的坏话，然后到了美国来，找了这么倾一国之⼒蓝⾦黄，花几千亿美元来搞⽂贵，在

香港把我的合伙人员⼯给绑架回去，到现在还消失，然后我在香港的房子被政府⼀天天找麻烦，几⼗个人，然后让所有能控

制的海外媒体全部闭声，就连明镜也闭声了，明镜一开始接受我爆料，叫正义，何频先⽣说，郭⽂贵同志需要发声，这是一

个起码的良⼼平台，现在呢，郭⽂贵叫构陷，郭文贵在爆料叫构陷。所以说现在盗国贼有多疯狂，什么招没用。 

 

2018 年 4 月 24 号 

在重庆公安认罪的陈氏兄弟是现任常委秘书的家人！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MMXX-34D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1036f98-d4bd-4513-bb55-1a87e8804c9a 

 

1.陈氏兄弟很有背景【陈氏兄弟】 

关于这两位陈氏兄弟啊，绝不不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俩的背后的故事可是⼤了去了，所以这俩位兄弟，我在这先说抱歉

了，这事让你们受苦了，同时给家人带去问候，你们不要紧张，我相信他们也知道他俩是什么身份...... 

 

2.陈氏兄弟的文件来自中南海【陈氏兄弟】【中南坑】 

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到大就是对乌托邦，对共产党，那是看不惯的啊。而且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真正的有良知的啊，不

是那个所谓的搞募捐的那些民主⺠民运⼈士，是非常有良知的追求中国的法治⺠民主自由的⼈士。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他那个

文件，肯定来⾃中南海，而且就在现任的常委当中办公室出来的...... 

 

2018 年 4 月 26 号（一） 

在西香格里拉酒店被抓嫖娼两位歌星是谁？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ooe9gOEF8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49970645022/Guo201804262.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bLg6QjHT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5cd9f78-c827-40bc-902c-ffec5347040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MMXX-34DM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1036f98-d4bd-4513-bb55-1a87e8804c9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ooe9gOEF8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7949970645022/Guo2018042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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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陈氏兄弟的通话信息被篡改【陈氏兄弟】 

“他们剪辑的我和陈⽒氏两位兄弟所谓的通话，在我把 100%录⾳音推出去以后，事情完全变了味了。这 50多家媒体都在找

我，要所有的证据，我现在告诉你们啊，我特别开⼼心，他没有把陈⽒兄弟弄出来以前啊，我这⼿手机都删了，最后重庆吹

⻛会以后，我马上拿着手机到了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恢复，结果一恢复啊，我才发现，Inst=gr=m，Wh=tsApp全都恢复过来

了，这⼀恢复过来，我就做了了法律认证，⼀一认证。” 

2.在香格里拉酒店被抓的两位歌星是谁？【香格里拉】【歌星】 

文贵先生的原话：“大家别忘了，杨洁篪三 P的料，还有王岐⼭山同志⼩视频，傅政华先⽣家人海外的资产，孙⼒军在海外

的资产，现在的常委，还有刘承杰的爹，刘承杰的妈咱都慢慢来，大家记住我说的话，让敌⼈把招出完，我不能说在⻄⾹格

⾥里拉，在 1998年还有 2000年之间，北京市公安局当年抓别⼈的时候，抓到了歌星，男歌星，超牛的歌星现在，现在是中

国排前⼏名的，和另外人被抓了了，在⻄香格⾥里拉酒店，抓了以后，这个⼥的现在可了不得了，这个男歌星现在也了不得

了，但是，这事情并没有在地球上消失，大家慢慢来......” 

 

2018 年 4 月 26 号（二）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无）（文字链接是自由灯塔 2018-4-26文章）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8174680481792/Guo201804261.pdf 

 

1.中国是制造虚假信息的大国，以此加强指控和迫害、戮杀异己人士。【中共污蔑】 

“中国制造虚假信息加强指控中国异⻅人⼠。中国政府本周加紧进行了长达数月的造谣诽谤，目的是压制流亡的中国富豪郭

文贵。针对这位身家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最新指控，重庆西南部的一个⼤大城市的警⽅指控郭⽂贵雇了两名男⼦伪造 30

份党内文件。陈志煜和陈志恒兄弟被捕，并在警局发布的录像声明中声称他们制作了 30份文件。中国过去也曾使⽤用过类

似的新闻发布会，并录下了了虚假的供词——利利⽤用虚假和误导性信息来诋毁对⼿手。当局也使⽤用酷刑和强迫逼供。周

二，⾃自称是中国内幕人士的郭⽂文贵否认了了中国的说法。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向陈提供了了中共的文件，让他鉴别⽂

文件的真实性。” 

 

2.CCP称文贵为“犯罪嫌疑人”并发起一场国际宣传活动【中共污蔑】【文贵】 

“⼀份由一个中国的官员发布的报告称，郭是中国政府史⽆前例的诽谤运动的目标，目的是要抹黑。报道说，中国官⽅媒体

称他为“犯罪嫌疑人”，并发起了一场国际宣传活动，包括释放⼀名前高级情报官员的录像，指控郭腐败，并将视频上传到

YouTube 上，称其为“关于郭⽂贵的真相”，以抹⿊郭⽂贵。这起假情报活动包括中国在⼗月份派出四名中国安全官员前往

纽约，向郭施压，要求他返回中国。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本来是准备逮捕这些官员的，但被国务院阻止，因为他们担

⼼这会破坏中美关系。” 

 

3.郭先生向陈志煜和陈志恒兄弟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陈氏兄弟】 

“著名中国专家亚瑟沃尔德龙说，中国在重庆的⾏为似乎是虚假的。“郭先⽣绝对有货，”沃尔德⻰说。“否则中国不会陷⼊

恐慌状态。”“如果文件是伪造的，那么他们没有什么可担⼼的，”他补充说。“毕竟，他们拥有所有的原始⽂文件，而且很久

以前就可以检查这些文件是否属实了。他们做了吗?他们肯定做了。” 

 

2018 年 4 月 26 日 

在西香格里拉酒店被抓嫖娼两位歌星是谁？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ooe9gOEF8&t=35s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7d20847-e056-4f4a-8e16-9626efebfe7c 

1.和陈氏兄弟的通话恢复，重庆公安便做假案【陈氏兄弟】【重庆公安】 

他们剪辑的我和陈氏两位兄弟所谓的通话，在我把 100%录音推出去以后，事情完全变了味了，这 50多家媒体都在找我，要

所有的证据，我现在告诉你们啊我特别开心，他没有把陈氏兄弟弄出来以前啊，我这手机都删了，最后重庆吹风会以后，我

马上拿着手机到了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恢复，结果一恢复啊，我才发现，Instagram，WhatsApp全都恢复过来了，这一恢复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8174680481792/Guo201804261.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ooe9gOEF8&t=35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7d20847-e056-4f4a-8e16-9626efebfe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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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我就做了法律认证，一认证，太有意思了，重庆市公安局搞得什么李庄案啊，过去的，还有什么文强被死啊，还有王

立军啊，重庆公安就出杂碎，就出假案的地方。 

 

2.阿里巴巴在贵州的大数据；陈氏兄弟的谎言【阿里巴巴】【贵州大数据】【陈氏兄弟】 

我在此要感谢战友们给我发来的关于微信，和阿里巴巴的有关信息，我们要的就是阿里巴巴卖假货，收集大信息，收集战友

信息，阿里巴巴在贵州的大数据，还有一个微信随意的关闭战友微友，比如我有好几个被它关了，收集这些微友，战友的信

息，大家有证据再继续给我发，这两个美国推动的听证会，至关重要，极为重要， 

大家看到了陈氏两兄弟，我给他们开好了账号，准备了 5000万美元，大家记住了吧，重庆公安在会上第一没说专员是谁？

第二他没说那个卷宗是要的谁的卷宗？第三，陈氏兄弟认识我是 2017年 5月，我是 2015年 9月份申请的政庇，所以不存在

那个搞政庇的事情，第四，陈氏兄弟所说的在加拿大因为孩子有自闭症需要治疗，这是谎言，加拿大的孩子治病和上学都是

免费的，更重要的大家要看到，陈氏兄弟是加拿大公民是怎么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去的，给抓起来的，然后电视认罪的，更重

要的事情，大家要看到一个核心，文贵为什么要给他**5000万美元。 

 

3.盗国贼的私生子及海外资产【盗国贼】 

接下来文贵将有一系列的行动，大家别忘了，杨洁篪三 P的料，还有王岐山同志小视频，傅政华先生家人海外的资产，孙力

军在海外的资产，现在的常委，还有刘承杰的爹，刘承杰的妈咱都慢慢来，大家记住我说的话。 

 

4.西香格里拉被抓的歌星【歌星】【西香格里拉】 

在 1998年还有 2000年之间，北京市公安局当年抓别人的时候，抓到了歌星，男歌星，超牛的歌星现在，现在是中国排前几

名的，和另外人被抓了，在西香格里拉酒店，抓了以后，这个女的现在可了不得了，这个男歌星现在也了不得了，但是，这

事情并没有在地球上消失。 

 

5.亚美尼亚事件值得深思【亚美尼亚】 

现在整个国际环境是什么，看看南美，看看非洲，凡是今天反中国盗国贼的，反乌托邦的，所有的竞选者全部当选，亚美尼

亚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思考的问题。 

 

2018 年 4 月 28 号 

金正恩是我们学习的坏榜样！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to8t_beKU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8190853586944/Guo20180428.pdf 

1.路德采访林教授，因为其妻子害怕中共政府的迫害，直接叫停！【路德】【林教授】 

“昨天路德先⽣的访谈节⽬因为美国的林教授一个中国的妻子，在采访当中突然给停了，啊哈哈哈哈，然后他妻⼦子说‘我

害怕，我害怕。太多⼈被这个迫害了’......” 

 

2.金正恩的范儿告诉人们什么都得有实力，得有你的核武器！【金正恩】 

“我们的爆料，没有核武器级的料，没有这样的勇气，你啥也办不成......你以为盗国贼不知道你⼿里有什么，不知道怎么

能搞重庆的事，能搞⻢健同志出来认罪，能搞那么多⼈出来认罪，让刘彦平到美国来他就到美国来?他俩录音我还没放呢，

我慢慢，你们看到像昨天路德采访，吓成那个样子，断播，全世界蓝金黄，......” 

 

3.世界格局随着爆料革命的不断变化也发生着变化【爆料革命】 

“我们不希望有第二个伪朝鲜，更不希望有中国的盗国贼，再有未来的所谓三年，全世界今天在非洲国家已经有百分之五十

一的国家都是民选的国家了。凡是非洲民选的国家一律都是反中共共产党的，反盗国贼的，全赢。只要反就赢，南美，现在

哪个国家只要反中反盗国贼中共的，赢！欧洲在⼲嘛，欧洲在像⽼鹰一样脱掉⽼的茧⼦，正在复苏中，美国⼈都在唤醒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to8t_beKU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515165839045951488/635158190853586944/Guo201804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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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9 号 

文贵与战友聊天！ 

文蕾、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H_HEjyHxo 

文字链接：（无，白杨听写） 

 

开场白“5000 萬美金推特公司（xx，没听清）是真的嗎，是他們不都已經播出來了嗎，5500 萬啊，把我帳號兒給我 Black

掉了啊！......”“100萬人民幣（xxx听不清），此時此刻剛剛結束，楊潔篪先生在科威特啊，要搞那個我給陳氏兄弟的 5000

萬美元啊，然後還要這個這個，這個方正方正。”......“楊潔篪抓我把柄，我抓他把柄还差不多，我沒把柄，你郭叔最牛

的就是沒把柄，有把柄早完了，人家折騰咱幾年了，現在是造把柄。方正股票拿好多年了。......。馬雲現在，我在今天直

播裏邊兒，拜託各位啊，拜託了，首先感謝你們發來的所有有關微信呢，還有阿裏巴巴那些信息，那麼接下來大家任何人啊，

希望你們把這個有微信的拉黑掉，你們的還把你信息整丟的，還是有什麼這個這個違法的和這個照片丢失的信息丢失的，還

有馬雲那些給你們這個開網店的，這些情況賣假貨的證據，請可以發給 Sara，發給 Sara啊，發給 Sara。” 

1.瑞安平打电话给文贵【瑞安平】 

文贵先生的原话：“瑞女士挨骂的事，我也很惊讶，非常惊讶，大家可能是无法想象，我是昨天早上醒来我才知道日本东京

这个事儿，原来我是模模糊糊，没往心里去，那天瑞女士给我发信息，我正在开会，我赶快出来听听，听到哭声，把我吓了

一大跳，这个事过去吧，我也发了声明了，袁红兵先生和宝胜先生和向霖先生，这三个人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这三个人是

我们的兄弟，任何情况下大家不要去攻击他们，也别骂的那么难听，我心里很不舒服，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他们这三个人

和别人是不一样的，都可以理解，夫妻有时候还闹离婚呢，我太太就两次跟我闹过离婚，坚决跟我离婚，不要我了，然后他

要净身出户闹了七八天，现在不是还好着呢，33年了，夫妻还闹离婚了，那有啥呀？五个手指还不一样长呢，自己的嘴还咬

舌头呢，宝胜不要批他，他是老实人，你批他干啥呀，宝胜就是喜欢钱，有点太喜欢钱了，他也没钱是不是，有时候也糊涂

点，人是好人，别这么样，......” 

 

2.建盘古开天地和娘娘庙的传说【盘古】【娘娘庙】 

“草根如果不是草根的，我们都走不很长，我们的基础还是草根，大家一定要记住草根，大家上网查查当年盘古建造的时候，

建造水立方的时候，确定水立方地址的时候，当时副市长刘志华，开着奥迪 66866密码车，在那简易房子里开会，突然间，

在奥运村东北方向龙卷风就来了，当时我的办公室在慧忠北里那个地方，在东边我那是个独立小楼，我看到阳光明媚的出现

了一个旋风，龙卷风刷刷刷就去了，到了鸟巢那里，鸟巢刚出地基，把鸟巢就给卷起来了，然后转向到了水立方后面的临时

办公房，就把那房子给卷上天空去了，就那么卷着飘啊，吓死人了。然后就到了娘娘庙那，我的车就顺在那，当时北四环还

没全通呢，往西边走就是盘古现在的北辰西路，我在北辰东路往北辰西路走，看着龙卷风要到娘娘庙，要把娘娘庙给卷了，

就到娘娘庙一层铁皮，你看那个录像，马上停下来所有房子给移平，然后还死了人，结果就到盘古他停了，如果盘古不停，

他上边八个塔吊，一转圈那不跟射箭似的吗？如果在娘娘庙不是当时停了，你想那是什么感觉？吓死了啊！所以说到现在看

起来这个神奇是无法形容的，绝对要相信我们人类是太渺小的了。金泉和盘古替员工考虑一直经营着，大连专案组从开始每

张纸都不让动，所有文件查封，每个员工不能和我联系，所有付钱都要向他们报告，两三周前去了，过去 20万要报告现在

改成十万，然后又决定十万花之前要报告。......” 

 

3.香港黑法，文贵家被查，香港的问题已是文贵的话题【香港】【文贵】 

文贵先生的原话：“香港你说黑暗吗？香港已经黑的不能再黑了，我香港南湾的房子，香港政府以查违建为名，我家旁边的

违建将近一半还多，我家后面的违建一倍还多，旁边的违建两倍还多，我举报没人管，然后查我违建一次去 20多个人，找

我香港的员工，威胁他们别给郭文贵工作了，这小子涉嫌洗黑钱，涉嫌犯罪与国家为敌，劝说人家离开，一个给我做担保融

资的人，警察冲到人家的办公室去，律师办公室还冲到银行去，说郭文贵洗黑钱，你说香港警察现在一下子堕落到了，简直

是比几十年前还坏，香港真的是完了，我们员工发工资的银行，竟然给我们的员工打电话，问你们这个钱是干嘛的？是从哪

来的？还重申我只是个人问你。香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盗国贼太疯狂了。” 

 

4.有关龙脉之说、大伯托梦和蛇的故事【盘古】【龙脉】【上天之力】 

“为什么在龙脉上盖大厦？文贵当初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必须把盘古盖起来，而且叫龙盘古，大家看看当年的裕达，我从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H_HEjyH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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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所出来 91年，我建造河南裕达的时候，裕达是，丰衣足食走向幸福，我在看守所，被饿坏了得先吃饱饭，才能搞革命，

才能有理想，才能孝敬老人，我必须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另一个含义是警告我必须有实力，就叫欲速则不达，告诫自己，不

要暴露，要潜伏在官场里，学会和当官的打交道，我基本上不和生意人交朋友。欲速则不达，在我基本上翅膀长硬了，我就

要在龙脉之上把糊涂的变清楚，开天辟地。我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秘密，大家上网去搜一搜，从盘古酒店的尾部有一个功能

是量距离的，从那个距离拉，你拉到北京大剧院，大剧院是一个裂开被挣开的弹，是一个重生的龙蛋，也可以说从坟墓里走

出来，现在还在坟墓里没走出来，你看裂开的那个缝，从盘古的龙尾到大剧院裂开的那个缝，大家看看是多少米？看看多少

米就有意思了，中间跨过了什么？中间跟北海的那个白塔，然后中南海江家大院，过去毛主席的院，现在是习主席的院，还

有原来胡家的院，大家好好看看那个关系，你们会震惊的，我告诉大家 2008年以前，我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个

梦，梦见了我过世的大伯，他说，孩子盘古的对面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看那亮的地方，你也不好好看看，还有你从小就信

佛，你知道这跟佛有什么关系吗？非常清楚，我是过继给我大伯的，我大伯一辈子没结婚，我父亲就哥俩，我在想，太清楚

了，我从来不会用 googleearth，我到了办公室，我就想这个事儿不对劲儿，这个梦太清晰了，我就开始摆弄那个 google，

居然让我弄出来了，距离出来了，让我发现了里边三个秘密在这个龙脉之上，现在还不能说，把我给吓坏了，突然我想到当

年在 2001年的时候，盘古大观，当时发生的奇事，在 2001年年底挖出来两只蛇，一个黑蛇，一个白蛇，其中一个蛇让施工

队的人给打死了，打死蛇的人清土车给砸死了，另外一个蛇，我知道以后就把它放生了，放在香山的卧佛寺，2009 年的时

候，这个蛇竟然真的是回到了我们盘古大观，而且爬到了我住的院的上边去，我这都有录像，它爬到了门上边，他们跟我说

以后我说千万别打死他，我从楼上跑下去，把它装到框里，大家都给他磕头，这些都有录像，我们把他装到篮子里还盖上毛

巾，又送回到香山卧佛寺，你说神不神吧？我们盘古就像龙盘古，你说这两个蛇其中一个，被打死那个是雪白雪白的，这就

是盘古的经历。中间还有几个神秘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说，所以说，盘古开天地，这是谁也改不了的，咱有使命，深信不疑，

天意不可欺，很多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5.盗国贼对全世界的威胁和对中国人的威胁【盗国贼】 

文贵先生的原话：“心有多大，天下就有多大，未来就有多长，大家记住，盗国贼一定会灭的，你们想象不到，盗国贼是有

多么，多么的的受到了全世界的孤立，他们对全世界的威胁和对中国人民的威胁和驭民的结果，和现在这种所谓的宣传能力，

他们完全是一群老帮菜无知，他们还以为是过去那三把斧呢？情报第一宣传第二，然后是抓好统战就以为天下就赢了，可能

吗？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哪容得你这么搞。我想说，过去一些伪类呀等等，他们太小看了咱们战友，草根们这些人的智

慧，我经历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千万记住民心是最厉害的，民心是看的最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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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018 年 5 月 1 号（1） 

我们中华名族遇到魔鬼了。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fG6BjfnT6E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5 月 1 号（2） 

如何赢得我们的一切。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FisgZBrOI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5 月 2 号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vKJCOzFjs&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7520cd3-f75d-40a8-89fe-38158b3f2bb3 

 

1.23条后香港将推出香港行政官员安全法，【香港】 

害人民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进秦城了，后面还会有人进去。今年的 23条立法推完后，就会推出

香港行政官员安全法，然后就有权利抓香港官员包括行政长官送秦城服刑，不信走着瞧。 

 

2.王是习得累赘，习发现后会有一场好戏【王岐山】【习近平】 

王岐山当了副主席是天大的好事，王是习的累赘，孟建柱将是习的最大威胁，当习发现真相的时候，将会有一场好戏。 

 

2018 年 5 月 5 号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qiUbA-Wy0 

文字版（一）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29bdbf9-56dd-485b-8566-98346d76b83d 

文字版（二）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313804e-6875-41ed-81a7-8240ca0f87e0 

 

1.介绍陈氏兄弟“我盟”有组织，有清晰政治理念【陈氏兄弟】【盟组织】 

“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中南海、公检法、军队…很多军队的部门的高级将领，包含很多人。” 

“事实会逐渐证明重庆公安的所谓 51家也好，57家也好的新闻发布会完全是一手炮制的，来转移国内矛盾视线，把中美贸

易关系欲栽赃与文贵和陈先生兄弟两人的身上，甚至通过这件事情要灭掉他们盟和海外的异见政治力量。这是一个阴谋。” 

 

2.陈氏兄弟提供了 190份文件，认证了都是真的，不是重庆警察说的 30份。但文贵只使用了 2份。 

 

3.CCP想否定中央领导人私生子女的信息，贯君的户口本上法定的爹被设置为最高机密。 

 

4.金盾文件包括各领导人的绝密信息，还有几个大的国家方案，包括到海外派特务的信息，海外资产信息。 

“金盾所有文件解开之日，就是爆料革命进入另外一个高潮之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fG6BjfnT6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FisgZBr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vKJCOzFjs&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7520cd3-f75d-40a8-89fe-38158b3f2bb3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29bdbf9-56dd-485b-8566-98346d76b83d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313804e-6875-41ed-81a7-8240ca0f87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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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盟”组织严密，立场坚定，所以郭先生给“盟”捐款 5000万美元。 

 

6.“盟”最早告诉郭先生，王岐山一定会回炉，而且是 2017年 5月份就说是副主席。 

“王岐山做梦都想当总理，结果习也答应了他，最后他没当成，这是我们爆料的结果。” 

 

7.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所处历史阶段应该采用新加坡模式，早期有法制有相当的民主，有一定的自由，但不能没有相匹配

的法治第一。最终实现全面实行宪政中国，法治，民主，自由。 

 

8.郭先生跟美国政府提“交易”，如果能把陈氏兄弟换回来，愿意给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提供一个非常高端的“美女间谍”，也

可能是一批人的信息。 

9.文贵先生爆料革命的策略 

“盟”里面的领导们认为就是一定要革命，革命就是要斗争，甚至采取一切手段。后来和我交流当中，逐渐认为呐，现在通

过文贵爆料这个定点暴破直指个人，对他们有了本质性改变，不流血非暴力，大家内外合一，通过爆料，然后呢内部产生变

化，直指一小撮坏蛋，盗国贼，来寻找中国宪政，民主。 

10.预测 

“北朝鲜问题解决了，中美马上就一战。朝鲜问题没解决，马上伊朗就一战。” 

 

 

2018 年 5 月 10 日 

（其他频道）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CHl3lEuo4 

文本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9a28c2e-bbb8-4ada-8e60-17d547915a6f 

1.爆料刘特佐，世界各地被中共蓝金黄程度【刘特佐】【蓝金黄】 

JhoLow 就是刘特左，刘特生兄弟，孟建柱的私生子，他的干爹就是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这个 1MD 公司，这个人我从不

认识。30-3513479318855 这个 1MD 公司，这个公司这个人我从不认识，这个人骗了阿布扎比政府的钱，是我们的合作者。

这个人啊我听说，原来他最红火的，我不想跟他见面，后来我了解这个人他是孟的这个背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事呢，安全

部、中央就确定了叫东亚的一系列的政策和一带一路的一些对外扩张战略，所以呢，孟建柱先生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进行蓝金黄，包括日本。 

蓝金黄最成功的，我原来都说过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然后新加坡现在是抗拒，但是没办法，摁在地上了；日本是坚决不服，

不被蓝金黄，只是部分人；印度尼西亚坚决抗拒；越南坚决抗拒；柬埔寨已经彻底拿下。但是这个最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马

来西亚，而且在马来西亚的这场蓝金黄最成功的就是纳吉布，纳吉布的代表者就是刘特佐刘特生兄弟，我跟他无冤无仇，但

是由于他的亲爹那么的有权力和蓝金黄，打着国家的名义所谓的亚洲中心政策（中国微中心的政策），就是把我郭文贵给牺

牲了。牺牲了什么呢？ 

大家都看到了我公布的文件，他和这个吴征、孟建柱、孙立军、傅政华、王岐山等串通在一起，以国家的名义，实质上是担

心我爆他个人的腐败的料，进行追杀、截击，不惜代价进来 90亿美元要灭掉郭文贵遣返，而且要包括在香港，香港政府安

排好了一系列的政策，一贯的政策，当年对付所有的海外的民主民运人士，拥有香港护照的人士和香港身份证的人士，就是

制造虚假护照信息，你看这个香港政府有多可怕，然后利用香港和美国有互相遣返的协议，然后再把我放到那个禁止飞行的

名单，动不了了，你就离不开了。这时候香港来派专机把文贵遣返回去。在这个商量即将成的时候，就是 EricsBroidy，美

国的这个 lobbying公司，还有 NickieDavis（那个女孩），一起公关 lobbying、美国总统、美国多个要人以及美国 50多个

最成功的企业家。 

 

2.马来西亚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个省【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我非常清楚的，如果马来西亚不变天，整个东南亚将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人权、法制特别是中国的人 14亿

同胞的灾难之区，因为这就能看到为什么很多香港铜锣湾的人，还有一些海外人士从马来西亚被抓回去的，因为马来西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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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了中国的一个省，马来西亚人民需要经济投资，但不需要经济侵略，马来西亚需要合作而不需要被征服。 

马来西亚政治上可以和中国合作互惠互赢，但绝对不是统治，更不是征服，而中国搞的这个蓝金黄派了人去实际上就是征服。

首先就是对总理和对他们这一派通过了刘特左、刘特升统治了这个国家，征服了这个国家，这才是核心的核心。今天我会告

诉大家，我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和马来西亚各个政党有了密切的联系，极为秘密的联系。我向他们提供了很多最需要的信息

和证据。那个时候，孟建柱先生、孙立军和傅政华先生和王岐山他把我当作个毛啊！你算个毛啊！ 

不会怎么着，对马来西亚恨不得吐口吐沫淹死，不在乎，但是通过我们和马来西亚以及多国欧洲政府的有法制国家的这些合

作，我们向马来西亚人民展示了一系列真实事情的发生，大家看到了美国和西方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等等等，各种网

站，以及逐步公布了 oneMB在美国的这种欺骗国家的重大丑闻，和刘特左、刘特升，而且让西方人真正看到了和中国有关。 

因为美国在通缉，多国在通缉，他没地方去了，结果他才躲在了中国上海，以一国之力在保护他，享受着常委的待遇，几十

个中央警卫局的人荷枪实弹，坐着中央警卫局的特牌车，住在上海的半岛酒店，天天纸醉金迷，天天做新郎，夜夜入洞房，

或者时时入洞房。就是这个刘特左、刘特升，跟随着孙立军和傅政华、王岐山、孟建柱先生这些人，想买通美国的政府官员

把文贵遣返回中国，现在他又面临着美国和马来西亚一定的遣返，必须的遣返，他挡不住，谁也挡不住。他在欧洲、美国、

中东犯下的罪行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了，已经不是蓝金黄那么简单能解决的了，他特涉及到的刑事犯罪不仅仅是贪污腐败和

洗钱，他涉及到了更多、更多！无恶不作！ 

所以说马来西亚这个事情是我这些天来可以说过去几个月来重中之重的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其中之一！ 

 

3.文贵绝不搞政治【爆料革命原则】 

昨天晚上，马来西亚的一位老朋友说，Miles，我们觉得你应该去回到中国搞政治去，把我夸的啊不好意思。他说完了我说，

我谢谢你们，你现在太兴奋了。你知道我怎么搞政治？我 1989年在河南清风被判 2缓 3，还是 3缓 4我忘了，判过刑的人

能搞政治吗？这是一。 

第二，本人现在是美国公民了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会让一个美国公民搞政治吗？我就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中国护照哇，那

么多国家护照，我能搞政治吗？不可能！ 

第三、我说你觉得我的性格能搞政治吗？我搞政治不是帮中国人，是害中国人！ 

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去想一想，我这样的人要是去搞政治，我第一个就全中国的女人什么都免费，那男人不是把我宰了吗？

我要是搞了中国政治，我要让中国所有的女性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照顾，我们要把男性变成依附与女性的社会，几乎是母性

至上的社会，可以吗？我这感性太强了，什么叫政治？是利益分配的一个权利机构，我是利益分配的人吗？我是感性的人。

你看我这德行，我在过去一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想象，我能说不。我多少人来跟我说文贵，怎么就不能和解呢？怎么就不能

妥协呢？怎么就不能把坏事变好事呢？我说你看看刘彦平跟我的讲话，孙立军跟我的讲话，我现在不能公布还有比他们厉害

的多得多的人的讲话，我分分钟钟一举手，我不用跪下，我就把嘴闭上三分之二，钱来了，事来了，生意来了，还给我恢复

名声，还给我弄个大 title，然后所有的家人员工都可以处境了，放出来了。我说我太容易做到了。只是为什么有人说郭文

贵回体制内了？刚说完回体制内了，重庆就开庭了，叫什么案情通报会。重庆对我这样子我可能回体制内了吗？我太了解共

产党了。共产党没有放掉过一个让它不高兴的人和制造危机的人。 

 

4.川普总统改变了世界【川普】 

前天，一个我非常棒的朋友，欧洲一个大品牌，前十大品牌之一，100多年的家族生意。在十年前，他有很多生产外包到中

国去，在中国大概 1块钱的东西，他回来变成 45块，45倍的价钱。那么现在他惨了，因为在美国的产品他得加税，加多少

呢，平均 33到 35。他看到 40多倍了，但是他扣掉成本，利润不超过 8%。 

30 多什么概念呢？他必须得全部出手，全停。灾难呢！哇，他简直人就要崩溃了，他说川普总统这样搞下去 8 个月我们就

必须破产 60-75湖山这生意你停了就完了嘛！第二个，我朋友，就是做石油期货的，他一下买了未来三年，现在是石油爆涨，

这哥们正好买相反，现在想退都退不出来了。然后在中国投了大概加一起 200亿美元，都是未来五到 10年的。我相信我不

说你们能猜的出来，想退都退不出来，厂子都建成了。而且厂子着都是美国技术，根本没法。哎呀，感触太深了！这短短的

几个月你感觉到这天真是变了。 

很多战友还没有感受到，太多人一下子都变了。川普总统一下子把这个世界给变了。整个欧洲世界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全

变了。 

 

5.CCP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10月大选【中共】【10月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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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简单，就说你川普不就是无赖吗？你就是要赢 10月大选吗？你没有赢大选你就死，你赢了大选你就赢了。 

人家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到美国来，采取一切的蓝金黄手段，一定要让川普总统输掉共和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美国要

求啥条件都答应！你看王岐山要来了，王岐山又来了！可不是刘鹤。王岐山和刘鹤或王岐山。要回老家了，弄不好在拉斯维

加斯参加孙瑶的婚礼。 

还回洛杉矶看他的房子地下室把那些古董搬弄搬弄。那里面还不一定有什么东西呢，甚至不回去都有可能。什么都答应。他

们原话就说，你能撕毁合同，我就不能撕毁合同？所以他们说我对付无赖的办法，我啥都来，我什么都签。你中期选举你成

个瘸脚总统，你再见吧！或者我让你变成瘸脚总统。 

还有一个，直接我就给你撕毁。我总比在那里被你剁好啊，比你随便在砧板上乱砍乱宰好啊。大家从这一点看到，这真是悲

哀，这是什么？中央真的被盗国贼所绑架。所有到中国访问的这次回来的，发觉中国中央政府真没人才，真没人才，真没人

了！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大吵大闹的，完全是人家回来形容别提了，我就不说美国几个要人的评价，太夸张的，因为很

多事没发生之前我不能说！但是他们被大阅兵，把他们给吓死了！海航在美国给他吓死了！中国的大公司什么阿里巴巴给他

吓死了！ 

 

6.郭宝胜骗钱【郭宝胜】 

我现在很麻烦，我今天一大早上我们的律师找我，让我要把这个给宝胜的所有的钱让他赶快给我们开收据。 

我们有一次给宝胜付钱，因为付的晚了，这个我还把我们财务骂一顿，给宝胜付了三次钱，钱都退回来，而且俩账号被封，

宝胜也知道。所以我们在别的地方给宝胜付钱，这个付一万那个付一万，结果这两个全给了宝胜先生了，结果宝胜先生呢，

他到了钱不跟我们说，他收了两笔。 

过了几天了财务都来找的时候，这两个公司一对比，说“哎我也付啦”。然后我们的人赶快联络宝胜，宝胜先生说“啊是我

收到两笔”，但是我们这个帐咋做啊？麻烦了。说现在那两个财务全找我们，说你跟宝胜汇了那么多钱，好多笔，我们现在

销账，这是啥钱呢？是捐款吗？那你得给我收据。 

这个捐款，你说我是借款吗？你得给我借据。我们很多人，上百笔。我这隔壁现在就开会呢，明天星期五，下午五点前必须

把这东西交上去。 

我这一百多笔捐款全出了问题了！我因为捐款，一个账号五十多亿美元，给澳洲捐款五十多亿美元被他们给查封，现在查，

五十多亿美元，我未来会把这都放出来。另外一个账号是三十多亿港币被查封，都是因为捐款，结果啪就把账户查封了，说

我们涉嫌洗钱和非法使用资金。这就是香港警察呀。我们这都是有文件的。你想这件事放在谁身上，你不得崩溃得头都撕裂

了吗？我们的人都快疯了！ 

我们为了给宝胜先生汇钱，还给某个民运的大佬儿汇钱，汇一个十五万，封了我六个账号。给宝胜先生封了我最起码七八个

账号，给这个澳洲封了我四五个账号，给另外加拿大几个朋友封过几个账号，然后陈氏兄弟封了几个账号，还有抓人的那些

人封了，最起码封了我四五十个账号。大家要知道，我这都是几百亿的钱在那封着呢！这是捐款啊，大家只想收钱，从来没

想你拿没拿税呀！ 

 

2018 年 5 月 11 号 

马航事件很快会水落石出！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fQzpk-U2xQ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9a28c2e-bbb8-4ada-8e60-17d547915a6f 

 

1．郭先生爆料香港《返遣法》的实质就是将香港纳入中国大陆管理，说一定要阻止通过，并且对香港官员制裁。【返遣法】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司法制度和香港警察是共產黨唯一一個在國際上有信用、可以黑人的一個機構。這時候有意思了，來

了，所以共產黨在香港實施《返遣法》，《返遣法》的核心的核心就是要把香港所有的老闆都牢牢地綁在共產黨這個戰車上，

把所有香港人的錢要管制住不讓你拿走。你想再辦移民，可能性沒了，不允許。” 

“把香港的這個《反遣法》必須要阻止它通過。讓香港的官員要對他旅行限制進行制裁，” 

 

2．郭先生爆料中共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操纵，以及建议应对方案【台湾大选】 

“左手郭台銘，右手韓國瑜，屁股上別著柯文哲，對付你賴清德還有你朱立倫。朱立倫也懸乎，怕啥呀？必須要拿下這次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fQzpk-U2xQ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9a28c2e-bbb8-4ada-8e60-17d547915a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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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意志堅定、決不妥協，非要拿下這次台灣（大選）。怎麼拿台灣呢？所以這一次非常明確，跟以往不一樣地，發動所有

的跟台灣企業界有關係的人、所有文藝界有關係的人，和所有私下有關係的人，要徹底地叫實行個人包幹--“個人包幹制

度”。” 

“對待台灣要加大軍艦軍事合作，高層互訪。堅決阻止中共的大選滲透，如果大陸強烈支持郭台銘，美國應該想盡一切辦法

不能讓他當選。” 

 

3．中美贸易战，美国加关税【中美贸易】【关税】 

“说到这，我再說中美貿易。又蒙對了！你說這 5月 10號是我生日，50歲，就在這一天，同一時刻，川普總統決定了懲罰

性的關稅，25%，網上一片歡呼啊：給文貴送大禮了！這都是蒙的，趕巧了。” 

 

2018 年 5 月 13 号 

文贵的人生导师之一昨晚上仙鹤而去！！！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GBgR5ecto 

文字版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5 月 17 号 

文贵谈马来西亚和委内瑞拉的信仰和理想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60O48jvVg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4ba4628-2e02-402e-a59b-d524a9f69eda 

无大事 

 

2018 年 5 月 22 号（一） 

谈与王岐山刘志华一起战斗的日子！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t4LY3YBNg 

文字版链接：无视频标题为 522号：谈与王岐山刘志华一起战斗的日子！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5 月 22 号（二） 

第二次直播：谈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是我们借鉴走向喜马拉雅的好榜样！岳文海的腐败！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xyEYaCIA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382e8a3-ad9b-4c39-9eeb-dd9ae70847fe 

 

1.岳文海公關從中央到地方，跟總書記、原總書記、秘書和警衛關係很好。岳文海在鄭州機場建設項目中貪污一個多億，但

沒有被中紀委調查，因為他與中紀委副書記關係很好。【岳文海】【郑州机场】 

“我那天推出岳文海的照片，实在盘古他住的公寓里边，他对面坐了几个人，我没法放出来，我那是有意的，岳文海那个地

方公关，公到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地方他公不上。总书记身边，原总书记身边，那个秘书、警卫都跟他关系好得很。吃饭时

候有冲茶，冲茶之前美女音乐，然后呢，吃了最好的饭，一顿饭几十万，一瓶酒都上百万。 

岳文海在郑州机场，郑州机场在建设当中，光那一件事他拿走了一个多个亿，然后把账全部做平，全部作品，中纪委查不出

来，中纪委不是查不出来，中纪委的管那天晚上就在他对面坐着呢，中纪委的其中一个副书记就在他旁边坐着呢。你说他查

岳文海吗？查不了。所以说那照片都是有意思的，都是全造假，岳文海的造假水平让我看到了共产党没有什么假造不了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60O48jvVg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4ba4628-2e02-402e-a59b-d524a9f69ed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t4LY3YB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xyEYaCI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382e8a3-ad9b-4c39-9eeb-dd9ae70847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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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坟去，你说把坟给平了，他想当这个周口书记，平坟。” 

 

2.岳文海從郭文貴處拿走一副黃永玉的蓮花圖，價值上億，送給中紀委副書記，後來岳文海不認賬。岳文海曾經從郭文貴家

裡取走一副徐悲鴻的奔馬圖，據岳文海說，該副奔馬圖交給了王岐山秘書周亮，後交給王岐山。【岳文海】 

“这位中纪委副书记，岳文海告诉我说,他说：他相中了一副黄永义的话，希望我给他买。我说：好啊，文海，对不起啊，

我不需要他，我不怕他抓，我也不是共产党员，你给我打欠条。 

这岳文海够鬼的，他把画给拿走了，巨大一幅画。这黄永义现在网上查得着的，一个莲花图，大的，百尺画，你想想现在得

上亿了估计，六七千万，那个时候大概四十万一尺，最少四十万一尺，你想想这是多少钱，现在了不得了。上过邮票还，黄

永义的，就给这个副书记了。后来我是当面还带着我的员工证明，让岳文海还这个画，他不认，就像当时我家挂着一个徐悲

鸿的一个奔马的一个图，我那时候给我爹大寿时候买的。结果岳文海看好了，说：哎呀！上次那个领导来看你这个画，说是

真的，我想借去让他看两天，中不中？我说好好，拿走吧！到现在不还。这幅画给谁？现在在中南海。据岳文海说，给了王

岐山的秘书周亮，周亮给了王岐山，真假咋不知道。” 

 

3.中紀委辦案時沒收的畫被替換成複製品。傅政華辦案時沒收的，價值百萬的玉和價值千萬的翡翠被替換成假貨後還給人

家。【岳文海】【傅政华】【中纪委】 

“这个岳文海有一次拿了一大堆画回来让我看。全都是中纪委办案收来的画，然后他又赶快买了，这个时候啊，他问哪里有

高级彩色复印？为啥？他又把这话又放回去，岳文海活着就是中纪委这条路和公检法、安全部。 

你说这个岳文海有多厉害，共产党哪有查腐败的啊！傅振华办案，查一个老人家，把人家玉给人家拿走，人家检举揭发，这

个时候又说人家那个玉在原地又找到了，实际是个假的，那个玉都是几百万。然后有个翠丢了，人家那是几千万的翠，这回

又让在原地找到了，那是假的。亲爱的战友们！今天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这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的假忠诚、假反

腐、假政治、假管理、假爱民，那中国的梦也是叫中国假梦，比中国噩梦还可怕，是假梦。~~~美丽四川，不付~，还当啥官

呢？” 

 

 

2018 年 5 月 24 号 

栗战书秘书因为董文彪．曲龙．王岐山被抓！ 

【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AqPuZGyqI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f60cbb2-a18e-40b5-a29f-f5434092d099 

 

 

1.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不仅官员，官员家人也莫名被边控，私人企业家更是人人自危。【中共政治】【中共官员】【私人企业

家】 

“接下来是什么结局，大家去想想，官员的家人，有影响力的家人不仅不准出国，或者对某个领导造成威胁的，找其他理由

不准出国，从法律边控这个词即将过度到历史上几千年来，大家叫宵禁和国禁。也就是邓小平先生打开的那个闭关锁国。这

个从党内，从大企业家身上已经开始了一年多了。你们查查，中国的前 50个大企业家最近谁在国外晃荡，您找找，头一段

时间有一个中国出的企业家在纽约买的房子 4325THAVE,叶简明也住那儿，房子办完手续没多长时间，就有不明人士通过中

间商，以及各种关系开始了解这个房子，这个人曾经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可能该倒霉了，他说是不是查叶简明查到我这

来了，我说你去想想吧，这不正常，肯定是盗国贼海外的沉默力量在了解你，你的钱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我的钱都是合

法挣得，你有没有得罪当官的啊，有没有其他原因啊，最后这哥们也不能出境了，说他的转汇有问题，在国内给了某企业家

钱，某企业家在海外有出口的外汇给他了，一对冲，说这叫非法转汇。” 

 

2018 年 5 月 27 号 

请战友一起反击所谓的文贵海外维稳民主人士阴谋！ 

诚可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qcwpg3g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AqPuZGyq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f60cbb2-a18e-40b5-a29f-f5434092d09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qcwpg3g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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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7847314-d180-4c52-bb29-249416df8c61 

 

预计发生的事情 

1.盗国贼控制下的中国可能让世界上很多国家变成“委内瑞拉”和“马来西亚”。【盗国贼】【中国】 

“委内瑞拉可能就是我们下一个最要注意的就是下一个中国的样板。所以说我为什么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委内瑞拉，要注

意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可能就是下一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中国。而且我们委内瑞拉不是为一个巧克力就跟人上床的问题，委内瑞拉真

的吃老鼠这不是假的，这是真事。一个拥有着最大的石油资源的国家竟然吃老鼠！我们国家有什么呀？我们去喝西北风去啊？

喝喜马拉雅山下化的雪水去啊，我们去宁夏自治区沙漠里去吃那里的蚂蚁去啊？我们去吃什么去啊？大家千万千万记住，不

要有任何侥幸心理。” 

“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是上天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样板，告诉我们全世界，中国可能变成委内瑞拉，中国能让全世界很多国

家变成委内瑞拉。马来西亚就是你们跟盗国贼合作的结果，中国盗国贼能让很多国家变成马来西亚。这个意义是巨大的。” 

 

2.从共产党对付郭文贵先生的手段以让西方世界了解到蓝金黄的危害性【共产党】【蓝金黄】 

“上面说我父亲的朋友湖北的两个人，我说你可以问问我父亲在湖北有没有朋友，我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看看我父亲原单位

给美国政府出具的我父亲的工作简历，我让他们看，一看就傻了，我说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判决书是假的，谁能拿

到这种判决书？为什么腾彪能拿出来？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个东西，这个人家一看是对的。我说再一个，他现在引用了一个我

们援郭会的人的名称，我说你去查查，这都是代名的不是真名，这说明是假的，还有我把它那个所有的文件里边引用的结果，

说什么海外维稳，我说我可以问你们一句话，谁能让中国共产党找出一个人来，把家人，几千个员工被边控，几千亿资产被

查封，我每天损失 800万美元，不是 600万美元，我中国所有的亲人都要被审查一遍，我老婆女儿被抓起来，我女儿 2次被

抓，然后刘彦平，中国安全部的党委书记，原话说我没有任何刑事犯罪，没有任何事情，让我跟他们配合维护国家利益，不

要爆王岐山，孟建柱先生的料。” 

 

“维稳的谁能让做到这一点，谁能愿意配合中国共产党政府拿出这些钱和全家人的自由和命，拿出全部员工的自由和命，让

全部员工和家人还能配合，干这种事情？他们说这事不可以，不对的。我说从逻辑上，事实上，证据上任何人去相信这个都

是别有用心的，但是战友们要记住，这些人真正背后的指使的人一定是中国政府的情报部门，还有今天发动新一轮超限战的

人，就像去年这个时候我上船的时候，他们发起了美国的公关公司，ElliottBroidy,吴征，海外的游说者，NickDavis要花

几十亿美元把文贵遣返一样，这是一场战争。这一次他们组织的是在国内绑架所有援郭和反对盗国贼爆料的家人和朋友威

胁，让他们出来砸郭，挺郭造谣，同时对海外所有支持爆料的支持者，有理想的战友们进行造谣和分化，同时他们在美国司

法和政府部门开始妖魔化所有支持文贵的战友们，这是一场新的运动，这一周来我感触颇深，而且这些人已经分化到任何一

个能接近到文贵的人，我有感受，很多跟我有来往的大家不知道的朋友，很多人我能感受到他们背后已经有问题了。” 

 

“比如说头两天我老去一个酒店，去见一个华人朋友，我最后一次见他，告诉他说你一定有问题了，你见我之前，绝对中国

官方见过你，他就楞在那里不吱声了，我说你身上绝对有录音笔，我也不搜你身，我也没权利，我理解你，你肯定是家人受

到威胁了，他就那个有点想掉泪又没说出来的感觉，这样跟我几十年的老友我非常信任的人，他都能这个样子，我深有感触，

就现在所有盗国贼和专案组用的手段，非常清楚，就采用一切之手段，来监听，监控，黑客所有可能跟我发生关系的 EMAIL，

手机和电话，电子联络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是和 YOUTUBE，TWITTER联络的几个人，美国白人，完全不懂中

文的，由于他们联络频繁，就受到了手机，电脑骇客，还打骚扰电话，她问我，为什么我会这样，旁边这几个不会？我说很

简单，你联络的这几家媒体公司里边一定有中国盗国贼派来的间谍，掌握了你的信息，那几个人因为他不联络，所以不被骇

客。” 

 

“另外就是好几个我的老友，一个在日本华人界很有影响的朋友每 2，3个月都过来看看我和我见见面，头两天就突然提出

来，文贵，我给你发个东西，我说你怎么想起给我发 EMAIL？这么大岁数了，从来没有给我发过 EMAIL?我发给你再看，我说

我不用这个 EMAIL 收任何东西，我用 EMAIL 都是非常小心的，你也不要给我发，EMAIL 一定会被骇客的，但是他还是要发，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过了几个小时他女儿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郭叔叔，希望你能明白，觉得你也明白了。”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7847314-d180-4c52-bb29-249416df8c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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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出境的时候被控制了，要求他马上和我联系，就是想得到我的 EMAIL地址，抠走，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所有

的战友们要记住，盗国贼折腾了 4，5年查郭文贵，把我和我的祖宗查了个底朝上，没有任何办法了，法律缠讼用完了，花

国家精力到美国公关，用最高的价钱把所有的招用完了，把所有海外跟我联络的人造谣分化断绝我的关系，全弄完了，第四

个所有国内能查的，能抓的，能断的关系，全做完了。第五个，所有挺文贵的经历了 3波，基本分化结束了，也都套了所有

郭文贵的情报了，第 6，7，8都出来了，第六个，想尽一切办法用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到美国和西方政府说我是替中国共产

党维稳的，荒唐至极，这事竟然还能在这圈子里流传，还有人能说。第七个，分化所有援郭会的战友们，掌握一切信息进行

威胁，第九个是所有的现在的专案组在国内各个区域只要上推特,只要上郭媒体的想尽办法加以利用,给郭文贵设置陷阱，让

文贵掉入某个法律陷阱当中，现在砸郭不仅是生意,砸郭是大生意。” 

 

“而且国内一堆人就靠砸郭活着,调查郭活着，所以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要看看过去的一年里五毛是什么规模，今天的五毛是

什么规模，国内的某个战友跟我说他的一个亲戚在这个我这关于某个省在调查我的专案组上，说现在的待遇是过去的几倍,

这个领导人给他们说只要你能达到某种目的,给他们的奖励可以说你随便，随便，什么钱你都可以用，什么资源都可以用,这

就是说现在盗国贼已经到了对文贵这场爆料革命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这个阶段，大家可千万别当做成看热闹，一会说文贵

没料爆了，文贵没料爆了。” 

 

“有没有料咱走着看，我一年前太多人说他没料,都是假料，没料到假料，到编料到后来不吱声，但是大家别上他们当，文

贵这几天一沉默，一去工作，就说文贵没有料爆了，大家记住有没有料看现实，阳谷莘县县搭县，咱看如何去兑现？所以大

家千万不要被盗国贼控制的五毛，还有表面上藏在挺郭会里的五毛，还有一些海外的已经被收买的这些人转移视线，转移热

点，跟着人家的脚步跳舞，那就惨大了，文贵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推动西方世界最高层和政府之间了解到蓝金黄的危害

性。” 

 

 

2018 年 5 月 31 号 

不要将六．四悲剧变喜剧！马航客机失事新动向！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z1rDUJl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ec63e2c-5f64-4179-b86c-18f692a3279f 

 

1.文贵与一位老领导回顾 64【64】 

“我说老领导当年在 64 以前，5 月中的时候，我和您在一起，我去捐钱，你告诉我说这很可能是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一

个政治较量，都是牺牲品，然后后来学生的事件您很担心，后来都让您预测对了。” 

 

2.马哈蒂尔以马航真相与中国做交易【马哈蒂尔】【马航】 

“现在把所有的目光和精力都让给委内瑞拉，马来西亚。马航！大家注意到了吗？马航，马哈蒂尔昨天说了，只要有新的证

据马航事情就重新调查。什么意思啊？跟中国做交换，把刘特佐给送回来，马航的事情咱们商量着来，不把刘特佐送回来，

我就把马航重新调查。” 

 

3.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是中国的有可能是下一个中国的翻版，所以我们要制止【委内瑞拉】【中国】 

“今天的马来西亚，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扩张的失败，我们人民不能被绑上战车，我们正在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z1rDUJl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ec63e2c-5f64-4179-b86c-18f692a327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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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1 号 

文贵视频为什么成为盗国贼的精神艾滋！ 

二丫、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KBkgzTEoc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73e3d23-e2ff-4c6a-879f-7a020db90f71 

 

1.共产党认为郭文贵先生的视频严重到超过艾滋病，向大陆传播了真相。【共产党】【文贵视频】 

就是文贵的视频严重到超过了艾滋病，所以我说啊，现在的国内，很多党内的盗国贼们已经患上了精神艾滋。为什么说患

上了精神艾滋呢？因为这些人怕你的视频怕到了比艾滋病还怕 

 

2.面对砸郭，郭先生认为这是上天给文贵的礼物。【砸锅】 

我很早就知道了，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了。现在盗国贼们各省组织了专门小组，专门查跟文贵有联络的推友们，战友们，还

有现在郭媒体的朋友们。他们也成立了专案组，专门威胁。所以呢他们有一堆的计划。现在他们特别成功的是在海外。就

是把原来一些支持文贵的，给钱，蓝金黄，然后成功率很高。 

 

3.最近 Googles上点击率最高的是郭媒体。【郭媒体】 

大家上 Google上去查一查，最近点击率最高一直以来的是什么？ 

郭媒体，郭媒体，大家去看一看啊。 

 

2018 年 6 月 2 号 

接受安红女士．丘岳首先生釆访．纪念六四．及袁红冰．郭宝胜．赖建平的盗骗之劣术！ 

二丫、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1Vj5_jNu8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493bcc-7efc-4e94-96ad-de1e279ac463&K=2018%E5%B9%B46%E6%9C%88 

 

1.文贵六四前夕谈六四【64】 

六四前夕谈六四，大家的心情都很沉痛，多年前发生的事就像在昨天，面对很多人问到的“如果”郭文贵说：人生没有如

果，这么多年过去，大家都做了什么？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对他们最好的敬仰和尊重就是行动，我们的爆料革命就是行

动，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共产党的政府还有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府里的高官们，很多就是盗国贼，是他

们绑架了国家。他们不是合法的政府。 

 

“我说过人生是没有如果的。但是当大家问到如果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问邱先生和安红女士和所有的战友们一个问题，

就是在去年 6.4的时候，我在篝火边，我曾经说过的，我们必须要问一问自己，6.4事件我们在哪里？我们做了什么？6.4

之后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我自己做的就不合格，我认为各个方面都做的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还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否要继续下去这种不合格？是否要继续每一年我要去回顾一下，敬仰一下，然后喝点

酒，悲痛两下，掉两下眼泪，然后明年再继续面对 6.4这样的灾难日和悲剧日呢？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共产党的政府还有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府里的高官们，很多就是盗国贼，是他们绑

架了国家。他们不是合法的政府，他们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权力，他们更不是人们现在发自内心而尊重的权力，和愿意被领

导的一个政治集体。这个政治体制是有问题的，是老百姓心中不服的和不接受的。这就像夫妻本来是你情我愿我们过日

子，现在一个是完全被蒙蔽了嘴蒙上了眼睛，穿上了铁裤衩，然后天天要过日子生孩子。这是不好的，这不是一个夫妻，

这是把一个把民族强奸了的政治体制。” 

2.全球华人过的不开心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和体制完全抹杀了我们个人安全和尊严。【海外华人】【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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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西方这样的环境和社会里面却不能开心的生活？因为很简单，我们的国家存在着问题，我们的国家已经

被人绑架。那么我们今天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要问一问，是谁让我们这样的，是谁让我们寄人篱下的生活着。而且

我们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美好的环境，中国今天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是中国 1000年可能都达不到。那么，为什么在这样

的环境里面生存我们还不开心呢？ 

因为我们的追求和向往，就是人的尊严，和人的安全和公平性，和个人的权利。就是中国的政治和体制，完全抹杀了我们

的个人安全和尊严，还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公平的社会和生活的环境。 

 

3.砸郭的伪民运骗子都是在假大空，被共产党蓝金黄了。【砸锅】【伪类】【蓝金黄】 

但是他们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到。他们所有的这些借口在 29年来，只要出现一个真的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会对中国这种

体制有伤害的人，都会给盖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这个王全璋，李先生，李旺阳都是被戴上这样的帽子。最后的目的就是骗

捐，和盗国贼最后配合，被蓝金黄，提高自己的价值，不值得一驳。但就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很简单。 

 

4.大部分有良知有人性的中国人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被这套体制绑架了【政治绑架】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 98%的人我不敢说，但我打过交道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良知的，有人性的，有正常的生活

的，有家庭的、有爱情的、有追求的。但是他们是被这个体制所绑架了。 

 

5.中共一定会被灭掉，灭掉以后的中国是什么体质都是由人民来决定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一定会被灭的！为什么会被灭？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接受共产党的体制啊？我所了解的共产党的本身

包括习近平先生，他也恨共产党的体制。大家都在利用这个共产党的体制！ 

我们追求的叫做法治民主的自由中国，法治自由是什么？依法选出的政权，一起民主，让所有人都有投票的权利，发挥每

个人的人权和投票权，公民权来决定自己的政府，自由是什么？自由就包含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这是起码的常识。 

 

6.希望澳洲战友在不影响正常生活安全的情况下帮助传播郭文贵视频【澳洲战友】【文贵视频】 

所以我希望大家尽其所能在安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就像今天邱先生和安红女士经历了一个凤凰涅槃,澳洲之声重新

又回来,走向另外一个新的境界,这就是对的,不要影响你们的生活,不要影响你的安全,不要影响你们的自由,传播文贵的爆

料,传播文贵所有的视频,这是唯一的方式, 

 

7.东京爆料中心是一个国内的体质。【东京爆料】 

所以说东京爆料中心是一个国内的体制,糟糕的体制这个失败者在海外发起的另外一个乌托邦幻想的贪,假,恶绑架这个主义

的一个开始,一个模型.所以你看看你们本人都不知道,他就把名单上去了,这不就是假嘛.还有什么协调援郭会? 

 

8.陈氏兄弟被利用成中南坑政治斗争的工具。【陈氏兄弟】【中南坑】 

我先说陈氏兄弟的事啊，这个陈氏兄弟因为我现在不能讲太多，我们还是要具体去做啊，他俩个现在面临着重庆市公安局

对他们全面的审查和了解，这个他们认为过去想利用他打击文贵，现在他们想利用他打击又成了国内中南坑里的政治斗争

的工具了 

 

9.川金会的本质是解体共产主义，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国际力量的较量。【川金会】 

“川金会的本质是什么，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场可以说国际力量上的较量，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未来和西方的较量，那

么现在很多事情包括选择新加坡，跟马六甲海峡能源供应、一带一路都是有根本性的关系，最后的结局还是一个很简单，

川金会改变不了现在东西方的造成对抗，和中国现在放弃韬光养晦，这个一带一路的西方扩张、国际扩张，包括这个能源

上的这种野心，都可能导致中西方的战争，这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得了，除非中国现在有一个新的和西方能合作

的政府，合作的体制、相应的体制，然后双方都能和平共处的这么一个关系，才有可能发生，这就是我对川金会的看法，

川金会还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很有可能。 

10.马航事件涉及中国政府和盗国贼在西方实施蓝金黄的一个真实案例【马航】【盗国贼】【蓝金黄】 

我说过这个马航的事情是文贵爆料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如果马航我未来爆它就是个所谓他们所说那个故事的话，文贵

爆料就要存在了重大被质疑，我自己都我也得面对这种质疑，甚至是这个面临另外一个环境了，如果说有新的新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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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真相出来，文贵的爆料在西方世界，甚至在全世界将完全成了一个有宗教般的、有宗教般的信任和追随着，因为马航

事件是个标志，这是直接要回答了三个问题，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马航事件当中有没有中国的黑手的参与，有没有孟建柱

啊、王岐山啊，包括这个过去这些中国各种派别的参与，包括江家啊曾家啊各方面的参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有没

有马来西亚就是这个他们的总理纳吉布他的家族的参与，和纳吉布和这个刘特佐和中国之间的腐败、蓝金黄有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有没有关系，就是说马来西亚这当中是否是和中国一起联合杀掉了这个飞机上所有人掩盖了真相，一旦这里边有

一样被证明，这个事情的本质将被改变，全世界认识马来西亚和中国蓝金黄，和两个政府之间包括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的

这场革命，包括这个东铁项目、这个黄金码头，这一系列都将被改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将巨大的改变。” 

 

2018 年 6 月 4 号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3TiA888Z6o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5 号 

拉斯维加斯的会议出钱者．A级通缉犯成水炎的过去与现在！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sUSP_LLv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phN9aZFXs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5 日 

看了万润南先生的视频后的感想！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phN9aZFXs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10 号 

玉岐山孟建柱命不久了！马航真相一定会公布！(一) 

二丫、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Xd_X9IA5p0 

文本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b1e6b5-0081-433e-996b-b411fbe0ce68 

 

1.大部分民运分子都是国内混不下去的犯罪分子。【伪类】 

绝大多数在国内都是犯罪份子，混不下去的，到了海外你推翻共产党，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吗？你不是开玩笑吗？他

的本质不是发自真心的对这个体制、盗国贼的理解和恨，和拯救十四亿人民。 

2.马航事件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惊人内幕？郭文贵说：让子弹飞一会儿！【马航】 

马航事件就是一个中国的情报部门和马来西亚的情报部门和他们各个丑闻交易的中间的爆发点。马航的事情查不清楚，马

哈蒂尔一定会栽在这件事上面。因为马航的事件后面就是跟你们当时的所谓的管航空那个家伙，和你们的总检察长，和你

们的警察长是有深刻的关系的，里边有惊天的阴谋！ 

3.马航事件和盗国贼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航】【盗国贼】 

所以当时他就把 JhoLow作为最大的一盘棋来控制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 7百多万华人，有一帮子人是真真正正被孟建柱控

制着。绝大多数人是绝不接受的，人家都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了。 

像马来西亚的林冠英部长，人家就当作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人家爱的是马来西亚，这是对的。马哈蒂尔绝对是一天才，看

透了本质。所有那些合同的背后全都是腐败。所有的合同里边都是套中套。马来西亚想跳出这个套去，非常难。 

后来马来西亚的马航事件。马航事件就是一个中国的情报部门和马来西亚的情报部门和他们各个丑闻交易的中间的爆发

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phN9aZF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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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林在日本买的“奔驰车”到底多少钱？【相林】 

日本这个车呢，一我们要闹清楚到底 18万美元花了多少钱，改装到底花了多少钱，没改装要退回多少钱，我不在乎那个

钱，我一趟飞机就飞去 20万美元，随便飞趟就 20万美元，我在乎的是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想理解、我想了解、我想懂

得相林先生在这个车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奔驰车到底花了多少钱，改装花了多少钱，这分分钟我送个人。 

2018 年 6 月 10 日 

第二段．文贵爆料第一段启蒙期结束．正在准备第二段．定点爆破！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1kER7htdk 

文本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11 号 

陈峰脑血管病急救．感谢黑客先生．大陆官场热离婚．商场热移民美国！习主席进入官场轮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pMs776WLw0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13 号 

郭战装与什么是习主席的政治轮轴效应！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ZtB1Lw3q0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15 号 

谈只有中国正道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与西方和平共处才能让中国长治久安！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piYdvuggY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16 号 

二丫整理 

报平安：万分感激网络侠客联盟．正义黑客小哥．大侠保罗先生的拨剑相助．给大家一个真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SNFfgMbjd4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17 号 

父亲节谈与政法委老领导的通话！请草根警察不要伤害遭受不公平的草根司机！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aZbqehBKU 

文本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b1ea4f6-cf1e-450a-b0df-9e5c576cfd07&K=2018%E5%B9%B46%E6%9C%88 

1.警察维稳大卡车治安【大陆警察】【大卡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1kER7ht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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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老领导，这个警察维护大卡车治安，我看到内部下来一个文件：要求警察们对所有大卡车司机组织大卡车的所有上路

罢驶的人，进行侦控，已定为罪人了，涉嫌犯罪了，然后一定要给他们时间，一星期的时间，叫他们把所有活动的目的和

背后的组织人全暴露出来，（老领导说，你还挺掌握情况）对所有司机的诉求一定要注意听，所有的申诉都一定要接，让

当地信访，公安人员，组织好专案小组，同时要求对所有上街的司机的通信方式，家庭信息，车辆购买的所有发票信息，

车辆信息和过去的个人历史，进行侦别，建档等待某些人超出了治安规定的条例，或者有涉嫌犯罪的，应该加以疏导，不

应把矛盾激化，待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采用刑事手段。 

 

2.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中美贸易】 

中美之间所有贸易的本质，必须是结构性的改革和双方的利益进行平衡。 

另外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政治上，特别是别以为是人权问题，在政治上得有真正的沟通的管道，而不是光靠蓝金黄。这几

个本质不改变，光靠蒙和骗，忽悠，威胁和偷。那是不可能的!贸易的本质是利益，利益的本质最后还是安全。双方政治上

都没安全感怎么可能呢？没一个好的沟通体制，双方傲慢。 

 

3.预言中美贸易战中国会输的很惨【中美贸易】 

最后还是个利益的较量嘛！所以呢，我说中美贸易往下走比狠的结果一定是中国输的很惨。 

 

2018 年 6 月 25 号 

房峰辉为什么问蒂斯这个？一个美国战亡士兵价值值中扺国一个连退休士命的命钱！ 

二丫、白杨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eruxcu6PY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7233cbe-0590-41cf-828a-83f2e849616c&K=2018%E5%B9%B46%E6%9C%88 

1.中国退伍老兵事件越闹越大【退伍老兵】 

整个中国的退伍老兵的事件越闹越大，从这些退伍老兵啊，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些共产党，乌托邦的管理体制是没有人性

的，用过就丢。 

2018 年 6 月 27 号 

6/27/18试系统直播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g50ozJYpc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9a014ad-37be-4fa6-a2a3-e65f0d633c7b&K=2018%E5%B9%B46%E6%9C%88 

 

1.郭先生感概美国司法体系的伟大。【美国司法】 

就是整个这个美国司法系统真的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做听证会的时候，两边大桌子，大长桌子，巨大的长桌子，对面

所有的律师。然后我们在这边，然后这边是人家的法官。 

 

人家准备了我的天呐 20箱文件。然后人家做的 Presentation，啪啪电脑给你展示。就是美国人的法律系统真是了不得。

我就一直坐在那儿想啊，中国如果有这个场面会是什么样子？有人买通了法官，或者有人造假文件。但这儿绝对不可能，

因为就在你这个事情之前，没有人知道谁是你的法官，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程序。但是这个法定的程序是必然的。 

 

问的问题很严肃，很专业。在这个地方撒谎你是要付出代价的，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人家问的问题那是了不得，真是我

太享受了。因为当你面对着人家是专业，人家要得到真相的时候，你就会尊重对方。虽然是我们是在一个听证会，我是另

外一个角色，但是问的问题是非常直接的，问的问题是非常专业的。 

 

如果中国有这样的公平程度，不可能有信访，因为你必须心服口服，你必须心服口服。人家问你的问题，人家出示的文

件，你回答的问题没有任何情绪化。你情绪化也没有用，你情绪化人家打断了，说对不起。你回答的问题，Yes，No。你不

要在那哈叙述的方式，那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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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中国可悲的事情，我们的四个民全被毁了，民主被共产党给毁了，民运被这些欺民宅给毁了，民权被盗国贼给彻底的

代表了，没了没了，我们的民意也被他们给代表了，民权民运民主全都没了。这四个民都给毁了。 

 

咱就向往啊，向往民主啊，法制啊，自由啊，中国正道主义啊，那就是喜马拉雅啊，喜马拉雅就是民天下，不是跑到喜马

拉雅冻死我们去，我们真上不了，真上到喜马拉雅，我估计我们爬到千分之一就冻死了，都成了人干了，我说的是一个非

常高，让我们仰视、尊重，很难挑战，但是他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目标，是有人爬上去的，不是没人爬上去，爬上去的是

个领导，告诉你们，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民天下。” 

 

2.预言中美贸易战会给中国带来无限的机会。【中美贸易】 

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战争，贸易纠纷和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中美之间的军事互动，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时

我们的机会，中美之间的贸易较量和接下来的很多军事行动，和多个国家联合的行动，会给中国的法制环境，法制进程，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带来你无法想象的机会，而且是和平的机会， 

 

2018 年 6 月 28 号 

文贵报平安视频！(一分钟长)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VOn1MQfY8I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29 号 

谈刘刚与屎诺．王岐山与错功胜为什么救海航！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agxei2B3cQ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2018 年 6 月 30 号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 

第一部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OONRsuM98 

谈郭宝胜的诈骗与对寒梅的起诉 

第二部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r9-rZj3Eh8 

谈中国股市与经济！ 

文字链接： 

无文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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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 6 日 

文亮亮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3Pob0sqd_A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d9916a4-5935-46c3-9d48-61daf1c9c0d6 

 

1.关于王健之死【王健】【陈锋】【盗国贼】 

“接下来会更加地疯狂，接下来会更加地嚣张。还会向王伟先生，王健先生的弟弟最关键的人物包括他的儿子王正先生，包

括他家里的侄子，还有陈峰先生现在掌门的，陈峰的侄子儿子也都开始在海航上班了，包括七大姑八大姨，这一切事件导致

的海航的内斗会加速。海航与盗国贼之间利益的争夺会更加白热化。” 

 

2.海航所有的资产和资产的合法性将受到各国的调查。真相出来后，盗国贼就会杀人灭口、找替罪羊。【海航】【盗国贼】 

“海航在世界上引起的关注，所有的资产和资产的合法性将很快地受到各国的调查。海航过去的并购行为会受到一系列的国

家和合作者的质疑，进而形成的各种调查会加速。只要调查，只要有人关注真相就一定会出来。我深信不疑，我深信不移啊。

那么盗国贼就变成最后他不得不继续杀人灭口，继续把海航身边的人抓起来，然后有不同的替罪羊会出来。但这都是垂死挣

扎。” 

“最后海航的钱必须还给中国人民，它属于中国人民的，谁都不能拿走——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海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海航所控制的渤海金控的资产、在海外盗国贼给这些常委政治局委员的私生子女布

下的天罗地网，以及在西方布置的间谍网，这种补血的功能，这才是关键。【海航】【渤海金控】 

”海航不是最重要的，我再一次说，海航最重要的事情是渤海金控所控制的资产，海航的万亿资产可以这么说根本不是我的

目标，海航所控制的渤海金控以及在海外布下的盗国贼给这些常委政治局委员的私生子女布下的天罗地网，以及在西方布置

的间谍网，这种补血的功能，这才是关键。 

渤海金控控制着中国人民几十万亿的资产，在金融机构埋下的大坑，在西方养的私生子女，以及给西方间谍的供给线，也就

是给钱的网络，这是核心。” 

 

4.海航是这次爆料革命中的重中之重。指出王伟、杨光、谭向东将会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 2018年 7月 3号王健先生被阴谋杀害，可能啊被阴谋杀害，真正的开启了海航走向了一个世界上关注和盗国贼决

战的时刻的开始。 

所以呢我现在不想讲那么多，过几天再发展发展啊，看看盗国贼要出的招和文贵预测的怎么样。我在很早就说过，我在过去

2017 年 419 接受龚小夏女士、东方先生等在 VOA 采访的时候，我就明确地说，海航是这次爆料革命中的重中之重。海航的

钱，海航背后的老板，海航的股权，以及未来海航在阶级斗争和盗国贼斗争和政治斗争中陈峰和王健等人。下一个关键人物

可能就是王伟、杨光、谭向东这些关键人的非正常死亡，将真正的开启中国的盗国贼革命。” 

 

5.王健死后盗国贼将要灭口、取钱、做假证、联系海外的间谍网、资源控制【王健】【盗国贼】 

“这就是下一步最关键的走向。盗国贼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我相信他不会低于三个计划。这三个计划就根据王健先生

的死亡，他们是否按照计划和发展的这种实现了目标。然后再进行第二，第三方案的执行。最终目的很简单：知情者灭口。

抓起来还不安全，你们抓起来万一他们跟这个其他势力联合怎么办呢？灭口是关键，这灭口是关键。怎么灭口，有的可能会

被抓，有的被控制，因为被控制被抓起来的人，有不同的功能。他们还要帮助取银行的钱，还要帮助这个做假证，然后呢还

要这个联系海外其他联络网，把自己的间谍特务，要资源控制。所以会有人被抓，还会被杀，还会有人被死亡。 

 

6.提到定点爆破。【定点爆破】 

“最后就是文贵定点爆破。这是我们的目的。”“大时代的到来，时机站在我们这边，上天站在我们这边，我深信这些战友的

凝聚，和接下来可能是小妹小哥团队，和新的一代们用的科技手段，会在爆料革命第 2期文贵定点爆破的时候，得上天的眷

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3Pob0sqd_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d9916a4-5935-46c3-9d48-61daf1c9c0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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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航将如何处理资金；中国银行的烂账、死账；人民币贬值(对美元的汇率 15-20，甚至 25)【海航】【中国银行】 

“据我所了解，盛京银行由于是海航控制，现在已经出现巨大的兑付问题。接下来海航如何将渤海金控制的，几十万亿的资

产列入盛京银行，列入其它的商行。他所套空的资产，如何解决。中国的银行平均烂账 35%到 45%的死账。这该怎么解决，

人民币的贬值，从现在来看，人民币实际价值大概在 15到 20之间对 1美元。这是实际价值。现在是 6.7元，未来从六块七

到 15，20之间，甚至是 25。该有如何的变化。” 

 

8.股市将成为重灾区；用房地产套牢老百姓，通货膨胀。是和平演变还是革命？【中国股市】【房地产】【通货膨胀】 

“股市这点经济量了很小的，股市非常小。当然股市也是重灾区了。然后把所有的问题挤压给房地产，最后用房地产套牢老

百姓。会不会引起一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聊生。最后是一个到底是 Evolution还是 Revolution，不知道。到底是和

平演变还是革命，那就看盗国贼的，和上天对我们怎么处理的事。” 

 

 

2018 年 7 月 9 日 

代号黑莓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B8JQTqYa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823f2ff-02eb-4bfc-b62f-78972491c381 

 

1.国际社会对 CCP有了基本判断【国际社会】 

“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和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认知，和对中国 18大 19大新一届领导人，包括对习近平先生下一步将把中国

带向何方，和在世界上所存在的价值，和如何的真正的跟他想的和他说的一样不一样的依法治国，大家有了一个基本的判

断。” 

 

2.18大后的中国已经退到文革以前【18大】 

709事件反映“中国在过去的 6，7年来，特别是 18大以后，中国法治环境，人权环境，民主环境，进行了大倒退。毫不夸

张地说，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比文化大革命进步了，事实上可能已经退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了。” 

 

3.英国朋友在中国做生意不准谈人权【中国人权】 

“一位英国的朋友在前天跟我讲，他说他参与了一个中国政府的谈判。 

中国政府官员对他们说，你们想不想跟中国做生意啦，如果想做生意，不要谈 709律师，不要谈达赖喇嘛，不要谈新疆，不

要谈西藏，不要谈人权。… 

英国政府官员，为了他们的利益，…说，我们可以不谈这些问题。这就是现实。” 

 

4.709和 64一样成为中国走向民主的关键时间【709】【64】 

“709这个日子，一定会不平凡。他也一定会像六月四号一样，成为我们未来中国人走向民主法制和自由一个关键的时间。” 

 

5.海航股权从纽约慈航转回香港，两律师生死未卜【海航】【慈航】 

“海航基本上股权有了着落。将把美国纽约慈航的股权，转回到香港。…他们基本已经完成了手续。贯军，刘呈杰以及和他

们现在海航以及背后的老板，盗国贼们所指定的公司，已经完成了签收手续。在签完了这个手续之后接受了采访。接受完采

访以后，王健先生拍照死。据说，关键的香港的某家律师事务所这两个律师，现有一个律师也是进医院了，在香港养和医院

住着呢。现在还生死未卜。” 

 

6.王建完成把海航从国营转为私营后被拍照死【王健】 

“也就是说王健先生拍照死之前，把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任务完成了，那就是和陈峰先生把海航从国营变成了私营，把私营的

企业变成了刘呈杰和贯军的企业，把刘呈杰贯军的企业变成了美国的慈航，绝对控股。然后呢从 10亿变成了万亿的财富控

制了 20万亿的资产，并且转移到了美国。在发生了去年的文贵爆料革命之后海航事件曝光天下之后，王岐山先生和孟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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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还有多个 N先生，刘呈杰的爹，刘呈杰的妈，贯军的爹，贯军的妈之谜之后，该股权又顺利的转回到了香港，盗国贼控

制的手中。然后拍照死。” 

 

7.王建的三个使命【王健】 

“在这个之前，也有三个关键性的事件发展，也让王健先生全部给处理好了。我们查了有关盗国贼私生子女我们已经公布的

银行信息，和未公布的银行信息，基本上大部分钱都被转走了。而且我们了解包括在美国在澳洲的房产私产，处理的处理，

转让的转让，包括控股公司转让，转到这个基金那个基金进行了结构性的改变和私人家族基金的改变控制股东。包括已经收

购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重复抵押。事实上也是一种股权，最后受益人根本性的利益转移。这是核心的：现金转走，控股权海

外资产达到了最终转移进行了集合，资金集合，控股股权集合，最后在美国和欧洲即将调查海航一切事项的时候，他拍照死。

这三个使命太大了。” 

 

8.王建之死是盗国贼对所有白手套的警告【王健】【盗国贼】【白手套】 

“让王健先生拍照死，然后再用各种控制，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学王健，这是一场威胁这是一个警告。” 

 

9.党内有良知的人是爆料革命的核心力量【爆料革命】 

“党内还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当他们掌握了决定的证据，在他们的法律和权力控制之内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把他们给送进

监狱去，这就是内部黑吃黑的结果，和这是白吃黑的结果，…这也是我们走向喜马拉雅最重要一个核心的力量，所以我们反

对盗国贼反对这个体制，我们现在不到也不能把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打成我们的敌人，…任何与这个相违背的那都是别有用

心。” 

 

10.川普将是美国第二个里根总统【川普】 

“相信 Trump总统可能会成为美国的第二个里根总统，让世界有更多的和平，而且是不流血，有巨大的良好的变革。” 

 

 

2018 年 7 月 10 日 

文新整理 

王岐山设计王健可能用诈死．被杀事件使海航重组．将盗国财富合法化！王岐山已经开始出大招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sZTSOzxBw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b594e29-9c1e-47b2-ae23-b01096b57ef1 

 

 

这期节目，郭文贵指出盗国贼试图借海航重组过程瓜分和转移赃款。医院不能确认尸体是王健，财新报导的王健死亡过程与

目击情况完全不符。同时，郭文贵讲解了安全部如何代管企业、招募社联人员、将企业变成安全部的工具、变成盗国贼的工

具，企业家全家被严控出境、直到杀人灭口的全过程。 

 

1.王健死之前 1 年多就被严密监视控制了。王健死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现在中国有巨额贷款的老板和

家人被严控出境，享受与王健相同待遇，事实上被绑架【王健】【私人企业家】 

我们掌握了一个核心的信息，证实了我在内部得到的信息是准确的。就是王健先生在这一年多时间出国都必须经过国家特殊

部门，包括安全部中纪委批准，都是有人跟着的。包括陈峰先生。 

还有他们的现在几个核心官员，核心领导吧，不叫官员，都是出国要经过申请，要有安全部和中纪委指定人员陪同。也就是

过去这爆料的一年多来，他们所有到海外，都有国家情报人员，间谍人员跟随。也就是他们 24小时他们和家人都是被监控

状态，今天可以说这是百分之百的。 

…… 

而且根据目前王健先生这一年多来出门全有国保，安全人员随从，那事情就更不简单了，那就随时可以让你死，各种方式死。 

…… 

王健先生的事件，拍照死的事件，将使中国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惧和害怕。我们是羊的民族吗，但是羊有时候真感到看到血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sZTSOzxBw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b594e29-9c1e-47b2-ae23-b01096b57e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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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真害怕，不光低头吃草了。王健拍照死事件绝对是一个分水岭。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我相信，从王健先生拍照死，像马云，许家印，王健林！大家知道王健拍照死了。王林被癌死了。现在就剩加起来王健林先

生。还有什么卢志强先生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大老板。未来谁还敢去普罗旺斯呀，谁还敢去法国呀，谁还敢去随便出门呀。 

“更重要的事情，据我最近才了解到，所有巨额贷款的老板，刚才我说的这老板，家人和他本人不允许随便出国。所有出国

都要有国家指定人员陪同，而且不允许全家同时出国……这不叫文化大革命，这是新一种形式下的中国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

的绑架革命。” 

“这几天我才了解到，原来所有这些人在过去一年里出国，全部都由指定的国宝，和国家指定部门的人，或者当地大使馆派

出的驻地情报人员陪同。而且家人不能共同出国，必须一半儿人留在国内。……所有的这些富豪家人全变成质子了，全变成

人质了。” 

 

2.安全部 12 局社联局：12 局负责代管即没收企业，12 局社联人士即绑架的企业家。盘古曾被绑架（代管）。安全部 12局

原局长林地因卷入蔡小洪案，没升职为部长助理【安全部 12局】【盘古】【蔡小洪】 

原来这个安全部 12局的局长，陶局长就是海南安全厅的厅长，到了 12局。他去 12局以前是谁呢？是林地，我们林强局长

的哥哥林地，是安全部的 12局局长。 

安全部的 12局，号称企业局，也叫社联局，专门联络马云呢，中国企业家什么的。我们盘古的项目就是被他给，叫代管。

所谓的社会的社联人士，就是非安全部的正式成员，但跟他保持关系，实际上就是被他绑架的人，叫 12局。 

12局的局长就是林地。林地后来到了 5局当局长，啊，保密局，就是每天给中央领导搞保密文件，情报局。本来（林地）这

要当安全部的部长助理呢，后来呢，因为他小舅子。他太太叫蔡小红（口误，应当是蔡小兰），她是司法部长蔡诚的女儿。

因为他的小舅子在香港，蔡小蓝（口误，应当是蔡小洪），发生了这个间谍案，就是英国驻港的发生的间谍案（蔡小洪被策

反为英国间谍），结果把他给抓了，谁抓的呢？就是我的领导，马健同志给抓的，号称领导啊，代管我们的，给抓的。高辉

先生给抓的。跟林地之间是死仇。结果林地先生因为这事没当成部长（助理），马健先生当了部长（助理）。马健先生当了安

全部的部长助理，然后当了副部长。所以这个，我很难，这边老朋友是林地和林强兄弟俩，那边又是马健副部长，又代理了

盘古告刘志华的案子。在两个事上我选择，我选择谁呀？很难受，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结局。 

但林地先生，绝对是我见过的安全部的非常非常好的人，林强绝对是我见过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家人被害最惨，大家都知道，

他爸爸是在监狱里拿塑料布自己勒死的，等毛主席 365天，没来救他，拿塑料布自己从监狱里边勒死的。林则徐的后裔。 

林强的哥哥叫林地，林地的老丈人叫蔡诚，司法部长，最后司法部长因为要把儿子救出来，气死在床上。和当年二部的部长，

姬胜德的爸爸，当年的情报头子，姬鹏飞一样的下场，儿子被抓，最后气死在床上（炎黄春秋：姬鹏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所以共产党这个组织就是个大流氓组织，就是个黑社会组织，啊，流氓黑社会到了极点。习近平的姐姐，他爸爸的前妻的一

个女儿，文化大革命时候不也上吊死了吗。习近平本身，我想相信他比我们还恨共产党。他只是利用共产党，他把共产党变

成了习帮，我深信不疑。 

 

3.法国被 ccp控制的程度欧洲第一。各种政治阴谋杀手横行。【法国】【共产党】 

突然间决定了继续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全部取消。而且当事人有两个人打电话给我们采访的人，或了解事情的人，打电话威胁。

如果你敢把我们的采访说出去，如何如何如何，按照法国法律如何如何。而且不但如此，我们的采访人发现了被跟踪。 

…… 

因为这个太蹊跷了，在法国这样的国家，竟然是连搞高尔夫的人都被闭嘴，连个高尔夫球场的服务员都被闭嘴，在奔牛村教

堂路旁观者都被闭嘴，医院就更不用说了，扯淡的事。然后出来唱戏的又是财新胡舒立！ 

…… 

欧洲如果政府被蓝金黄唯一最可能就是法国啊，法国是要钱不要脸的我告诉你，很多人太亲近中共了。 

…… 

大家不知道在中东，你看有多少人是在法国死的？历史上多少中东人是在法国被杀的。法国是杀人之地，是一个政治阴谋杀

手的快乐的天堂。大家看看那个巴黎的圣母大教堂门口，有多少人那哈儿写的小牌子，谁谁谁当年被杀在这儿，谁谁谁当年

被杀在这儿。 

第一就是法国，第二就是意大利，杀手的天堂。当然了，现在已经包含了莫斯科了。所以说，这个戏有意思，这是高端人士

玩儿的，杀手的游戏。这比任何电影都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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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航王健已经完成了代孕功能，王健死后海航的资产迅速转移。海航的资产处理方案没有报告给中国政府国安委等部门

【王健】【海航】 

大家也要看到海航的所有的贷款，和最近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给他发布的要限期交回返回多笔已逾期的款项，这是昨天我知

道的，这是在一个月以前发的。并且海航的多个在香港间接和操纵的和控股的股票都是暴跌。就像我昨天说的，这几个盗国

贼和私生子的原来帐号，海外帐号的钱全部转走了，包括在对面这个房子的资产，我这两天才查，我才发现房产的控股公司

也变了。原来在这个 61街买了一个二亿多美金的房子，这个房子也转完了，转给别人了。 

但是据我了解海航给人民银行，给贷款行，给安全部，给中办和国家安全委写的关于海航资产处理的方案和最近处理方案的

进程这个报告中完全没提这些事，他也不可能提，那说明了什么，再次在昨天在今天证明，王健先生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的

太多，以及和海航陈峰先生和王岐山的有亲有近他属于外边人，他的代孕的功能已经完毕，孩子该生下来了，该剪脐带了。 

 

5.习近平批示对海航全面调查，随后王健拍照死，海航完蛋。盗国贼灭口王健试图减缓和阻止海航被美国和欧洲政府调查，

同时把海航猝死的责任推给习近平。【习近平】【海航】【盗国贼】【王健】 

我上星期才知道,习近平先生这是第 5次签署了对海航进行全面调查的这个指示。就在他签署这个指示之后，海航这个王健

先生拍照死。关键证人操盘手，现在陈峰先生安全了。他和王岐山先生成了海航，为国家海外情报工作，海外一带一路工程，

所做巨大贡献的忠心和可信度。什么坏事都是王健先生干的。另外一个，王健先生的拍照死，将海外的很多资产的处理加速

化，而且失控。失控的责任不在陈峰，也不在现在活着的海航的任何人之一。是因王健突然而死导致的乱局。最后是什么，

是因为你习近平的批示导致了海航的猝然死亡。 

王健的拍照死导致了在国际上的信用度降低，然后中国政府的内部调查导致了海航的授信，这个资金链的脆断。最后海航集

团也猝死了。海航一猝死，这几万亿不用还了！高啊高！盗国贼，我小看你们了。你们是盗国神呐！ 

……这所有的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大戏！设计好的大戏！所有的大戏就是给海航送葬！不是叫王健治丧委员会，是海航治丧

委员。只有两种可能，做掉王健，把海航送葬。送葬海航就叫分赃，依法分赃。第二个，王健假死，诈死，藏起来，也造就

一个海航分赃。现在这个所有的股市，所有的地产板块，金融板块统统玩完。然后所有在海外的，现在面临的国际调查全部

结束，最终保护了海航的最后的盗国贼的私生子女，和盗取的国家的万亿财富，和继续控制几十万亿资产。牛，牛，牛啊！ 

 

6.法国医院认为送到医院的不像王健本人。胡舒立财新报导王健说到了医院了我腿疼，医院说王健到达时已经死了。王健

死前在酒吧喝药了。王健去医院检查没掉一根毛，没留下任何 DNA。【法国】【王健】【胡舒立】【腿疼死】 

到了医院去问了，医院说绝对没有这回事。而且恰恰相反，说，人，整个面部，还有身体状态，他们认为根本不是王健。所

以昨天有人就跟我说，他说是不是摔死了，不是王健啊。因为当时有看到的人说，他们认为跟照片上的人不是一个人。很有

意思，说可能就不是一个人。说太不像了。而且都是神色慌张。说有一个中年男子，微胖，指挥着。根本不让管不让碰。而

且是身体冰凉，后边有大滩的血迹，后边大滩血迹。 

所以跟财新的报道说到了医院了我腿疼，根本不可能说话，人都凉了还说什么话啊。而且说现场有帮忙的人，他们训斥不让

碰。嗷嗷地叫，大骂。 

我就纳闷了，人要摔下去，为啥救都不让救呢？现场一滴血迹没有。为什么只有上边有血啊？还是泼的西红柿汁啊？ 

为什么不让人看呢？这为什么财新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财新什么时候知道的啊？7月 1号的上午王健还在巴黎呢，2号干嘛

去了？跟谁见了？去瑞士银行签的什么文件啊？去瑞士四季酒店里面跟谁见的面啊？为什么这旁边这几个人这样的就把王

健给挟持一般，不允许别人接触，然后王健跟人见面的时候旁边有人，别说打电话了，连看都不让看，站着挡着，去完成什

么手续去了？是过渡什么手续去了？而且中间跟德国人见了面，还有俄罗斯人，几个俄罗斯人见了面。而且这中间有最起码

两到三次，就在见面的时候，中间，就在四季酒店旁边那个酒吧里面就有喝药的过程。他得了什么病喝药啊？这些都成秘密

啦。能成秘密吗？在中国他成为秘密，在西方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所谓的拍照死，绝对不是所谓的冲上矮墙，从矮墙摔到了围墙，从围墙摔下去了十几米，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

能。而且根据目前王健先生这一年多来出门全有国保，安全人员随从，那事情就更不简单了，那就随时可以让你死，各种方

式死。 

王健先生自杀的可能性根本没有。不可能。而且他的妻子和他的弟弟，去到法国的时候全部都是有人跟踪的。全部都有人跟

踪，十几个人。 

对了，你们这个战友们说要求法国保留 DNA，我告诉你医院里边连一个字的检查记录都没有，甭说 DNA连根毛都没有，我们

跟你说实话，我叫人冲过去，就是要王健的 DNA，因为我们有王健的 DNA的所有的信息，只要我找到一样就可以，我开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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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一开始十万美元，最后一看难我说给你五十万美元，最后五十万我说一百万美元，我想拿到 DNA，一根毛都拿不着，我可

以向全中国同胞保证，在那个医院里边没有王健先生留下的一根毛，厉害吧？！咋死的啊 

 

7.董瑶琼事件是安全部一手炮制的，说明党内很多人要反习近平【董瑶琼】【习近平】 

那么我们再结合一下上海泼墨女孩儿。说，拿着墨，啪，泼上去了，“我恨你”，“海航是习近平的，我恨你们脑控我”。是脑

控了，这个女孩儿被脑控了，叫董琼瑶，不是董琼瑶啊，还是什么瑶啊。泼上去，如入无人之地。 

那个时候海航大门还是被关闭状态，她怎么进去的？这个不知道。她是被脑控，被脑控，谁脑控她呢？那肯定共产党。中国

没有国民党，也没有民主党，那是国家安全部的人或者二部的人。……脑控她的人一定是国家权力机构，习近平今天在中国

已经超过 50%的权力了，他怎么让人脑控这个董瑶琼泼他自己的墨，然后把海航说成是他自己的。有意思。 

 

那说明党内现在很多人要反习近平啊。这个海航是不是习近平的，我最有资格说。这咋就没有王岐山的事了呢？咋就没有姚

明珊的事了呢？咋就不能脑控不能脑控一下说出刘呈杰他爹是谁呢？咋就不能脑控一下说出贯军他爹是谁呢？哎有意思啊。

那脑控为啥不脑控一下王健，陈峰，他孩子，还有王伟，谭向东，杨光，把海外的账号的钱给脑控一下不就完了吗？就脑控

这个小女孩儿，让她来说出这个海航是习近平的。而且是在习近平的政府范围内，她要是在法国被脑控是习近平干的。在上

海被关掉的大门，上海海航的总部，在王健死的同时，指出海航是习近平的，这有意思了。 

说明习近平根本控制不了中国的所有权力，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他都控制着。这一系列的事件证明，党内的斗争正在白热化。

这一系列的事情证明，中国的情报机构，海外的所有的间谍系统，海外的所谓的沉默的力量，不在习近平百分之百控制之中。 

 

8.海航事件安全部集体出动，多家安全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包括白马广告）参与。海航王健拍照死真正开启了盗国贼的内

斗。分赃越快越猛，越容易因分赃不均起内讧【海航】【王健】【盗国贼】 

就是，我们去的两组人员去采访当时王健先生到达法国以后所见过的人。包括在 7月 1号还有 6月 30号法国巴黎高尔夫公

开赛，跟他接触的人 

…… 

参加巴黎高尔夫巡回赛的人，也很想知道。这次参赛有我两个最好的哥们儿去的，我不好意思说，这是中国安全部绝对的最

专业的长期的家族，一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前字带个字，带“白”字，海南的公司（白马广告）。他们在木兰岛，海南

的木兰岛有个高尔夫球场，跟中信搞的。然后呢，后来跟海航有合作，可以说是海航前五号家族吧，这是我多年哥们儿。他

们也在！我这个事搞明白了，啊，这一下我搞明白了。 

…… 

马（马建）是 8局副局长，安全部的 8局是缉侦局，3局，5局全都是情报局，7局是情报和技术局。海南省安全局陶厅长

到了安全部接任了 12局局长，12局里面有 4，5个中国巨大企业都是海南的，包括海航，那时候，王岐山还没那么厉害尼，

12局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包含了白马广告，玩高尔夫 PG的，老朋友啦，我一听，这热闹了，12局去了那么多人，到巴黎参

加高尔夫，连 8局不出国门的都出人了，5局是写文件的，也出人了。5局，8局，12局，还有 17局的退下来的人也出现在

巴黎了，这个事热闹了，这就是海航它牵动着中国的情报机构，高层政治，多家上市公司的命脉。 

在安全部里边，对外派出的特务和工作人员，也分级别，这次海航把所有海外过去这些年，盗国贼分赃的利益裙带关系，生

殖器关系和资产代孕者的关系紧紧的连在了一起，成了一个爆发点。海航的非法分赃，毕竟牵扯到中国的老新常委，过去情

报系统的千丝万缕，有的人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有的打着情报部的名义，中联办的名义，2部，3部的名义，各地方安全

厅全面参与，说白了都是共产党的一家饭吗。 

现在谁都想吃第一口，最好的，不想光喝汤，但是在分赃过程当中，很多人分点汤那也是好的，毕竟是大钱吗。所以海航的

王建非正常死亡，所谓的拍照死真正开启了盗国贼的内斗，已经大打出手，不可收回，这是它的核心意义，海航的前几任书

记，前几任省长，前几任纪委书记，基本上我都认识，最近都很忙，说白了，都等着分海航这碗汤尼 

 

9.PacificAlliance（太盟投资）提供 2.5 亿美元贷款给海航建设三亚凤凰机场，王健拿到钱就翻脸。【太盟投资】【海航】

【王健】 

海南这地方是海航的天下。所以说王健嘛，我对王健先生印象非常不好的就是一次，告我那个 PA，叫太盟。当时海航没钱的

时候，2000 年 2002 年左右，没钱。他融资，叫太盟投资，PacificAlliance。借了人家 2.5 亿美元，投资了三亚的凤凰机

场，押了 100%股权。那给人家送礼啊，把人家当祖宗。但人家这个创始人，到海口见他的时候，打电话。人家都融完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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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哇，王健变了个人，打电话都不见。人家都等了你几天了，在海口，啊我在北京呢，锦涛要见我，锦涛要见我要开

会，然后安全部领导要见我。 

人家说，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我是到期了来收钱来了。说你等着吧。这个人等了 7 天，等了 7 天在海口。7 天最后见面了。

一见面，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海南李嘉诚。我第一次啊，这个哥们给我介绍。因为 PacificAlliance，后来被海口收

了一部分股权，这个是为什么去年来告我们，帮他们要钱，那就是王健和陈峰使的坏。 

 

10.海航私人飞机最重要作用是给中央领导人联络，安全部出门派私人飞机全是海航的【海航】【中共安全部】 

哎，我说谁啊？说长春的夫人。奥，怪不得。我说咱赶快躲，咱惹不起。所以当时你看看海航，整个共产党的很多人都被它

拿下了。然后有一次，又是飞机回来，旁边停个飞机。海航的飞机从上面下来人。谁呢？邓朴方。从上往下抬。那时候海航

私人飞机是给中央领导人联络的最重要作用。安全部出门派私人飞机全是海航的，所以那时候王健是很牛的。然后，我们都

没打招呼。王健给我们摆摆手过去了。还有一次就是，我是亲眼目睹，姚庆，姚明珊，咔，上飞机了。 

 

11.出高价买海航、渤海金控相关的爆料。免费的料我不要，只要是真的料，价钱再高也买。海航盗走的是人民的钱，必须

还给人民。【海航】【渤海金控】 

这两天我看到海航的一幕一幕，包括海航内部人现在跟我联系要爆料，我统统的我都说等等，一概不收。……我不挖任何人

的墙角。我现在也不做这种事。咱们君子打仗，咱打出个绅士水平出来，不干这事！过一段再说。过一段，有偿给我料的，

经过验证后的，我愿意。海航的员工们你们那么多人发的信息我都收到了。只要你要钱，你敢担保你发的料是真的，你敢让

我验证你的身份，我拿钱买，白给的料我不要。你要是敢保证你的身份，敢验证你的身份，敢验料，我愿意出大价钱。 

特别是最近王健先生的死亡的真正内幕，还有陈峰先生的这场大牌，大计划，还有这个渤海金控下一步的整个的所谓的依法

重组，还有上市公司的重组，资产重组信息，我愿意付百万美元，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我都愿意。如果你愿意可以给我

发信息，可以给我联系。 

各种渠道。你也可以直接跟我律师联系。……海航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最后必须还给老百姓！你王岐山孟建柱想把钱拿走，

那是不可能滴！ 

 

12.提醒欧洲政府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关注新疆事件、709事件，关注被刑讯逼供被关押的官员和家属【欧洲政府】【达

赖喇嘛】【刘霞】【新疆事件】【709】 

刘霞女士到德国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刘霞女士一定会出国的。 

因为欧洲，我见过所有欧洲的政府他们问我什么最重要？我说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最近很多人都是见我的政府官员都问

我，什么事是中国最重要的，我说现在见达赖喇嘛，救出刘霞，还有一个你们要关心新疆事件，关注 709事件，关注那些被

刑讯逼供被关押的官员和家属， 

 

2018 年 7 月 17 日 

文童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asNYKPo14 

文字版第一部分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bd061b6-9ed0-49f8-a22f-1813d6b2d778 

文字版第二部分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ebf6039-8365-4f84-82cb-deebb06e04e8 

文字版第三部分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d2c6a1d-eb47-4dc1-b132-660c6f342dab 

 

1.從不飲酒的令計劃兒子令谷深夜醉駕法拉利，車禍身亡，六年後中國兩會開啟真正的習王家時代。【令谷车祸】【习王时

代】 

“再一个我们要看一看十九大啊，同样的时间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 2017 年的十月召开，2018 年的 3月 28日，和当时的

春节没差多少天，举行了两会。你再往回看啊，2012-2018 六年的期间跟春节相差一二十天之后，举行了两会，习修了宪，

王任了副主席，终身连任了，习王可以干一辈子，千秋万代。中国由习王统一天下，千年万年永流传。” 

“2018年 3月 18日中国两会开启真正的习王家时代。大家可以看这个时间啊，差多少时间呢？差不多少。你往下看，2012

年 3月 18日发生了什么事？路德先生你看见了吧？2012年 3月 18日是令计划之子令谷深夜醉驾法拉利跑车西藏美女车祸

死亡，两座跑车装了三人，和 2018年的 3月份 18日开两会修宪千秋万代永流传有没有意思？6年后，就是那场车祸。而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asNYKPo1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bd061b6-9ed0-49f8-a22f-1813d6b2d77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ebf6039-8365-4f84-82cb-deebb06e04e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d2c6a1d-eb47-4dc1-b132-660c6f342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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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谷啊他是绝对不喝酒的，而且那天是醉酒而死，而且法拉利车上有两个所谓的西藏美女。后来一个在急救之后，也都

死了。但是呢到了 2017年 10月召开的 19大和两会千秋万代。” 

 

2.胡錦濤訪問丹麥回國後政变，無人接機。【胡锦涛】【政变】 

“2012 年的 6 月 4 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上次说有一次视频我说胡锦涛访美是错的，胡锦涛访丹麦。访丹麦之前发生了所

谓的傅振华告密，揭发令谷死亡的重大事件，向江泽民、朱镕基、习近平还有曾庆红等这些老同志，包括了郭伯雄。所以他

们就在玉泉山开了会，开了会做出了所谓的决定对十八大召开前十八大筹备小组人事安排的决定。 

所以呢？胡锦涛在回国下飞机以后他已经没有什么官员接机了，因为各个总书记出国啊，北京市公安局那傅振华跟狗似的，

一定要去，公安部的部长、警卫局长、中央警卫局长那必到的一些人，结果已没人接机了，什么胡锦涛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任

务都得给他变了，说白了你就是被绑架了，然后呢被江、朱、曾、郭伯雄、习、王等政变成功。” 

“2012 年的 6 月 5 日上午九点钟就是从丹麦回来以后，胡锦涛被江泽民朱镕基曾庆洪习近平等人叫上了玉泉山，宣布了中

共中央的一系列决定。一系列决定就是什么？李源潮出局，然后汪洋出局，王岐山要进常委啊！然后呢俞正声进局，令计划

出局，说白了就是整个共青团彻底给灭了。这个胡锦涛整个人都吓傻了，这个我原来的视频讲过。开完会回来，这个傅振华

还专门提前赶到中南海西门给习近平敬礼，结果大家知道以后是皇帝的习近平连搭理都没搭理他，知道这小子是多坏。这是

所谓的傅振华告密的导致的政变，实际上都是戏啊！” 

“2012年 6月 5日上午 11点 30，胡锦涛与李源潮谈话，十八大筹备小组将于习近平、孟建柱？王岐山主持筹备。李源潮、

令计划、汪洋、胡春华全部出局！有意思啊！这个太有意思了现在啊。6 年前和 6 年后的 18 大的今天你相比这个太有意思

了！这个不用我说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实啊！2012年的 7月 18号，栗战书调任中办副主任，2017，2012年的 9月 1号，栗

战书接任中办主任，并接管中央警卫局，并且整个军区中央警卫局全部换防，他是 9月 1号接任的中央办主任啊，还有中央

警卫局，北京军区全部换防。这就真正的把枪给拿下来了啊。” 

 

3.王健 25年來第一次接受《中國周刊》採訪，闡明美國慈航將轉移回香港慈航。【王健】【慈航】 

“你看看这个时间表，然后 2018年 4月呢？哎，有意思了！今年的 4月，王健 25年来第一次接受《中国周刊》采访，阐明

美国慈航将转移回香港慈航。你看什么意思啊？就是经过这六年的酝酿的钱，从中国飞到了香港，香港飞到了美国，美国又

要飞回了香港。他这个钱咋飞回来的我都不知道，中国外汇管制，老百姓取 5千美金都不行，他怎么把几百亿美元就转来转

去？我要重申这慈航不是慈善机构，就是一个私人公司，叫私人基金，他这完全骗人的，打着带慈航的字和拼音充当慈航，

这种愚蠢的愚略的，凭这一点上，王健该死，陈峰更该死，王岐山更该死！把老百姓当猪，你叫慈航你就是慈善机构啊？实

际上还是自己家公司嘛！这么愚蠢！ 

你看看啊，这六年来弄好了一万个亿的人民币贷款，20万亿的资产控制，然后把股权转到美国，从美国再转回香港。” 

 

4.2018年 8月北戴河政治分贓大會，將比十九大更嚴重。習近平將出訪幾個非洲國家，絕對會有變數，會有故事發生。【北

戴河会议】【十九大】【习近平】 

“今年的八月份北戴河政治分赃大会。这次绝对比 19大还严重。都在打整个 19大之后的分赃大会吧，这就是马上到的下个

月。2018 年 7 月 17 号郭文贵将继续爆料王岐山海航主仆和盗国贼的关系，一周年后再次爆料海航王健死真正的目的和事

实。爆料革命宣布进入定点爆破的时代，全世界都将为之震惊，中国十四亿人民将从被愚弄中醒来，全世界和海航，王岐山

和盗国贼有关系的国家将无选择的与盗国贼清算，中国人民将从封建社会到共产党的“党时代“，毛、邓、江、习的“家时

代”彻底解放，大踏步地走进法治中国，“民天下”的新世纪。 

接下来要记住啊，2018 年 7月 19-26 号习近平先生出访阿布扎比、吉布提、卢旺达和南非。记住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因

为看了胡锦涛当时访丹麦的回去发生了什么事。2015 年 10月 16 号负责调查王岐山、孟建柱、腐败案件的马健等中纪委大

部分人被捕，这一系列的案件...啊呀，我这说完以后我就有点激动啊！历史从来...我说完这个你说说你的评价吧。” 

“现在我非常担心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也愿意看到发生，关键发生完谁是啊？别到时候上次把胡锦涛干掉了换个习近平先

生，我们都对他有希望，结果这几年搞得现在中国人民快到了灭顶之灾了。现在话也不能说，现在整个国家你看我本人企业

都被害成这样，家人都被害成这样。我相信这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接下来我认为这次的外访绝对会有变数的，会有故事的。为什么就在他之前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了。” 

 

2018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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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s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74h8-MMWA&feature=youtu.b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393d8f7-e478-4bcc-bb5c-27385c9c4463 

 

1.公安部副部长以亲身（惨痛）经历证实文贵爆料的传播量【爆料革命】 

别得瑟，在战友们面前，在我们的草根面前谁啥都不是啊。敢有人得瑟吗？大家知道过去 YouTube每次我说时候大家没人搭

理我，觉得我吹牛呢，我说我每次的都是在几个亿的人次看，为什么呀，刘彦平先生跟我说得啊，他说这个半夜三更的中央

首长打电话骂他，然后说这个郭文贵的东西才 TM两三天就四个亿次人看了，这 4亿次就包含了可能是传播啊，哎我说我有

那么厉害吗？后来呀就这个有人技术上跟我说每次 YouTube 都是过亿次在国内传播，但是昨天咱们郭媒体最牛的挡住了黑

客，你看了那个来自 CCP的骇客一直有，CCP，CCP，电脑直接提醒。 

 

2.一个美女，钓出整个情报网。这里也有可能是郭战装的起源【凯林】【情报机构】 

咱得佩服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竟然在这个小镇上，藏着二三十个人，全部是大陆来的。男的女的，冲上去，要跟凯琳照相。

结果警察一发现，这些人不对劲。照相带有险恶目的。往上冲，几个男的往上挤。人家警察，掐着脖子给摁到地上了。掐着

脖子给摁到地上了。 

所以昨天她在哪儿热闹了？所以说这个凯琳那，昨天在那儿采访完以后，发生了这些事，她那个 Gou.Media（指她穿的郭媒

体的衣服），所有中国人，外国人都知道。哎呀！很多人都说，能不能卖给我一份儿啊。 

 

3.文贵预测未来中共对王建之死的掩饰和滑稽的欺骗，以及共产党对人命的戏弄，企业家尚且如此，普通人就更不用提了

【王健】【共产党】【私人企业家】 

说句实在话，他们对杀汪健先生和设计这个局搞笑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就这个事情你就能想象中国李明怎么死的，徐明怎

么死的，雷阳怎么死的。我和这些人都不认识，但是他们是我们同胞他们是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一个人的生死如此之开

玩笑，如此之不严肃，死完之后又如此之愚弄他。 

 

4.预测中共将要对王建家人和郭文贵采取的行动【共产党】【王健】【王健家人】 

王建是怎么死的，你看看是怎么死的？很惨，王健他所有的家人，包括王伟，包括他的侄子，包括他太太，百分之百现在被

控制。现在在编排节目，正在编排中，下一步准备出来说话，王建怎么回事儿，你这么说了，这个钱给你，西雅图这个房子

是你的，纽约这个房子是你的，欧洲那个账号的钱有一部分留给你，你不那么说，那把你抓了，把这些东西都收回来，然后

裴南南站出来说话。然后法国大使馆，法国方面代表政府出来说话：“郭文贵是骗子，撒谎，根本没那么回事”，不存在什么

花工的问题，就是正常死亡，失误，我们警察作出了调查，然后现在站出来说，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了，百分之百我给你保

证，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只是我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形势下发生，只是略有不同，法国一定会有官方意见来否定郭文贵，中方

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佐证郭文贵是胡说八道。 

 

5.共产党通过“方证科技”可以监测到简体中文世界里的一切【方正】【监控】 

你看看昨天，717爆完料以后，所有的媒体--你搜索去，几乎很少能找到。而且，很有意思，你打繁体字搜索--“717爆料、

王健”，得到的信息完全不同。你打简体字完全不同（和繁体字搜索比较）。简体世界（使用简体字国家或地区）--这是“方

正集团”写的源代码，也就是“方正科技”。 

就是中共的导弹发射，全部都是用这个东西（源代码）的啊！这是“源代码”。它（指共产党）用这个“源代码”控制全世

界，只要任何地方你敲一下电脑键盘，他就知道。特别是简体字啊！繁体字--台湾还有一个版本，所以它不一样！ 

 

 

6.国内知道爆料的人不止两亿。特别是对于体制内的传播，中共表示有点害怕。法国人更是从中看到了商机【爆料革命】 

所以说，为什么文贵爆料在国内产生这样的影响，整个国家-挨个人去谈（话），让所有的“公检法”和“国安”（去谈话），

只要别传播“文贵爆料”，怎么都行………… 

所以说为什么文贵爆料产生这样的影响，整个国家挨个人去谈，公检法，公安，只要不传播怎么都行，不准传播，你可以看，

有些看也不让看，有些是局部断网，大家看到这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74h8-MMWA&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393d8f7-e478-4bcc-bb5c-27385c9c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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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法国政府官员私下跟我说在你直播中间中国政府就打电话，大使馆疯了，疯狂打电话，他们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私下说

文贵你继续爆，我们好跟他们讲钱，法国人你会做生意啊，多买几匹法国的马吧。 

 

7.如今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忽悠成风，自欺欺人的黑社会。人要有信仰，但是就算没信仰，也好过信仰共产党和它的“爹亲

娘亲不如党亲”【CCP治国】【信仰】 

而且，现在党内一片忽悠，是一片骗，是谁能跑就跑……. 

而且现在党内一片忽悠一片骗，是谁能跑就跑，谁能骗就骗，所以说共产党不是黑社会，黑社会？那比碳还黑，比碳还黑，

比碳还黑的黑社会，比碳还黑的黑社会，黑得没得再黑了。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所有的战友们，你们的孩子，千万千万记住，

一定要让他有信仰，不能没有信仰，哪怕你信什么，别信邪教就行了，得知道人之外是有天的，你信耶稣最好基督教，信佛

教信禅宗更好，你信穆斯林也行，信什么教都行，但千万不能没信仰，没信仰太可怕了，这个共产党伪信仰那就太可悲了。 

 

8.李嘉诚是个高人，中国现已天怒人怨，爆料革命要拯救 14亿被绑架和欺骗的同胞，让世界更安全【李嘉诚】【爆料革命】 

华人里面，这说得对，就一个牛人：李嘉诚，绝对高人。所以整个中国现在是天怒人怨，说白了，哪个官员不知道自己的下

场呀？你只要能弄点钱，抓住了你就进监狱，监狱就是敌我矛盾，逮捕书一下叫敌我矛盾。 

老师呢？发不出工资上街抗议，抓了，摁地上了。退伍兵呢？上街了，没人管了。谁有好结果呀，谁都没好结果，在体制内

都以为自己、都像玩平衡板一样，我摔不倒，一定会摔倒的，因为你那个板是没基础的，是骗人的，过早醒悟吧，咱们现在

干的事就是大佛祖菩萨的大般若，拯救中国被蒙骗的人，被绑架的人，让世界更安全。 

 

 

9.令谷之死的背後含義：【令谷】 

“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令谷之死和王健之死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你们要看到了啊，你看路德先生，当时杀掉令谷以后谁

是受益人，无容置疑的第一是江家，江家恨令计划恨到死了那简直是，恨不能把他活吃了活吞了。 

同时这个权利他也不能失去。那么再一个就是曾家，再才轮到了朱镕基。然后呢收益者是谁？王岐山是排第四位。因为他一

定要出局的。如果没有令谷之死，王岐山百分之百副总理到此结束，他已经做好回家准备了。 

那么杀掉令谷之后王岐山就会把李源潮啊、汪洋啊、胡春华啊都踢掉，他就又留下来，而且留下来他又当了党内的真正的刀

把子，替这些老革命杀人，除敌，就是所谓的反腐。当时王岐山当上中纪委书记，还有他在中纪委开会的内部讲话你们都看

到了他的视频，他自己就说没想到吧，我王岐山能管中纪委！你看他那个得意劲，干啥？就是杀人来了，那就是来报仇来了。 

所以说没有令谷之死没有王岐山他的时代，没有令谷之死没有习近平能平稳说把主席、党、党职务、军职务一起拿到。不可

能，啊绝不可能。所以说受益者是江、曾、朱、王和习，包含了栗战书。那么当时这场政变实际上就是先拿下了中办，拿下

了中央警卫局，然后逼着胡锦涛，胡锦涛天天手都发抖了，然后那个心脏也不行了，又放支架了，那白癜风也严重了。 

你看他手在天天发抖，那就是必须把军委主席交出来，不要说再送一程，送什么一程啊？不用送了！不用说给胡锦涛送上一

程再多当三年军委主席，不可以！马上交！然后九月一号就把中办主任拿下了，然后所有的北京军区调防，这是完完整整的

一场政治革命。说白了这是一场造反政变！这是真正的政变。 

这个时候薄熙来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大家看到习、王、薄、徐啊！这个人薄熙来干掉主要是温家宝讨好习近平和讨好所有的

新的班子，和他们一起把薄熙来给干掉了。薄熙来有没有错咱不管，令计划有没有错咱不管，我跟他都不认识没有什么亲戚

啊，我就说这个事实，从现在看十八大以前的事情，那个表演，那是干掉这个人是必须的，只有那个人才能撬开大幕。” 

 

10.今年北戴河要確定的三件大事【北戴河会议】 

“那现在又需要一个人死了今年的北戴河要确定什么事情？三件大事：到底这个修宪老革命给不给认可，习王是不是千秋万

代，现在这届常委已经说了不算了，全部决策改为小组长，都在习近平这个控制，还有就所有的国安委说的算，国安委是不

是就代替了常委？就是说现在到底是常委还有没有决策能力和决策权力和国安委是否代替现在的常委？第三个，这些老革

命要有一些要求，要有一些说法。在这个时候今年的北戴河，包括今年到了两会都会是不平静的，每在这之前都是一场博弈。

那么当时可以说是江曾朱王习一起干掉了令计划的儿子，可以这么说大家都获利了。 

那么现在谁又想干掉王健呢？干掉王健：一、王岐山本身先安全；刘呈杰的爹安全，但是同样地干掉王健可能也是冠军的爹

和刘呈杰的爹 PK的开始。因为都知道他是刘呈杰的爹，他是贯君的爹。很有可能就对习近平造成革命。造反。北戴河讲述

讲不成大家都开始亮刀子。那就亮证据呗。你亮：“我是贯君的爹，我都认了，咋地！”那你是刘呈杰的爹，你咋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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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说，通过现在来看，王健之死将是一场革命，绝对是一场革命，一定再有中南坑的人倒下，一定会有中国的一场

不知道规模的，是否能像我们想象的能把共产党灭掉，把共产党给推翻，那太好了。然后能有中国的民天下，人民说了算的

天下，法治中国，自由中国。都灭了才好呢。对不对啊？都伏法。犯罪，他们都贪污，只要贪污的都抓起来，没问题啊。文

贵哪个都不支持。” 

 

11.王健之死將預示中國開始一場殘酷的內部政治鬥爭。中國可能只有兩個去向：【王健】【中国去向】 

“但从今天这两个时间表（2012年春节 1月 23日-2015年 1月 16日年时间表，2017年 10月十九大召开-2018年时间表）

比较来看，出大事了。王健之死预示着中国将开始一场腥风血雨的，内部的残酷政治斗争。一定会超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可

能只有两个去向： 

第一，我们希望，习近平赶快悬崖勒马，给人民一个法治自由的中国。不要再这样的国际扩张，不要再这么狂妄，把经济稳

住，不要与美国为敌，不要与全世界欧洲为敌。中国还是要韬光养晦，继续发展。内部，要给人民自由，不要到全世界撒钱

去。那么，（与此）同时，政治上要改变，没选择。 

（第二，）否则，习近平先生一定第一个倒下的，一定是他。他一定被灭掉。因为盗国贼的利益分赃，现在已经要爆了棚了。 

所以，我觉得爆料革命的意义就来于此。 

接下来的各种信息，大家会看到，王健不是正常死亡。王健之死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谋害，政治设计，政治谋杀。” 

 

 

 

2018 年 7 月 22 日（一）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NHfLQdaPk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4564588-fca7-4b89-944f-6289d34419ec 

1.爆料音视频的版权由战友管理【爆料资料】 

“把未来所有的爆料的视频音频，出书权，出版权，知识产权，一切，以后都会放到一个喜马拉雅基金（暂定），都是由战

友公开选出来的人说了算，由战友们来管理，任何人不能碰。就是为海外和国内的战友遇到了司法陷害、遇到了盗国贼，来

帮助他们，子子辈辈、千秋万代！” 

 

2.未来打官司赢的钱也放到战友基金中服务战友【战友基金】 

“未来打官司赢的钱、赢的钱，也会放到郭的战友基金里面去。会很多，你放心--会很多。我可以告诉你，最起码现在有四

五个，我们有把握的，能让他拿到（索赔他）就是五百万美元以上的。包括那个美国人某某--那个替吴征说话的那个。要了

（他）一亿美元--我们索赔。他有钱，绝对不会撤（诉）的。” 

 

3.共产党最怕的是身边人【共产党】 

“昨天亨利小哥说了件很重要的事：没枪，中南海都没枪，不敢有枪。共产党最怕的不是我们，也不是美国，也不是美帝国

主义，最怕的就是身边的人！最怕的就是党员高官。最怕的就是他每天看见的人，然后再怕的是人民。啊！他们最怕的就是

身边的人；最不相信的也是每天跟他上床的人；最不信任的就是每天住在一起开会的人；他最想干掉的就是他每天见到最多

的人。这就是中南坑，这就是邪恶的组织！” 

 

2018 年 7 月 22 日（二） 

文鱼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He9qi7qdY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832ebc9-4caf-401c-b80b-32e937867d31 

 

1.国内官员因为一尊的政治环境而感觉没有希望【共产党】 

“这两天啊，确实国内政治环境有变化，非常大，有些话我不能说，能感受到国内的官员们都没希望了，他们知道自己有一

天会被清算，被换掉，他们想天天过着做新郎，夜夜入洞房的生活很难，因为国内的环境一尊了，啥叫一尊啊，就是啥都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NHfLQdaPk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4564588-fca7-4b89-944f-6289d34419e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He9qi7qdY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832ebc9-4caf-401c-b80b-32e937867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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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你的是我的，我的是我的，啥都是我的，这个一尊以后谁也不要想夜夜当新郎了，那都是人家玩了。” 

 

2.孟建柱用国家利益保护私生子【孟建柱】 

“然后刘特佐，听说孟建柱，孙立军，傅政华以前搞死的那些人现在全都在折腾，傻？谁傻啊，你一出手，共产党内部都知

道你要干啥，大家都成天玩，都玩一辈子了，一看就知道孟保护私生子吗，拿着国家利益，然后你在马来西亚搞的那么多贷

款，马都公开说是洗钱吗，洗哪儿去了，都去了盗国贼私生子女那儿去了，一个马来西亚就几千亿啊，全世界 200多个国家

尼。” 

 

3.孟建柱说 100%控制菲律宾、代表习近平【孟建柱】【习近平】 

“孟建柱原话告诉我好朋友沙特王子，马来西亚，菲力宾我 100%控制，多嚣张啊，敢说这话。人家问他怎么看待习近平啊，

我就是习的特使代表他的，我说话他都听的，从来没有反对过，一次没有，永远都问我，建柱你什么意见？啥意思啊，习听

我的吗。他就是南普陀会议指定的监国之一孟监国吗。大家去看看，孟建柱所有在党内讲话，一开口，70-80%都是--我跟习

近平同志，。。。。。先把习推前边来，就像上海那个海航泼墨门一样，先说这是习的资产，海航是习家的，你说共产党是习说

了算，全国姓党，党就姓习了。” 

 

4.盗国贼给子女钱和权力就是造孽【盗国贼】 

“盗国贼对自己的子女好吗？表面上好，事实上不可能好，他们给他们钱和权力，以为这就是爱，他不知道这钱都是他造的

孽，他的权力带来的关系，全都是玩他的孩子，所有想和他女儿上床的不过是想得到利益，所有和他儿子上床得，把肾掏干，

获得非法利益，最后都造孽，就像李洪宽骂人娘，他自己得娘就跟驴睡，我不是骂你啊，你查查道家的养身之说。” 

 

5.假疫苗有刘延东和政治局委员的利益【假疫苗】【刘延东】【政治局委员】 

“这些官员子女害的都是老百姓，这疫苗没有后台，他能玩的起来吗，那卫生部干啥的，管卫生部的常委是谁？刘延东吧？

那政治局委员干啥呢？没利益可能吗，你这个疫苗害人命啊，和假牛奶，多可拍，给他们造孽啊，造大孽，这好吗？” 

 

6.做地产就是给盗国贼玩，是造孽【房地产】【盗国贼】 

“如果在这里和文贵聊天的战友，不相信因果的，咱就千万不要浪费时间，赶快该干啥干啥去。我就相信因果，这就是为什

么做完地产，最成功的时候，做完裕达马上离开河南，在北京做完盘古，政泉，一概不做，那时候哪有地产商啊，我要想做，

凭我的年龄，经验，智商，财力，任何一样都比他们强，但我知道玩到 5万亿，给谁玩，给盗国贼玩。你说今天的地产商谁

不后悔啊，许家印，你有飞机游艇，你玩上万亿，你玩足球，你想回头回不了了，包括碧桂园的杨老板，包括绿地，你能回

的去吗？你这辈子能花一万亿吗？这钱是银行的，老百姓的，你不知道吗？知道，你造的孽，800辈子也还不完，这不简单

吗，做这个孽干什么呀，要那些虚妄的钱。” 

 

7.王建之死有念力，不希望他老婆和弟弟继续造孽【王健】【王健家人】 

“你看看王建，被冤枉死，他真有念力啊，你去看凯琳的采访的时候，3次，采访的时候还没有雨呢，你说到那，叭叭叭雨

点子往下砸，不是一堆砸，左一滴，右一滴，就像人的眼泪，今天王建先生的上天之灵，他绝对希望文贵，战友们啊，赶快

爆，绝不希望他老婆，这两天最近跟盗国贼的勾兑，绝对不希望国内的家人被限制出境，成为威胁他老婆和弟弟的工具，绝

对不希望他老婆把这些信息交给盗国贼，绝对不希望他老婆什么都不说去换利益。因为这是继续造孽，接下来，这事过了以

后要杀的就是王建老婆，和弟弟王伟，王正，王文玉。王建被给扔下去，被给弄死，花工给我们香港团队说的话是看到有人

把他搂着脖子，捂着嘴，后面拖着脚，这个胡舒立可能说对了，他脚疼是不是胡舒立在那儿啊，不会吧，你咋知道拖他脚了

啊？吴征法语讲的特别好，法国关系特别多，对普罗旺斯特别熟，我们正准备对吴征提起新的诉讼。王建之死真有念力，真

不白念经，不白捐钱，我相信陈峰睡不着觉，他害怕，这么多年，他趴在那，你想想，叫你给弄死了，你们一起的，啥感觉

啊。” 

 

8.佛教就是混个好死，要相信因果轮回【佛教】 

“为啥我信佛教，原来我爹娘的烧香念佛把我影响的那么深，还有就是我认识一个佛教大师以后，您为什么要出家啊，您真

觉得能成菩萨吗？不可能，就混个好死。我问过很多出家人，和尚，没有人认为他们能立地成佛，就想混个好死，就别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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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死去就好，这就是最高的追求了，那最坏的人是做啥的呀？他说杀人，第二就是占有朋友的女人妻子，共产党以这为

荣，所以不可能有未来，还有就是千千万万不要欺负老人，女性，病人，残疾人，孩子，不期弱，这部共产党成天干的吗，

所以他也没未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些事事轮回发展，你们都明白了，杀人太可怕了，陈峰先生，你们和王岐山，孟建柱，孙

立军，傅政华杀那么多人，如果你们的儿女，家人能得好，那这个就不叫人间了。杯水理论，你看推特上那些动物超人性的

一面，日本有一本书，水能告诉你答案，你对水说，恨啊恨的，水都变黑了，你说爱它爱它，水就变的结晶。佛是一个教，

不是说人类是它创造的，实际上佛教是哲学，你就是佛，佛告诉你真理，万物皆空。” 

 

9.任何事情都讲究条件，把共产党这个蛆放到干净的水里必死【共产党】 

“就是我原来说过，就是蛆和水的感觉，共产党就是一个蛆，你把它放到了干净的水里，他必死。必须得放到茅屎坑里边。

但是你放 1000度，这个杯子喝水都融化掉了，都没了。相对条件下，蛆要活在茅屎坑里边，咱们人是要喝水的，鱼需要待

在水里面的，鸟需要待在山林里面。相对条件下，经过热度或者某种条件，就都不存在了。但是在这个相对的条件下，它是

有化学反应的。这就很简单，如果你天天吃致癌的物质，你必须得致癌，你每天吃营养的健康的物质你就是健康。这就是共

产党，天天吃的是致癌的物质，它给人民喂的都是这个假疫苗，假奶粉，假化学食品，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好？” 

 

10.淫乱是大事，要忍，共产党热衷于淫乱【共产党】 

“淫人妻女，我见得多了。这说老实话，文贵这样的人，在女性身上有太多的诱惑了，太多了，那也经常的心动。可是我知

道，一旦动了心，那就麻烦了。你收得了手吗？大不了，你就一个小时冲动，什么都不要了，乱干了，你干完了，又能咋的？

一个小时以后，你忍住这一个小时，又能咋的？你忍住了，你就爱你自己，佩服你自己。你忍不住这一小时，那就是一个大

灾难，一个大问题，甚至是犯罪。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咱们看他们整天玩女人，把自己玩进去了，不管男男人女人都是从女

人的身体里出来的，干吗玩，有什么可玩的？所以说这个佛界里边这个淫乱是大事，所以共产党那绝对是天天淫乱。太可怕

了，而且只允许他淫和乱，不允许你甚至正常的性生活。所以你看王岐山抓的人，都是什么，全都是强奸，全都是淫乱。你

看看他们搞别人的时候，全是强奸，郭文贵，强奸犯！强奸马蕊。抓起来的周永康，淫乱！令计划，淫乱！” 

 

11.令计划与金凤组的空姐淫乱【令计划】【空姐】 

“令计划在电梯里搞女人，令计划在人民大会堂的电梯里，厕所里搞女人，大会堂的主席台后面的贵宾室里搞女人，中央电

视台搞女人，胡锦涛的专机上的，叫金凤组，飞中央领导的叫金凤组国航，金凤组，平时领导不飞的时候，就飞头等舱去。

我认识的很多人，这个金凤组的最后都是当了中央领导的小三了，基本上，对不起了金凤组的姐妹们，不好意思了。都很漂

亮，金凤组的美女，你说这边给胡锦涛服务呢，那边给令计划搞上了，在专机上搞，最后给弄到了大会堂去，还给解决房子，

然后加入党员，还给解决北京户口，都是这个路子。大家都听到了刘彦平给我说的吧，令计划在电梯里搞女人，把金凤组的

空姐，服务胡锦涛的 VIP，弄到了中南海，弄到了大会堂，因为他要干的方便。在电梯里干，还有在 VIP室干，上边开这常

委会，后边的布呼呼的动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是风吹的，不是空调吹的，那都是令计划呀，中办主任干这种事情呢。” 

 

12.中央警卫局是江家的天下【中央警卫局】【江家】 

“所以说，昨天我说了，当年曹清也好，陈士局也好，胡的主任，还是这个王福庆也好，包括现在的这个王文庆，这都是当

年中央警卫局的人，警卫局的人。都是江家的天下，跑不掉的。” 

 

13.共产党将的倒闭将会是瞬间的事情【共产党】 

“再一个，体制内的人昨天听到了亨利小哥的爆中南海的事，下一秒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而且那一秒钟所发

生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预测。也不是说要惊天动地的，绝对不是。我相信共产党的倒闭，绝对不是慢慢的轰隆隆轰隆隆，绝

对不会。也不会，抗议，绝对不会。咔嚓，一下结束，甚至你都听不到咔嚓，就结束了。结束了，就这么简单！” 

 

14.老百姓解放自己时，中南坑无法阻挡【中南坑】【老百姓】 

“所以中南妖，中南怪们，别折腾了。就你们那点水，说老实话，14亿人，每人就拿着掏耳朵的小勺，舀一勺，就把你那个

中南海的水给舀没了，就你中南坑那点水。就拿挖耳朵的小勺就给你舀没了。老百姓是没有给你造反，老百姓一举手你就完

了，碾死你。整个中国就那百十号人或者几十号人控制着，说实在话，文贵的这个直播 180 万人，不要 180 万人，80 万人

站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共产党结束了，你能再开枪吗？你能再开枪吗？啥也不要干，就站在那里，喝水，高呼你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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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万岁行不行？一星期，你结束。不用 180万，更不要说国内，按刘延平所说的，郭文贵的视频都是每次 4亿次到 8亿次的

传播，咱们老百姓啥也不干，在家睡觉！开火车的，开飞机的，回家睡觉去！睡上一星期，结束了！那中南坑没水没电，他

们连灯泡也不会换，他们那些人。男的连灯泡也不会换。更不要说玩电脑了。一切都完了。老百姓们，不要再被可怜了，不

要再被这些假疫苗，假牛奶，假奶粉，假三聚氰胺，假医疗，假馒头，假食品，假政治语言，“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一切都

姓党，一切都归党”这些魔鬼的语言所约束了，该解放自己了。” 

 

15.717是一场革命【717】 

“717绝对是一场革命，接下来我们将要展示，我现在着急呀，我就等着盗国贼们出手，什么外交部的发言了，法国的发言

了，对案件进行重新鉴定了，确定为自己拍照死，然后再有证人出视频了，王建的老婆再出来说话，王伟在出来说话，甚至

突然冒出来王健的遗书了，王建的自杀了，王健的遗书在准备好了，然后中央电视台找几个人出来做视频，你赶快出手，你

不出手，我着急，我着急。” 

 

16.王健之死唤醒中国企业家，令完成无处可躲，不爆料没有未来【王健】【私人企业家】【令完成】 

“王健先生绝对是唤醒了中国的企业家,不管你草根有多牛,当过多大的官,什么张万春,什么王保安,什么岳文海,还是什么

周永康,令计划,那都得进去,说抓全灭.你看令家满门抄斩，令家的侄子现在躲在了新加坡，你看那令完成，早晚得灭你。我

跟刘延平一起在伦敦的时候，这个我都有录音的，录像的，我哪天会放出来。刘延平给我说了一句话，如果谁能够把令完成

给弄回去，就是国家第一功臣，可以给你金山银山，这是刘延平的原话。所以令完成他们怎么可能放过你，你想想，你拿美

国的护照，你拿美国的绿卡，你打高尔夫球，你能躲过几年，我告诉你，绝对不会的，令家的人，天真天真再天真，令计划

在那里等着让人家抓，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事，最后非灭你不可。一周前他们告诉我，要把李源潮双规，现在还没有收到消息。

非弄你不可，只有你死我活，你不出来说话，你不出来爆料，你不跟他们斗争，只要这个体制存在，谁都没有安全，谁都没

有未来！” 

 

17.向盗国贼证明郭文贵的能力、智慧、干净、正义、德行【文贵的智慧】 

“我整天跟美国人打交道，我的任何的一分钱，是不是，如果不干净的，都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对吧？我没有显摆，我

不想显摆，我只是让盗国贼知道，郭文贵不会像你们把每个人都打跪下，钱把剥光，没饭吃，没水喝，精神萎靡的等着你去

折磨，不会的！我只是向盗国贼证明，郭文贵的能力和智慧！和干净，和正义！绝对是可以挑战你们的！不是像你们中南坑

的每个人一样，如此之肮脏，如此之邪恶，如此的卑鄙，如此的见不得阳光，我郭文贵所有的显摆就是要证明给你，有能力

挣干净的钱，有能力敢自信的说，我是干净的人，敢自信地向所有的战友和中国人民说，我可以活的很有尊严，享受自己的

劳动成果，这就是！啥叫显摆？我不叫显摆，我这是挑战！我挑战盗国贼！我要让盗国贼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只用犯罪才

能够活着，不是每一个人，说假话才能够活着，不是每一个人，欺骗别人才能够活着，不是每一个人，每天看着你的脸才能

够活着，不是每一个人，舔着你的脚丫子才能够活着，郭文贵就不是！未来我让中国人都不是！拿走我们的未来，拿着我们

的钱，拿走我们的安全，还要拿走我们的尊严，还要按照你设定的路子去死！去失败，去妥协，盗国贼们，你凭什么？！就

你们那副长相，就你们那副操性劲儿，就你们干的那些龌龊事！就你们那智商，就你们那情商，爹亲娘亲不如你亲，你找死

呢，老天要灭你们了!一切都归党，一切都姓党，这就是三套枷锁套在了你的脖子上，人民会给你们清算的。我要证明的是

我的能力，我要证明的是我的德行！” 

 

18.用法律解决郭保胜等坏人，不要为文贵爆料付钱和承担风险【伪类】【郭宝胜】【爆料原则】 

“昨天有一个给我揭发郭保胜的人，这个人跟我通了个电话，跟我通了个电话，说郭保胜当年怎么骗，怎么弄，怎么龌龊。

呃，听得我恶心。假牧师，假宗教。然后现在又什么，这个伪，那个伪。咱真不需要浪费时间，你们对谁生气，是坏人告诉

我，由我来解决。我用法律来解决。我自己的律师团队，绝对是美国最好的。然后律师事务所，全美国最好的。你说你一千

万美元打官司，撑死了。一千万美元够了，怎么着，我这有飞机少飞几次，没有问题。我昨天我跟一个战友，支持我的战友，

非常棒的一位先生，也是被郭保胜骗了钱，骗了几十万美元。我给他说，求求他，再不要以文贵爆料支付一分钱。否则我就

跟他急，我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千万不要把战友，员工，家人的安全放到爆料上来。我求求所有的战友们，你们任何人不

要为文贵爆料花一分钱，不要为了文贵爆料让家人同事和自己有任何的安全风险，否则你就不配当我的战友，我也不接受这

样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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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对坏人也要慈悲为怀，目的是灭共【爆料目的】 

“不是咱们还是慈悲为怀么。这个李洪宽，他也是人，他也是人肉之躯。李洪宽曾经也说过咱好嘛，支持咱爆料嘛。说老实

话，那 500 万他拿得出来吗？再说，你说他真给我五百万，他明天他说老郭我把房子卖了给你五百万，你说咱人心忍心要

吗？是不是？他还有个孩子呢，虽然说他对孩子不好，孩子见他跟见了鬼似的。如果李洪宽他明天道歉，公开道歉，他好好

道歉，我可以考虑各种方式。就这样，人，没必要。咱的目的不是对付李洪宽，也不是对他博讯，也不是对韦石，也不是对

陈军，咱是对付共产党。有啥用啊？他们都弄死了有啥用啊？共产党还资那儿呢。他巴不得似呢，是不是？” 

 

20.韦石、西诺、李洪宽作恶太多，案子必输【伪类官司】 

“生活中你见到韦石，你见到西诺，你都不敢想象，那满身的那就是龌龊，猥琐。哎呀，那样子真的是。他就作恶，谎话太

多害人太多。你看博讯网，尽在那块儿干坏事，是不是？所以说李洪宽，包括现在，我现在不说名字，好几个案子，法官都

说了，他百分之百输。啊我不说百分之百了，他肯定输……” 

 

21.应灭掉共产党和党国体制，所有个人都应赦免【中国未来】 

“共产党如果放弃再继续绑架中国人民，共产党每个人都应该得赦免，包括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孙力军，都应该让他

啥罪也没有。他毕竟他是在这个邪恶的体制内，做了这些事情也都是受害者。即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中国根本问题是把

共产党给灭了，把这个体制给灭了。这个体制不灭，一切都没用，都是私仇和私恨。” 

 

 



 785 

2018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 5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xt8K4Wm0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c55166f-b9d3-451f-84db-b46fc430814d 

1.王建被杀过程部分细节曝光【王健】 

资产转移，这是他们的最大的目的和动作，转移完资产再一个就王健之死封闭了所有关键信息，把美国的调查全部给屏蔽掉，

全推给王健身上去，把所有海外情报系统，全部交接走，然后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王健干的，把屎推到王健身上，钱全部拿走，

国内的贷款几乎不用还，屎壳郎脱壳，这是一场好戏。躲避了国内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的变异导致对他们的伤害，这个转

移了所有的国内的和国外的盗取的资产并让它合法化，将海外这么多年布的情报局和信息局和知情信息的威胁性全部降为

零。所以这场杀是一个国家级的集团性的谋杀 

2018 年 8 月 6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dy5x8DWOk&t=60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cf6f71-2683-4ee3-8dd4-5880ddce5097 

1.提醒王建夫人【王健家人】 

王夫人。你到了纽约，你到纽约去干什么，我就不说了。从纽约又飞到了法国，到了法国，你非常聪明的要求住进了王健原

来住的房间，他们满足你了。让你住进了王健原来住的房间。你在房间里发现了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但是最关键的事情

你没有发现，最关键的你没有发现。那屋里还真有东西，阿，真有东西。这个你没有拿走。 

2.提及法囯女【法国女人】【王健】 

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法国女人，我给你照片看.....看明白啊,看明白啊!我怕你们看不清楚，我一会儿可以给你们发到郭

媒体上，发到郭媒体上，郭媒体上。这回看明白了吧？然后呢，这个是另外一台车，预定的。一个法国女人的信息。看看啊，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呢？我给你写好了，学军同志啊，这个名字看明白啊，学军同志，看明白啊。下面是一家公司，他是这

家公司的董事。你们现在马上上网去查，可以查得到她。现在上网吗上查可以查得到。马上查。这个女的是 12点钟和你先

生离开的，离开了王健先生。这个董事，这个法国的董事，他拿走了啥，他干了啥，你心里要明白。再一个，在太平间里发

生的事情，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们当进入那个房子以后，发生的事情，你很清楚。另外一个，王健的那个装尸袋，王健被装

进尸体之后，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全部离开了。王健的装尸袋在那里放了很久，没人管。你很清楚的，你也知道的，什么

时间把尸体装上了车，什么时间被送往的停尸间，你要非常清楚。所以我告诉你，那个李，小李，整个的安排你先生行程的

小李，虽然全程的陪同你，安排了一切，你应该想想发生了什么事情。 

2018 年 8 月 7 号 

BBQ整理 

（并未发现与标题《王建被杀前曾接触过其他国家情报部门》相关内容）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snHwSMRN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e54b9d5-4a54-4723-9a9e-57e273bc315e 

無大事 

2018 年 8 月 9 号 

BBQ整理 

海航集团纽约大楼被白宫查封只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3WlPGZzMmI&t=10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e05108c-9199-4e7c-8c81-61e0117ec96f 

1.提及海航【海航】 

知道郭先生过去这几天在船上干嘛了吗？海航的事儿做成吧！哈哈、哈哈！感谢上天的万佛万神呐，开始让美国政府正式出

来查封海航，还给我们十四亿同胞被盗走的财富，让中国人少一些杨改兰！ 

2.提及沒收盤古跟政泉【盘古】【政泉】 

你们收我的“盘古”、收我的“政泉”，查封我的股票、查封我的海外资产、查封我的现金。抓我员工、抓我的家人、抓我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xt8K4Wm0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c55166f-b9d3-451f-84db-b46fc430814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dy5x8DWOk&t=60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cf6f71-2683-4ee3-8dd4-5880ddce509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snHwSMRN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e54b9d5-4a54-4723-9a9e-57e273bc315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3WlPGZzMmI&t=10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e05108c-9199-4e7c-8c81-61e0117ec9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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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威胁我的合伙人。烂招儿、烂招儿啊！你们这个不要脸！咱走着看，你看你拿啥招能把郭文贵吓唬住。这几天又开始

威胁我们了、又开始威胁了！什么这证、那证地。你的 32家公司都在这--排着队呢。海航这个--这儿是个钥匙，啊！这是

个钥匙。马拉戈！盗国贼们咱走着看，接下来往下看。 

3.提及刘冰田玉玺【刘冰】【田玉玺】 

只要是--包括北京三中院的。刘冰，刘冰小子你就等啊！刘冰你就整啊！三院院长，我太清楚了。田玉玺是你们原来的老领

导吧？但是，北京高院的执行庭的庭长，那是跟习近平主席发小，那真是一个屋长大的。梁家河的党委书记，是人家田玉玺

的爹。人家田玉玺的爹，又当了延安书记。那跟习仲勋是最好的，啊！那跟习是最亲、最近的，那是、真是最亲的人！那是

我哥们儿！啊！田玉玺，玺--就是皇帝玺那个“玺”。那是我哥们儿！我了解习先生--习近平同志，都是通过他来了解的最

多。家人我也了解的多，啊！所有的家人我都熟嘛！啊！据他告诉我，啊！田玉玺同志--据他告诉我。你们三中院的事儿，

我都清楚。刘冰你就折腾吧，啊！你把我这个楼拍卖。你拍卖我一平方米，我在海外拍卖你一万平方米。我绝不一步走十步，

我走百步、千步、万步！接下来你的公司咱看看啊！你还多少公司、银行会被查封，咱看着，啊！刘冰--三院执行庭刘冰。 

2018 年 8 月 13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KIXaQTggU&t=5s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455062882992914434/479382184046886942/813.pdf 

1.美国正在开启前所未有对中国高官要进行一个新的条款、立法，进行惩罚【美国行动】 

他说现在美国正在开启前所未有，美国从来对中国没有过，对中国高官，特别是侵犯人权，还有对美国实施了一些犯罪，还

有在美国涉嫌经济犯罪，包括那些裸官的家人在美国的，包括欧洲啊，他们联盟，要进行一个新的条款，立法，进行惩罚。 

 

2018 年 8 月 13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3Tm3ZFuPk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2a35a02-ca80-4103-ba7e-e27465130f8b 

1.贾鑫先生获释的三个条件【贾鑫】 

就在我们，我在今天直播之前的时候，11点到 12点的时候，贾鑫，从东北开车在回来的路上，被大连市政法委专案组，检

察院，于德泉，啊，于德泉政法委书记，还有吴喆检察长，派出的专案组人员，拦路把老婆孩子，在路上，派着重兵布阵，

枪林弹雨的给人家给截住。贾鑫先生放出来之前，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辞职，必须辞职啊，离开盘古。第二，不能和郭

文贵联系。第三，然后呢就是有任何事情，要给专案组汇报。 

 

2018 年 8 月 16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cgDo52Rag&feature=push-u&attr_tag=tHrWID-ybdZ_f8KC%3A6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a7cbaeb-c8a4-413c-9952-09cc20f2a18d 

1.提及找赵志国【赵志国】 

担心这家伙消失，担心这家伙被洗脚死，什么死都有可能啊！（念战友名字）亲爱的战友们，在此呼唤赵志国，法国普罗旺

斯欧洲旅游老板，赵志国，也是拥有那个无人机的老板，那个无人机的老板啊！这哥们不是一般人，和安全厅的关系很好啊，

啊？哈哈哈哈哈！ 

 

 

2018 年 8 月 16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urOGSQyLg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5033424-8e12-4566-ad01-9984101ed5c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KIXaQTggU&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3Tm3ZFuPko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2a35a02-ca80-4103-ba7e-e27465130f8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cgDo52Rag&feature=push-u&attr_tag=tHrWID-ybdZ_f8KC%3A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a7cbaeb-c8a4-413c-9952-09cc20f2a18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urOGSQyLg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5033424-8e12-4566-ad01-9984101ed5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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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爆料【台湾】 

台湾最大的、唯一能赢的招——台湾全面开放。欢迎什么？欢迎来台湾——就是所有的，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国家投资，

最优惠的政策，比本土企业还优惠。然后，把台湾的企业推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然后给他更优惠的政策。啊！这几样一弄

完，经济不靠大陆，没有什么“一中各自表述”、“九二共识”。然后就是“大中华”，这个不是民族——把民族的问题给他拿

掉。 

 

2.修改台湾宪法，从此台湾不再谈台独和这个台统【台湾】 

然后，再回到一个“统独”问题，台湾不再……谁谈“统”、谁谈“独”都是犯罪！什么情况下——只要你外国军队进入我

台湾岛，设定个条件啊！包括你解放军，包括任何岛外的军事力量进入台湾——台湾自动独立！只要是有人说，把台湾的管

制权拿走——自动独立！台湾的银行系统被人摧毁、被黑客攻击——自动独立！台湾司法系统的人被抓走、被逼迫——自动

独立！在这之前，平常不允许谈统，谈独。谈独、谈统——就是犯罪。没了吧？没独、没统的操作，没有民族（主义）的操

作。没有台湾的——所谓大中华民族啊，没有大陆和台湾的分别。然后，经济上不依靠大陆，台湾永远——千年平安！千年

平安！否则你永远不得平安。 

 

3.台湾有条件的，保持一定的国防。【台湾】 

统独的问题，就是犯法。政治问题不给碰，经济上彻底的开放。台湾以后最厉害的是什么呀？国际化，通婚，跟外国人通婚，

越通婚越好，奖励跟外国通婚的孩子免费教育，什么都给她免了。只要到其他国家做生意，不但免税，银行贷款支持，就是

把这个经济别依靠大陆，你依靠共产党就完了。最起码六成不依靠大陆， 

经济上独立，你人格上就独立，民族上到此切断，永远是中国人，再也不骂中国人，永远中国人要团结，然后再回到统独问

题。谁也别谈统独，别浪费时间，别在 

那里操作利用。但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包括人民解放军进入台湾，我自动独立，就这样完了。现在台湾在想啥呀？选

举！你选举啥呀，我滴妈来，你选的那些人，你选的那些人，谁选上都是一个样。 

2018 年 8 月 20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gM2o5nFw 

文字链接：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455062882992914434/482456773404655616/820..pdf 

1.进了东三省的执法黑屋就是往死整人【东三省】【执法黑屋】 

然后为啥刘彦平到美国的时候跟我说啊，“放心吧，张越还是照顾他的啊，把他放到江苏去了。”为啥啊？放到江浙的贪官的

案子，都是给你还又点文明，给你照顾。放到东北三省的，那就往死的整你。然后他说，“马健就得弄到大连去。”大连得把

马健副部长弄死。这就是刘彦平。这就是最实在的话。 

2018 年 8 月 23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L0WHo1L88&t=201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3a4a76c-8265-42db-acf9-3f6f9db08037 

1.再談王建【王健】 

"结果这位朋友回来就跟我说,这位美国朋友他非常直接,他说"文贵,恰恰是这一点让我看到了你爆料的价值,恰恰是这一点

让我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恰恰是这一点让我看到王建的死绝对是被杀的. 

2.再提劉特佐【刘特佐】 

马哈蒂尔防华，取消那几个项目是必然的，一定的，他现在面临 2个生死选择，第一就是刘特佐。在我说刘是孟私生子的时

候，一个美国情报界的高官很严肃的跟我说，miles,你以前说的所有的我都相信，但是这个我不信，不可能是真的，我理解

你，有时候你说点战略性的假话，但是你要告诉我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跟他说，这有你的律师，证人，官员都在场，我

很严肃的跟你说，我说的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真的，有的时候我张冠李戴，指东打西，那叫战略，还有我还钓鱼，你不要按

你那个真的标准，那个是办案，我是爆料。关于刘是不是孟的私生子，你错了，这恰恰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你们输给了共产党。

因为你们太相信假话了，没有辨别能力。 

3.爆料绿地森林城【绿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gM2o5nFw
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455062882992914434/482456773404655616/820..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L0WHo1L88&t=201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3a4a76c-8265-42db-acf9-3f6f9db0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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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森林城，森林城，啊。森林城啥概念啊。是孟建柱洗钱。还有把国内的未来所谓的叫移民优先的政策到马来西亚去，建

造了一个自己的小王国。那个地方就是孟建柱的第二个武装。他们过去说，那是湄公河岸上，中国的第二个国家安全部。说

是国家安全部，实际上这是孟建柱的，这个利益集团，盗国贼的私生子女在那控制那个另外的军队。能弄下来吗？福安康先

生，你觉得敢吗？福安康是最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之一，你觉得马哈蒂尔敢吗？那不叫中国城，严格叫什么，叫中国，叫中

国间谍城。福先生，叫中国间谍城。 

4.爆料中共外派军人【外派军人】 

我说中国的军队不会穿着军服到你国家来，在古巴对面给你搞军装，吓死他也不敢。但是他派出的中海外，中海建，委内瑞

拉中石油，绝大多数都是两个身份，军人加石油工人。打起仗来，马上这就是枪，就是炮，导弹。这个他们完全认同。这个

他们也经过了解觉得我说的都是事实。 

2018 年 8 月 24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anIrNmZ-A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33a8b9-263c-4a7d-942e-ddaa6f8ac682 

1.澳大利亚会有巨变【澳大利亚】 

另外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总理的更换，我给大家说，我在很早以前，大概在三周前，我就知道，澳大利亚会有巨

变，接下来澳大利亚安哥拉，南非，马来西亚已经变完了，新加坡，俄罗斯，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一定会大变，大家

记住我的话，包括委内拉，包括古巴也在剧变中，邪恶和正道的较量就像光和黑夜，我说过 n遍，不可能一个国家服务一个

人几十个人的政权， 

那十四个人的政权会继续延续下去，独裁已经是 oldstyle，老的了，是以人民为国家，是以人民为国家单位，为人民做主的

国家才可能延续未来，一切都归党，一切都听党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个简直是全宇宙的笑话，这就像现在的人开着现

代化的喷气机，穿着清朝的服装，还等着大清朝的中心高跟鞋，你活不了，这世界容不了你， 

 

 

 

2018 年 8 月 30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7TY3f_2-g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e5a809b-8966-4b96-a546-659f14b80a1c 

1.谈王健发布会遇到的困难【王健之死发布会】 

美国某个部门，希望跟我单独见面，给我提俩要求。在他们没有决定之前我不要搞这个发布会，他们要调查。另外一个，我

所有的证据都给他。 

他们开始调查。我说我一，什么情况下你都不能阻止我开发布会，第二，我的证据绝不给你。他说你不是想立案调查吗？我

说不是，我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个真相，王健现在的家人，王健的老婆，王健的孩子绝对的不安全。和我几百米之遥

的孩子，绝对不安全。他现在住校。王健的老婆绝对的不安全。王健在香港的房子已经被抢走····· 

王健在其他账户的钱，又被大量的被移走。王健的私人基金，竟然有人拿着王健的签名，是哪天的呢？7月 1号签的，7月

2号签名，把基金给过走。连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的房子，现在马上要收走。啊！我说这件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巨大的财富

——这属于中国人民的，巨大的、涉及到高级的机密，巨大的犯罪集团，巨大的在西方的腐败集团，哪那么简单？ 

2.王建案发布会的三个条件【王健之死发布会】 

我现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我再说我开发布会。 

第一条：我的法官顾问、检察官顾问，还有前 FBI的高管，现在是我的律师顾问，还有另外的刑事律师顾问，说——这些证

据足够了！开始！ 

第二条：那天发布会的时候，叫所有的记者都感觉——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的、无可挑剔的、有证据的，揭发国家

犯罪大会，开始！ 

第三条：我把这证据、证人都弄完了以后，没有任何人再怀疑——王健被谋杀，开始！ 

最后，达到一个目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必须立案！啊！比如说——头两天我说过吧，《纽约时报》、《费加罗报》《华

尔街日报》都会登。实际上他们都写了！干嘛？——盗国贼全让他们不能登出来。你看他们多厉害，全部不让他们登——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anIrNmZ-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33a8b9-263c-4a7d-942e-ddaa6f8ac68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7TY3f_2-g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e5a809b-8966-4b96-a546-659f14b80a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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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接下来，最后会不会登？一定会登！都在等着我的发布会呐啊！都在等着发布会。 

3.再提方正證卷【方正】 

大家看看方正证券 18亿股，从头到尾加在一起，包括换股的，增发的。过去四年，我国内的资产现金，我在账上的现金，

5 亿美元，60 亿人民币现金，1200 亿的资产。仅仅四年，因为这个案子的调查，就光利息增加了 120 亿。光因为方正证券

这块儿就增加了 80亿。然后没收罚款十几亿，银行其他增加利息 60亿。也就是说四年里面，几乎每一天拿走我最起码 6000

万到 8000万，每一天。中国企业像我账上有那么多外汇，有那么多现金，你给我找一家看看。结果是，四年调查，当时是

什么罪呢？给我们员工抓起来说，叫包庇罪。 

2018 年 8 月 30 号 

BBQ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18QDSy-M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531e76-4a95-4c0f-abe3-6363525d361c 

1.爆料台灣蔡英文總統與美國川普總統通電話內幕【蔡英文】【川普】 

而且，评估了接蔡英文电话--后果是什么，大陆会什么反应。这个时候，不超过 48小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就三四个

人，进行了这个决定。中国的杨洁篪来了！嘿嘿！杨洁篪紧急来了。杨洁篪来了干嘛？开会--跟班农先生，还有另外三个人

我不能说啊！开会时班农先生傻了，他说这美国怎么会这样啊？这么机密的事情，杨洁篪怎么就知道了呢？杨洁篪往那一坐，

说杨洁篪的英文真好！他说他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就前面放了个本儿。然后就啪啪啪讲，讲中国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台

湾历史以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任何情况下，在领土问题上不会让步。啊！然后，什么都可以谈，这儿不行，啊、啊……

讲。这件事情班农先生想说明什么呢？第一，美国这边没秘密，这有事儿，共产党的“蓝金黄”太厉害。第二个，他震惊的

事情，说杨洁篪到美国来，谈台湾的事情，感到紧张的程度。他们有评估，但没想到这么在乎、这么大一个事儿。他感触台

湾的反应，他说台湾真是没救了，台湾的反应竟然害怕！还东打听西打听，跟个小孩儿似的。看到那个金砖了，东躲西藏，

绕着转、绕着转--这是金的还是铜的？ 

2.再提馬雲【马云】 

（战友）说马云。太多了，回头再说。马云嗝屁了马云。乱搞政治怎么可能。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生意人能在政治场

上立住脚，不可能的，找死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18QDSy-M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531e76-4a95-4c0f-abe3-6363525d36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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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018 年 9 月 2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91ItA1yzZ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ff42178-a5da-4773-bf54-d7787c09a3a2 

 

1.郭宝胜，袁红冰骗捐。郭宝胜发推说找了两个律师。【伪类】【骗捐】【郭宝胜】 

求求您了，千万千万战友们，不要再说以支持文贵的名义被这些假民运假民主骗子骗钱。郭宝胜这个烂人，你看那个袁红

冰海外这些民运的这些人士，还有那个吴建民，这些骡子的后代。他说我很难受啊，在欧洲这个哥们儿，你说咱们这么重

要的战友，大家耳熟能详的战友，你都不知道他多有钱，当然他早就出来了。超有钱，竟然被民运人士骗了一百多万美

元，其他几个私人企业家先后被骗几十万美元。你说这还了得了嘛这玩意儿。这还有天理没有了。 

然后昨天我看到这个烂宝胜说找了俩律师，我就怕郭宝胜袁建斌啊这些人不出手，你不出手我没机会，你出手了我有机会

了啊，就怕你不发推。你发推了就好了，你不是找律师了嘛。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袁建斌啊，我刚才发了个照片，

在 VOA当年他是当时请傅希秋牧师，傅希秋牧师帮他找了美国国务院的人，找了希拉里特批，解决了他的政庇问题。然后

又把自己四岁的女儿从国内救出来。 

 

2.太太问我，王健那事人家人被杀了，跟你啥关系呀？人家老婆孩子哥哥不管，你管啥呀？【文贵家人】【王健】 

我问你们，你们说我该听我太太的么？还是我该继续开新闻发布会，继续爆料啊，为了救我五哥六哥取保，完了这个保存

我的资产，不让大连判我资产，如果是你们，你们该咋办？亲爱的战友们，我看看，（和战友互动，读战友留言意见）这

边都要停哈哈哈，妥协就死定了，干死他们，盗国贼真没招了，曲线给七嫂施压，继续！战神太难选了！ 

 

 

2018 年 9 月 3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R_YduYFW4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4ec8e0a-dbce-4752-819c-9b6d098b3aa4 

1.货币的较量【CCP经济】 

货币的较量，我说过了，这是根本。然后是粮食的问题，再个就能源的问题。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了世界，控制了粮食就控

制了人类，控制了货币那你就统治了这个世界。但是中国现在 

经济上这种泡沫经济，货币超能量增发，然后呢，中国严格讲货币是党的钱，是党币，不是人民币，他叫党币，共产党的

党币。因为没有一个人民说了算，没有一个人民知道钱去哪了， 

你也不知道钱有多少。所以只有党知道，党说了算。一切听党的，一切都归党。 

 

2018 年 9 月 5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GY7JTly_A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d68cb8d-8d09-45d3-8a2d-4fc4809520d6 

1.王建的死事情太大了，王建的钱到底在哪里。【王健】【王健的钱】【习近平】 

为什么王健的事情太大了。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谁要敢说习近平知道这个严重性，王岐山知道这个严重性，郭声琨要

知道这个严重性，我告诉你们，我就呸你！因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件事是真的，怎么杀王健，谁可以给你习近平，王岐

山是给你郭声琨说真话? 如果谁相信谁就是个猪脑子。你们杀王健到这个程度，现在你们家人，香港房子给收了，纽约房

子限期收，然后在他家重兵布阵，让田丁盯着人的家人。然后还布置其他人盯着他。为什么啊？王健的账号的钱，尊敬的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如果你们脑子没有进屎的话，不要让你的下属去查王健的钱在哪，你应该找一个你绝对相信

的人找一下，王健有钱在哪？他的钱在他死之前去哪了？如果你查不清这个，你听你下头的人写报告，你就是个傻叉。 

 

 

2018 年 9 月 7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BwtI5Pud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91ItA1yzZ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ff42178-a5da-4773-bf54-d7787c09a3a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R_YduYFW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4ec8e0a-dbce-4752-819c-9b6d098b3aa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GY7JTly_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d68cb8d-8d09-45d3-8a2d-4fc4809520d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BwtI5Pudg


 791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178348a-8322-428c-acd9-5203f44cc8c9 

 

1.香港的证券、信托已经没有安全性。【香港金融机构】 

所以大陆的战友们今天是 2018年 9月 7号，我再告诉所有的私人企业家们，你们只要用香港的金融机构，香港的内资的证

卷商，香港内资的信托，证券和银行，你就死路一条。现在香港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香港已经修改到无法想象的程度。

过去你有 BVI，还有帮你成立公司的所谓中介公司，还有帮你成立董事的公司，都是按照西方英式法律准备的。现在香港

已经完全不允许了。任何一个公司，你注册以后，个人信息，必须真实公布，然后必须提交给大陆。所有的 BVI，还是

SPV，所有的离岸公司都要交，那你要他干嘛啊。所以香港的金融机构必须无条件每天把信息发给大陆，所以你在香港的任

何金融活动就等于在大陆。比那还惨。 

 

2018 年 9 月 10 日 

马云辞职的真正的目的与动机漫天过海！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UPpacEWU8&t=1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hPpoPlabk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ad2c0b0-642f-4b89-9016-c0c84d8b3101 

 

1.马云的事啊，想和大家讲讲，私企国有化，国有化的资产迅速再转移到某些盗国贼手里边。【马云】【私企国有化】【盗

国贼】 

 

他是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问题和更多的事情的战略性转移，这马云高，就现在像当年这个朱元璋时期有个叫万二的一样，

大地主，一看朱元璋这家伙上来都得杀喽这有钱人，他直接跑了，那最起码吧保命舍财，这是一个他现在看明白了，这也

说明马云后面的江家势力、朱家势力、各个常委的势力都告诉他了，就一步肯定是就是必须弄你，国有化，国有化你查查

希特勒时期，希特勒时期在一九二几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五年最关键时期就是把整个德意志国，除了还当时一战失败的钱

之外大量的钱款的同时把所有犹太人和私企国有化，国有化的资产迅速再转移到某些盗国贼手里边，就是军阀化了都是，

就是家族化了，只是这个方式而已。那么现在一模一样，所以说看明白了，马云背后的老板都是国家级最有实力的人物，

马云我放，但是马云不可能全放，所以第二条就是舍财保命。一条是逃避美国和欧洲的调查和出席听证会，避开峰芒，第

二就是舍钱保命，跟盗国贼合作，这说明他有真正的内线。 

 

不要被马云的假消息蒙蔽了双眼，不要在股票市场投机，更不要走 P2P，泛亚，异租宝的路任何超出 10%的回报一概不要

信。任何人想要让别人给你暴力回报在任何国家都是找死。这些老百姓是很冤但是自己也有问题. 

 

 

2018 年 9 月 10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hPpoPlabk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ad2c0b0-642f-4b89-9016-c0c84d8b3101 

 

1.马云辞职的真正的目的与动机——瞒天过海【马云】 

马云怎么回事啊，我给大家讲讲马云的真相，马云，所有的让开法人，还有马云所谓的辞职，其中他主要 4个目的，核心

目的就是躲避美国和欧洲下一步对他的整个公司的调查。  

     战友们，这才是核心，别动不动就是盗国贼的事儿 

… 

马云第一个就是逃避美国和欧洲下一步对整个阿里，卖假货就别说了，主要是跟中国政府的合作的调查。  

    他知道了，这小子他能不知道吗？他一定会被查，郭文贵在爆他。他知道我们开了听证会了，他知道这些律师事

务所将联合起来告他，集体诉讼。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178348a-8322-428c-acd9-5203f44cc8c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UPpacEWU8&t=1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hPpoPlabk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ad2c0b0-642f-4b89-9016-c0c84d8b31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hPpoPlabk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ad2c0b0-642f-4b89-9016-c0c84d8b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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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们，这个核心，他就是因为国外的调查，一定要你马云，你不是老板吗？法人吗？那你得出场，那你得出

场，出场的代价是什么？那就麻烦了，那马云，那麻烦大了。他干了啥他还不知道吗？他干啥他不知道啊，他都知道，他

就麻烦了。那可不是说你被听证几回，像推特似的？不可能的，所以说先躲开，先躲开，最起码听证会他能躲开。这是第

一条。 

第二条，马云厉害。 马云啊看明白了，中国现在要把私企国有化，这个大事不可(改变)，谁也避不了的，直接抢你了，就

是打土豪分田地了，你别打了，我直接给你，为什么？ 

    所以说他，盗国贼这个我现在我直接我给你，你也甭抢了，我要命，我可以舍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战友们，

真不是，放谁身上(都很难做到)。人家经营的企业这么大了，放弃？他现在找了张勇，找了叶小姐，蚂蚁金服的法人。  

    他是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问题和更多的事情的战略性转移，这马云高，就现在像当年这个朱元璋时期有个叫万二

的一样，大地主，一看朱元璋这家伙上来都得杀喽这有钱人，他直接跑了，那最起码吧保命舍财，这是一个他现在看明白

了，这也说明马云后面的江家势力、朱家势力、各个常委的势力都告诉他了，就一步肯定是就是必须弄你，国有化，国有

化你查查希特勒时期，希特勒时期在一九二几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五年最关键时期就是把整个德意志国，除了还当时一战

失败的钱之外大量的钱款的同时把所有犹太人和私企国有化，国有化的资产迅速再转移到某些盗国贼手里边，就是军阀化

了都是，就是家族化了，只是这个方式而已。 

    那么现在一模一样，所以说看明白了，马云背后的老板都是国家级最有实力的人物，马云我放，但是马云不可能

全放，所以第二条就是舍财保命。一条是逃避美国和欧洲的调查和出席听证会，避开峰芒，第二就是舍钱保命，跟盗国贼

合作，这说明他有真正的内线。  

    第三条马云大家没看明白，马云这次玩得挺高，就是明面上给你看着我是舍财保命了，实际马云是卸掉负担、卸

责洗钱，你都满意了吧？实际上马云过去设计好了一系列的结构，包括在阿里巴巴是美国上市公司、包括下一步是蚂蚁金

服要上市，蚂蚁金服现在已经玩了已经三轮了，三轮积资了，都是海外机构，很多钱已经都能转出来了，马云玩的挺高

的，他不回国他就现在通过向这些大家族输送的财富，让他们帮他，然后通过我让出去一部分表面上，然后呢主要是我马

云的核心资产，现金我都拿出去了，大数据这一块让你共产党情报在做着，在贵州以及在杭州的大数据中心那是多大的事

啊，战友们多大的事啊，没有军队没有权力没有情报部门他一分钟他也活不了，咱弄个小郭媒体，那个芝麻大的事都给你

封闭了，你说那马云多大的事啊。 

   所以马云就通过我给你这些，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情报、安全、涉及到政治的给你我拿钱，就是你拿战略资产我拿现

金，这小子厉害，真厉害。第三个，这哥们儿厉害了，玩得更邪乎，在股票最不好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在股票最不好的

时候他玩这一套，马云的钱是谁的钱，他生来也没带钱，都是共产党的钱，就是那个市场、那个特权、那个垄断给的钱，

还有个是银行金融机构，蚂蚁金服那是中国的金融那是钱袋子。 

    所以说他现在整了一招很厉害，通过其他代理人拿到了核心控制部位，你共产党拿走、盗国贼家拿走你进入不

了，还得找他，但是他给你分化拿走最高端的纯利润，但是把所有的风险扔给了你们，所以说这家伙挺高的，提前将所有

的金融风险全部都转移给你了，然后把所有的高端利润自己拿走了，这像当年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一战二战时候玩的把

戏，债都留国家好资产都拿走，你现在查查欧洲的好资产都是那时候拿走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马云聪明吧？ 

    这不是一般的聪明，但是没有盗国贼的配合他做不到，盗国贼也不是傻子，但是盗国贼你这么做所谓的国家都满

足了，某些人也满足了，你的个人也得到了，那这分清楚了，就把个人和所谓的国家盗国贼的国家分清楚了。最后一条大

家一定记住，马云经过这样的调整完以后，所有的他成立了马云基金，你想马云基金能没钱吗？马云基金就是拿着最干净

的钱嘛，拿了最稳当的钱嘛，而且钱一定在海外，他肯定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亲爱的兄弟们结果是什么？战友们你想

想那是什么第四条，马云将通过这基金……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个马云把钱成立了基金会，基金会就是国际化，国际政治化，咱今天看着啊，马云的基金会里

边，所有基金会的成员，基金会的他这几个管理部门包括投资委员会呀、管理委员会呀、管理层呀，这些所有的董事啊，

管理层的董事一定是世界级的，最牛的，世界级的，为什么呀？保驾护航。  

    最后马云要转成什么呀？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基金，像罗斯柴尔德、比尔盖茨的苏珊（苏珊可能不准，网络查

不到相关资料，取相似音的字）基金是吧？他玩政治去了，他已经在提前用蚂蚁金服、阿里巴巴把世界政治关系搞透了，

说白就蓝金黄就老透了，然后跟中国的这个官商勾结这事情进行个了结，卖假货的责任、配合共产党在海外干坏事的责任

通通都扔给国内去了，然后钱拿走了，然后成立了国际上的政治联盟，成立了 JACK马基金... 

2018 年 9 月 11 日 ( 美东之声)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ZP96sc3v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ZP96sc3vM


 793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f197381-8817-41f8-a1f7-d8b8a7cff77c  

1.郭先生提出 CCP币概念【CCP货币】 

我这几天正准备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把两个词改了，第一个是人民币是中国的党币，我说叫 CCP币，这不属于人民币，和人

民半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中国现在所有的疯狂，让 14亿人民还没有穿暖衣服，吃饱饭的时候，还看不起病的时候，却大肆

扩张，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不是讽刺，是巨大的讽刺！ 

 

2.郭先生承诺给中国老兵捐 1亿至 2亿美元【老兵】【捐款】 

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能对老兵伸出援手的，能支持的，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如果老兵需要文贵的支持，有人和我联系的话，我

多了拿不出来，拿 1亿美元 2亿美元没问题，我随时可以给你们支持，这就是文贵能做的，不仅仅是看到老兵上街，为他们

欢欣鼓舞，他们这叫自觉，自悟，但我们如果说，能给他们捐钱更好，捐人民币，CCPB我捐不了，美元欧元没问题。 

 

 

 

2018 年 9 月 12 日  

【文蕾整理】  

文贵在船上谈宗教和盗国贼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4q-ZQY5j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379589-fab1-4b91-9980-45046e675e16  

 

1.见了一位也是习主席和夫人的朋友，拒收了礼物 【习近平老友】【免费会员】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一位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的老朋友，多年的老友，在家等着我，让我一下子，这个人曾经在

北京和哦我见过面，他要安排我和习主席见彭丽媛，我说对不起我说不需要哈哈，结果今天等着我，说 mils没想到把，我

和你在北京见面之后，在香港见面之后，今天在我家里面。我就傻了！ 然后他说，今天我送你个礼物， 这里有个游艇俱乐

部，给你免费会员，这个俱乐部多少钱都不让进，就得看人，叫 old money member yacht club， 给我一个会员，我说这

个我绝对不要啊，我从小到大，不接受人礼物，绝对不接受，”  

 

2.共产党的罪行【共产党】  

“现在中国一带一路，对待全世界，卖着中国的产品，不是一样吗？我们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这个政策说的有多伟大，

你爱国吗？ 就生一个，宁可杀一万，不要多一个，今天你把计划生育你给灭了，你共产党你放屁呢你？你过去说的宁可错

杀一万不能多生一个” “当时流行吃胎盘，我说过无数次胎盘啊，今天你在美国和人家说这事，人家会以为我是神精病，

但这是真的啊！胎盘啊！！！ 就像法轮功说的，中国人杀人，遗址器官，那是真的啊， 西方人不信因为他无知，他不敢相信，

战友们我在山东老家，我往北朝城，一条路，专门对朝城，古城， 就是独生子女，把怀孕的妇女抓回来强行打胎，就是把

手伸进阴道里，直接拽出来，多弄一个多有奖金，弄一个人 200块钱”  

 

3.茅台造假世界第一 【茅台酒】  

“造假！ 假茅台！全世界第一！ 茅台酒厂造一瓶茅台，台前县造 4瓶茅台，”  

 

4.关于双汇 【双汇】【高盛】【平安】【车峰】  

“当时的领导建议我入股双汇，我都拒绝了。双汇也找过我多次，我都拒绝了。为什么我知道，我不想牵累这家好企业，因

为我知道我未来想干什么。你想今天我走这条路，不把人家给牵累了吗？不把人家给害了吗？万龙是个了不起的人，小到镇

长，小到区长，无人不想敲诈他。朱镕基到河南去必须见他，然后最后被中央常委一举拿掉。 最后搞了一个天大的企业，

这不是万龙想要的。双汇未来也是一个中国的巨大的炸弹。我头一段时间美国有两位检察官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我想跟你聊

聊双汇，还有在美国的收购的这几家企业。很微笑着跟我说。我一听我就明白了，美国已经盯这个双汇，在香港的总部。包

括购买美国史密斯企业，和美国高盛的合作还有上市，还有这个融资，已经高度关注。 而且他们问了我几个企业的名字把

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那是温云松的吗，温家宝家族的吗。温家最大发财的，其中第一是平安，第二就是双汇。还有一个美国

高盛下面的很多(企业/公司)发了大财。下一步美国一定在这儿着手。所以说双汇当年的事情。双汇当年的事情，绝对，我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f197381-8817-41f8-a1f7-d8b8a7cff7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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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太多了，我不想说。我要说说双汇当年的事情。说说平安当年的事情。兄弟姐妹们。你们都想自杀了？你不想活了？

你想想当年双汇，平安最大创始人马明哲，马明哲唯一留下的合伙人叫孙建一。（这个平安里面最重要的段伟红，董事，现

在被抓了，还有我的好哥们车峰） 

 

5.平安集团玩多大 【平安】【刘銮雄】【何鸿燊】 

“所以平安集团，玩多大？ 多大呀？你们想马云哪，马化腾呢，他俩算个屁都不是，他俩那是叫什么？是现在网络金融，

严格讲今天真正的叫他们是真正的金融骗子，真正中国金融老大就一个人--平安，平安里就是马明哲，马明哲的女儿在香港

啊，记住啊，在中环有一个叫中环中心的，当年是谁啊这个，最牛的富豪，刘銮雄，后来卖给了这个何鸿燊的四太，卖给四

太的梁安琪的，” 

 

 6.多人被双规、财产被查封 ，习近平不知【官员双规】【习近平】 

河南郑州的，解放军学院的院长，被抓了，叫宋新斌（音），宋新斌，是我的发小，是我的发小啊，被抓了，最年轻的中将，

是彭丽媛的老乡，被抓了，全家被抄了，全家被抄了啊，这哥们最早是背叛我的，最早背叛我的，这个当他第一次看我爆料，

就叫人中间传我，郭文贵，你反谁不可能反共产党，你找死呢？你连一个月都活不过去，你不了解共产党吗？你说这哥们你

说多疯狂啊，多疯狂，结果在两三周以前他被抓了，你说被抓以后发生什么事啊？ 他在我这个盘古地下室啊，放了两个巨

大的一个柜子，就在我那个停车库里放着，VIP 停车库，所有人来参观都会看我那两个柜子，有人说我的 lamborghini, 

bugatti几百台车，但是没说过这两柜子，这两柜子是两个这个古董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红木的柜子，结果中央军委去了给

封了，哎，我看看啊，哎，我这哪去了，哎，我给大家看看啊，中央军委的，中央军委纪委的条封上了。 “全抓了，啊，

所有人全抓了，一个都没剩，几十口，我，我这，有些秘密还是不能看滴呀，另外一个调查一个现在军委委员，马上我估计

也被抓了，调查他的，啊，调查一个军委的委员，军委的委员，这军委委员现在最牛 X的人之一，最年轻的，人家说他下一

个军委主席啊，我知道这回调查借着这个案子，宋新斌的案子，就想把这个军委委员弄下来，我保证习近平不知道，我保证

习近平不知道啊，”  

 

7.军队的斗争开始了 【CCP军队】【老兵】 

“斗争开始，军队的斗争开始，所以说我看到老兵们很可怜，这些老兵们，你们所有的诉求加一堆，都不过徐才厚，郭伯雄

他装修房子的墙上的一根翡翠钱，为什么？那是我郭文贵全力帮他设计的。你知道那值多少钱么？那一个墙 3.5 亿，是多

少？3.5 亿什么钱？不是人民币，美元！如果那个墙的翡翠现在拿到拍卖市场去，值 3.5 亿美元， “那个整个大院，就在

钓鱼台宾馆隔壁，几个军委委员的房子，下边就是高铁，他为了把房子高铁给他除开，花了 1亿多人民币，前边叫玉渊坛公

园，这些常委军委老人，玉渊坛公园散步，前边叫军委大楼，八一大楼。八一大楼的设计的顾问参与者，其中就有我。军委

大楼本来是，看到了没有？左边有一个伸出去的廊，右边有一个廊，右边的右边叫八一军事博物馆，为什么左边没有了？右

边是左青龙，右白虎。为啥白虎有，青龙没有了？他们说风水上讲军队必须宁叫白虎高万头，不让，宁让青龙高一头，不让

白虎高万头。 ” 

 

8.一个家族企业 50几个亿就卖给了农业！【项俊波】 【马健】  

“一个家族的企业，50几个亿就卖给农业银行了，50几个亿，最 2008年，2006年经济危机最差的时候，我政泉的房子 1万

3卖出去，啊，这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行贿马建呢？我 1万 3卖给马建，我特别感谢马建副部长，因为他家里边，他家朋友

借着买了我房子，安全部集体买了我的房子，因为我对我的员工才 1万 1，卖给你 1万 3，我还赚了呢，但就这时候他们以

3万块钱和 2万 5人民币，把家族资产卖给了农业银行，这也是项俊波当时为什么被抓的原因，灭口。 你们能想像一年前，

我说海航王建被杀，你相信么？王建在四月份的时候说话说，我怎么办？有人要抢我，要害我，要拿我资产，我怎么办？结

果被杀了，你们相信么？不相信。我一年多前说他会被杀，你们相信么？不相信。 我说王歧山是真正的海航老板，你们相

信么？你们不相信。现在你们信不信？王歧山能跟习近平，能修改宪法，执政一辈子，让一切都是党的，一切都听党的，爹

亲娘亲不如党亲，” 

 

9.中国今年货币增发量 29万亿美元，事实上是 35万亿美元、无人机 【CCP货币】 【无人机】  

“中国今年货币增发量 29万亿美元，事实上是 35万亿美元，是我郭文贵干的么？ 在社交媒体时代，有我们中国人的份么？

在 google里边，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查查，中国人，14亿人口，全人类 75亿人口，我们最起码占了 1/8，或者 1/7，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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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 google上的社交媒体量占多少？0.3%。 这就是真相，战友们，这就是我快乐的地方，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拥有这

样的生活， 这样的条件，我几个亿的船，飞机，房子。分分钟一声令下，几十亿美元到账， 我严肃认真的说，如果老兵需

要，我一定马上捐 2亿美元，对那么多老兵，杯水车薪，但是我愿意，只要你们用于反抗独裁，反抗共产党，用于老人孩子

身上， 我一定马上捐你们指定的律师事务所。2亿美元我拿出去不影响我的生活，不是小钱但是我能做到。 昨天玩无人机

的人震撼了，他收了$5000, 本来是要来拍我抱头鼠窜的样子的。他不敢杀我，杀了我， 美国人就发动战争了，绝对的，结

果他发现我还在那跳舞，还开心，结果这哥们佩服了说要把视频发给我，拍的很好，说你的船太漂亮了，我太爱了，但是我

发现他们是坏人，你是好人，英雄，太有种了，这就是正义的力量，你怕，跑有用吗，他想弄死你，把你船给炸了还用无人

机吗？我没给他钱，他要了顶帽子。我决定给他 12个，给他个惊喜，纯粹的美国人。 ”  

 

10.宗教和信仰【宗教信仰】【黑交易】  

“如果你有信仰，有宗教，我认为信仰重要， 宗教不重要，很多人利用信仰办成了宗教，宗教是信仰的组织，两个是两回

事，去骗钱，骗色， 包括玩弄儿童，影响政治，背后一切黑交易， 中国人有信仰是我追求的，宗教并不那么重要，宗教都

是被人操纵的，很多但不是绝对的， ”  

 

11.利用女人吸黑色太残忍……【Lady May】  

“今天我们的 Lady May II, 小船，要在冬天去喷涂去，船长说黑色你喜欢但是很麻烦。 因为每到一到特别烈日炎炎的时

候，他说我在上面可以烤肉吃，我说为啥呀？他说吸热嘛，我问他我说那你看那中东那白色都是男人穿的，黑的都是女人穿

的，他说利用女人吸黑色太残忍了，我说你说到重点了，这就是宗教需要改革的原因，为什么要中东的女人要穿上黑色的衣

服，我认识中东那么多人，我说为啥不让女人穿白色衣服呢？”  

 

12.永远不会加入组织【爆料原则】  

“ 昨天是犹太人的节日，全美国最大的节日，好几个组织邀请我去，他说你经常来我们的这个犹太会堂就是犹太庙，为什

么你不来？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去，我说我可以去到那去我发自内心祈祷，但我不能去，我说我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组织化的

宗教，和把信仰宗教化的组织，我相信上天，不论是任何教，穆罕穆德、释迦摩尼、耶稣都是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来自于犹

太家族。 ” “我想告诉你们的事情，绝对不能把它给宗教化，我不能接受，首先不能完美化，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我这

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参加任何组织，我也不参合任何宗教，我是佛教徒，但严格讲我是真真正正的，我是有信仰的没有宗教的

人。我看到太多宗教骗子了，我验证过无数的人，无一人让我心服口服，这就像我见到霍利斯·达赖喇嘛，对不起啊。 ” 

 

2018 年 9 月 12 日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jGNuN0gFY&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9bce090-0b1d-48da-82bf-d042d2c03b45  

 

1.高价收买王建之死的信息，证人受到威胁，不断提价。财产争夺【王建】【王健家人】 

“有人找他们买这个信息，买断。出的价格是多少钱呢？50万欧元。就把这一个调查组买断。那么这三人是毫不犹豫，就

把这东西卖给了别人。” “这个证人呢从一开始要 3000欧元，那个是很大钱了 3000欧元，后来呢变成了 30000欧元。但

是呢头两天来了，他也找了个律师，说我这儿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威胁，我受到了中国政府来的人的威胁。我把威胁我这些

东西也当成证据。还有因为我受到了威胁，我要要更多的钱，要更多的钱。” “王健的弟弟王伟这个家伙就是看钱。跟盗

国贼一样，对他的弟弟对他的侄子疯狂，能抢啥抢啥。具有人知道，这个我没核实，陈峰和盗国贼让王健腾出香港美国的

房子是给三个月时间，王伟让他嫂子腾开房子只给三天时间。” 

2.CCP害怕 1120。【1120】  

“像华尔街啊，华盛顿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纽约时报啊，CNN啊，FOX啊，CBC啊，都打招呼去了，他们都去打招呼。

包括东京啊，朝日新闻啊，法国的几个大电台啊，俄罗斯啊，英国的 BBC啊，都去了。就是他们能想到能来的，他们都去

找了，能想到我们去的地方他们也都去找了，就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斗争是战友们你们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的。但是

越是这样越证明了这个新闻发布会绝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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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金融、科技必须对等开放。【中美贸易】 

 “中国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的基础是什么，首先宗教和信仰，文化上互相尊敬，互相尊敬才能互相学习，给对方对等的开

放的空间，就是中美两国呀最大的就是三个问题，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当把对方的这个宗教和文化对等的开放的时候， ” 

“中国的金融，中国现在害怕美国金融害怕的要死，美国金融也得对中国害怕，只要金融能对等开放，那中国那跟美国之

间的友好一定是兄弟国家，第三个就是科技，说来说去，美国很多人是怕中国的，不敢给你开放科技，一旦科技开放，那

美国简直是天蹋地崩了，但是在以上宗教文化金融对等开放，中国跟美国有清新的国际定位。”  

 

4.战友之声是实际行动平台【塔西佗陷阱】【老兵】【战友之家】  

“怎么能加大“塔西佗陷阱”的能力和效力呢？--广泛地传播“文贵爆料”，广泛地传播路德先生的节目。广泛地让 sara

这个战友聊天室，变成一个--不是情绪发泄室，不是精神治疗室，不是口炮室，而是办法室！都是研究如何（将“文贵爆

料”等）传进去，有效地传进去，就是一个“执行室”。这才是关键的关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一定要记

住，我们要看到一個--老兵、还有 P2P，易租宝、泛亚，还有一些国内的，现在抓起来的这几个大集团的员工。你比如说

现在安邦的员 工，谁不骂它（共产党乌托邦）呀？能不骂么？对不对呀！你说那个徐明、李明的员工，他能愿意么？当然

不愿意。就是这些企业家被掠夺资产、被杀害！他的员工们，就是这些巨大的有影响力的群体，包括老兵。 ” “我昨天

已经严肃地公布，愿意给老兵捐两亿美元。到时候我会把一张支票两亿美元，捐到这个机构去。 第三个，大家要做的事

情，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一切办法！给文贵…… 我们现在形成一个，在 sara聊天室这个群里

面，就是什么--咱们大家合作的一个“工作平台”。 

 

5.教父李祖原大师【李祖原】  

我跟李祖原大师认识，是 1991年底……92年初认识的。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二十六年了啊！二十六年啦。呃！我的人

生当中，可以说影响我最深最深之一，那就是李祖原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教父，而且是宗教教父，这是唯一

的。还有呢，应该说建筑上，他也是我的教父，呃！虽然是教育上，我这个人有天赋，但是，他也算我的教父。 呃！李祖

原，我和他认识以后，曾经有过……你想想，应该说到了“神交”…… 嗯！真是叫“神交”吧！”  

 

6.若郭台铭当选总统那就是大陆选的【郭台銘】【台湾大选】 

 “如果郭台铭已经当了台湾总统，那就是大陆选的。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有太多把柄被控制了。另外一个呢，郭台铭

这个人的人格和人性，各个方面来看啊！他是有野心的，有野心的。他要在历史上创造一个，把台湾彻底改变，那就把台

湾统一嘛！统一台湾，他认为自己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台湾最会赚钱的人，改变了台湾命运的人。这就和他人生格局

是一样的。 ” 

 

 7.姬鹏飞之子姬德胜【姬德胜】  

“当时姬胜德是总参二部的副部长。 他的领导是谁呢，熊光楷，熊光楷又兼着是总参的副总参部长， 等于是全军的情报

归他管，当时姬胜德呢管着二部下所有的企业，其中就包括了赖昌星，” “那时候油全被他垄断了，他说一句话你就是百

万富翁。赖昌星和姬胜德在二部的保护下做油的生意跟做走私应该是在 1993年刚开始，94年正式开始，他是 1999年被

抓，大概是四年多时间不到五年的，也就是说一千三百天到一千四百天，姬胜德在他的帮助下赖昌星一天盈利大概一亿三

千万，这是公开数字啊，事实上走私获得一天两个亿人民币，两个亿人民币呀” “但是姬胜德跟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帮过我忙没有用关系，而且呢当时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骨子里边，骨子里边他是反共的，而且当然

了他是反江的，熊光恺是江的绝对支持者，最后就把他给灭了。”  

 

8.贺龄乐先生【贺龄乐】  

“贺龄乐贺先生啊这是我国内我从那个蹲监狱的时候，我蹲监狱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其中的人，然后让我介绍

了他，这都是因缘嘛，我认为那是上天的安排嘛，所以这些事情都彻彻底底改变了一生。贺龄乐当年那也是多牛的人哪，

江泽民办公室出来的质量组织部长，人家能到今天哪是那么简单，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家族啊，文化啊各方面的影响了

我特别多所以说总体来说呢，认识他们是缘分，能和他们来往还得靠你对人生的看法，还有你的诚实，再一个，人家觉得

你是否有未来。我觉得每个人要把握好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可能这个原则下要改变你的生命，”  

 



 797 

9.郑州创业开始【文贵过往】 

 “我回去以后收拾收拾带着老婆孩子就要搬家到郑州。在到郑州的路上我途径濮阳，我弟弟死在濮阳嘛，途经我哥门口的

时候我都没停车，在高码头乡坐大客车上去，带着四个铺盖卷，带着我儿子女儿，还有我的一个表妹，我太太，我们这五

口人相依为命，” 

 

2018 年 9 月 16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0kzQ2ZgXE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79746ae-ac11-4ab4-a09e-00d8f182be9d 

 

1.中国是不会大乱的，但脆断是会发生的。【中共未来】 

结果我现在跟大家说，在这个爆料革命当中，我们千万记住，别老想着什么明天天上掉一大馅饼，中国马上阳光明媚了，

没有共产党啦，像美国一样啦，法制自由了，不可能！我们的民俗民风，还有这种文化，还有被盗国贼乌托邦这么多年植

入的这种流氓思想，时间是必须的，脆断我认为是肯定会发生的，大乱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宣传机构说啊，中国会大乱。

所有的外国人，我开这几个会没有不问的，你觉得发生这个事中国会不会打乱，会不会大量的灾难移民。我说我告诉你，

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文化，多少次这个国家动荡，最惨的唐朝之后和宋朝，特别是我们的宋徽宗被点油灯的

事，我说你见过中国向强势的人几次反对过，中国老百姓有多少次向邪恶说过不，中国有几次所谓的民主革命成功过，我

说你看看我们的近代史和历史，有多少次。我说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民不称霸。但民助邪恶，可能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了。而且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是被外族来统治时间最长的。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说中国啊只要是现在保持

了今天世界文明科技发展带来的，粮食能够，基本上医疗能有，交通有基本满足，只要别达到非得人吃人的程度，加上一

帮骗子别太过分，我说中国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乱，反而中国会在这个事件当中一定会大改变。彻底改变。 

 

2.王建之死新闻发布会基本定在 11月 11日之前召开。【王健之死发布会】 

发布会，这个时间还会(变化)，在我们之前可能发生。除非出现更大的意外，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了，11月份一定会开，一

定会开，基本在 11月 11号之前。 

 

2018 年 9 月 17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8qR5KjUoc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c1b251-b074-4139-8b03-7568b8d1e1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8qR5KjUoc 

1.王建案被立案调查【王健】 

经过本人和多个渠道的沟通，最终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法国政府司法部，已经重新开始全面调查，我今天的重点是，法

国司法部对王健在普罗旺斯被杀这一刑事案件，展开重新全面调查。 

 

2.王健被杀案的新闻发布会确定【王健之死发布会】 

关于王健被杀案的新闻发布会，改为 https://www.guo.media/broadcasts11月 19日，星期一了，就是推迟了 8天，那么

这 11月 19日的地点，所有的主持人都不变，还是班农先生，邀请人不变，地点不变。 

 

2018 年 9 月 20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guo.media/broadcast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4d438a3-fd66-404e-a9ce-d71b1f9a2df2  

1.马云去了香港，见了香港银行家，港币要不存在了吗？春节过后会看到端倪。【马云】【港币】 

另外一个就讲马云，这哥们在香港呆了一天，见了香港几个银行家，所有的香港的老板，金融家都在问他一句话，你看到

我们最近香港，卖我们的美元了吗，你看到香港我们买进美元了吗？你看到我们外汇储备的变化了吗？亲爱的战友们，老

百姓不关心这问题，但对待这么大的，世界级的最大的投资家之一，手里握着几万亿美元的人物，这些话题是最大的话

题，然后我们俩说了几个数据，这几个数据现在也不说，很快咱就说了，说香港这些人都紧张的不得了，他说，mils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0kzQ2ZgXEo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79746ae-ac11-4ab4-a09e-00d8f182be9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8qR5KjUoc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c1b251-b074-4139-8b03-7568b8d1e1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8qR5KjUoc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4d438a3-fd66-404e-a9ce-d71b1f9a2d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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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港币要不存在啦！我说咱们走着瞧，咱这个隔空取钱在明年，今年春节后，但是，你能看到端倪的事情，这件事情能

看到端倪的就是很快的时间，你们就把心脏练好，战友们！很～快！ 

 

2018 年 9 月 22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G6Svsz4L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94a4e96-1c16-45ca-b7eb-c5c4f48019f3  

 

1.香港股市、香港汇市、上海股市、台湾股市，将要发生翻天覆地变化。【CCP股市】 

从明天起开始的一周，我只发文字，也有可能一天两天不发，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挂念，另外香港的股市，香港的汇市，

上海的股市，台湾的股市，台湾的汇率，可能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能啊，亿分之一的可能，第三，海外伪类民运们，将

受到一系列国家政策打击，包括盗国贼在海外的资产，哎呀，这句话说漏了啊，某些非法资产，将受到依法的打击，咱们

给他来个隔空取钱，而且一定要让他比咱疼 10倍，万倍，亿倍，这在未来，就在 7天，也就是说 10月的，5678，就会有

基本定局。 

 

2018 年 9 月 28 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TJ4MFx3Xg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677e8a0-378f-4b17-8e80-4bdc95fb2f35 

 

1.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所必须面临的选择。【西方的选择】 

美国的川普总统当选以后，他的班底，和他所用的团队，不论是班农，还是 蓬皮奥，还是 Jon Ponder还是马蒂斯，还是

这个纳瓦罗，任何一个人，都意识到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或者说西方世界，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达成协议合作，

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和中国分享市场，共同发展，共同强大，共同治理世界，是否接受中国所提的，作为两个崛起

的大国，共同来管理世界，多极世界，还是彻底的否定中共的共产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在过去的一

年多时间里面，美国所谓的鹰派，所谓的反中派，就是西方的川普总统代表的极右派，所谓的鹰派，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2.真正的新中国人的新时代。【中美博弈】【中国未来】 

就是这次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西方和中共之间，已经展开了全面的博弈，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对西方采取的行动，是

战友们你们无法想象的，伟大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变革的时代已经在发生中，所有的看这个视频的，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记住，这真的是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人，和世界真正融合的时代，是中国人走向真正的新中国人的新时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G6Svsz4L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94a4e96-1c16-45ca-b7eb-c5c4f48019f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TJ4MFx3Xg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677e8a0-378f-4b17-8e80-4bdc95fb2f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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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 4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lbZ9aaCsk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b2388d-d38e-46ab-860d-d14154e48009 

1.副总统彭斯演讲这是近年来美国政府最高级别官员对中共的最严厉演讲随之引发中共最大证券暴跌百分之 25【彭斯演

讲】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2018年 10月 4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表的讲话我们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

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今年前 9个月下跌了 25％，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坚持了北京的贸易惯例。正如特朗

普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希望中国的市场遭受损失。事实上，我们希望它们茁壮成长。但美国希望北京奉行自由，

公平和互惠的贸易政策。可悲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统治者拒绝采取这条道路。 

 

2.香港很多官员家人的资产，子女和未来都将在西方的监狱度过;陈水扁一定会回到台湾政坛的核心【香港官员】【陈水

扁】 

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美国和西方世界绝不会袖手旁观，它不会看到香港变成香港省，看到香港人民被强奸，被欺骗，被愚

弄，完全没有法律，香港很多官员家人的资产，子女和未来都将在西方的监狱度过，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港币从今天起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价格甚至很快会消失。台湾再不可能被红旗插遍，国民党旗插到天安门厕所都不可

能，整个台湾被蓝金黄收买，投资变成了你威胁人家的武器，台湾将事实上的独立，接下来又要回到几十年前，大陆中共

又要磕头求爹爹告奶奶的求台商回来，台商那种为了钱不要命不要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台湾在世界上被孤立的时代也过

去了。  

 

我不认识陈水扁，但他一定会回到台湾政坛的核心。台湾的很多官员特别国民党，背叛了台湾人民的，还有那些破烂流氓

们，他们的资产和家人都在西方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2018 年 10 月 4 日 

【白天整理】 

郭文贵报平安短视频—未来一二周每天都会有新闻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tkuA1jERp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1a4bc93-5398-402e-baad-ece9290198c7 

 

1.汇率和股市在未来一两周每天都会有新闻。【港币】 

接下来香港的港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就从今天开始起，在未来的一两周，

每天都会有新闻！大家看着，包括 A股，上海股票交易市场。 

 

2.影响人类命运、世界安全和和平的立法和法规将在美国推出。【美国行动】 

另外，现在美国，正在酝酿一系列立法和法规，即将马上推出，这都是影响人类，影响人类命运的，影响世界安全和和平的，

未来就这几天，随时，也可能就今天下午，就我头两天说的，有一张纸就会出来，不是这一张啊，类似这张纸就会出现，这

张纸出完以后，中国的以后，中港，香港，港币，美元，人民币汇率，你们会看到过去 30年没有发生的事情，盗国贼不信

邪，没问题！ 

 

2018 年 10 月 8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XABs37VN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lbZ9aaCskM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b2388d-d38e-46ab-860d-d14154e480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tkuA1jERp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1a4bc93-5398-402e-baad-ece9290198c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XABs37V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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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链接：（无） 

1.中共急需战争转移金融危机社会危机【CCP经济】 

刚刚的和他们开完会啊，刚刚的和他们谈完，目前也就是最关心的美国上层就担心中共在崩溃前金融危机前，会不会出兵

打台湾 

 

2018 年 10 月 9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ttNTC0Iz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5GXWsCnU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39fd514-3bc3-4d47-ba40-4270270dc46a&K=2018%E5%B9%B410%E6%9C%889%E6%97%A5 

1.中共欲挟台湾以令亚洲【美国对台政策】 

这在过去的一年、半年内，我们讨论台湾的问题时候。绝大多数人说……就是连班农先生，我问过他大概五六次。我说如

果中共打台湾，我第一次见他，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你们会不会保护（台湾）？他连犹豫都没犹豫地说:NO！第二次是

noway！第三次是:NO、NO、NO！第四次是:impossible！但是，这次我问，他说:哎呦！我们好像很难选择，我说:我当着这

么多将军的面，我请问你一遍，你们有选择么？就像我今天给你们的话题一样--如果 CCP跟你握手言和，你会握手言和

吗？它会跟你握手吗？你们都没选择。  

 

2.彭斯演讲的重大意义与背后故事【彭斯演讲】 

第一个，他必须财政部，五角大楼，还有最重要的美联储，八个部门都得同意。他要不同意，一个不同意他也不可能发

生。  

 

第二个，国会参议院不给他说这事，那不可能发生。核心条件，众议院参议院。  

 

第三个，任何美国人，你问问美国所有的人，如果白宫内，内阁幕僚，如果反对，很难发生。 

彭斯演讲的第二层意义，让美国从法律上，从民意上已经定位了美国未来甚至是很久的国家方向。不可逆转。 

另外一个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彭斯这次演讲，包括里根总统，他也没用公开一次说，我要

AntialltheworldCommunistParty，从来没有 AlltheworldcommunistParty.  

 

川普总统在联合国讲了，我要反全世界的 CommunistParty。彭斯在这里边讲了中国的言语，所有人告诉一点你就是作死，

明确告诉 CCP没有任何能影响下一步我对你采取行动的。  

这就是头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突破。发生了吗？彭斯讲那些小事，用最民间的民语，最普

通的俚语，不搞什么这哲学那哲学。告诉全世界你听得懂，美国已经正式的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行动，做出了决定。 

3.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72小时限定拆除【美国行动】【南海问题】 

我现在给你透露一个简单的秘密。内部人员，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果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共我们该怎么办。美方已经做出了

决策。我第一次透露，美方直接通知中共，我给你 72小时，记住这数字，72小时，我让你移掉所有南海的这上面的非法

军事系统。马上，我不会跟你商量。我关闭所有的商量系统，72小时你不移除，我们将全面给你移除。全部给你铲平。记

住我今天说的话。 

4.台湾军队的决绝表现和专业表现，决定了美国和联军是否会保护台湾【台湾】 

战友们，台湾是它们的一个目标，是未来一个大的野心。绝对想干台湾，绝对想转移内部经济问题。但是，你们要记住，

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的西方国家，百分之百会介入！  

    但是，如果台湾的人民--啊！我们欢迎共产党来，然后，台湾的军队吓跑啦，联军百分之百不会介入。也就是很

简单地说，当 CCP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时候，前二十四小时，台湾人民的反共决心，台湾军队的决绝表现和专业表现。决定

了美国和联军，是否会保护台湾！ 

4. 一些巨头筹集了约 1万亿美金计划做空港币【做空港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ttNTC0Iz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5GXWsC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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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的问题。整个香港的港币，储备价值 4000亿美元。它整个的（汇率）是 1:8。它一块钱……它的杠杆是 1:8。因为它

的服务行业，这个各个方面的特质，大家也都接受了，很多方面都挺健康。但是，港币已经成了 CCP在海外，印钞票、骗

美元的最大的工具。事实上已经超过了 10（1:10）了！甚至 11、12了，啊！ 

… 

现在如果再来一次做空港币，一样的路数，香港政府一定会动用大陆 5000亿美元以上… 

从过去的 6个月，他们从 3000亿现在筹到了 1万亿美金，大家会看到他们会怎么来猎取港币，这个大战太兴奋了，香港政

府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有一万亿美元会截击它们。 

… 

一个世界上对 CCP最友好的国家基金，是苹果 8%的股东，9%AMAZON的股东，美国大概有 10家企业它控制 5%-8%。这哥们

和我见了 4，5次，现在要把所有中国的钱撤回来去做空港币。 

5.共产党超发人民币的三个手段【CCP货币】 

 

我说共产党这些年人民币就靠三个手段，他才在世界上能印刷成，第一最可怕他利用香港这个码头，大量的用私人借贷，

大家未来我给你们看看，私人借贷现在中国的曲线现在这样上去了，得到美金，他没美金他活不了啊。第二个就是骗取大

量的外商到中国投资。第三个就是傻叉台湾香港同胞把自己的生命钱所有的都送给共产党，就你们这帮人才助长了 CCP。 

6.孟建柱下令屠杀新疆某个镇上的抗议人群，包括小孩【孟建柱】【新疆】 

我说你看看当时是孟建柱作为公安部部长的时候，政法委副书记和王乐泉在新疆做出的决定，人家是上那个镇上去抗议的

人，孟建柱说我跟王乐泉在一起，我现在下令你安全部长马建，把他们全部给灭了，马建以为就把他们给抓了，他说全部

杀掉！全部杀掉！那孩子多小的孩子他们就给杀了。 

7.预测人民币会急剧贬值甚至消失【CCP货币】 

人民币汇率啊，马上。我在几个月前说过人民币从 7、8、9，一定会的，甚至更夸张。 

我再说一遍，人民币一定是 7、8、9，我在六个月以前就说过，一定的，甚至更夸张，甚至最终结局没有人民币，没有

CCP，没有 CCPB-ChinaCurrencyPrinterBureau，中国货币打印局没有了。 

8.预测接下来共产党会让很多人被抓被杀被丢失【王健】【王健家人】【孟宏伟】【孙立军】【孟建柱】 

 

现在孟宏伟的被抓，杀王健的事情对党内巨大震撼，对全世界巨大震撼。王健的夫人和王健的儿子和王健的弟弟王伟正在

生命威胁中，任何一个人被杀、被消失将引起另一拨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愿意把新闻发布会给推后的原因，等待

着新闻发酵。  

 接下来，王伟的家人被抓、被丢失一定会发生，大家走着看，走着看啊！然后还有更多的海外的大名人企业家被丢失。

然后国内的政法委更多的会被抓，孙力军也会被抓，孙力军记住孙力军。然后就是孟建柱，被杀或被抓。我第一次说啊，

被杀或被抓，走着看 

2018 年 10 月 9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3vULR5In88 

文字链接：无 

1.文贵练枪。 

文贵第一次使用此枪就打中了 CCP……盗国贼与中共就像那南瓜一样不堪一击……关键是我们的勇气与信仰的力量！ 

 

2018 年 10 月 10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UrFGN4ih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afc2a78-a635-4cde-b652-

e7da73e6759e&K=%E4%BD%A0%E5%8F%AF%E4%BB%A5%E6%8B%BF%E8%B5%B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3vULR5In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UrFGN4ihM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afc2a78-a635-4cde-b652-e7da73e6759e&K=%E4%BD%A0%E5%8F%AF%E4%BB%A5%E6%8B%BF%E8%B5%B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afc2a78-a635-4cde-b652-e7da73e6759e&K=%E4%BD%A0%E5%8F%AF%E4%BB%A5%E6%8B%BF%E8%B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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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盗国贼洗钱。【盗国贼】 

你看昨天的股市，现在国内几个大佬拼命往外洗钱，最明显的江家，朱家，王岐山家族，还有几个常委家族，往外洗钱，

大家能知道洗钱的价格是什么么？你能从中国给你美金，在中国给你美金啊，不是给你人民币，给你美金，在海外给你美

金，人家都是合法赚的钱，外商企业，多少钱你知道吗？百分之三十五，你可以拿走 35%，然后这些大佬们，家族们，就

江家这样的人，拼命往外洗钱，找各种基金，我在国内给你钱，给你人民币，我给你投资这个项目五年十年，你说有多疯

狂，老百姓换 5000美金都不行，到银行里取钱，一百美金一张的，个个给你，他们现在是几亿几十亿往外转，以各种名

义，而且整个江家朱家王家，我就不说其他家了，拼了命的利用各种募资的行动，在海外弄钱，弄钱就把钱弄海外了，实

际上是变相洗钱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b7nJMyLGw 

文字链接：无 

 

1.共产党不光强奸中国人的思想还要强奸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思想。【CCP的威胁】 

就像最近所有的美国人都问我一句话，哎中国要乱了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了怎么办？美国人很多人担心共产党不要出事，

出事我们怎么办？我就是用最简单一句话，我给他们说的，就是我在前天直播上说的，我说你不能一个人被人家强奸了 70

年，美国被强奸了 50年了，被骗了 50年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人去打这个强奸犯的脸，你说别打别打，你打这个强奸

犯谁还强奸我啊，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人一旦要做出反抗哎别反抗，反抗不害怕吗，它掐死你怎么办啊，打死你怎么办

啊，不反抗它就一直强奸，强奸他就变成顺奸了，还得让你喊高潮。我说你打他一下脸它不让打，你担心它把你给杀喽，

那它就一直在强奸你，美国的经济就是这么被强奸的，美国的民意也就是这么被强奸的，中国的老百姓这么多年就是被这

么强奸的，全人类上找不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像我们这 70年的历史。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aKh_vP4vQ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a0d7b61-b493-4790-9eb6-

197d790cdf22&K=%E5%9C%A8%E5%85%A8%E4%B8%96%E7%95%8C1700%E5%A4%9A%E5%AE%B6 

 

1.盗国贼私下找文贵和解，被拒绝。【盗国贼】 

 

盗国贼私下里向我传达了多次信息。愿意和解，只要不讲王健的事情，只要别再骂王岐山，别再骂孟建柱，傅振华，孙立

军，不要再高调反共，只讲个人，所有资产偿还，所有的人都放出来。愿意找出第三方，并给出了建议。德国，英国和中

东某国家，由他们领导人正式跟美方沟通，出面担保，中共兑现承诺。当然被我拒绝了 

2.德州大学发起金融制裁和行动，美国和全世界的基金一定会跟随【美国行动】 

在全世界 1700多家，有关中国金融机构呢是多少呢？是 150多个，像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进出口银行 150多家银行全部在内。战友们，啥叫隔山打牛啊？我要声明的事情这不是美国财

政部做出的决定，也不是美国政府做出的决定，这是美国这是德州大学发起的这么一个金融制裁和行动，甚至不叫法规叫

法例，基本上他这个德州大学呢，他管理着 440亿美元的资产，他投资了中国的微信、京东、包括原来的阿里巴巴、还有

中国的什么大疆啊这一系列的科技公司，现在他们要全部将资金抽回，并形成了法规，那么基本上德州大学他这个基金的

这个形成，那么美国其它基金和全世界的基金几乎是 99%一定会跟随，那么也就是从下周开始起，全世界这些基金和金融

机构都会抽回对中国所有的这些投资，任何人不抽回那你就意味着受到整个西方金融机构和基金的唾弃，而且所有投资者

都有对你有追诉的权力和追诉赔偿的权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b7nJMyLG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aKh_vP4vQo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a0d7b61-b493-4790-9eb6-197d790cdf22&K=%E5%9C%A8%E5%85%A8%E4%B8%96%E7%95%8C1700%E5%A4%9A%E5%AE%B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a0d7b61-b493-4790-9eb6-197d790cdf22&K=%E5%9C%A8%E5%85%A8%E4%B8%96%E7%95%8C1700%E5%A4%9A%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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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6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6N_NFGuF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ea3df15-b274-4961-952a-

03275dea3f03&K=130%E4%BA%BF%E7%BE%8E%E5%85%83%E7%9A%84%E6%83%A9%E7%BD%9A%E5%9C%A82-4%E4%B8%AA%E6%9C%88 

 

1.共产党没有独立司法，没有公平公正完全验证了郭文贵所说以黑治国【CCP治国】 

我要在这说句最不该说的话，但我要必须说的话，从个人角度，我期盼今天的到来，为什么？我能把盘古、政泉、民族方

正能拿回来一分钱吗？他这么做了会把更多的基金和朋友给我团结在一起，让西方人更加会看到，到底郭文贵遇到了事

情。现在我都不用解释了，130亿美元的惩罚在 2-4个月内全部完成，然后你看刑事判决书他想改都改不了了，刑事判决

书所有采用的条款，大家看完全傻了。我这是，最近两年来翻译最快的司法文件。当这个司法文件，别人翻译快给我看的

时候，我说我都没有，我这只有 5、6张，你们竟然有 50多页，太好了啊，给我一份吧。他们都翻译完了，挨个给我核

对。 

我就捡了几个问题：时间点、数额、当事人--外国人全都明白了。我说你看看这个事是什么时间发生的，这是什么时间发

生的，再有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他能不能干出这个事，还有这个数额到底跟市场什么价格怎么回事。然后我在这说，所有

这些的人，你看看有一个人在自由状态吗？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当当事人证人证词，这些东西都是在不自由的情况下所作

的证，这完全就叫刑事逼供，这完全都不成立，啊不予承认。所以说这倒帮了我。  

2.预言台港澳三地未来三种结局【香港】【澳门】【台湾】 

 

台湾会越来越好，会走向事实上的独立；香港会经历剧痛，但一定会有一段乱，乱完以后一定还会回到自由的世界；澳门

将成为灾难之地，永无回头之日……我们对待 CCP，不要有任何幻想！ 

2018 年 10 月 17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A9ZHu-6i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f29679f-9b33-4706-a65a-

27e9c8de4c68&K=1%E4%BD%A0%E6%8A%8A%E7%A7%81%E4%BA%BA%E4%BC%81%E4%B8%9A%E4%B8%BB60%%E7%9A%84%E5%B0%B1%E4%B8%

9A 

 

1.共产主义给任何国家输出的是贫穷，落后，极权。【CCP的威胁】 

你把私人企业主 60%的就业，70%的经济贡献全给剥削了，在反过来看。你们讲人民贫富悬殊的时候，跟什么地方讲的话一

样？跟委内瑞拉查韦斯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和几十年的北朝鲜讲的是一模一样，和几十年的古巴讲的是一模一样，跟几十

年的越南讲的是一样。全共产党只要沾共产党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个好下场，死无葬生之地，穷困至极，人吃人，人吃

垃圾。现在你说你能把中国贫富差距结局，变成委内瑞拉的样子？变成今天非洲某些穷困落后的国家吗？  

 

2.预测中国的大革命不会超过两年【中国未来】 

 

面对这个信息和社交媒体的时代，我说法国当时面对的是什么？是法国内部的问题、欧洲的问题，没有外部巨大的压力。

所以，法国大革命用了两到三年才结束的。我说中国的这个大革命，绝对不会超过两年！甚至可能瞬间就崩塌了。我说为

什么？中国有十四亿人民。欧洲的法国那时候，才有上千万人，怎么可能比较呢？ 

 

3.德州大学基金的行动得到多个部门的批准和其它基金的认可【美国行动】 

德州大学是发起者，不等于就是它一家的资金，那是不可能的。德州大学要发起这个行动，它要得到多个部门的批准。第

一个，财政部不批准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财政部说，你这个事不能干，你就可以干，那怎么可能呢？那是不可能的。不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6N_NFGuF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ea3df15-b274-4961-952a-03275dea3f03&K=130%E4%BA%BF%E7%BE%8E%E5%85%83%E7%9A%84%E6%83%A9%E7%BD%9A%E5%9C%A82-4%E4%B8%AA%E6%9C%8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ea3df15-b274-4961-952a-03275dea3f03&K=130%E4%BA%BF%E7%BE%8E%E5%85%83%E7%9A%84%E6%83%A9%E7%BD%9A%E5%9C%A82-4%E4%B8%AA%E6%9C%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A9ZHu-6i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f29679f-9b33-4706-a65a-27e9c8de4c68&K=1%E4%BD%A0%E6%8A%8A%E7%A7%81%E4%BA%BA%E4%BC%81%E4%B8%9A%E4%B8%BB60%25%E7%9A%84%E5%B0%B1%E4%B8%9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f29679f-9b33-4706-a65a-27e9c8de4c68&K=1%E4%BD%A0%E6%8A%8A%E7%A7%81%E4%BA%BA%E4%BC%81%E4%B8%9A%E4%B8%BB60%25%E7%9A%84%E5%B0%B1%E4%B8%9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f29679f-9b33-4706-a65a-27e9c8de4c68&K=1%E4%BD%A0%E6%8A%8A%E7%A7%81%E4%BA%BA%E4%BC%81%E4%B8%9A%E4%B8%BB60%25%E7%9A%84%E5%B0%B1%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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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脚趾头单独行走，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得得到大脑的协调指挥才可能。这是一个，说白了：得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

的默许和支持后，它才能往前走的。  

 

    这是财政部它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批准。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定会介入

的，不介入它这个事不可能被批准。第三个，不要忘了，核心的问题啊，德州大学里边很多人都是政府官员--那些懂事会

里边--都是美国官员。而且，德州大学的董事会的很多成员，都是美国大概前十大基金，相互做的懂事和独立董事。它的

行动，既是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也是得到所有前十大基金董事会大家的认可。 

 

4.美国现任的前三号人物之一说与中国的冲突，美国有信心一个星期彻底结束任何形式的战争。【美国军事】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信息，这是一个美国现任的前三号人物之一。  

 

    我问过他，我说，如果在亚洲发生了军事冲突，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在中东发生了军事冲突，会是什么结果。这

个人摸着自己的小胡子，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Miles，我要回答你，他说，要是以前你问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回答你

的，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他说，我告诉你，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冲突，我们有绝对的信心，一星期把任何形式的战争彻底结

束，我是长了跟你说；短了跟你说，不会超过 72小时；这是为什么他们接受 72小时要通知南海必须要灭掉，你知道吗？

搬走，不搬走我就给你收拾了。他们有这个政策的。  

 

    这就是说一旦跟 CCP发生的战斗，他一定不会超过一星期。他说：我不会超过一星期的。所以美国已经制定好了

这种战略，不管什么情况下的战争，包括对台湾打，只要台湾，人民站起来反抗，说：我，我现在要求美国介入，他说：

美军进入去也不会超过一星期，绝不会跟你在那块打消耗战。 

5.预测孟宏伟不会被做掉。【孟宏伟】 

我觉得孟宏伟肯定不会被做掉的，但是他想活着出来的可能性绝对没有了、绝对没有了，活着回来的肯定性绝对没有了。

这个他妻子呢，这个高女士呢，Grace这位女人呢，很聪明，很好。她要么被做掉被绑架回去，也算做掉，被弄死被绑架

回去，她一定会爆大料。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zGaEclu-_g 

文字链接：（无） 

请战友们发信息给我用郭媒体私信功能！拜托千万不要再给我寄钱了！ 

无文本链接 

 

2018 年 10 月 21 日 

【白天整理】 

2018年 10月 20号 21号郭文贵报平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被杀是因为孟宏伟！接着排队跳楼的会更多，大家拭目以待！！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ND9qNE7g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8bbd6fb-3a5e-48ba-9006-4e00c8b4b562 

 

1.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被杀是因为孟宏伟！接着排队跳楼的会更多。【郑晓松】【孟宏伟】【孙立军】 

澳门的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又自杀了，又自杀了。实际上是被干掉的。原因很简单，郑晓松最好的哥们儿就是孟宏伟，郑晓松

和孟宏伟曾经和孙立军拜过把兄弟，这也没挡住孟宏伟被抓，郑晓松被跳楼。还有一个香港的姓王的中联办一哥们儿也快了，

也快了。大家往下看吧。所以说我在两周前说过，我说未来的三周对文贵非常艰难。大家也看到了，780以，130亿美元的

罚款。然后就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之际，郑晓松被干掉了，接下来很多人跳楼。 

 

2018 年 10 月 24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zGaEclu-_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ND9qNE7g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8bbd6fb-3a5e-48ba-9006-4e00c8b4b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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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8eFqEi2-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d472677-3bdf-4464-bd38-

aa3dc516c912&K=%E6%8E%A5%E4%B8%8B%E6%9D%A5%E7%8E%8B%E5%B2%90%E5%B1%B1%E7%9A%84%E4%B8%AD%E4%B8%9C%E7%AA%9C%E

8%AE%BF 

 

1.王岐山为了党国家族利益去中东勾兑挑拨美国关系。【王岐山】【中东】 

郭文贵：接下来王岐山的中东窜访，都是老路子。接下来你看中国的企业家会去哪儿啊？沙特，土耳其。阿，挑拨离间，

马上做交易，搞人民币石油化。这就是永远是高弱你美国，他有机会；搞乱你美国，他有机会；搞死你美国是他的核心目

的，他永远不会改的。现在，一看沙特出事了，哇，CCP天天鼓掌喝茅台，高兴死了。为什么？转移视线了！一看土耳其

出来开发布会他们开心了；一看，现在美国刚才就在我家门口，58街，这个 TimeWarner,就在我家几千米之外，有炸弹

了，哇，开心了。全世界最希望美国完蛋的，希望美国赶快完蛋的乱的那就是 CCP，不是中国人。 

 

2.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被杀内幕复杂，引发中共上层震撼。【郑晓松】 

澳门的这个被杀掉的郑大使，郑主任，绝对不是这么简单。昨天晚上半夜一位澳门的朋友到我家来，紧急见我，跟我讲述

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把我下了一大跳。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中国还真有好男儿，真有好男儿，还真有厉害的人物。详情我

稍后给大家再说，现在不宜多说。但是澳门事件绝对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它已经开启了内部恐惧的盒子。  

 

    这个王岐山还有现在的几个领导人最相信当年斯大林的那一套。说最好的办法走向新的一个社会体系，那就是让

大家都恐惧。最好让自己安全的方式，让大家都害怕，也就是恐惧。  

 

    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夕这是不一样的。法国大革命前夕，是被偷走了钱，社会分配不公，世界新思想启蒙，最后这

个民主思想运动加上宗教的要求的改革，利益的重新的分配，造就了法国的宪政，让欧洲走向文明。但是，现在 CCP不是

要走向宪政，它是要学习斯大林的那一套，制造恐惧，是让自己更安全，更快让走向自己设定的系统，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的那套系统。  

 

    那么这个澳门的郑先生敢走出这一步，让我非常惊讶。我不确定它是否是事实。不但他被杀，还有一个军人，还

有另外的两个人也被杀掉了，现在大家不知道名字而已。中组部派去的小组，实际上就是已经发现了他们想干的事，最后

整个珠海剪彩，整个计划全变。这个听说对上层也是极为震撼。 

2018 年 10 月 25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SHoECggC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dd3f2c-f89a-443b-95d1-

643ca7f031ae&K=%E9%A9%AC%E4%BA%91%E5%85%88%E7%94%9F%E6%9D%A5%E9%83%BD%E6%98%AF%E5%8F%B2%E5%AF%86%E6%96%AF%E

7%BB%84%E7%BB%87 

 

1.王岐山中东之行核心目的【王岐山】【中东】 

郭文贵：所以王岐山先生马云先生来都是史密斯组织的，谷歌看来要在中国大干一场，跟中国已经妥协了。还有谷歌和中

国现在达成了很多合作，不是那么简单的合作，跟马云之间，王岐山之间，中国政府之间，已经有默契了，所以咱们现在

什么 youtube呀，谷歌上一些信息没了，什么点击率少了，关于新疆的问题说不了了，这都太正常了。这都有后台上的合

作。高峰论坛结束后王岐山要去下一站搞埃及了，马云先生也讲完话了，该勾兑也勾兑完了，讲话出席会都是假的，核心

目的，各演各的戏，个有各的目的，表面上为国家争取 2025，掏美国的肛，他也这么做了，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在联络自

己的朋友，布自己各个方面的局，特别是中国的情报部门，金融部门，安全部门，王岐山的部下需要的核心的监听监控，

防止寻找查找的技术，以及给自己姚庆呀，贯君刘程杰呀，海航呀，拉关系，这是他的核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8eFqEi2-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d472677-3bdf-4464-bd38-aa3dc516c912&K=%E6%8E%A5%E4%B8%8B%E6%9D%A5%E7%8E%8B%E5%B2%90%E5%B1%B1%E7%9A%84%E4%B8%AD%E4%B8%9C%E7%AA%9C%E8%AE%BF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d472677-3bdf-4464-bd38-aa3dc516c912&K=%E6%8E%A5%E4%B8%8B%E6%9D%A5%E7%8E%8B%E5%B2%90%E5%B1%B1%E7%9A%84%E4%B8%AD%E4%B8%9C%E7%AA%9C%E8%AE%BF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d472677-3bdf-4464-bd38-aa3dc516c912&K=%E6%8E%A5%E4%B8%8B%E6%9D%A5%E7%8E%8B%E5%B2%90%E5%B1%B1%E7%9A%84%E4%B8%AD%E4%B8%9C%E7%AA%9C%E8%AE%B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SHoECggC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dd3f2c-f89a-443b-95d1-643ca7f031ae&K=%E9%A9%AC%E4%BA%91%E5%85%88%E7%94%9F%E6%9D%A5%E9%83%BD%E6%98%AF%E5%8F%B2%E5%AF%86%E6%96%AF%E7%BB%84%E7%BB%87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dd3f2c-f89a-443b-95d1-643ca7f031ae&K=%E9%A9%AC%E4%BA%91%E5%85%88%E7%94%9F%E6%9D%A5%E9%83%BD%E6%98%AF%E5%8F%B2%E5%AF%86%E6%96%AF%E7%BB%84%E7%BB%87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dd3f2c-f89a-443b-95d1-643ca7f031ae&K=%E9%A9%AC%E4%BA%91%E5%85%88%E7%94%9F%E6%9D%A5%E9%83%BD%E6%98%AF%E5%8F%B2%E5%AF%86%E6%96%AF%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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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6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HGqbrtXN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6bba67e-0cdb-49fd-bcfd-

47521fe7ed46&K=%E4%BD%86%E6%98%AF%E4%BD%A0%E7%9C%8B%E7%9C%8B%E6%98%A8%E5%A4%A9%E7%9A%84%E5%B8%82%E5%9C%BA%E

6%98%AF%E4%BB%80%E4%B9%88%E6%83%85%E5%86%B5 

1.中共政府一直在操纵汇率骗取中国以及世界的投资者和股民获得大量财富，进而建造集中营关押今天的新疆同胞。

【CCP操纵汇率】【新疆】 

我们不操作港币和人民币汇率，但是你看看昨天的市场是什么情况，所以说这个真和假之间，不是人与人之间道德的问

题，真和假已经到了危害人类的程度，如果一个政权造假，他危害的不是哪个人了，他危害的是整个社会，如果一整政权

的造假，他会要的是某个人的命，就像新疆集中营，就像海航，他盗取你的是几万亿的财富，如果国家金融造假，他是掠

夺全社会的财富，他会毁掉全人类的未来，如果一个政府一个体制，根本不让你说真话，只让你说假话，香港这两天要驱

逐外籍律师，只要香港籍律师，这种笑话，为什么？  

 

 

2018 年 10 月 28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IsPMqV9X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b5c004-f966-42a8-8d1a-

39144ee4176b&K=%E5%9C%A8%E4%B8%80%E4%B8%AA%E5%B0%B1%E6%98%AF%E6%B2%99%E7%89%B9%E6%9D%80%E8%AE%B0%E8%80%85%E

4%BA%8B%E4%BB%B6 

 

1.沙特记者被杀引起世界媒体关注，中共海航知名董事王建被杀世界媒体却无人问津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蓝金黄对世界媒

体的控制。【沙特记者】【CCP货币】 

在一个就是沙特杀记者事件，这是焦点，几乎所有人都被邀请去了头两天举办的沙特沙漠达沃斯论坛，几乎都没去，全都

取消的了，第三个事件，所有人都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较量，在台海，香港，澳门，南海问题上，大家的观点和预测，这个

预测大家真是，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些人，这些人几乎囊括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经济总量，这个转变，所有到场的人都是惊

讶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最最亲共的，亲中的，他们现代谈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CCP，中国的王健被杀，沙特记者被杀，中

国下一步的整个的港币，人民币汇率，经济下行，在一个中共会在台湾做什么，港币能撑得住吗？人民币能撑得住吗？  

2.孟宏伟被抓很大程度上是跟王健案有关系【孟宏伟】【王健】 

 

孟宏伟的事情,我第一次！我第一次！  再说一遍我第一次：就在昨天官方这个人非常庄重的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我担

心我的英文水平听不明白也担心这哥们的英文讲得不好，我马上说：你等等等等，我让我旁边的助手帮我翻译一遍，咱别

搞错了！他说：“我告诉你,孟宏伟被抓很大程度上是跟王健案有关系，另外因为孟宏伟被抓在这有好几个中国人被消失

了”我当时真的是被这个官方朋友的话震惊了！孟宏伟参与或者帮助、协助这是百分之百的，但是能参入到那么深，那么

深！还导致几个中国人现在消失了，这事就不简单了！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p8kDaEc5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3d670a7-681f-4983-b154-

3a0d2a848482&K=%E9%82%80%E8%AF%B730%E5%87%A0%E4%BD%8D%E4%B8%96%E7%95%8C%E5%89%8D%E5%85%83%E9%A6%9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HGqbrtXN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6bba67e-0cdb-49fd-bcfd-47521fe7ed46&K=%E4%BD%86%E6%98%AF%E4%BD%A0%E7%9C%8B%E7%9C%8B%E6%98%A8%E5%A4%A9%E7%9A%84%E5%B8%82%E5%9C%BA%E6%98%AF%E4%BB%80%E4%B9%88%E6%83%85%E5%86%B5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6bba67e-0cdb-49fd-bcfd-47521fe7ed46&K=%E4%BD%86%E6%98%AF%E4%BD%A0%E7%9C%8B%E7%9C%8B%E6%98%A8%E5%A4%A9%E7%9A%84%E5%B8%82%E5%9C%BA%E6%98%AF%E4%BB%80%E4%B9%88%E6%83%85%E5%86%B5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6bba67e-0cdb-49fd-bcfd-47521fe7ed46&K=%E4%BD%86%E6%98%AF%E4%BD%A0%E7%9C%8B%E7%9C%8B%E6%98%A8%E5%A4%A9%E7%9A%84%E5%B8%82%E5%9C%BA%E6%98%AF%E4%BB%80%E4%B9%88%E6%83%85%E5%86%B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IsPMqV9Xo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b5c004-f966-42a8-8d1a-39144ee4176b&K=%E5%9C%A8%E4%B8%80%E4%B8%AA%E5%B0%B1%E6%98%AF%E6%B2%99%E7%89%B9%E6%9D%80%E8%AE%B0%E8%80%85%E4%BA%8B%E4%BB%B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b5c004-f966-42a8-8d1a-39144ee4176b&K=%E5%9C%A8%E4%B8%80%E4%B8%AA%E5%B0%B1%E6%98%AF%E6%B2%99%E7%89%B9%E6%9D%80%E8%AE%B0%E8%80%85%E4%BA%8B%E4%BB%B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b5c004-f966-42a8-8d1a-39144ee4176b&K=%E5%9C%A8%E4%B8%80%E4%B8%AA%E5%B0%B1%E6%98%AF%E6%B2%99%E7%89%B9%E6%9D%80%E8%AE%B0%E8%80%85%E4%BA%8B%E4%BB%B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p8kDaEc5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3d670a7-681f-4983-b154-3a0d2a848482&K=%E9%82%80%E8%AF%B730%E5%87%A0%E4%BD%8D%E4%B8%96%E7%95%8C%E5%89%8D%E5%85%83%E9%A6%9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3d670a7-681f-4983-b154-3a0d2a848482&K=%E9%82%80%E8%AF%B730%E5%87%A0%E4%BD%8D%E4%B8%96%E7%95%8C%E5%89%8D%E5%85%83%E9%A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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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料革命唤醒了一系列的西方大佬，让他们看清了 CCP对中国人的迫害和对整个世界的危害，决定放弃投资中共成立反

共组织。【爆料革命】 

这个人，头两天和我说，要成立这个组织，成立一个反共联盟！邀请 30几位世界前元首，和大的基金金融集团，而且他得

知得克萨斯要发起议案，坚决反对任何教育，退伍，养老基金投资中国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在所有有关的上市公司，反对

任何人直接投资中国共产党，他还会专门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成立基金解救被陷害的华人！新疆人，西藏人！这个老爷子不

简单！行啦，马上要来了，我得接待他，他要提前和我说说，我这个独立顾问，他老让我当这个基金会的 CEO。我说我一

辈子不参与组织，一辈子不参与任何党派。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文皇整理 

文斗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UqJoXbbdx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3bbbdb-a633-4bef-80fc-

1a2f156d986c&K=%E8%BF%99%E8%B4%B8%E6%98%93%E6%88%98%E4%B8%8D%E4%BC%9A 

 

1.CCP已经控制香港的金融和法制，贸易战不能解决中共，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只有灭掉中共才能有真正的贸易而不

是所谓的“贸易战”。【香港】【中美贸易】 

这贸易战不会是一个交易或者一个合同能解决的，贸易战是人民币挑战美元，第二个挑战你的文化和信仰，今天很多人关

心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所有人都认为下一步是共产党对待台湾有动作，美国会怎么办。会怎么弄，到底怎么参与。什么情

况下参与，经济会是什么情况，他们特别担心，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下午谈台湾谈的多。  

另外一个是我没想到，所有人都在关心香港整个民族和法制和香港金融的变化，和对香港港元下一步的走向，他们认为，

现在中共等着 11月 6号选举前后跨过 7，好影响总统选举，一定会过 7的，然后就贬，为了抵消贸易战的损失，这是他们

的战略，你们肯定是对的，你们有准备了，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UqJoXbbdx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3bbbdb-a633-4bef-80fc-1a2f156d986c&K=%E8%BF%99%E8%B4%B8%E6%98%93%E6%88%98%E4%B8%8D%E4%BC%9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3bbbdb-a633-4bef-80fc-1a2f156d986c&K=%E8%BF%99%E8%B4%B8%E6%98%93%E6%88%98%E4%B8%8D%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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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018 年 11 月 1 日 

文皇、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nw2-Dv8X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7975298-aa08-4575-be74-e386622eedde 

1.预言刘鹤不会有好下场【刘鹤】 

我告诉大家说，刘鹤不会有好下场。被免职、失去自由、被软禁，这是最好的方式。我说他很有可能进监狱，也可能什么

不幸啊……病呀……什么地啊！我说其他选择就是跑美国来。刘鹤副总理--刘鹤先生，是他们现在很关心的人物，刘鹤先

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啊！  

    刘鹤先生官方讲的话和私下跟他们讲的话完全不同，从这点上我完全认可的--就是刘鹤副总理呵，刘鹤先生本人

骨子里面是亲美的，是亲西方的。他骨子里是反对这个私有企业国有化，他骨子里面反对的是，这个反宗教化，还有个人

崇拜主义；而且他骨子里面，他认为这个世界贸易应该是更加公平，而且基础就应该在可执行的一个法律基础之上的--这

确实就是刘鹤先生，这就是我一直以来说的。但是大家都认为他那一套执行不下去，会被这几个人干掉。 

 

2.台湾被共产党蓝金黄程度超出想象【台湾】【蓝金黄】 

在一个大家关心的是台湾和香港的问题，台湾和香港的问题这个大家几乎是一致的--现在台湾的被蓝金黄，台湾内部的经

济被控制，这个程度，大家都比原来想象的认为要严重得多得多。在一个香港现在的没有人权，没有法律，这个整个彻底

被控制，没有任何所谓的“香港基本法”的概念，被伤害，然后呢，所有的外国人叫他感受到一种威胁--投资不安全。当

然，这个讲话也不安全，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向大陆了。在这些基础之上，他们非常关心怎么办。 

  

2018 年 11 月 7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zLSnlPfO3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18a5521-9fb7-4219-b95f-3b0b48717aac 

1.美国将立法保护香港和台湾人民【美国行动】【台湾】 

因为众议院这块我可以告诉大家，台湾香港未来最敢决定，最支持的，能和川普达成一致的，有可能立法的，就是台湾和

香港问题。反共那是百分之百的。对我们的爆料革命可以说是赢家。对川普个人呢，他也是大赢家，就是某一方面没让你

满足，没满足。啥叫满足啊，满足了就是衰败，他创造奇迹了一定，你看选举率，投票率，整个美国掀起的热潮，全世界

的关注，川普内部的政治势力，他是实力。这就是民主制度的本质，民权天下，民，要给人民留下足够的共建，谁也别想

做老大！也别想一党做大。恰恰体现了民政府的本质，西方政府的本质，恰恰提前了本质的核心价值观，真是美国人民赢

了。 

  

2018 年 11 月 8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GWdR2v4ag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431c59b-f0a5-4d85-8813-e2183e2b168e 

1.爆料革命会告诉他们今天的沉默就是犯罪就是纵容，只有反抗才会赢。【爆料革命】 

郭文贵：他说他现在到香港去见到每个人都恐惧，他见了香港很多富豪，一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吓得摆手

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谈这个话题,每个人都看着屋子看天花板东看看西看看,好像每个地方都是监听器。他说怎么会成这

个样子？他说现在就连香港和大陆的过去的朋友到日本来,说话都是欲言又止,战战兢兢 ！看我说着说着就出汗了,激动

啊！ 

战友们，昨晚我和他聊天聊得很兴奋很兴奋 ！老人家说：现在你那深夜，你快睡吧！你多喝点水。但我们还是很兴奋继

续聊。昨天跟那么多与王岐山有接触的朋友聊完天又和他这老人家聊，他的女儿讲流利的中文，是日本最有钱人家中讲中

文讲得最好的，在中国呆过多年，他女儿也以其他身份参加了这个新加坡的论坛，并私下见了很多人。 

他女儿告诉他，说中国一定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有重大的政治动荡或者重大的政治革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nw2-Dv8X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7975298-aa08-4575-be74-e386622eed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zLSnlPfO3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18a5521-9fb7-4219-b95f-3b0b48717aa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GWdR2v4ag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431c59b-f0a5-4d85-8813-e2183e2b16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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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3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OyfbKuVHQ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038343f-3095-4e78-bec7-1b23dc11838b 

1.在中国没有自由的企业家只有“党企业”【私人企业家】 

简直是滑稽，很多战友都问我，我怎么看，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我发现战友当中很多都是国内私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们

平常都不发生，这个发出以后大家就问我的看法，说明在 2017年 2月开始，我爆料，特别是 2月底三月初的时候，BBC采

访我的时候，他问我中国民因企业家的问题，我说中国没有民营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家和共产党的关系，还有所谓的中

国民营企业家是什么身份的问题，我说就是小三妓女，严格小三都不如，中国民营企业家就是个尿壶马桶，用完就忘掉，

谁都能拉尿，夸张的是我当初爆料说的就是傅政华，滑稽的是，傅政华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变到了

司法部部长，是他当年抓了最多的律师，抓了最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他封账号最多，用查封扣押冻结全是这个王八蛋

干的。我们盘古大观现金几千万，信用卡几百个，资产上千亿，员工 6000多，全部被查封，编控，到现在不给回复，什么

叫慎查慎抓，什么叫一般违法以教育为主，什么叫一般违法，这个流氓共产党，你怎么定义一般违法？一般违法不是又傅

政华和抓人的人定吗？你太把我们中国民营企业家当猪狗了吧，当成愚蠢的东西了，想怎么玩想怎么玩，这个重磅！出

台，来自于傅政华，是对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强奸轮奸，让你说高兴，高潮，还得感恩戴德，还得继续被他强奸，求

他！ 

  

2018 年 11 月 14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E05drVdz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1f58dff-64fe-4770-a439-2cde190efdf7 

 1.发布会的重大爆料涉及和共产党腐败的公司可能会引起世界金融暴跌。【王健之死发布会】 

郭文贵：由于我们会议要发布的信息涉及的人和公司，可能会引发全世界的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所以信息被某些

人知道以后，按照美国的法律程序，申请了某些法律程序，导致美国以及欧洲相关部门和我们律师安保团队联系，要求提

供相关信息，这是我们必须提供的，因为这些信息会导致股市金融市场的巨大变化。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公布名单的时候你们会震惊。改到了今天上午的 30几个名单，就这也可能引发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事

件，所以正在等待相关部门，按照美国法律程序，我们提供有限度的合作，等待着回复。但是不管如何，这一条不会影响

我们继续开会，正在等待律师团队的回复，他们在华盛顿纽约，接下来可能会在伦敦这个地方，他们的时间，会得到一个

回复，他们的回复只是一个合作，没有强制的办法让我们不开。 

2018 年 11 月 15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jWOczCby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d4259ff-f989-47e4-b194-adec19a95d7f 

1.11月 20号是开启了，我们十四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第一次的「以法灭共」的新纪元。【1120】 

郭文贵：请大家记住！今天的新口号是，11月 20号是开启了，我们十四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第一次的「以法灭

共」的新纪元！那天能到现场的战友们，当然这是最好的。不能到场的，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开一场成功的信息

发布会，我们的目的是，把信息发布会变成一个，全世界有正义良知的人们，和我们十四亿同胞一起，推翻我们头顶上的

共产党的这个盗国集团，推翻共产党对中国的绑架统治、独裁统治和灭绝人性的统治，这是我们的目的！ 

2018 年 11 月 16 日（1） 

文皇整理 

海航的末日！HNADEATH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qgkb9tana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7c6a886-e6e1-4752-bb94-c51e26f9b51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OyfbKuVHQ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038343f-3095-4e78-bec7-1b23dc11838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E05drVdz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jWOczCby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d4259ff-f989-47e4-b194-adec19a95d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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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6 日（2） 

文皇整理 

海航的盗国计划！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P324i2pKioHANStolenCountryPlan 

文字链接：无 

 

2018 年 11 月 17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ggVuylclY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7c6a886-e6e1-4752-bb94-c51e26f9b51a 

1.蓝金黄的力量无处不在。但是挡不住发布会会继续召开。【蓝金黄】【1120】 

郭文贵：然后他说你知道你谈到台湾的问题，多大嘛，台湾的问题，多大嘛，那是核心的秘密，怎么能谈呢！我说我只是

说了说，我也没具体说是谁，我说就是说台湾失去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我也没谈谁啊，对不对呀。他说你要在那发布

会上讲那事那还了得了吗！我说我不讲这个绝对不讲。 

然后我们另外那个律师，咣咣咣跑，Miles我签字，我只签我这一部分，我不签那一部分，然后那个律师说，Miles我只签

这一部分，我不签那一部分。 

什么概念啊，蓝金黄。疯了！疯了！共产党现在是······你也能看到王岐山有多大的本事。我可以告诉所有的战友

们，我跟习近平没亲戚啊，我不反习，我绝不是说现在我保习的人。这件事习近平百分之百不知道。绝对是王岐山，孟建

柱，江家，朱镕基家全面在西方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战友们你们去想想。你们去想想。这个力量大到什么程

度。可以说是没法形容了。 所以说我们 20号，一定会，一定会发生！一定会成功！他站在那儿，我都想好了，那天我站

在那儿，我第一句话我就想说，能站在这儿，今天 Miles就已经成功了，可以啥都不说了。我可以这么说。 

  

2018 年 11 月 19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q3LMSabok 

 

文字链接：无链接 

1.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争取民主自由创造历史的时刻即将到来。【中国未来】 

郭文贵：皮尔酒店在美国人眼里是最高最高的，你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全世界这么多大媒体到场参加一个发布会是一个

各人的，从来没有过。美国人这么你查一查有谁？各人搞过自己的事，说这么多媒体来的没有过，你是第一个和美国政府

前官员班农先生，两个种族开会来对付一个国家政府的啊，对付一个腐败集团的，没有。啊然后你是第一个，郭文贵：你

在这开发布会里面是全部和法律有关系的，每个字都和法律有关系的，每句话都将一辈子叫别人拿来引用。 

  

2018 年 11 月 20 日 

【白杨整理】 

11.20发布会来宾提问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NIkyNq0Aw&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2f4e73a-3b0e-4439-b4ff-8aa293b299eb 

 

1.火鸡龚的提问别有用心【龚小夏】 

但史蒂夫,我必须纠正你,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为他们写文章而已。好吧,反正我想我赢得了提问第一个问题的权利,因为

我（采访郭先生）几乎失业了。好吧,无论如何,第一个问题是迈尔斯·郭某,就像你今天说的,你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说

的那样,是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而你还记得刚开始我用中文说，“审贼要审两天”，因为刚开始我不相信他说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ggVuylclY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7c6a886-e6e1-4752-bb94-c51e26f9b51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q3LMSab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NIkyNq0Aw&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2f4e73a-3b0e-4439-b4ff-8aa293b299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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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知道其他的国际媒体人也遭受了这样的压力,否则我们为什么不看到更多关于你说的话的报道另一个问题是我看了

一些文件,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上面写着中国政府愿意支付 30亿美元让遣返你回中国,你有更多的细节吗他们能用什

么方式支付 30亿美元.再问班农先生一个问题如果特朗普政府知道这事吗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 

 

2.路德提问：是什么让班农先生放弃了王岐山的拉拢，而选择和郭先生站在一起。【班农】【平民主义】 

这是个很棒的问题，感谢你的提问。你们知道我是个平民主义者，我相信平民权利，我相信美国人民，我相信这场在欧洲

开始的活动，我相信小人物。我不会成为政府中人的朋友，我们也不会成为朋友。是的，在一个短暂瞬间岐山伸出手，我

确实有机会和他见面，但这和友谊无关，重要的还是事实真相如何。 

我可以说，我能在此事上为与文贵发声是因为他身上有令我钦佩的地方。文贵受到过袭击，被称为罪犯，糟糕的演员，骗

子等种种。在此我想说，看看这里的事实，看看海航的案子。在那次采访中，他们说文贵是骗子，“你说的全是假的。”

那次之后，文贵所说的一切都随时间浮出。 

 

3.inty提问：怎样才能阻止中国共产党把邪恶传播个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拥有言论自由和人权，【inty】【再教

育中心】【勇气】 

我是来自中国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年轻人，居住在美国。我现在害怕，冒着全家人安全的风险并站在这里与您讲话，我

必须支持我的民族和我的中国朋友，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和所有人。首先，我要感谢美国，美国人民，尤其是郭先生，让

我有机会站在这里说出来，只是脱颖而出。首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地区有 100万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他们现在被关在所谓的教育中心，实际上它是法西斯风格集中营。 

 

班农先生：我希望你们听清楚了这个问题。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你能做到，请继续站立。因为我认为你是个英雄。反过

来看，郭文贵做了些什么，班农做了些什么，我们和他比起来微不足道。这是个人的勇气。请记住，我认为丘吉尔曾说

过，勇气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因为所有其他美德都是一种双关语。 

 

郭先生：昨天我和班农先生讲到这个事情，一百万人，被关起来。很多妈妈，很多女人，在此时此刻，受到凌辱。但是共

产党，在电视上，他控制的媒体说什么，我给他再教育，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官员说，我们给他再教育。但是你们想过没

有，5000万人的新疆，今天能站在这里的只有一个 Inty。我从不认识他，我向他发出邀请，让他过来。他受到生命的威

胁。那我请问今天在坐的所有媒体朋友们，你们谁敢举手说，我去中国我心里不害怕？你谁敢说你去大使馆签证的时候你

说你不害怕！今天在坐的华人朋友，你敢说你坐在这里你不害怕？我们反对的是共产党，他给世界带来了恐惧！带来恐惧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懦弱，自私！ 

 

4.全力以赴为维护中国的民主自由法制而奋斗【法治基金】 

这就是今天，班农先生和我站在这里要成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他另外一个名字，本来我要叫，班农先生不同意，就

叫“反共产党 CCP大联盟”！将有世界上很多的精英参与。我相信川普总统和美国的官员都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在维护

着世界的正义！我们在拯救着数以百万，千万，亿万人民的安全。我们要保证每个人的母亲和姐妹，不被他们强奸，不被

他们关在集中营，让你们每个人到中国的时候没有恐惧。不会让他们用签证或者用任何办法让你消失。这就叫正义。 

 

5.为什么说王健的今天就是私人企业家的明天【私人企业家】 

在中国的财富，不是财富是灾难。在中国的荣誉，绝对不是荣誉，那是杀掉你的共产党的借口和工具。在中国，你的成功

和努力，绝对不可能让你拥有好生活，那是最好的例子。王健先生的珠宝和上亿的珠宝，和世界上唯一的 787，那就是最

好的证据，那就是你的未来。和中国官员的妥协，和勾兑，那就是灾难！就是王健先生的下场。王健先生死去了，他的家

人现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们每个中国私人企业家要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这里就有问题了，等待你的就是这一天。 

 

6.干掉美国，ccp要当世界老大【2025】【2035】【2050】 

共产党对台湾对世界的威胁，像班农先生（说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能给你什么？要你的命！他不仅要要你的钱，

他不仅要要你的荣誉，他要当世界老大。什么叫 2025，中国制造？什么叫 2035，什么叫 2050？ 

2025全世界买我东西，物质垄断，市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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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那就是什么，全世界我当老大，干倒美国，GDP我当老大了。 

2050美国没啦，美国没啦。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文皇、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7dCAP43r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b6fff19-10ad-448b-a3a1-3a6e20c72b39 

1.法治基金要干什么？【法治基金】 

我们的基金就要形成一个国际法，我说班农先生接下来将有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飞行，目前有 20个国家初步已经答应同意签

署这个法，什么法？马上即时生效，所有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少数民族和中国的政府高官只要到这些国家的领事馆、大使

馆和到这些国家来，他们的家人和他的同事必须无条件接收，得到最高级的政治庇护。这就像当年希特勒杀害犹太人一

样，如果我问他们，今天你们在座这些人，你们的背后老板都是犹太人，如果当年没有中国人打开那扇门，你们还有犹太

人吗？现在你们必须为中国人打开一扇门，这比当年的二战犹太人还可怕，我这个基金就干这个的，第一件事在全世界形

成一个大联盟，对所有中国的新疆人、西藏人和私人企业家和中国政府的高官和高官的家人们到了西方的世界有一扇门让

他们得到庇护，三个保护：人身安全、资产安全、第三个他的信息和尊严必须得到保护，这是我要干的。 

2.英国将有重大的政治人物出现，计划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香港挽救回来【英国】【香港】 

马上，英国将有重大的政治人物出现，这个是我好哥们儿！马上的政治人物。他说他只要一当上总理呵，那个肯定长不了

了呵……这哥们儿当上总理的第一件事：我就把《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和英国签署的……重新恢复！英国政府第一件事

儿，就是保护香港当年，所有英国人向香港的承诺，包括把香港人持有，过去英国人发的护照，全部视为英国同等公民对

待。 

 

    所有在香港过去，回归前出生的人，到英国去，都可以申请英国护照--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凡事在回归之后申请

了香港公民资格的，拿到香港护照的，英国人全部都有另一个政策的对待--你不要掺沙子吗？然后，这个哥们儿当了这个

总理，成立了这个新党，新党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香港挽救回来，成为国际社会（一员）……他的哲学很简

单：香港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中国的，它是世界的！我说你就这么搞吧！我说的大概意思呵，不一定百分之百。 

 

    但是绝大多数按这么干，我说你只有让香港成为世界的，才能让香港人民去尊重你们，相信你西方的承诺，让香

港真正开始得到世界法律的保护，香港要得到世界的承认，世界的保护，然后呼吁联盟，我们 roadoutoflaw的基金，让全

世界的这些国家香港所有的私人企业家，对香港的所有这些公民进行免签，无条件给予任何时间的保护，然后我们会在挪

威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召开一系列的大会，就是如何把香港变成一个国际的香港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主权和人

权两回事，把台湾如何成为全世界保护的台湾，把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在海外的资产如何得到保护。 

3.文贵承赋着上天给予的使命是为 14亿人民活着。【文贵使命】 

郭文贵：亲爱的家人、兄弟姐妹们,我不和你们联系就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不让你们参与就是我对你们的爱；我不分享我所

有的一切,就是我对你们的爱 ！同事们,家人们,忘掉文贵！过去的文贵已经早就死了,现在的文贵是承赋着上天给我的使

命！和 14亿人民的很多人对我的寄托！我不能只为你们这些人而活着,我也不能为了我们的钱而活着,我只有忘掉这些我才

有可能赢；你们才能看到我昨天的发布会在那里能成功；才能看到发布会上那样的我；才能看到今天西方及世界的最高级

的精英，最高端的社会精英对我如此的重视 ！我是为 14亿人民活着！过去的文贵就忘了吧！我再次为所有的家人、同事

们及 14亿人民祈祷！(祷告) 

2018 年 11 月 24 日 

文皇整理 

2017年 5月 24日与刘彦平在纽约郭文贵家会议 LiuYanping'smeetingwithMilesGuoatGuo'sNYCappartementon音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ju-cqaJxMM 

文字链接：无 

 

 

2018 年 11 月 2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7dCAP43r8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b6fff19-10ad-448b-a3a1-3a6e20c72b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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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PWYQiGR5011/20信息发布会 PPT（英文版） 

文字链接：无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文皇、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FbTgZpkj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65803d3-f3c8-472d-a065-b913970a8d37 

 

1.从所有抹黑造谣郭文贵先生种种事件来看，都不能改变共产党王岐山盗国，栽赃杀害王建，关押新疆同胞的事实。【爆

料革命】 

我有没有钱，跟我爆料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跟我能不能爆料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跟我说的是真和假有关系吗？我

有没有钱，跟贯君和刘承杰的爹是谁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跟王健怎么死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跟王健是毒针死，还

是现在埋在了西雅图，还是真没死。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跟你海航渤海金控转移钱，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跟你王

岐山盗国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跟你新疆 100万人被关起来有关系吗？我有没有钱，现在中国那么多人被抓起来，被消

失，有关系吗？ 

2.平安集团的原来董事叫段卫红消失，其美国朋友关注。【平安】 

平安集团的原来那个那个董事，叫段卫红。她是我美国朋友的朋友。她在美国 432买了一套房子，就在对面。这位段伟红

曾经说是温家宝的代言人。但是，她的儿子在英国读书，老公在外面。消失了！一年多找不着了！今天晚上她美国朋友跟

我说，Miles我很不高兴！我说为啥不高兴？他说那天的那么多丢失名单里面，竟然没有我的段卫红！叫 WendyDuan。我说

真的很抱歉，因为有太多上百万中国人，不能都上上去。这位美国朋友很严肃。我说我很感动。你作为美国人还讲感情，

保护你的 WendyDuan。我说我没讲，不等于不关心。我说我今天下午跟某些人开会的时候，我告诉他你要关心中国消失的

人，其中就有 WendyDuan。他们当场就记下来了。我说她在 432有房子，老公在伦敦，儿子在英国。现在，嗯，这妻子消

失了！孩子的妈妈消失了！没有消息！ 

2018 年 11 月 29 日 

【白杨整理】 

渤海金控，郭战装和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2iAlvq9s0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1fbb0cb-e194-4ce4-bd95-09ad367dc354 

 

 

1.海外也有很多真正的民主民运人士【万润南】【韩连潮】 

我们要爱我们那些真正付出的很多真正民主民运份子。像我们这个万老--万润南，一辈子付出，他要啥了，啥也没要。你

为啥不尊重他？凭啥不尊重他？韩连潮先生，从美国国会工作到现在，百分之百的全力以赴，为了中国民主民运，这样的

人怎么不爱、不尊重他呢？当然要尊重他。是不是？我们有很多老民主，不要一竿子打，不要受共产党的挑拨和利用，不

搞共产党那一套啊。 

2.法治基金的建立在全球掀起了巨大的浪潮【法治基金】 

我们对整个 Ruleofthelaw基金的对我们中国人的保护、法律、要求中国依法治国这个在全美华盛顿，和马上在欧洲掀起了

巨大的浪潮，认为我们这个太聪明了，叫这个名。还有一个就是让中国有法律，太现实了，太现实了。 

3.海外大外宣的造谣，抹黑也是他们犯罪的证据【大外宣】 

那些被共产党的大外宣、内宣、流氓媒体……像那个什么《环球时报》这些，造谣、抹黑、分离，潜伏、分化、国内威

胁。不要在乎，啊！这都是我们的武器，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疯狂，就是我们的实力，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那也是他们

犯罪的证据。 

4.一个被拿走亿万美金，家人员工受到威胁的人怎能是【双面间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FbTgZpkj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65803d3-f3c8-472d-a065-b913970a8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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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是双面间谍，有人说我是个骗子，还有人说我是个强奸犯，还有人说我是海外来卧底来铲除民运来了。我说我告

诉你们，任何一个理由不会让我把我的父母，全部家人，生命赌上。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让郭文贵，也没有任何一笔钱

可以让郭文贵把我的员工自由安全全赌上。没有任何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拿 140亿美元和另外 280亿美元来赌干掉共产

党，挑战王岐山和海航，没有可能的。 

5.文贵给战友们的大礼【郭战装】 

这是给战友们的，我保证你们穿上一生中都不会后悔啊，这是很重要的。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文皇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pno3I8eLs 

文字链接： 

 

11/20信息发布会 PPT（中文版） 

无文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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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 2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yJ0o-IPbKA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f677328-708b-4528-bbc2-610ff2d23c09 

1.中美贸易协议谈判不可能双赢，会是一个荒谬的结局。【中美贸易】 

“爱开玩笑说，中国共产党就喜欢对美国人说:win-win双赢。(笑)我说你们 win了吗？哪回 win-win了呀？我也希望 win-

win,win-win双赢嘛！多好啊！有 win-win过吗？你们听说过吗？” 

 

2.马云已经交出了所有东西【马云】 

“马云，已经强迫性地交出了他所有的东西。”……“宣布马云是共产党员，就是让你没了后路。家人和马云，还有中国所

有老板，我很早就说过了，你去旅行，你家人在国内呆着；你家人某人去旅行，你在国内呆着，这已经都谈过的。国安委都

给你安排好了。” 

 

3.私人企业家 70%的资产，已经被共产党掠夺。【私人企业家】 

“中国私人企业家已经现在把过去的 70%左右的私人企业，所有控制区域，全部现在被共产党通过各种形式给拿走了。就是

国有化。国有化了，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恐怖的！” 

 

4.王健的死一定会查得清楚，主要就是四条。【王健】 

“我再说一遍，王健的死，一定会查得清楚，非常简答查清王健的事。就四件事儿：开棺验尸……开棺验尸，这是核心；第

二，美国 FBI介入调查；第三件事情，法国的那个放王健的停尸房，和那个后来的那两天的司机，和后来的司机，和现场的

三个人的变化，谁能改掉事实？……第四条，王健的钱，王健的死前前三星期的电话记录。” 

2018 年 12 月 8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tYPaSU-Y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991447c-3b31-40f3-aa04-1bed456c07e7 

 

1.张首晟在美国的人际关系网；张首晟和中央领导人，和清华，和马云，贵州大数据，上海科技大学都有关系。张首晟绝对

不是自杀。【张首晟】 

“张首晟在 Stanford大学都跟谁在一起？……张首晟都受过哪个中央领导人接待过？哪天去过北京。大家好好看一看，这

个张首晟和马云啥关系？贵州大数据啥关系？上海科技大学啥关系？好好看看！ 

…… 

全人类上我觉得 70多亿人口啊，99%的人自杀，张首晟都不会自杀。” 

 

2018 年 12 月 9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RXeu8E8JE&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2053b9f-90cc-4575-8184-7053aa8a02df 

 

1.文贵先生列举出十大安全部走出去的企业。【安全部】 

“我想给大家数几个企业。第一个企业，北方工业集团，中国的搞武器的，走出去了。第二，中国兵器，是我们方正的股

东。第三，保利集团，做武器的，卖武器的。大家知道了吧。第四个，平安集团，搞金融的。第五个，华为集团，搞手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RtYPaS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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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六个，阿里巴巴，大数据的。第七个，大家每天都要使用的，微信数据，微信链接。第八个，大家可能都不太关注

的，都比较忽视了的，现在已经走出去的，叫振兴石油。第九个，大家现在跟生活有关系但已经被灭了的，叫中兴。第十

个，是什么企业，我在这儿不说，可以看一看。十大企业，是中国安全走出去的企业的核心。这十个企业走出去的。” 

 

 

2.十家安全部企业除了海康威视是胡家的，其余九家企业都是江家的。【海康威视】【胡景涛】【江家】 

“这十家企业全部都是跟江家有关系的。唯一江家当时没有控制的第十家企业，也属于军工企业了。当时是校企，就是大

家知道的我所说的第十家，胡锦涛家里人搞出来的，他儿子胡海峰在北京清华，在那个楼上。叫什么？叫“中国（海康）

威视”，“中国（海康）威视”是世界上最大的做这个监控设备的。这十大企业，没有一个跟你习近平有关系的。都是江

家……” 

 

3.这十家企业百分之百都是军企，这些企业领导都有三个身份。【CCP军企】 

“这些个金融的背后，这十大公司，它就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军工国家企业！根本不存在西方所说的，它什么“商业企业”

或跟国家有什么国营背景。或者说什么“军方合作背景”，根本不存在，那是无知！所有这些企业的领导和站在前台的

人，他有三个身份： 

 

第一个，在军队里面他是有编号的，绝对有编号，而且是授(予)国家军队和行政级别待遇的，在安全部同样是存在代号

的。 

 

第二个身份，这些人是中国金融界重点扶持和保护的对象。 

 

第三条，在外交部上，在外交上，他们是百分之百要受到中国外交、国家势力对外开通、庇护，保佑、集结资源的，享受

国家权利的和整个国家资源的。” 

 

4.中美之间的核心技术——量子技术，中共已经占了上风。【两级技术】 

“中美之间的核心的技术之一，可以说美国人已经彻底输了，整个世界上这点绝对是输给中共的，是什么？量子研究。什

么叫量子研究，今天我们所有的数据 RSA，这个数据的链接方式，保密方式和 AES，还有像现在所有这个警察、国防用的

AES-256保密方式，这就今天所有的数据，咱们叫 4G！这个 5G发展是什么概念呢？啊，4G如果是 1000的话，5G大概是它

的一千倍甚至是一亿倍，就是你在 5G面前、量子电脑面前，你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秘密，美国在这方面是落后

的，美国在这方面根本的落后。” 

 

5.中共有“千人计划”，其中张首晟就是“千人计划”的创始人。【千人计划】【张首晟】 

“千人计划是多少人大家知道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海外里面边最起码在两万人在千人计划之中。我今天再次重申的，

我希望张首晟的家人你们可以来起诉我，我说到的公司可以来起诉我，张首晟不是千人计划的被邀请的人，他是千人计划

的创始人。创始人就是江绵恒、王恩哥、张首晟，谷冬梅，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文小刚、张闯都在这范围之内。” 

 

6.习近平成立的国安委，主要就由三大部门组成——国金、国关、国情【习近平】【国安委】 

“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三个大部门： 

 

一个叫国金，叫国金局。所有的国家金融对外合作对内合作全归这个局管。 

 

第二个叫国关，国家关系，对外领导人私人关系，国家关系，外交都得听他的。 

 

第三个叫国情，国家情报局。国情就是军事，海外基地，军队，技术什么国情。” 

 

7.华为每个手机都有监听功能，就和海康威视的监控一样。【华为】【手机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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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会发誓，我愿意就以上所说的话，到美国国会和到美国司法部门去作证。我会去作证。关于整个任正非的，华为

的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和他留的留口，我会告诉你，华为每个手机都有监听的功能，无处不在。和海康威视监控是一模

一样的。” 

 

 

 

 

 

2018 年 12 月 10 日 

仙人掌整理 

问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RUE_v0tT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269eeb2-06b8-4ceb-8f6a-9a915fcf70ad 

 

1.潘多拉盒子里究竟是什么。【潘多拉盒子】 

鉴定潘多拉盒子打开，大家记住不管什么方式什么人，你可能在哪儿，某个人啊，什么人都有，你只要是听到了有江泽民先

生、朱镕基先生、曾庆红先生、孟建柱先生、包含那小兔崽子孙立军，那小毛孩子。这些人，原声，还有视频，出现的时候。。。。。 

 

 

2018 年 12 月 12 日 

【白杨整理】 

讲讲第一个 5000万与香港张志强的关系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TKLBDB-ew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7c20bbd-57ab-4630-b065-a526ab4b7277 

 

 

1.香港某富豪为什么给江家 5000万【5000万】 

所以这 5000万你给了江家，从江家的第一个 5000万，然后接了富豪的钱，就把这张志强，在香港不能杀嘛，不能把他毙了

嘛，你只能关个终身监禁。所以把张志强从珠海抓，然后枪毙，那么张志强的钱去哪了呀？  

 

2.孟建柱控制香港的手段【蓝金黄】 

那孟建柱百分之百控制了香港的警察，律政司。就是蓝金黄么，威胁么，小视频么，行贿受贿，抓把柄么，为啥孙立军孟建

柱的秘书要管一局，为啥要管港澳，包括台湾，大家都明白了吧？  

 

3.谁是张志强【张志强】 

香港有一个绑架犯叫张志强，还拍了很多电影。当时张志强是在香港绑架香港几个富豪。后来在大陆被抓，大陆被抓，在珠

海。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VbeF1ric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d5e2c3-615c-46f4-8165-f5e178cb04e3 

 

1.孟晚舟一定会保释，美国引渡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孟晚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RUE_v0tT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VbeF1r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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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为的孟晚舟，我给大家说过，一定会保释的，人家是谁啊，人家是盗国贼的亲儿子，共产党员。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张首晟，任正非，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什么马云啊这些人，他不可能不是的，马化腾，都是。 

…… 

那么现在战友们看到我上次的 1209爆料，关于他们这事以后，我说过美国引渡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 

 

2.从孟晚舟事件上来看，香港护照一定会被打回原形【孟晚舟】【香港护照】 

“为什么现在控制香港警察，香港律政司法官呢，因为香港现在跟外国还有信用。共产党到哪国去人家都不听了。但是这

回，香港的护照，孟晚舟的七本护照，这个香港的特首出来解释，慢慢大家就会看出真相。欧盟据我所知，现在对香港警

察所有的要求的合作，包括香港的公检法要求的合作，和司法的合作，都在重新审视，可能要取消。而且我深信，香港护

照很快会被取消，会打回原形。和中国 CCP控制的护照一个级别。不可能再有什么免签了，不可能。 

…… 

孟晚舟的案子给这件事情放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3.香港还有一个政策蓄势待发，香港正在以光速地速度走向灭亡。【香港】 

“还有一个政策我不能说，过两天再说。今天晚上我要见一个记者，主要谈，在写一篇关于香港地大报道。未来我要说一

个词儿，我推出这个词儿，谁要懂得香港这个词儿，你就是牛人。所以香港正在以光速地速度走向灭亡。 

金融信用将毁掉，金融评级将毁掉。司法信用将毁掉，香港人积累的所有的国际信用彻底地被 CCP拿来以最快的速度用

掉，最后香港成臭港。” 

 

 

 

2018 年 12 月 16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zogKBSC2Y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f2b93dd-ab95-49b1-b7a2-e190ad0c0aa6 

 

1.习，江，曾，朱，王岐山之间是全所未有的矛盾，利用，勾结的关系，且心照不宣。【盗国贼】 

年龄，和现在按照老革命设定的牌局，干掉的解放军的老革命，老将军，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团队，他这个时候不甘心当傀

儡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要当老大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习和江，曾，朱，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全所未有的现在是矛盾化，

而且大家是心照不宣的矛盾，大家都不敢揭开，到现在逐渐的已经是大家都按耐不住了，为什么呢？ 

 

2.张首晟美国公民非正常死亡在美国，美国政府一定会调查清楚且正在调查当中。【张首晟】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他是被杀掉了，就是说所为接头见面就被人做掉了。张首晟先生的非正常死亡引

起了观注，在西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因为他是美国公民有在美国人死的，美国政府一定会调查清楚的。而且，据我所知，

已经一直在调查，现在更多的部门在调查中。 

 

3.在中国想要安全就要对任何人都不说心里话，还要天天喊口号爱国爱党。【CCP治国】 

就像当年我说我那个老将军，我跟老将军我说，我这从这看守所出来以后，我说我应该怎么让我自己更安全。老人家牵着我

的手从屋里出来，那时候啊这个 91年，担心这屋里被监听就，走到香山后面，后面跟着警卫，背水的，趴我耳朵上给我说：

在中国要想自己生存得安全，一定记住心里话任何人都不要说出来，包括父母包括老婆，不要说出来。他说你相反的说。还

有一个让你最安全的，天天到处喊口号就是爱国、爱党，所以你到处就是喊爱国、爱党。 

 

4.王健的死就两个结果要么被盗国贼灭口要么他自己诈死。【王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zogKBSC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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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想，可以发现，不能脱离基本的常识和逻辑，不能没有 commonsense，就是常识的这种说法，那是不可以

的。王健的死 100%就是两结果：要么就是被王岐山他们几个盗国贼担心他掌握太多，把他给灭口了，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

诈死，没有其他可能。 

 

5.胡佛研究所的报道结果，就是海外的坏良心媒体，中共控制媒体将受到惩罚并且正在立法。【海外媒体】 

大家能想象胡佛研究所能出这样的报道，这不是郭文贵说的吧。接下来会怎么样，大家看看历史，什么样的情况下，胡佛出

了报道以后，我告诉你胡佛报告一定是美国国家部门会给你一个结果的。这就是我告诉的，海外的坏良心媒体，共产党控制

的媒体，你该受到惩罚了。而且据我所知，西方正在对社交媒体的行为承担责任正在立法，大家不要着急。 

 

6.四大礼物：【CCP大礼】 

第一个礼物，大家看到，十八大，让王岐山上来了，让习近平上来了。这俩人是江家找出来的托，当傀儡的。但是这俩人到

了十九大，把宪法改了。不当托了，要当主子了！改宪法，这是第一大礼物，全世界震惊。 

…… 

第四大礼物，他们现在真正地用一带一路，人民币贸易交易，然后呢这个成立亚投行，印发人民币，全世界去这个来骂美国

挑战美国，第四大礼物。 

 

7.为什么能实现喜马拉雅？实现喜马拉雅后中国需要法制和信仰，建立国际信任，对等，和平。【中国未来】 

共产党没了，啊喜马拉雅实现了，一定要做到跟西方整个这些国家，建立一个大家信任的、对等的、和平的，我们一心一意

谋发展，让中国有“RuleoftheLaw”，国际信任、和平的力量。这就是文贵追求的喜马拉雅，这是为什么它能成功，它一定

会成功 

那么中国为什么现在我说我有信心呢，喜马拉雅革命成功呢？西方人听我讲完之后，他们都认可。我所中国就是要两个：

RuleoftheLaw，法律。第二个就是要信仰，文化。 

 

8.王健之死真相很快出来，习只有两个选择。【王健】【习近平】 

我的判断，王健的死，真相很快会出来。习会充分地利用这次事情，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习只有两个选择。我顶了，继

续维持这个事，抓几个人，弄弄陈峰，弄弄几个杀手，是他们之间的利益所致，推到海航去。跟中央没关系，跟王岐山没关

系，他等于顶了这个雷，卖了王岐山的好。 

一个在这老革命挑战严峻情况下，习近平要利用这把刀，来杀了自己的真实的林彪。然后挑战他背后的所有跟海航在一起的，

干掉。这就是习的，只有两个选择没有别的。他的死是肯定不正常的，肯定被戳穿的，一定是这结局。所以说王健之死，是

我们启动和打开共产党上层之间，那个潘多拉盒子很关键的一步。这就是天赐的礼物。 

 

2018 年 12 月 17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6mBqbxx8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48611f8-e6d4-4010-9dc8-df6639d518c0 

 

1.准备起诉国内某个机构，走程序，大战略。【起诉】 

这个案子现在是要起诉国内某个机构。 

我告诉你们咱们三周前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就是某个部门，已经对过去两年来到我楼下抗议的，在网络上给我造谣的，包

括像博讯这种流氓，CCP网站和韦石洗钱的，进行全面的那个那个那个 

 

2018 年 12 月 20 日（1）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F54VXHWy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6mBqbxx8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F54VXHW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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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9b0eb7e-ad1b-4007-a86d-e84b1e5f72c2 

 

无大事件 

 

2018 年 12 月 20 日（2）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F54VXHWyk战友之声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15c5fbb-8194-476c-917e-b69587eb736c 

 

1.揭露共产党对外称老大，对内让百姓吃草，全面倒退走统治千年老路【王岐山】【吃草】 

很简单。谁都甭想指挥共产党，老子老大。第二个，对内老百姓，准备好吃草，吃五年八年，怎么样？王岐山，牛 X，准备

吃草了。全面对抗美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叫 WestWorld，他们叫 WhiteWorld。最后三句话很简单，坚持走北朝鲜的路，共

产主义，让人民吃草。 

2018 年 12 月 22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pv1uyzSa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0641c08-8719-4007-bebc-a12039beb636 

 

1.中共对香港执行的政策叫——商政两轨【CCP对港政策】 

“然后我头两天说过香港有个政策，谁会说出来？叫什么？没有战友说出来。共产党在头一段时间，连发三道秘文，中办

文件对香港，对香港的政策叫什么？叫做商政两轨制，这个词记住啊！叫做商-政-两轨制，这是什么？在香港的企业家，

言商必言政，叫做商政两轨制，这已经执行一年多了！” 

 

 

2.香港兄弟托梦，香港的商政双规制，将把香港毁灭，欧洲,美国把香港护照取消，自贸区待遇取消，金融制裁，所有的香

港人都得跳海。【CCP对港政策】 

“还有香港处在危难之中，就像我这个兄弟给我托梦一样，在大海中间冒出的都是些骷髅鬼魂，要把香港拿掉，香港的叫商

政双规制，将毁灭一切香港，地产一文不值。香港人你想等到那天的时候，一旦欧洲和美国把香港护照取消，还有自由贸易

区的待遇，还有香港大量的金融制度给你改变，给你制裁的时候，香港房地产跌成不是 20%，80%。所有香港人都得跳海去

了，你跳海的机会都没有。” 

 

2018 年 12 月 27 日 

仙人掌整理 

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5ALDM-L0y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6364a58-988e-4c25-b33f-b78a42bdebca 

 

1.马建被盗国贼陷害，多数共产党员是好人。【马建】 

所以通过我的经历，我的亲眼所见，我和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深受他影响，就共产党中绝大多数是好人。我从他身上，

验证了我很多想知道的事情。坦白的说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跟他打交道，我是带着目的的，我是想了解共产党的情报系统，

为我未来的理想，行动，是作准备的，他绝对不知道。 

马建先生走到今天，就是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孙立军的陷害的结果。江家对他进行灭口的结果。他知道的太多了。 

2018 年 12 月 29 日 

仙人掌整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pv1uyzSa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5ALDM-L0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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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审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OF9Ibm-1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5d6658a-2aaa-48c7-b22f-264e3c62d37e 

 

 

1.大连法院第二审终审非法交易罪把 600亿被非法划走【大连法院】 

“那么 26号才判完，二审，当然维持了大连法院的天文数字，建国以来，有史以来，600亿人民币，8.7亿美元啊，但并没

包含那个股权啊，这个加在一起大概是 130亿美元的这个巨额，有史以来，全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罚款。” 

 

2.王健一定会被开棺验尸，文贵预测 2019。【王健】【预测】 

“我们现在高度关注海航的事情。海航的事情时和那个资料对接很好的佐证。高度关注王健之死，一定要让他的尸体开棺

验尸，让美国依法调查，高度的关注国内经济的变化。然后港币崩塌之时，人民币崩盘之时，他们对台湾就会蠢蠢欲动。

我预测 2019局部有战事，甚至有大规模的战事。然后就是经济，随着 CCP疯狂，和他们在那个地方的多线开战，然后我们

潘多拉盒子一打开，这就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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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 1 号 

文贵接受木兰小姐访问，什么时候放 91号文件，刘承杰他爹到底是谁，共产党会怎样灭亡，2019我们做什么。 

玄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VLi6mbLa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ae6cce5-7db6-41f4-a2db-f9425a126738 

 

1.陈峰一度不受宠，有很多怨言【王健】【陈峰】 

就是陈峰一度时间是不受宠了，王健是更多的被得到信任。因为王健跟安全部、军委还有当时的国安委以及现十八大、

十九大的领导特别是王岐山、孟建柱、孙力军来往密切，就是可利用价值非常高。一度时间陈峰很多怨言。 

 

2.王岐山杀人只有需不需要，没有敢不敢。共产党只考虑需不需要杀人【王岐山】【共产党】 

“但是他最终的，他俩都没闹明白，所以说他俩都不信佛，信佛都知道有因有果，他所有的担心都成了最后王健必死的

原因。那么在这个时候王健先生已经被杀的时候，王岐山能不能下得手，这个问题很简单。共产党从来没有考虑敢不敢下手，

他只考虑需不需要下手。他也更没有担心没有害怕，他们就是每天干的事。” 

 

3.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是 GDP的 5倍，中共印了 28万亿美元的货币。中国的 GDP几乎是负数【中国 GDP】【房地产】【CCP货

币】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已经是 GDP的 4.8倍，有人说 4倍，严格讲就是 5倍。这个 GDP的 5倍的房地产，中国共产党印了

28 万亿美元的货币，和中国现在和美国贸易战之后，几乎是 GDP 负数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种国际扩张和野心和中国共产党

现在要代表世界要领导世界，让全世界全都跟他相向而行，什么叫相向而行?跟着我走 followme听我说的，你觉得国际上会

不会同意。一旦不同意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你们谁会是王健?如果不当王健，不想当王健这样的人，那你该怎么做?” 

 

4.美国正在考虑见达赖喇嘛，并让中国承认达赖喇嘛的转世【达赖喇嘛】【美国行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贸易对抗必将转向意识形态对抗。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川普总统在前 48小时已经明确地

说，中国必须要中国人宗教自由、要信仰自由，而且绝不会妥协。而且据我所知在这方面美国会做得更多，包括对达赖喇嘛

YourHoliness，美国现在可能要考虑美国不但要见他，还要让他真正提出来要给他一个说法，而且要以中国必须承认

YourHoliness达赖喇嘛他可以转世，他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 

 

5.2019年人民币将会暴跌，港币也会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CCP货币】【港币】 

“也就是向松祚先生讲的中国出大事了，企业家跑那不仅仅是他没敢出说来的，就是对你这个体制政治的不满。然后当

时呼吁改革开放 40年，叫真正的改革本质就是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这些改革开放 40年这些问题上他根本没有来回应，

不但不回应还强烈的拒绝进行对抗，那中国经济是肯定出现大问题。2019 年人民币将暴跌，港币存不存在几乎是可以说是

前所未有的压力，很有可能就真的没了。那么另外一个中国私营企业家一定是逃跑，一定不会是回炉，这是毋庸置疑的。” 

 

6.香港现在是“政商双轨制”，谈商必谈政。台湾是“双全制”，全面的经济与民意控制【CCP对港政策】【CCP对台政策】 

“现在，对待香港，叫做“政商双轨制”。对待台湾，啊!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叫做“双全制”。什么叫“双全”?我

当时听见，我说什么叫“双全”呐?就是全部的经济控制，全部的台湾民意控制。就是抓台湾的民心，台湾叫“双全控制”。

然后，对中国的宗教，然后就非常清楚，在庙里面也是“双轨制”。谈教必谈政。在香港是谈商必谈政，他让你谈教必谈政。

要把所有的“中国梦”植入到各个宗教信仰，每个人和每个宗教设施的每个角落。” 

 

7.梵蒂冈教主妥协于共产党了【梵蒂冈教主】 

“今天的基督教改革什么？今天的教主，梵蒂冈，都跑到中国去，跟共产党讲数了，妥协了。但是共产党容不下基督教。

出现了，啊，今天的这所谓的“双教执法”，谈教必谈政。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叫所有的出家修行善人，啊，全

部都成了共产党的奴隶，侩子手。”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ae6cce5-7db6-41f4-a2db-f9425a12673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VLi6mbL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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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呈杰和贯君的爹和妈以后得用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是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前的小礼物【刘呈杰】【贯君】【潘多拉盒子】 

“这个刘呈杰，刘呈杰的爹和妈，和贯军的爹和妈，这件事情，得用两种事实来证明。第一件事情，要用西方和中国，

所有的，都认可的一种法律可固定的模式，DNA、历史因缘、生活证据，等一系列的证据表现，他爹是谁，他妈是谁。第二

个，要把贯军他爹和刘呈杰他爹，说出证明是谁，是我们爆料革命，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前的一个，小礼物。而且，我可以

向大家负责任地，在这儿说，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全世界司法部门，和任何一个不带立场，有正常的人有智慧的人，相信的，

会相信的证据，来证明刘呈杰和贯军他爹妈是谁。” 

 

9.很多人希望习近平和爆料革命互相残杀。但共产党体制被灭掉才是爆料革命的目标，中国才会和平过渡到真正的依法治

国【爆料目标】 

“所以很多人希望，让习近平，用全身之力，来对付我们爆料革命。同时也希望把文贵的爆料革命，引向和习近平作战。

我再告诉大家，王岐山不是我的目标，孟建柱也不是我的目标，江家也不是我的目标，习近平也不是我的目标，是共产党是

我的目标!如果共产党还在那儿，就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可能会更加得悲惨!只有让共产党这个体制，灭亡!让中国真正地

有一个，法治的体制，让世界上相信的可以和平共处的，这么一个政治制度，全世界都参与的，让中国人不乱的，和平，和

平过渡到一个，依法治国的这么一个政治体制。” 

 

10.李友让马建姐姐借股票，陷害马建。马建案中，郭文贵被强行加上“强迫交易罪”的罪名【李友】【马建】 

结果是宣判当中，马建先生获罪，卡丽熙你们注意过没有，他获罪是什么罪呀，他获罪的无期徒刑，是受贿罪，受什么

贿呢，是李友当时让他的姐姐，提前内部交易，买了一亿人民币的方正的股，因为当时要跟方正合并，和民族合并，那么这

个一亿六百万的股权，是马建姐姐借的，就算成马建受贿了，也算成内部交易了。郭文贵跟他的罪是什么呢，妨碍，所谓强

迫交易罪，判了四年。就郭文贵跟马建没任何经济利益关系，只判了四年跟我有关系，就没有郭文贵这四年，马建先生也判

无期。但是网络上没有人去关注这事儿。 

 

11.共产党一定会在 2020年彻底地灭掉。【共产党】 

“我觉得啊，这个共产党一定会在 2020年彻底的灭掉的，而且我认为盗二代借尸还魂的可能性绝对没有。因为今天的

中国所面临的所有的挑战，只有让共产党为他的历史进行一次清算和买单，让中国有一个法制的有信仰的国家，才让世界会

相信他是和平的国家，才能跟世界人民一起来面对人类的问题，让全世界人民接受 14亿中国人，爱 14亿中国人!然后相信

中国人是和平的。” 

 

12.中国人不会去造反和军阀割据的【中国未来】 

“可是我问问大家，一个封建几千年的时代结束，你见中国人军阀割据了吗？日本人当时侵略中国，当时有外敌，外侵，

在世界上我们的 GDP，我们的文明生产力，现代化生产力，军队，农业那是多么的不堪和糟糕。有军阀割据吗？有动乱吗？

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领导人说完以后，我非常惊讶。他说我告诉你，你不要说共产党，什么党管理这个国家，中国人有世

界上任何民族都尊敬我们的两个优点。这两个优点就是告诉你答案。中国人当有饭吃的时候，中国人就不会私反。几千年来，

皇帝是用饭碗来管理国家。管你的饭碗就是管理这个国家。老百姓有了饭碗是不可能跟你乱的。” 

 

13.加拿大已成为中共在西方打击、渗透、蓝金黄美国的桥头堡【加拿大】【蓝金黄】 

巴哈马的领事馆监控 KWAS潜水艇、F35和 F20军队训练、美国南部大门和古巴之间。北部是共产党藏匿私生子，洗钱，

间谍平台所在之处。赖昌星的被遣返是标志性事件，加拿大从此开始走向灭亡。 

“巴哈马的领事馆是别的国家的是十几倍大啊，就是要监听监控美国南部大门和古巴之间，和美国的 KWAS潜水艇，啊

KWAS 潜水艇进出，和美国的这个 F35 和 F20 的这个训练军队。那么北部加拿大是共产党的私生子女，被洗干净的钱和大量

的间谍平台所在之处。这就是是共产党多年前就已经内部有政策，对加拿大全面立体，经济、技术、矿产、贸易实行全面控

制。这个是什么时候是到了质的改变?赖昌星被遣返，就是加拿大被蓝金黄已经获得了超过 51%成功的一个开始。赖昌星的

被遣返是共产党在加拿大的司法、情报、渗透蓝金黄成功的标志性事件，加拿大从此开始走向灭亡。” 

 

14.孟晚舟事件告诉我们加拿大是蓝金黄的重灾区【孟晚舟】【加拿大】 



 824 

北方电讯高管和工程师去了华为，5G 是华为在加拿大蓝金黄的结果。赖昌星的被遣返毁掉加拿大司法，孟晚舟事件破

坏了加拿大官场和技术领域。 

“孟晚舟事件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就是加拿大被蓝金黄到什么程度!我们当时在赖昌星之前，全世界买电话，通讯设施

全买北方电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绝大多数的工程师和高管都去了华为，在加拿大的各大院校无处不在华为的影子。你要说

5G是华为研发的，我不相信!那是在加拿大，啊!整个西门子德国，美国院校、日本、英国，所有院校，蓝金黄的结果，加拿

大是重灾区。所以加拿大被蓝金黄的程度，卡丽熙，它已经不能用什么来形容了!” 

 

15.香港正极速走向以假治港，以贪治港，以警治港，以黑治港【CCP治港】 

香港富豪正在毁掉香港的法制系统，传播共产党的各种“毒”给香港人。 

“但是呢我觉得真正在香港存在最大的两个核心问题，就是香港有钱人一直以来领导着香港，享受着香港当年英国人在

那留下的法制系统，这是香港的基石。香港没有民主和自由，香港只有法制。那么今天的香港的的富人正在毁掉维护了他们

上百年的基石，就是法制。这是一个问题。 

第 2个问题香港人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熏陶，这就成为了我们华人自信的最好的样板。看香港、看台湾、看新加坡、看

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人的人种没有问题，素质没问题，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社会，香港是最佳样板。可是我们香港的人受到

了高等教育的素质之后，基于是法制性的基础教育。而今天的香港我们看到的很多富豪，看到的很多精英，正在被共产党种

进各种毒。那就是崇尚集权，崇尚独裁，欺压百姓。而且以恶为荣，以假为荣，以骗为手段，所以香港正在极速的走进共产

党的那一套。以假治港，以贪治港，以警治港，以黑治港。” 

 

16.91号文件几乎涉及所有的国家，需要多国全力合作并在多国同时爆出【盗国贼】【91号文件】 

“所以我们将有一系列的计划。全世界的政府，他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出来表态，否则他就要下台。全中国人民都会看

到这过去六年，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运动反了谁的腐;共产党的以假治国都是怎么假的;以贪治国是怎么贪的;以警治国

是为什么，怎么警的人民;以黑治国是怎么黑的;然后我们要在播出南普陀会议录音录像，还有包括马航的这个真实的真相;

然后再播出一系列的绝密文件;然后要播出他们的账号，存款。特别像江家，江志诚、江绵恒，是怎么在控制这所谓的卫星

发射，北斗计划，上海金融系统，银行，上海帮，南普陀到底想干啥?王岐山家的钱到底在哪?刘成杰他爹是谁那时候就出来

了。贯军他爹是谁?他妈是谁?他们的 DNA。王健在这之前的事早就已经弄明白了，还有在这之前很多老板在监狱都会死掉，

死的真相，谁定的他们的死?所以这就叫全球运动，全球反共。 

我把 91号文件，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会看到死的人，他活过来了这样的事情;还有死了的人的真相;还有很多

被抓的人都会放出来了成为了英雄;还有你意想不到的你身边最老实的、最好的人，穷的连饭都没得吃的那些清官们是多大

的贪官;和你赖以生存、和你相信的你身边的亲人、官员、朋友干了多少坏事。共产党七十年的恶，我们要给他清算。所以

91号文件是上天灭共，让中国人找到自己有宗教、有信仰、走向法治的一个上天给我们的一条路，所以他叫喜马拉雅。” 

 

 

2019 年 1 月 5 号 

玄达整理 

接受庄烈宏先生美东之声访问中共敢打台湾什么叫战友 2019文贵爆料的具体战略（郭搜索标题错误）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lrL_KgY6I&t=41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5d7177c-39e0-4f60-a697-f3c9dc15ce60 

 

1.台湾是中共的肉票和工具【台湾】 

“台湾是共产党 70年以来一直利用政治转移视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理由。是国民党和台湾当年成就了共产党。那么台

湾也是共产党发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党和最重要的一个地区。同时台湾也是共产党改革开放的一个钱袋子。同时，台湾也是共

产党跟美国一次次遇到危机讲数作为威胁的肉票。同时，台湾也是共产党对美对西方世界渗透时利用的技术和金钱工具。” 

 

2.一年共产党下一步将操纵台湾，美国一定介入【台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lrL_KgY6I&t=4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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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高兴的看到了郭文贵一年以前我就说，咱爆料，庄烈红先生你要有自信，咱就说过，下一步他们将操纵

台湾问题，发生了吧。第二，我们说过，台湾问题，美国将彻底改变台湾政策，只要是中共再度威胁，美国一定是大兵介入，

不惜代价。” 

 

3.中共成立 6000人的灭爆小组【灭爆小组】 

“共产党刚刚成立了 6000人的骇客电脑队伍和对外蓝金黄力量，要对我们的爆料革命，进行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蓝金

黄，和网络水军以及骇客打击，要有准备呀!” 

 

4.全世界都会对盗国贼海外资产进行查封【全球灭共】 

“美国一定会有行动对盗国贼在海外的财富去查封，一定会!第二。海外的私生子女和盗国贼的代表们的资产，一定会

有行动，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 

 

6.美国金融界基金觉得中共政法委与辽宁司法，罚郭先生 600亿人民币外加 18亿股是滑天下之大稽【大连法院】 

“600亿人民币，整个全中国的电影院线收入 600亿，他罚了我 600亿。有好多演艺界的导演啊，这个明星啊都给我发

信息，郭先生你太厉害了，我们整个电影事业这 GDP呀营业额才 600亿，你就被罚了 600亿。说辽宁司法和共产党政法委黑

了心了。那么美国的所有的金融界，基金觉得这是滑天下之大稽!所有的 8.7亿美元再加上 18亿股，疯了啊!” 

 

7.2020年中共必灭，他们盗走的财富必须归还，并会受到惩罚【灭共】 

“只要共产党不灭，什么都不是我们的。共产党灭了，什么都是我们的。2020年必灭共产党!然后共产党盗走的财富必

须要还，一分都不能少!而且不但要还，而且还要惩罚他们。” 

 

8.拒绝接受赔款，而让 RogerStone向文贵道歉，让 RogerStone表明信息和造谣来源来自于 SamNunberg和吴征【吴征】 

“他们想给我道歉，想当 RogerStone，不是由他们决定的，是由我来决定的 RogerStone这个人呐，给我道歉，当时的

判决是他要给我赔钱的。我说不要你的钱，前提是，你必须在法官的面前写下来，你的信息和造谣来源，来自于 SamNunberg

和吴征。为了这个问题呀，我和班农先生搞得这个很激烈。因为班农先生跟这个 SamNunberg非常好，他说我让他配合你，

但不要把他的名字放上去。SamNunberg又是川普总统这个“墨西哥移民墙”的创始人。他还是个律师，给他个机会!我说不

行，必须放上去!这是我的战略、我的计划。吴征的名字必须放上去，然后，我说他必须公开道歉!所以，文贵这场爆料革命

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真相!不是为了私仇，是为了大义，是为了我们总体的未来。” 

 

9.2019 年爆料革命从过去的开启民智到把战场拉向国际，战略不变，定点爆破。91 号文件也将会在 19 年底部分爆出。南

普陀会议真相也会出来【爆料计划】 

“2019年爆料革命，从过去的开启民智，把战场拉向国际，我们到纵深发展，到定点爆破，2019年，战略不变，定点

爆破。所以大家要看到王健之死，真相必须出来，中国的孟宏伟案件，和一系列的丢失的人，很多真相会出来，同时 91号

文件，会在今年年底部分会被爆出来，南普陀会议真相也会出来。” 

“这就是我们 2019年革命定点爆破，唤醒民智，让党内绝大多数的党员和我们站在一起，准备着振臂一呼，彻底推翻

共产党。一旦他们要做出了打台湾，围台湾，或者国内闭关锁国，走出这一步的时候，那就是今年我们举手推翻共产党的时

候。所以 2019年是重要的关键的一年。” 

 

 

2019 年 1 月 6 号 

玄达整理 

文贵报平安直播：关于战友们关心的法制基金的几个问题的回复！以及文贵对香港，澳门台湾法制沦陷……是被孟建柱．王

岐山．孙力军等控制的结果几个观点！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RwjhD9L_12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3c8247-f950-428e-b262-f3d254e2334d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3c8247-f950-428e-b262-f3d254e2334d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3c8247-f950-428e-b262-f3d254e233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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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 

1．法治基金的意义：【法治基金】 

“这个法治基金啊，成立以后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在前面粗略地讲过，最后还是以公告为主。他的意义就在，不论

是官员，被抓的，犯法的，还是老百姓，卖菜的，开出租车的，还是山里边的我们的草根的家人，还有律师，还是媒体，不

管谁，也不管你什么身份，只要没有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或者说被非法地剥夺了人身自由，或者财产，那都是我们要帮助

的对象，这才是我们最要干的事。” 

 

2.昨天班农先生复述遣返郭文贵的“习近平的亲笔信”通过 SteveWynn递交到总统桌上【班农】【习近平】【遣返】【StevenWynn】 

“这封习主席的亲笔信，是一个据说有 title的，那我的律师，我们就问班农先生，那么你看到签名了吗？他说，我看

了一眼，好像有签名。这就有问题了，这就是我们法制基金要进行的事了。中国政府，习近平的信怎么会通过一个个人

StevenWynn来给美国总统。而且明确是头天晚餐时交给总统的，而且有十个美国最高级的人，正式的提出，来把我遣返，有

五十个高级人参与这件事情。用班农先生的话，这些人都是前所未有的，从来没有过的，个人求总统，都是几十年关系。从

他当上总统，更是不可能，但是就是 StevenWynn干的事，StevenWynn美国正在调查。如果按照这个事实发展下去，他最低

是八年甚至更多，就是没有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还有一个重大犯罪，重大犯罪。” 

 

3．法治基金要调查“习近平的亲笔信”牵涉到的人和事，包括吴征、杨澜、ElliottBroidy等【法治基金】【习近平】【起

诉】 

“这是昨天我为什么法治基金第一个事在美国，先把这事搞明白，这是下次我们对吴征采取行动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的

公司里面，请了所谓的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前司法人员。我说吴征说的话，还有他的行动，和那封信的来源，还有关于我这

件事，背后牵扯那么多人，包括 ElliottBroidy（艾迪-布罗伊）什么什么一堆，司法部已经认罪的官员。这里面我怀疑，这

封信就是假的。这是，昨天，帮助我们成立法律基金的，还有我们的律师，强烈的建议，这件事情是法治基金第一件大事。

这查出来对中国太重要了，对国内战友太重要了。” 

 

4．美国负责宗教的副国务卿，令美国国会和政府高度重视了中国新疆和西藏以及宗教的问题【美国行动】【新疆】【西藏】 

“美国负责宗教的副国务卿，这个人很了不得。已经让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的宗教问题。特别是新疆和西

藏，还有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徒被陷害的事情，包括佛教界唱红歌这事，引起了高度重视。” 

 

5．美国要求郭文贵先生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就中国新疆，西藏，宗教，以及 709律师等几个大案出席【美国行动】【新

疆】【西藏】 

同时我被他们要求，我必须要到国会去，再去开闭门听证会，关于西藏，关于新疆。因为去年，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

息和资料。所以法制基金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新疆啊，西藏啊，基督教徒啊，天主教徒啊，佛教徒啊，中国的信仰，说这事

儿得整明白，有几个大案被拆被抓被陷害。另外就中国的律师，这几百个律师被抓，709律师家人被陷害，被审。这个就建

议一定要到美国国会搞几个听证会。 

 

6．说服世界一两百个国家对受到中共迫害的人士给予政治和身份的保护。【CCP治国】【政庇】 

“类似这样的事情，包括那王健先生的老婆，现在也在国内呢，家人也被绑架了，我听说还没回来呢!是不是!我们那个

709的律师，你看多少家人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新疆上百万人，老人孩子，有些孩子给冻死，老人给冻死，有的人是现在生

不如死。西藏那就更不用说了，水生火热。这些他们要在 2019年，在全世界一两百个国家说服给政治保护，身份保护，形

成媒体联盟。并在这些国家，签了协议的国家都要抵抗住中共对外交的威胁，还要处理好国家关系，你看这是多大的事啊，

得多少时间!” 

 

7．法治基金将在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会令这次谈判有个戏剧化的结果【法治基金】【中美贸易】 

“1949 到 2018 了，现在不是 2016 了，那个算值是两万亿美元，那个真是很严肃的，这跟努姆钦财长、川普总统做几

次汇报，美国要列入到国家重大的政策方面去。我这不能多说，因为这两天中美贸易正在北京谈判。中美贸易的谈判的结果

会非常戏剧化，大家看着，我不多说，非常戏剧化，非常戏剧化的结果。戏剧化的结果就这个基金会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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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7 号 

玄达整理 

谈马云和被双规的成刚以及烂人郭宝胜的案子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Ryt2gTqj25E 

文字链接：无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YHISs3uM5G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01ff265-b2e6-4cdd-b2ba-d19b8a1ef63e 

 

1.现在在华盛顿，只有一件事是统一的，那就是反共【美国行动】 

“其中一个比班农还牛的人，我相信他将是下一届有力的竞选总统者。他说：郭文贵先生，现在在华盛顿，只有一件事

是统一的，那就是反共！那就是反共！” 

 

2.美国高度关注 JhoLow，也就是刘特佐。【美国行动】【刘特佐】 

“另外一个就是 JhoLow，JhoLow的事情，美国就像我原来说的一样高度关注。JhoLow的事情，美国人认为是打开美国

整个司法界腐败，和过去的腐败的一个关键的钥匙。这也是钥匙，不用找，这就是钥匙刘特佐！然后觉得刘特佐是打开中国

政法委孟建柱、孙立军情报系统，东南亚情报系统，以黑治东南亚的各种过去事实的关键人物。所以美方已经很明确：一定

让刘特佐到美国来伏法！然后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让刘特佐自由，但刘特佐必须配合，讲出孟建柱和孙立军为什么保护他？

是如何在东南亚干掉这些国家，和蓝金黄这些领导人，最后达到控制的。” 

 

3.关于新疆和西藏的事情，郭文贵将去作证【新疆】【西藏】 

“那么我去作证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我们新疆和西藏的事情。这几天我们很多战友都在加班加点在给我找资料。就是美

国负责宗教的几个最关键的最高的几个领导，我要跟他们谈这些宗教的在新疆是如何被害的，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有西藏

是这些年怎么被害的，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受到的迫害。还有些法轮功人士，法轮功

人士我知道的事情都来自于管理 610办公室的张越书记，还有其他关于 610的我们的林强先生好几个，好几个。所以说我要

去作证，这个要将有重大变化。” 

 

4．中共对港澳打着国家的名义建构法治网络，通过媒体的宣传，合情、合法、合理的随时抓你们。（送中法案）【反送中】

【CCP对港政策】 

“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每时每刻，香港，港澳台吧咱就说港澳台，特别是港台受到了全人类全世界的关注，关注你们的

自由、关注你们的安全、关注你们的经济。共产党来偷你们的钱骗你们的钱，然后呢再培养一个百分之百听他们的政府，然

后对你们的人身安全自由进行威胁。第三个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打着国家的名义然后形成一个一个的法治的网络，而且

通过媒体宣传还要洗脑让你承认随时可以抓你，抓你还是合法合情合理，千万别上这个当。任何有信息证据发给我，我们就

发给西方的这些国家，这些人权组织和政府，他们真的知道太少了，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你们提供的证据有巨大的帮助，

非常大的帮助，千万记住只要你抬抬手多录几次，只要是掌握这些违法犯罪的发给我，这都是有用的。” 

 

5．中共将器官移植的几位医生杀人灭口了【器官移植】 

“共产党你真不要脸哪，你真不要脸哪，你能把一个虔诚的郭文贵佛教徒能说成一个器官移植者，哇塞我第一个说你搞

器官移植的好不好。你把器官移植的几个医生全给杀了，那李医生家里边是，人家家里边人不都是傻子，那都会说出来的。” 

 

 

2019 年 1 月 8 号 

玄达整理 

文贵报平安视频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cbC6lVnM2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0910bad-f11a-4da4-b25f-88a458d33fbc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01ff265-b2e6-4cdd-b2ba-d19b8a1ef63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0910bad-f11a-4da4-b25f-88a458d33f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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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特佐是孟建柱的家人【刘特佐】【孟建柱】 

然后现在刘特佐，文贵最早爆料刘特佐事件，他们觉得开玩笑，现在大家都知道刘特佐厉害。特别有一个山东政法委的

原来的一个厅长，是江浙人，他是从江苏去的，好像江苏去的，一个厅长。说他早就见过贯君，也见过刘呈杰，那不是一般

的牛。说郭文贵能爆这个料，这是给天捅一个窟窿。然后说刘特佐，他也见过刘特佐，说刘特佐到上海来，到江浙来，打电

话让我接待，都是孟书记办公室，孙立军通知啊。他说那我们都是一级人物对待。他刘特佐到哪都是想干啥干啥，没人敢管，

没人敢问，都知道是孟书记的家人，所以说文贵你这个爆料太猛了，内部人都知道咋回事，都知道。 

 

2019 年 1 月 9 号 

玄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OIY9gTcphSw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1 月 10 号 

玄达整理 

談袁健斌的案子，徵求春節爆猛料內幕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s2bCVFEu6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40b8404-51a7-4ef9-9088-ab6a48008f7b 

 

1．吴征和 SamNunberg签律师客户的法律合同会弄巧成拙【吴征】【SamNunberg】【RogerStone】 

RogerStone 道歉，就是说这个假信息来自于吴征和山姆伯格，就这个人。但是山姆伯格就马上跟吴征要签一个法律合

同，因为他有律师执照，说我跟吴征是律师跟客户关系。律师跟客户关系等法官问他的时候，法官是不可以问，他和吴征之

间说过的话，绝不可以的。但是他耍了小诡计，因为他签的合同时间，那跟这之前是没有关系。那这，他耍诡计了，法官反

而会定他为欺诈，就是说弄巧成拙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山姆伯格帮助吴征，安排 ElliotBrody，安排这个司法部，帮助 JhoLow

游说；帮助这个，铲平事儿。那这事儿，他俩什么关系也不能被保护。你属于刑事罪了。 

 

2．袁建斌耍流氓浪费郭文贵的律师费。被郭文贵告的这些人就吴征和蕊马案有律师【袁建斌】【吴征】【马蕊】 

袁建斌这个几百页的这个文件，就是被我的律师在洛杉矶质询十几个小时，这小子玩了什么招呢，他以为：我的三律师，

一个小时是$1800到$3000，最低都$1000-$3000，最低的。而且我们为了他大量的缠诉路德，Sara等人，还有这个我们从这

里飞到洛杉矶费用大了去了。他一看这一小时，不是一天一万美金。昨天看路德电视，一天一万美金，这路德脑子真有问题，

会不会算账。那一天都几万美元啊，几万美元，再加上这个费用，那还了得了吗，这钱。是不是？我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

我从来不问这个，因为我们一亿五千万美元在律师保险基金那儿，他们来付，我不管的。那么他以为我就跟你在这里耍流氓，

在里面拉屎，放屁，抽烟，还有什么...有人把阴茎放在他三岁女儿脖子嗓子里······你说这儿话干啥呀，这跟你啥

关系，谁愿意把阴茎放在你三岁女儿那放...你往这儿说啥呀，什么...有人要把什么插在他妻子的阴道里，你说这儿干什么。

袁建斌，跟你这有啥关系，他就一个目的，浪费我的律师费。你看看所有的被我告的这些人，都有个问题，几乎都没律师，

除了吴征。还有蕊马案，强奸案，都没有律师。或者是律师，那个叫什么克什么文，克文贵的...他那是律师代表当事人。

我们联络当事人都联络不上。蕊马案，我们现在就找这个蕊马案，联络不上，对方律师也联络不上，只能联络上吴征。 

 

3．杨澜和吴征的背后是孙立军、孟建柱【杨澜】【吴征】【孙立军】【孟建柱】 

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媒体的我最尊重的一个人，他问的问题，我真的感觉有点丢脸。他说我也认识 BrunoWu，我也见过

BrunoWu，我也见过杨澜，他这种人怎么能一骗几十年就成功。我说你问我这话，我很尴尬。在任何家这种骗子骗不下去，

你说 BrunoWu 从他出来，法国留学美国留学到娶一个美国的白人，到骗的绿卡，到骗中国学生卖假保险，然后回去阳光传

媒，然后出来了再把他卖掉，然后攀上大款，然后拿着老婆到处做公关工具到处找钥匙，到最后在凤凰卫视、亚视、各式骗，

天天骗，就共产党不惩罚他。最后「咵」上海帮起来，跟上孟建柱、孙力军，哇一下起来了。我说要到美国来，叫美国不允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40b8404-51a7-4ef9-9088-ab6a48008f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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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要求中国遣返 JhoLow到这来和马来西亚，要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一个要拒绝美国司法审判，一个要郭文贵带回中国

审判，两件事情背后孙力军、孟建柱。 

 

4．SamNunberg撒谎说他救了 6万犹太人。并对中国的事了解很多【SamNunberg】 

他为什么那个 SamNunberg能跑到犹太位去，他敢瞪着眼撒天下之大谎，说什么救了 6万犹太人。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但凡有点常识，他怎么救 6万人，犹太人，恨不得每个人给过一个面包他都想记得。犹太人做的是真好这方面。所以昨天这

位朋友惊讶，惊讶，他了解中国的事太多太多了，很多人他认识的我都不认识。他对高燕燕哪，双汇产业呀，温家呀，这个

包括李克强的家人他都清楚，我都不清楚。然后王岐山这些年哪，RogerStone哪，洪宁啊，海航啊，肖建华啊，他都门清，

大家看着吧，接下来有好戏了，这个热闹了，这个热闹了。所以说特别对江家，你说那个江志成都知道，他的基金。但是他

对江家江志成知道的，我都傻眼了。 

 

5．接下来我们会有一堆人起诉【起诉】【伪类】 

但是我特别想让战友知道，就是接下来郭宝胜的案子，李洪宽的案子，夏业良的案子，乱伦彪的案子，接下来我们会有

一堆人起诉，我都是先做不说，我不像那些欺民贼们，根本就做不到，说的就是要接管中国了，接管宇宙了，还有袁红冰的

审判江泽民啦，审了几十年了，然后博讯网天天就是中国这个常委被抓了，那个人要死了，然后那块要暴乱了，天天是耸人

听闻。全天造假，我不要。我要做出来看给大家看。接下来还有一堆被起诉。 

 

 

 

2019 年 1 月 11 号 

湘江之水整理 

“政法伪”高管评崔永元爆料(战友之家)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7QSFQKum9y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75fc142-df07-4052-9fe5-ac80c21442f2 

 

1．港币将不会存在，人民币会连纸都不如【港币】【CCP货币】 

“永远记住，美国最大的敌人本—拉登被击毙的时候，家里搜出来的钱，唯一的现金就是美元。一九八九、九一年的那

个齐奥塞斯库，当时罗马尼亚，所有的人，保加利亚、包括整个的南斯拉夫战争将军家、搜出来的全部都是美元，没有藏人

民币。美元起起伏伏这都是大家投资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切记，未来只有一种钱是不会存在的：港币。只有一种钱是不值钱

的，就是纸，纸都不如，那就是人民币。宗教迫害、宗教迫害......“ 

 

2．中共崩塌时会是瞬间【CCP崩塌】 

军管有多大可能性？零！绝对没有。中共的变化就是，咣唧、啪，瞬间崩塌，某些人被干掉。都不会有齐奥塞斯库那个，

还给你宣判啊，拉出去，不可能。突然间，你一睁开眼睛，这事儿结束了，一晃儿就结束了，中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

样的。 

 

3．政法委某官员讨论崔永元和王清林。王清林将会生不如死地活着【崔永元】【王清林】 

“前两天，我听说讨论崔永元了，这个政法委的，崔永元，还有一个叫王清林的吧，一个高法法官的事，说这政法委的

某官员大发雷霆！公安部的官员说，丫挺的就是装 X，我不说那字了啊，那丫挺就他妈欠打，欠抓，把他们都得抓起来，谁

给他喂的料，想他们干啥？他还想代表着我，那要政发委干什么？然后就嗷嗷就喊！大家呀，没看明白，政法委一说要开始

立案调查，王林清，今天在座的各位记住我今天说的话：王林清 OVER了！最后他是表面上给你判决，似是而非，这个有错，

高法有错。这是我今天说的话，记住！王林清 OVER了！” 

 

4．春节联欢晚会准备讲达赖喇嘛的亲笔信【达赖喇嘛】 

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们不百分之百地鼓掌，那郭文贵那就是王八蛋，大伙儿网上使劲骂我，绝对震撼，比大片儿震

撼。比大片儿还震撼！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达赖喇嘛 Holiness，圣者的亲笔信，亲笔信。原件在我这儿呢啊，原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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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这视频，原件在我这儿呢。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有。呱唧一放，大家你们就会震撼！你们会，这共产党的邪恶，共产党的

什么东西都是骗的，都是假的。啊，Holiness达赖喇嘛，被他们骗了 50几年，一如既往地骗。我再告诉你们一些背后的故

事，连达赖喇嘛本人都不知道，Holiness。我要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讲出来，我要告诉所有的西藏人民，西藏人民会傻，真的

会傻。所以，昨天我们律师说，郭先生······他我都不让全看，我只把过程让他看看。他说这事儿你别放了，你放了

会引起战争！我说，引起战争我也得放！ 

 

2019 年 1 月 12 号 

玄达整理 

郭文贵先生接受《楚门看世界采访》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Y0YOSuEWfpk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fe18f75-3e4d-468b-b881-279c2de7b36e 

 

1．2003-2006一直都在和刘志华战斗，认识了中南海、中纪委很多人，深入虎穴。当时很多媒体也造谣郭文贵【文贵过往】 

还有个不存在 2005年我在外面，没有。我实际上 2003到 2006一直都在和刘志华的战斗当中。也是就在这个战斗过程

当中，我更加深入地进入了中国的中纪委，安全和情报系统，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我更加了解了共产党的运作。北京城我

去过几百个咖啡馆，茶馆，跟着安全部的，中纪委的，天天跟着他们装神弄鬼的借办案为名，吃喝嫖赌，我也跟着他们去过

夜总会，也看到过这个安全部的领导当着我的面，给几十个，上百个小姐检查，有没有来月经？你是哪儿的人？来过夜总会

多少天了？还在夜总会里面会面，情报间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流氓加君子，爱国加骗国，交叉在一起。 

 

2．陈刚在政坛横跨三界，和王岐山有养父干儿子之称，是胡锦涛最信任的人，和习近平也非常非常地好【陈刚】【王岐山】

【胡锦涛】【习近平】 

所以刚刚抓起来的陈刚的那时候是跟我最熟的时候，因为刘志华被抓，当天，当天那个陈刚就跑到我家找我去了，为啥

呀？他当时是规委主任，刘志华被抓，他就监视上，你看有意思吧。他就让我...给我夸了我半天，在这之前这小子根本不

打理我的，根本不打理我。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说这个人是个投机份子，这个人是胡锦涛家常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让王岐山最相信的人。以前是田国力和田漱宁还有周亮和康点，情人是高燕燕。这几个人，后来最相信的人就是北京副市长

陈刚。中国政坛上能横跨三界的人，唯一有一人叫陈刚。陈刚和王岐山那是养父，干爹，养父干儿子之称。王岐山家南池子

四合院，是陈刚一手和黄燕打造的，你看看有意思吧。同时这个陈刚绝对是胡锦涛家最相信的人，令计划那也是最尊敬他的

人，最相信他的人，这是两届，胡派和江派，王岐山派。第三派我告诉你，陈刚副市长跟习近平主席不是一般的好，非常非

常的好。 

 

3．和张海的认识过程，王恩哥介绍李友跟郭文贵合作【张海】【李友】【王恩哥】【文贵过往】 

2005 年是李友和这个张海很关键的奋斗期，后来张海因为这个玩假，都跟李友一样玩假玩骗，让叶家给弄起来，判了

7、8年，最后张海保释出来，保释出来以后我才认识了张海。当时我的盘古已经开业了嘛，他就在我哥哥的引荐下见了我，

见了我就介绍给我投资，我多次拒绝，他让我投资北大方正见李友。我知道李友不是个好鸟。后来多次邀请，王恩哥出来说

服我，校长，然后我才见得李友。见了李友以后呢，王恩哥就是说他自己是江家江绵恒的哥们，江家的第四个儿子。我一打

听很多人跟我说，说江家确实啊，一个是潘岳，一个是王恩哥，是跟江家有历史渊源的。是江泽民老爷子过去的老战友，这

个老革命的后代，号称江家四个孩子之一王恩哥，这我才跟李友合作。 

 

4．北大方正的发家史，李友、张海都是骗子，最后导致郭文贵被诬陷各种罪名，被罚 600亿【方正】【李友】【张海】【迫

害文贵】 

那么在这个 2005年北大方正发展当中是最最关键的房地产证券信托，还有这个这个所有的还搞赌博，那个时候张海到

处中央的政治局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听他私下里边讲经的人多了去了，都叫他张老师，我一直也叫他张老师，我哥都叫他张

老师，我哥现在因为我哥介绍他认识我，我全家进入这幺大灾难，我六哥现在还在监狱里呆着。李友因为这个比他更能骗，

利用了张海进了北大，创造方正，弄了几万亿，这个更不用提了。这个李友还有毒丸计划，要掌控共产党一片江山。张海这

人也有政治野心，张海这人说我一定要当广东王，他要当广东王，他要通过他的宗教，所谓的张海说过自己是什么在世的喇

嘛，什么佛教再世神童，你看他历史去吧。所以这两个骗子真的就把郭文贵给骗的一愣一愣的。最后导致了看到了我这个结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fe18f75-3e4d-468b-b881-279c2de7b36e


 831 

局，拿了 180 亿，换到了今年的 0，最后还判了我们骗贷罪，什么销毁藏匿票据罪，然后又什么强迫交易罪，罚我 600亿，

一分钱没拿到，全是伤害。就像郭宝胜一样，就是害你的。 

 

5.北大方正的真面目，令谷车祸和李友、魏鑫有关。魏鑫掠夺郭文贵资产，李友威胁郭文贵【方正】【令谷】【李友】【魏

鑫】【迫害文贵】 

 

那么从现在看，整个北大方正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国教育界出现了最大的以教育为欺骗，以教育为盗国培养势

力集团，还有这个所谓西山会，大家去想想令谷的那个法拉利车就是李友和当时北大方正集团魏教授啊，魏教授又是教授啊，

都是被拉出来的。魏鑫送给他的，最后干掉了这个令谷。然后呢，在我们跟我们斗争当中掠夺我资产，我反击当中魏鑫公开

发推：让不让安静的做个美男子啦？大家记得吗，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呢。李友更夸张，李友明确跟我说。李友告诉我郭文贵，

你挑战北大，你有 1万条脑袋，我要让你消失。然后确实人家做到了，人家跟余丽在大连关着，但刘乐国天天跟人家同吃同

喝，人家余丽染着指甲，磨着指甲，是不是，然后同吃同喝同住，最后一开庭整个大连戒严，无罪释放，五罪并罚，无罪释

放。马上回家，还不准报道。 

 

6.李友的毒丸计划是让人成为他的腐败分子，李友利用方正科技陷害马建【李友】【毒丸计划】【马建】 

这个毒丸就是要让这些人都成为他的腐败分子。所以这些人都成为他的股票股东拥有者。这就是为什么马建副部长很惨

很冤呢。他根本不认识李友，是我介绍他跟李友认识的。然后他俩认识了不到 10分钟李友就走了。后来我听说是在马路上，

李友等着马建副部长。然后就说马部长啊，郭文贵这人我不了解他，你少跟他来往，这小子不靠谱，他都指望我，他啥也不

懂，现在也没钱，都指望我帮助他。方正科技是咱们安全部的写密码的。所有的安全部，还有上海证卷交易所，深交所，包

括中办的这些软件、文件、加密都是由方正科技发展的。说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你可以随便掌握中国发文，甚至在世界

各地用任何一个中文软件，只要你敲这个软件它都知道，所以这是个平台我给你。然后马部长就听他说完了。马部长也跟我

说了，我笑笑没吱声，我啥也没说。后来他主动找到了马部长的姐姐，然后说你投点股票吧，她姐姐还真拒绝了。后来还真

是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真不清楚，他们就把这个交易给做了，就是 1.06亿借给了她姐姐。她姐姐买了方正的股票。

后来这个股票有跌有涨。我听说以后，我跟马副部长非常大的一次发脾气。我说这个李友就是陷害你那，你马上把股权还给

他，你不能要这个东西，又不是你的。 

 

7.李友的毒丸计划第一个放倒马建，第二个放倒令计划。马建和令计划被抓【李友】【毒丸计划】【马建】【令计划】 

所以李友的毒丸计划，第一个放倒的是谁呀？马建副部长，你发现了吗？第二个放倒的是谁呀？令计划！抓令计划的罪

行，大家请去看去，就是李友检举揭发成功。所以李友当时跟我斗争他跑了，他跑到了广东，联系贺锦涛，小贺，给他爹说

我要立功赎罪，我要回去。因为我在网上已经公布了李友台胞证、香港的身份证、美国的签证、还有中国外交护照，李友多

个身份证，你说多夸张，他跑不出去了。那时候傅振华还帮助我查李友。所以李友就找了贺家然后就说要立功赎罪，立谁的

功哪？令计划、马建副部长，还有当时李友不知道深浅，还要立上海韩正的，还要立当时的中办的几个人的，说了 20个人

的名单。结果他就到了北京，从北京作证了一两个月，被送到了大连监狱，刘乐国给接走了。接走啥呀，在北京说的话，告

诉你这些人你可以说，这些人你不可以说，然后刘乐国就给保护起来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李友这小子厉害。毒丸计划报

完以后，人家孟建柱第一个就把马建副部长，抓李友的大概 40个小时左右就把马建副部长给逮了。给习近平主席汇报当中，

前三个人他排最后面，排最后面。令计划也借此理由给逮了。令计划的老婆也给逮了，令家整个倒下的原因就是李友。 

 

8．未来会讲为什么孟建柱敢干马航、是江家的刽子手、南普陀计划的执行者【孟建柱】【马航】【江家】【南普陀】 

我最近派人到国内去采访了跟孟建柱最好的朋友，包括孟建柱的姐姐和孟建柱的弟弟，所有的这些关系，跟这些人的来

往，和在他家，还有他老母亲的朋友，我们都已经采访的很清楚了。专门有两三集，我们要做孟建柱在中国官场的成长，这

个事情会让大家了解到孟建柱，为什么说他敢干马航，为什么说他是江家的杀人的刽子手，为什么说他是南普陀计划的执行

者，他是孟监国，王监国，我未来给你讲，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说的这里，我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反过来我们再来看

李友问题的时候，这个李友的问题就是，跟孟建柱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是有的，我未来再讲。 

 

9．海航的发家史。中国的影子银行几十万亿，严格地讲，都出自于王岐山的铁哥们蔡锷生【海航】【影子银行】【王岐山】

【蔡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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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那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蔡锷生，是南南基金发起人、王岐山的铁哥们，是人民银行管信托，商业银行的老大。

叫蔡锷生，王岐山家的姪女、姚庆的妹妹姚榛，是他的南南基金的秘书长。南南基金就是，香港的何志平在纽约被抓，就是

玩这个的，就是玩非洲的，贿赂联合国的。这个蔡锷生跟我很熟，我正在准备，未来我专门有两集讲蔡锷生的。人民银行过

去几十年，管理下的信托，地方商业银行，非银行类的执照全是蔡锷生管的。中国的影子银行几十万亿，严格地讲，都出自

于蔡锷生。那么，当时的海航迅速地就拿下了这么多渤海信托、渤海银行、地方银行，什么四川银行，包括东北的盛京银行。

盛京银行最早我想进去的，是李友要拉我进去的，北大方正是第二大股东。但是，海航一进，把它全挤出来了，我说，我也

离开，为什么？王岐山。 

 

10.姚庆、蔡锷生、王健、陈峰等利用海航帮助王岐山控制中国、盗取中国财富洗向海外。并有周密的计划窃取科技、培养

黑客、蓝金黄台湾、控制香港，布下监听小屋等 3F美国【盗国贼】【海航】【窃取科技】【蓝金黄】【3F计划】 

那是王岐山家要搞啊，姚庆和蔡锷生天天趟点田朔宁田惠宇，就跟王健陈峰天天死在、长在那个燕京饭店，叫海航。都

不在总部呆。朝阳区的总部、地下夜总会，给一般人玩的。那个地方（燕京饭店）是给他玩军人、玩金融的、人民银行的、

中南海的、钓鱼台的、八一大楼的，所以当时它的财富暴增。实际上，我是在 2003到 2006年之间，调查王岐山和刘志华项

目的时候，我看到太多、他们侦听、监听、跟踪海航的事的，我知道，海航太牛了，海航最后一定死在这个牛上。所以，我

当然不羡慕，而且我知道他们是盗国大盗、盗国的大盗。而且这些人利用所谓国家情报系统、服务情报系统，后来又粘上一

个一带一路。我知道，这些人是有野心的，就是帮助王岐山，帮助王岐山的后面，永远控制中国，盗取中国财富，把大量的

钱财洗向海外。而且，他们有非常周密的计划，和总参二部、和总政联络部、还有总参三部，盗取海外技术、培养黑客军队，

蓝金黄台湾、弄下香港、控制香港，布下一个个的监听小屋，这一系列的计划，就是我给美国说的，蓝金黄、３F计划。 

 

11．布隆伯格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王岐山。胡舒立、高艷艷影响美国媒体和记者们【布隆伯格】【王岐山】【胡舒立】

【高艳艳】【海外媒体】 

布隆伯格几个月以前在新加坡振臂一呼，那可能是下个美国总统啊，说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就是王岐山。头两天，

我跟美国的一个大报纸，谈的你认识王岐山的情人胡舒立吗？他说认识，他知道胡舒立跟王岐山特别好。而且胡舒立成天给

他们灌输王岐山是中国最好的领导人。而且胡舒立说，当时就说，习近平这人非常坏，家里很贪、非常贪，家族怎么贪，家

里的通讯公司啊、姐夫搞地产啊、姐姐搞地产啊、这个姐夫搞电子啊，当时就说。所以你看，（对）美国在香港常驻的这些

记者们，就是王岐山派出来大量的人员来说，替王岐山摇旗吶喊，培养关系。这些人也见过高艷艷，说高艷艷非常厉害，非

常神秘，他们要帮忙的事，高艷艷一说就给办了、一说就给办了。然后又谈到，说海航上他们那做广告，向这几个大电视台：

绝不能提王岐山，人家说那么能不能说习近平啊，人家笑笑，意思，不管，爱怎么说怎么说。 

 

12．王健之死事件，在南法的视频震撼了世界，获得了西方的信任。种种证据表明王健不是自然死亡【王健】 

第一，那个在整个南法的视频震撼了世界，我们获得了西方世界的信任；第二，他这个死完后的报道，和中国政府的渗

透，和阻止法国警察和法官，和操纵这些法国警察的调查结果，和包括阻止我爆料发声，和调查，包括现在王健家人的表现，

包括王健的尸体运到了西雅图，还有停尸间，还那个翻译被威胁，以及出现的这些人，和现场保镖的丢失，足以证明这件事

肯定不是自然死亡，不是自杀就是共产党的另外一个谋杀，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大家都知道。 

 

13．吴晓晖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保险箱被拿走，美国政府在调查。王瑞林被气死【吴晓辉】【王瑞林】【美国行动】 

这个我相信美国政府他们也在调查，整个现在逐渐也在关心他这个酒店，这个怎么办？到现在还是停工状态，停止营业。

时间长了肯定不可以的。吴晓晖的飞机可以变成一堆废铁，在首都机场，徐明的飞机可以在北京首都机场变成一堆废铁，这

个肖建华控制的飞机可以被盗国贼掠夺走。但是这会这个酒店，你想弄，你想消灭是不可能的。酒店发生的事情想消灭是不

可能的。我认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孟建柱派人拿走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根本问题是为了王岐山要拿走嘛。这王岐山，我最早

爆料我就说过，他要干掉王瑞林嘛！扳手腕嘛！现在王瑞林先生已经被他气死了啊！ 

 

 

2019 年 1 月 13 号 

玄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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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战友们好！今天我去外面拜访几个朋友！借机去浪了一把！就是开林宝坚尼的 SUV压马路！兜风……现在录视频向战

友们汇报一下！文贵出去浪的感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uK3046HQ6Cw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1 月 14 号 

玄达整理 

尊敬的战友们好！你们健身了吗！你们知道昨天我昨天去见的是谁吗！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Wp74xbbpIGM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1 月 15 号 

玄达整理 

尊敬的战友们好！你们健身了吗！两天前！我出去见朋友！ccpC多人跟踪我！这种懦弱的表现真的是丢人现眼！他们这种做

法一定会受到美国的法律的严惩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DcV3RlRGcM8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1 月 16 号 

玄达整理 

因春晚收到了国内盗国贼各方的威胁，以及接下来将对盗国贼子女海外资产的一系列行动，慈善基金可能将成为第一个有回

报的慈善基金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LfQVbNK6XW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c708ece-5569-4f56-bb6b-287f1a7b67d4 

 

1．关于海航、德意志银行、卡塔尔洗黑钱的采访，和开一个国内高官海外洗钱、藏钱的会【海航】 

今天有几个会，关于这个洗黑钱的报道，采访，还有一个关于海航的，德意志银行，卡塔尔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的，

就是国内现在高官子女在海外洗钱，藏钱，再一个今天要开会，关于法制基金是否可以合法的作为一个慈善公益基金，慈善

公益基金，能否未来将获得的在海外合法巨额收益。 

 

2．前天试播说了马克龙的事后，很多美国朋友打电话抱怨【马克龙】 

另外一个，前天试播的时候，我说了马克龙的事，好多美国朋友不愿意打电话说，你怎么 

能这么说啊，看来美国人关注咱的真多，你怎么能这么说，说我们开的马克思，特斯拉， 

进了中南海，拉走一车钻石，我说难道不是吗？你进去几十个小时，又办厂又卖车，结 

果李克强给你发绿卡，你得赚多少钱啊，你股票涨多少钱啊。我们中国人的血汗，老百姓 

挑一辈子粮食，还不够你放个屁呢，这就是共产党，给你们的钱全是我们的血汗。看来触 

动他们了，这 0是一。 

 

3．南法的工作团队在王健的停尸间找到工作人员和一收尸的人【王建】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c708ece-5569-4f56-bb6b-287f1a7b67d4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c708ece-5569-4f56-bb6b-287f1a7b67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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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就是王健案，王健之死，之谜的真相，有了重大的突破。我们在南法的工作团队，多日来和当地的有些部门和有

些人士的积极合作后，我们找到了当时王健先生的尸体的停尸间，工作人员和参与了当时去所谓收尸的其中一个人，出面作

证，并签署了法律文件。完成了有效的法律视频取证。在公证机关和相关的合法调查公司的面前签署有效法律文件，并完成

了视频的取证。这是个重大的突破。 

 

4．因春节联欢晚会将要举行，收到了各方面的恐吓威胁以及说情【春晚】 

然后呢我再说一遍，咱们的春节联欢晚会，看来是让很多人恐惧和害怕。这两天来我们收到了很多来自各方的威胁和恐

吓，包括也有说情的。不要爆这个主持人啊，不要爆这个官员啊。不要爆这个事儿啊，特别是江志成啊，不要爆啊。香港某

某富豪的事不要爆啊。然后海外资产不让爆啊，然后刘呈杰，我看现在刘呈杰是真呆不住了。刘呈杰最近替他说清的人很多，

包括今天我接受采访和接受听证，和刚才签署的法律文件当中，很多人都在问到刘呈杰的事情。为什么，我相信美国和纽约

的司法机关，很快对海航慈航，还有关海航上市公司，和海航在美国跟高盛之间这种关系，包括跟黑石，我相信会有一系列

的事情发生。所以接下来，海航的事情会非常的热闹，刘呈杰的事情会浮出水面，贯军的爹娘哈，爹就别说了，王岐山，贯

军的娘，贯军的家族也会浮出水面。 

 

2019年 1月 16日 

【白杨整理】 

王健被谋杀之密有了重大进展。吴征还有博讯,马蕊强奸案有了重大的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吴征被 CCP控制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NFGurZeZZ2Y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f5a8f73-b917-4ef9-b8ba-c1ea998261a6 

1.王健之死有了重大突破【王健】 

      我相信這是上天，王健先生的靈魂，再一次地幫助我們，幫助我們尋找到他的真正的死因。這個真相，這是上天的幫

助，繼我們上次的幾個出面作證的人之後，現在這是重大突破雖然還有幾個人可能也隨時會有重大的改變，這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 

 

2.有了可证明吴征是受 ccp控制的重要证据【吴征】【韦石】【马蕊】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突破就是吳徵案，和博訊韋石案，包括蕊馬強姦案，我們獲得了重大性的突破，現在什麼突破還不

能說。接下來我會公佈。就是我們有了有效更扎實的證據證明這是 CCP控制的，吳徵造假，然後他們就欺騙美國法官法院。

這些都是好消息。所以向戰友們報告。相當地興奮。 

 

3.文贵大赞：日本出了一个伟大的首相【安倍】 

      大家好好看看，日本這些年來，出了一個最棒的日本的首相，就是安倍。安倍充分地利用了現在國際上風雲變化的政

治形勢，他剛剛簽了日歐貿易協定，還有一個太平洋貿易協定，這絕對，大家沒有注意到，這可了不得的，這個是對日本的

經濟，亞洲的經濟，對反共有重大的幫助。  

4.让战友们做好准备迎接蓝金黄的挑战【蓝金黄】 

      所以說接下來的 2019年會有新的面孔出現，會有更多的能人，所謂的能人，有本事的人會出面。咱們做好迎接這些

欺民賊和藍金黃力量的挑戰吧。 

 

2019 年 1 月 17 号（1） 

玄达整理 

文貴向你們報告出席華盛頓一系列的活動和幾個重大的採訪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dodjLKdrL9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ffd2bd9-06ea-47b0-b399-001c1a9da652 

 

1．郭宝胜耍无赖，临时拒绝郭文贵出庭作证【郭宝胜】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f5a8f73-b917-4ef9-b8ba-c1ea998261a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ffd2bd9-06ea-47b0-b399-001c1a9da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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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还要去华盛顿要去作证。郭宝胜不是说我要去作证，我都去了两三次了。他都临时拒绝，连一张纸郭宝胜律师都

没有拿出来过。前天，郭宝胜律师给我发信息，我们郭宝胜先生可以去纽约，但是他们要给我们出火车票，你说搞不搞笑。

我们律师问我你怎么看郭先生，来，我知道你郭先生你肯定说不行，我说错了，同意付，给。我们付火车票。昨天给信息了，

你还是来华盛顿吧。就是想坐火车票钱都不想花，郭宝胜。我去。我要去，我要驾着我的私人飞机安保团队，我住在我常住

的酒店，大家都知道是多少钱，一天 1万多美金。 

 

2019 年 1 月 17 号（2） 

玄达整理 

中美貿易談判崩裂意味著什麼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JH9z8gkNbC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ae4d744-3c74-42a5-beee-4f93d05bf9ef 

 

1．美方解决中美贸易战的 3个方案【中美贸易】 

据中国参与者昨天给我说，他说我们已经在美方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美方提高关税，取消香港自

由贸易区的权利，美方在南海有动作，台湾有动作，台湾有动作，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这叫什么？这叫标准方案。…… 

第二方案，就是美方把中国共产党踢出 WTO…… 

第三个方案，那就是大了，那就是大了。在中东，非洲，马六甲海峡，能源供给在线，这个做大动作。让中方能源有问

题；还有跟俄罗斯迅速和好，联俄抗共，咱别说抗中。联合抗共。然后全面地封杀。 

 

2019 年 1 月 18 号（1） 

玄达整理 

關於政事小哥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5yx1SOODGpc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ec60a4f-1617-47b1-9a28-a17f83be73d1 

 

1．政事小哥被共产党威胁而销声匿迹【政事小哥】 

说实在话，我一点都不悲痛，政事小哥能活到今天，都已经是奇迹了。政事小哥据我所知是虔诚的信徒，虔诚的信徒。

上帝呀，在考验他，上帝也在给予他。如果你这辈子作为中国人，你没被共产党骚扰过，那你就是被共产党恩泽过，被共产

党恩泽过的人不是进了秦城，基本上就是作恶多端下地狱，凡是被共产党陷害过的，有的是像我们这样，立地成佛了。有的

是当坏蛋了。 

 

2019 年 1 月 18 日 

【安然整理】 

文贵告诉大家赚几千亿美元的秘诀！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Sg5NmP0Bc&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7cd6b8f-edb7-4ce9-a1ad-cacf1c2b214c 

 

1.战友们可以提供国内大公司和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内部上市虚假材料，可以获得 15%和 30%的财富还会受到法治基金的帮

助，获得政治庇护。【法治基金】【在美上市公司】 

今天我可以确切地告诉大家，只要是，比如说马云，阿里巴巴，我今天只点这名字啊，阿里巴巴，马云。还有在美国上

市的公司，只要你掌握它的内部上市的虚假资料，虚假财务报表，和上市公司的虚假材料，这家公司所有获得的财富，你可

以得到 15到 30（%），非法获得的财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过去有这个政策，不会给你别的，他需要你全面配合。现在

我们跟相关部门谈完以后，如果你有这样的资料，除了获得的财富之外，ruleofthelaw的基金，还有一个 ruleofthelaw的

society，Society 就是 C3、C4 牌照,，可以帮助你在政治上得到庇护和申请，我们会帮助你提供最好的律师，我们可以给

你提供最好的地点，安全地点，比如说你愿意待在城市里，我们在城市里给找一个地方，愿意待着山里边，找一个北卡罗纳

州啊，黄石公园啊，给你提供，而且你的家人上学我们都会从头负责到底，会给你签署合同。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ae4d744-3c74-42a5-beee-4f93d05bf9ef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ec60a4f-1617-47b1-9a28-a17f83be7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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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国营企业在海外并购当中利用行贿和非法交易信息，海航的贿赂和洗钱信息都需要，可以签协议【国营企业】

【海外并购】【海航】 

第二个很关键，任何知道国内国营企业在海外并购当中利用行贿腐败，或者以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掩盖身份做的非法交

易，一样可以获得 15 到 30%的这样的回报。当然了，你这个获得的回报，可能是平分啊，也可以谈哪，三七开啊，二八开

啊，同样可以提前给你签署，我们给你提供这些政治法律安全上的保障，协助的这些合同。 

然后呢海航的信息资料，在海外并购的合同，海航在海外所有的转账，包括上市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非法转账，也就

是洗钱，跟海外的贿赂、行贿等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在我们范围之内。都在范围之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亲爱的战友们，

任何在海外基金金融机构工作的，很多很多人，我今天就见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告诉我说：中国的几万亿美元

的洗黑钱，几乎都有中国人参与。 

 

3.战友们大发财的机会！国内的公司和海外公司的违法行为和隐藏的财富，盗国贼的一切信息和视频都可以按价码算

钱。【盗国贼】【洗钱】 

接下来，各国包括美国，会对像 UBS，德意志银行、海航、阿里巴巴、腾讯等类似中国的大公司，在各金融机构海外机

构里面所有的资金活动包括 familytrust，还有利用海外的所谓金融机构的结构性的，藏的财富都包含在内，都包含在内啊。

所以说战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些银行工作，掌握了这些共产党的子女和他们以家族信托各种形式藏匿的财富，全都在我们基

金帮助和救助的范围之内。有些我们可以倒拿钱，不但你能拿到这个回报，我们可以倒贴钱给你，不但不跟你分成，倒贴钱。 

所以这是不是发财的机会？光在家等着钱来不了啊，这得行动啊。国内的这些 90后，80后，70后都在这些公司工作，

要学会掌握财务信息，学会在银行工作的留信息。包括有效的掌握盗国贼，用虚假护照在海外旅行、飞行记录，特别是私人

飞机，包括这些盗国贼们到国外去夜总会的视频，包括共产党官员在海外旅行的视频， 

 

2019 年 1 月 19 号 

玄达整理 

文贵报平安视频，中共以假治国、以黑治国到了终结的时候，政事小哥事件在国内影响巨大，这是一个让美国人都恐惧的标

志性事件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jDRw3YqAX_w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e8ea38-41b5-4fd4-b48f-21280788099e 

 

1．共产党害怕政事小哥，找到并威胁他，从网络上消失【政事小哥】 

昨天，有很多体制内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共产党真的完了，当共产党怕政事小哥这样人的时候。他说这孩子…叫他签完

字，马上就关、就消失，就发出来，他说共产党完了。他说小哥这么早的被他们找到，和找到以后的这种行为和这种结果，

说明共产党完了。他说就是毛泽东时代也不是这个样子。 

 

2019 年 1 月 20 号 

玄达整理 

郭文贵先生直播王岐山，孟建柱是如何執行南普陀計劃！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qWfUTqS-5f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d71bb18-12a0-49f0-b4e0-23e027d794ce 

 

1．正在确认外国战友发过来满屋美金视频的真假【盗国贼】【洗钱】 

就有一个外国战友，发来这个那美金啊，那屋子里边啊，几十平方米的现金，那个金砖啊，那个保险箱啊，拉一车。有

的藏着把钱洗到非洲去，把钱洗到非洲，从非洲买黄金。这盗国贼太疯狂了。然后那黄金一箱子一箱子，金砖一条条的，那

钻石啊，几盘子。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确认是真是假，现正在确认中。我们希望春节的时候放出来，我估计王岐山同志直接就

跳楼啦，孟建柱直接就跳楼了啊。战友们你们是没法相信的，没法相信的。那个多到了你们没法相信的程度。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e8ea38-41b5-4fd4-b48f-21280788099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e8ea38-41b5-4fd4-b48f-21280788099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d71bb18-12a0-49f0-b4e0-23e027d794ce
https://youtu.be/qWfUTqS-5fI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d71bb18-12a0-49f0-b4e0-23e027d794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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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建柱出主意，拿掉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一诫，变习为尊，王岐山力推，孙力军执行南普陀计划，江家背后操纵【孟建柱】

【王岐山】【孙立军】【南普陀】【江家】 

这个十诫大家都知道，第一诫就不能挑战神。那么现在中国把基督界的十诫第一诫给拿掉了，这一诫谁是那神啊？习近

平是神。习近平是神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西方宗教界傻了，宗教界这这傻了，这几天听说给川普总统，给白宫写信的人多了

去了，炸了锅了。说这个那你习近平是上帝，那我们都是你的臣民呗，那就开世界大战了那就，那就疯了。所以说他们昨天

紧急的问我这咋回事啊，这咋回事。我说这样啊，我呢对这个观点很简单，这个事情是肯定是有的，中国到处都是，我的观

点不一定你们爱听，你们又说我这个又要被别人利用了。我说我认为这个事情习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在基督教拿掉十诫

的一诫主意谁出的，我说我告诉你这个事是孟建柱出的。而且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王岐山是力推这件事的，为什么？我说

你们听听我两年前讲的视频叫南普陀计划。南普陀计划就是让习在这块临时坐上一届，然后就推上自己人了。没想到习上去

以后啊，他不下来了，还要一辈子当。王岐山是跟他，帮助他，说白了是监国。孟建柱就是监国。执行者就是孙立军。江家

在后面弄着，就这么简单。 

 

3．JhoLow（刘特佐）已经是西方四百多家大媒体定为 2019年主报的报道【刘特佐】【西方媒体】 

另外一个美国大媒体他们今年定为有四个大报道，四个报道两个全是关于王岐山的，这个人过去是坚决挺共，现在是坚

决反共。这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媒体只骂习？不提王岐山，不提孟建柱，唉我说你这个人

很厉害。他说从这个司法部 JhoLow 这个事情上他深深的意识到，JhoLow 这个家伙，跟孟建柱太深了，大家看到 FT 报纸了

吗？头版头条是 JhoLow站在后面是船，现在 JhoLow已经是西方四百多家大媒体定为 2019年主报的报道，大家看着好戏吧。 

 

4．美国正在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美国行动】 

所以说整个这个美国现在真是国家在变，我跟你说美国换 100 个总统都不能再转回来了，说对共产党现在大家都看到

了，所有人都清楚了。这刚刚的在华盛顿有两三个非常绝密的会议，大家都是同一个观点，就是千万记住不要反中国人，中

国人跟美国太多友好了。他说中国人跟美国人之间有太多的友好的因素和元素，和文化，美国人真的是太喜欢中国人了。说

实在话美国真的是喜欢中国人，一切的一切。你能看到的，大家不要把它都看成蓝金黄，那就极端了。在美国太多人喜欢中

国了，那个喜欢的不都是因为你共产党，他真的是因为中国人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勤劳温柔有感情。 

 

5．对于西方来说的四大事件：刘特佐事件、海航事件、王健之死、吴征事件。海航每一步动弹，西方都盯着，四大事件停

不住了【刘特佐】【海航】【王健】【吴征】【海航】 

刘特佐事件太大了，这是整个孟建柱，整个孙立军，整个上海帮，海外蓝金黄，控制情报系统几十年来，洗黑钱，赌博，

黑社会，利用泛亚，易租宝这样的金融平台把钱啪的给洗出去，控制东南亚······就是那个我说的金砖呀，你们要看

了那个视频，你们没法相信，我都不相信说实话，那太吓人了，那金砖，比咱们吃的米饭都多，那还了得了这玩意。那孟建

柱那孙立军绝对是这个级别。 

第二个事件是海航事件，这海航事件。刘特佐会把高盛搞垮这有可能，海航可能会把黑石搞垮。这是美国最牛的两个金

融机构，这简直太大了，这爆料的意义大家没明白。你去想一想。 

第三件事情就是王健之死，王建之死这事太大了，太大了，这西方人越来越，法国人现在不愿意了，法国人昨天来找我。

明天，下周三，下周四全是跟法国相关部门见面。人家是干嘛，是旅游，人家说：我不是官方我旅游来，我想跟你见面。现

在跟他见面，为什么？谁都不想担责任。这绝对是大事。 

还有第四个事件，那就是吴征。现在吴征是越来越大，现在相关政府在查他雇佣美国官员，竟然有美国前 FBI官员被他

雇佣，叫七星媒体，你说可怕不可怕。然后吴征所谓的拯救几万个犹太人的爷爷这事也成为焦点。然后吴征在西方

ElliottBroidy，NickieLumDavis(Shapiro)是咱们同胞，香港的女间谍，跟 ElliottBroidy，是 Partner，这多大呀，这

ElliottBroidy，NickieLumDavis还有吴征这一起的，在美国要把我遣返，帮刘特佐平事，搞这么大腐败。这个案子在美国

来讲那是不可思议的。 

 

6.SteveWynn要求一白宫官员遣返郭文贵，并说和习近平打了两个小时电话【习近平】【SteveWynn】【政庇】 

吹嘘吴征的厉害，有一个白宫前官员给我讲啥？那次在华盛顿，他到 SteveWynn船上去，Steve说你帮我一个忙，遣返

郭文贵的事，如何，如何，中间电话来了，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放了电话以后，Steven说习近平给我打来的，干嘛，说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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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就让我帮一个忙，就是把郭文贵遣返回去。然后说澳门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等你退了休从白宫，我会帮你这个忙，到

澳门去弄块地产去。 

战友们，我一听这咋像吴征说的话呀？我一听着就懵了，我说哥们你有点脑子吧，你觉得中国总书记习近平怎么可能打

电话给 SteveWynn两个小时，让你听着哀求他，让他去说服川普总统去，我说你太开玩笑了吧，怎么可能中国的总书记，不

管他是天才还是好人，坏人，他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打两个小时，给你 SteveWynn。而且 SteveWynn居然给这个哥们说啥，吴

征厉害到什么程度，拿起电话给彭丽媛打，拿起电话给习近平打。 

 

7.SteveWynn 给川普的“习近平亲笔信“是假的，信中要求遣返郭文贵并附胡舒立对郭文贵的报导。NickieLumDavis 是特

务【SteveWynn】【习近平】【胡舒立】【NickieLumDavis】 

你说，大家能想想习会给写一封信，还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习近平主席，然后下边是习近平的亲笔签字。我说习近

平不可能亲笔签字，他是习近平印好的，这是官印，这是他的名。咔叽盖上去。怎么可能给你，怎么可能给你 StevenWynn，

通过谁给你。这是一个国家总统的一封信给你 StevenWynn还在晚餐的时候给川普总统，然后 domyfever，这怎么有常识吗？

我说中国的一个镇长都不会说出这种话来，只有吴征能说出这话来忽悠美国人。 

他用英文巴巴一讲外国人就蒙了，我说谁能鉴定那封信是习的？他能认识中文吗？然后后面附着的所有证据就是中国

的胡舒立对郭文贵的报道，没有任何证据。报告我强奸所有人，我强奸你胡舒立了吗？所以这里面的不通，常识都没有。

nocommonsense。所以说吴征这个事有意思。那个这和 ElliotBroidy 搅和在一起，大了，这个事大了，ElliotBroidy 帮助

非洲啊！公关都是共产党蓝金黄的，美国人高度关注，南南基金蔡锷生又是王岐山的家人姚珍，何志平在美国被抓了！ 

再一个，NickieLumDavis，一个香港这个家伙在这，绝对特务！然后，在美国政坛，许愿，吴征的风格。 

 

8．博讯和吴征，还有瑞马案用同一个律师【博讯】【吴征】【马瑞】 

然后博讯和吴征，还有瑞马案用同一个律师。头两天我们律师第一次见那个代表马瑞强奸案，和吴征案，和韦石案的律

师，我们律师问他这个告郭先生强奸案的人吶！你见过吗？没见过，啥时候来啊！自己低着头觉得不好意思。这哪有一个告

郭文贵强奸的人从来没来过，结果成了我强奸吴征了？所以说我们律师就得问他啊！我们是强奸马瑞了还是强奸你吴征了？

怎么吴征，博讯强奸你韦石了？这怎么韦石你的钱，你告郭文贵还有吴征，马瑞强奸跑一起去了，还有那个董克文，董克文

去哪里啦？所以说这个太可怕了！ 

 

9．所有 JhoLow 的欺骗都是吴征和孙力军和孟建柱担保，到今天中共的习近平主席，王岐山还在保【刘特佐】【习近平】

【王岐山】 

你去想想，这个孟建柱能跑到中东去，能跑到皇室能敢说，这几年前啊！人家说这个这个谁？JhoLow怎么样？这个 JhoLow

可以相信吗？你们完全可以相信，这就像我儿子一样。说有人提醒我们注意他在美国有点麻烦，没什么麻烦，没有人敢碰他。

他的香港上海澳门我们都是国家保护，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我可以担保，中国政府可以给你担保。所有 JhoLow的欺骗都

是吴征和孙力军和孟建柱担保，到今天中共的习近平主席，王岐山还在保，全人类的笑话，一个国家保谁呢！保 JhoLow，军

委副主席都给杀了，保一个 JhoLow一个小屁孩,一个小骗子，小流氓，你看那幅德性，你看那个德性，你看 JhoLow那个样，

就是天底下最让人欠抽的样，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2019 年 1 月 21 号 

玄达整理 

共產黨號召學習王陽明的心學是對聖人的巨大侮辱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2MtRmwKRKq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5b81bbb-92d8-43d1-bda6-5c76996a7eec 

 

1．胡舒立撤诉【胡舒立】 

所以说胡舒立，你撤诉了，你撤不了诉，我告诉你，胡舒立，咱们这事还早着呢，啊，你在国内王岐山帮你，你赢了二

十万人民币，你想做梦呀，你不是说我是权力的猎手吗？我现在成了权力的猎物了。但我肯定是你这些坏人的猎手，胡舒立，

咱的事还没完呢啊。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5b81bbb-92d8-43d1-bda6-5c76996a7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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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2 号 

玄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gKkc69O3DHI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1 月 23 号 

文贵报平安直播 

【安然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YOA9eGiBY&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b7b7050-12ce-4762-81f5-a37536c05842 

 

1.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世界围猎的目标，华盛顿形成共识。【共产党】【美国行动】 

十几个小时，和很多很多人开会、谈，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世界围猎的目标。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

人完全不了解的。而且，在华盛顿形成了一个绝对性的共识，这个共产党不代表全中国人民。共产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

只有几个大坏蛋，必须清除。 

 

2.中共就是撒旦再世，中美谈判会很滑稽。【共产党】【中美贸易】 

对宗教的打压，现在在华盛顿是高度重视。对待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或者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很难理解美国人，怎

么那么认真地理解了宗教人士被打压。和现在经济上被侵略双结合以后，他们找到了答案，--撒旦再世！所以说，很多人说

郭先生，你怎么能那么准呢？说中美贸易谈判会滑稽，我在上次来，那时候还在谈论 G20的时候，我说 G20会很有意思，你

们斗不过他们。但是，是短暂的，长期你会斗过他们。G20之后，我说了会很滑稽。 

 

2019 年 1 月 24 号 

仙人掌整理 

委內瑞拉的民主反獨裁的運動對中國人民的意義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pAQ4Kmq7oF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833a4c-5b1c-4753-8899-8b72c65cfb03 

 

1.新疆被关的不止 100万人，新疆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消失。西藏消失的人没人查【新疆】【西藏】 

“我这几天每次见到每个人都给他们说，新疆关的绝不是一百万人，关的人不是说是最坏的，他们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幸

运的。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消失的新疆人。我看到了咱们有支持新疆人的非常好的战友，认真的正在想办法核对新疆过去 10

年的这个地图和卫星图，和现在的卫星图上在比较，哪些村庄没有了。我说新疆那些被关押的人还算是幸运的，那些妇幼儿

童一个庄一个庄消失了才可怕呢。西藏，我说西藏有多少人，被莫明奇妙的给消失了。在西藏的地方，消失几个人，消失几

个村庄，谁去查。共产党不查，谁查。还有在云南整个的少数民族，真正地得到了所谓的少数民族政策了吗？不是的，他们

被打压的，被剥削的。” 

 

2.委内瑞拉革命等到美国总统第一背书，很快将蔓延至中国【委内瑞拉】【中国未来】 

这个委内瑞拉这些被压迫的老百姓走向了街头，得到了美国总统第一个认可等于背书，全世界马上跟着那么多国家背

书，这对我们啓迪太深了。 

所以委内瑞拉这件事情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借鉴可以和平地不流血地合法地改变政府。这是一个国家民族走向

民主法治，和信仰自由最基本的就不是暴力性的革命，它才能延续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833a4c-5b1c-4753-8899-8b72c65cfb03


 840 

，这一幕一定会在中国发生，而且会很快。一定也会得到美国最快速的支持，全世界的支持。这是一个统一的观点，绝

不是说是哪个人的观点。 

 

3.中共倒下的核心是人民的觉醒，加上经济不行【共产党】 

我说：「什么能使中共倒下？」「中共的核心本质是人民的觉醒。」没想到这一说几十年。现在就是中国形势不一样了。

中国经济不行，加上人民觉醒，那就肯定完了。美国经济不行，这国家就完了。 

 

4.美元的世界地位让美国向世界负起责任【美国】 

美国人应该知道，你们是美元的固性国，世界的货币国。不要忘了你们这个本质，不要说美国优先了，我说要世界和平，

你先把灭共优先。才能保住美元。后来他还写了个条儿，说将在下一步的政策和演讲当中用上这几句话。美元是世界的。美

国也是世界的。世界的和平，世界的自由，也是美国应该负责任的。所以他会提出来，中共一系列的对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打

压，就是在打美国的大世界。所以世界必须出手。 

 

5.灭共方法就是莘县阳谷县搭县【灭共】 

我说这都是一帮的流氓，现在有官印了，拿着官印，穿着西装，瞪眼儿说流氓骗人的话。我说美国往回看，美国人就看

历史。所以我第一句话，我说一定要记住，这都是共产党欺骗你们的摩幻大法。认可，认可。 

第二个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就一句话，跟他莘县阳谷县搭县， 

 

6.国内的力量在等待着，中美贸易战让美国和世界看到了中共的弱点【中美贸易】【以共灭共】 

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国内有很多力量，都在等待着这一天。我能感受到美国正在醖酿着一个大的计划，就像委内瑞拉

一样，我能感受的非常确切。 

，让美国人在干大事儿之前，打草诱出了蛇。中美贸易战，真的让美国和世界看到中共的极大的弱点，这个是谁也做不

到的，只能美国政府做，其它我们可以做。 

 

7.国内的战友，灭共也可以发财，机会来了【灭共】 

你们看到的，贪官桌上的文件和贪官家里面收到的一包子、一包子的钱，和他的海外的银行账号都拍下来，到法制基金

来卖，兑现金。在共产党倒闭之前，你们要都发大财 

希望更多的战友，通过爆料革命、法治基金都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十亿富翁、千亿富翁。 

 

8.跟 Bannon研究春晚的事情【班农】【春晚】 

就是要研究春节联欢会的事儿。除了我们要讲的，讲述吴征、杨澜如何和彭丽媛女士、习近平先生是知己，交心之友。

如何习近平先生写一份文件，要把郭文贵遣返的事情，白宫发生的 

 

 

2019 年 1 月 24 号（2） 

玄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6YhMGzFlHv8 

文字链接：无 

 

文贵已经在大风大雨中飞回了纽约 

 

 

2019 年 1 月 25 号 

仙人掌整理 

習近平和王岐山會有一戰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C3NONxt21iU 



 841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a6f2149-3664-487b-af3d-92f93219462b 

 

1.通过起诉 RogerStone把他身后的 SamNunberg,吴征及《明镜》，郭宝生等伪类，证明美国法律的伟大，对中共的蓝金黄

毁灭性打击【RogerStone】【SamNunberg】【伪类】 

RogerStone 的被抓背后，和抓吴征就差半个身。跨过 Sam 那就是吴征。吴征的后面那就是谁？明镜。何频你和吴征啥

关系，你得出来说说吧。是吧？你跟他有没有合资？你有没有关系？陈军，你这个臭流氓，就不用说了，肯定有关系。你跟

他有没有合资？有没有合作？我们在加州，我们的律师庭外论证的时候，专门就问他，袁建斌你认不认识吴征？你认不认识

陈军？他显然他说了谎话。问他，你知不知道曼哈顿俱乐部？他知道，他说没关系。所以说我们的战略就是这样。包括郭宝

胜这个烂货，这个烂货 RogerStone的被抓，证明了美国的法律的伟大，RogerStone的被抓证明了现在的爆料革命进入了真

正的实质性的阶段。同时对中共在美国的蓝金黄，特别是吴征，这是一个毁灭性的。 

 

2.和 RogerStone的官司和解是一座策略，而且不置人死地。明确下个目标就是伪类【RogerStone】【伪类】 

哎呦，RogerStone感动的不行啊。所以他加上了一句话嘛：郭先生非常大方的，接受了我的道歉。原来他还有一句呢：

并且善良的让我不给他赔偿金。我说这话拿了吧，算了吧，我们不置人于死地。所以呢，吴征现在是下一个目标。吴征的那

半个身子那就是明镜的何频、袁建斌，还有你这个陈军。梁冠军呢？还有梁冠军吶！梁冠军之前还有谁啊？韦石啊，叫孟维

参。 

 

3.索罗斯支持爆料革命也捐款，但是观点不同，加上支持王岐山，我们不和他掺和【索罗斯】【爆料革命】【王岐山】 

索罗斯先生坚决支持我们爆料，但是由于他的观点……对不起！我拒绝，我不和你掺和。但是在达沃斯这事儿上，突然

间，这是 2012年到现在，唯一一个在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公开的说习近平是西方民主世界最大的敌人，而且要改变他们、

推翻他。然后，讲了最最难听的话，而且要指望我们这些私营企业家、民主民运有良知的人士来改变。就是在王岐山的达沃

斯论坛上。 

但是，大家要记住哦！没有说王岐山一句坏话。 

 

4.通俗解释王岐山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什么意思给美国人听【王岐山】 

所以，昨天在华盛顿有人问我，王岐山说的是什么意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什么意思？我说:他是「道」，他就是

治「魔」的，你美国就是「魔」，也就说你是个大坏蛋，我就是收拾坏蛋的。 

我说这是一。第二个，美国人，我偷你东西了？凭啥偷你东西呀？你家门儿没锁好嘛！你锁好了，不就不偷你了么？我

说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我告诉你美国人，就说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发展第一，什么民主、自由、公平？胡扯！我们赚钱第一，老

子赚钱第一 

 

5.习王必有一战。不反习【王岐山】【习近平】【不反习】 

我可以告诉你，「习王」必有一战！要么玉石俱毁，全完蛋，要么就一个倒下的。一定这结局，只有我郭文贵从开始爆

料就这么说。 

…巨大的跟西方世界的一个的转折点，历史性的转变。支持索罗斯的人，可不是少数。布隆博格也不会选总统了，找了

一个代理人出来了。军人，英雄，会代表他来选总统。那布隆博格、索罗斯现在都是支持王岐山的人，硬抗习近平！大家要

看到，索罗斯的讲话，布隆伯格的振臂一呼，西方媒体一句不骂王岐山，一句不提，和现在猛攻习近平。从大环境上，我们

爆料革命，那都是赢家。他们俩怎么弄，那都是我们是赢家。但是，我不能反习近平，也不想反，也不敢反 

 

 

2019 年 1 月 27 号 

仙人掌整理 

王岐山在达沃斯的讲话已经开启了世界的反习运动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efZo9c1jyH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bcddc97-2d0c-461a-ab90-51832572d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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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岐山海外运作使得每次海外会议老大一定骂习近平【王岐山】【习近平】 

这位记者也发现了，只要王岐山一开会，这个会上的老大一定骂习近平。 

 

2.委内瑞拉的事情成了美国对中共的练兵场【委内瑞拉】 

拉着我没完没了的谈，做了很多笔记。就是委内瑞拉现在这个事情，成了美国在对中共之前的练兵行动。绝对是练兵行

动。所以说这个事情可非同小可。 

 

2019 年 1 月 28 号 

玄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AS5BCrlCcWI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1 月 29 号（1） 

仙人掌整理 

郭文贵向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先生及金与正女士发出的警告视频，对北朝鲜国家安全和两位个人安全有重大爆料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KGR0R3uxmc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f1d2a23-e7b0-48d6-8fb5-694ca4a48058 

 

1.专门为北朝鲜现在领导人金正恩先生和金与正女士，向他发出的预告【朝鲜】【金正恩】 

金与正女士、金正恩先生，郭文贵作为你们家的老朋友，我非常感谢当时在平壤喝的你们的绿豆面，和你们的盛情的接

待。今年中国春节，也就是 2月 4号，中国的迎春节晚上除夕夜的 7点钟，郭文贵将在纽约直播。其中会有五到 10分钟有

关于北朝鲜国家，和你金正恩先生、金与正女士重大的信息，它涉及到了你们北朝鲜所有人民的安全和未来。 

 

2019 年 1 月 29 号（2） 

仙人掌整理 

文贵报平安直播下一个打击目标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HbaDGgSypx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8fe42bc-d8af-4d7a-b3f7-e85119729d30 

 

1.委内瑞拉的王岐山是国家银行行长，美国栽培，而且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主因也是美国【委内瑞拉】【王岐山】 

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委内瑞拉也有一个中国的王岐山，就是这个国家的银行行长，和人民银行行长。后来还搞

了什么在军方还兼着职务。他说这个人无恶不做。是谁栽培他的？美国栽培他！更夸张，这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到

今天委内瑞拉的很多事情是谁干的？他说和美国人是很大的关系的。他说，中国、俄罗斯给他大合同，大贷款，但现金真没

那么多！他说现金多是谁啊？还是美国 

 

2.《明镜》何频就刘鹤来美胡说八道【明镜】【何频】【刘鹤】 

刘鹤来了，昨天来了，咋滴呀！刘鹤咋滴呀！明镜何频瞪眼胡说八道，说什么，习近平在 G20后，刘鹤回去马上安排落

实中美的Ｇ20会议的所有承诺。因为国务院有王岐山温家宝队伍，李克强，习并不能全说了算，刘鹤大权没旁落。何 

 

3.袁健斌，陈军，何平洗钱，骗钱，起诉罗杰斯通就是要弄吴征的【伪类】【吴征】【罗杰斯通】 

还袁健斌，卖给我什么，发放信息的软件。陈军啊，你往回看看，你再往回看看，你所有跟我说的话，你不觉得你无知

吗？你就像一个蒙上眼罩的小偷在我面前来表演 

他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因为他有七个谎言的案子，你觉得他说谁还有用吗？已经没用了，抓罗杰斯通就是要弄吴征的。

就是要他那来的钱？还有那个 Sam，往那引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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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个核心问题中国不会像委内瑞拉那样拖沓【委内瑞拉】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由美国的利益在那是有石油利益，有中俄的利益集团在那块较量，还有委内瑞拉这几十年的民风文

化，形成了寡头政治，和军阀相互依赖。中国绝对没有，中国现在没军阀，都让习王给灭了，所以军阀没形成，99%的军阀

都是不高兴的！这就上天给了我们机会，他把军阀给清了，就没人相信他，不跟随他，这叫什么事件?在历史上叫政治上的

脆弱期， 

第二个，军权之外的第二权就是经济，一个国家的政权就是两只手：枪、钱，钱袋子，枪把子，所有的现在中国有钱的

人，99%的人已经被他们给灭了，99%的人已经被他们给灭了，谁还相信他们呢？不相信他们了！这叫经济真空期。,,,,,,,,,

他的政治是处于最脆弱的时候。 

那么第三个跟随就是知识界，教育分子。当一个国家，不管历史到现在包括美国的今天，西方，当知识分子骨头里边恨

你的时候，他的跟随者就是，,,,,,,,,,,这时候，这个政权就完了。 

 

5.RICO法案的核心是什么？也就是反黑法案【美国行动】 

我说班农先生你现在最重要去说服美国 RICO法案，我也叫拉比，拉比一下子啊，美国叫公关。 

RICO法案,RICO法案的核心就是什么：这些人组成的法官，还有警察，就像今天的中纪委一样，说抓就把你抓了，抓完

以后没有今天说的走法律程序，抓完以后就给你定罪了。 

这个智库啊，就相当愿意，像马云这号的都属于反黑法案啊， 

 

6.司法部的动作给中共一个彻底打击掏心拳【美国行动】 

司法部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彻彻底底的啊，对共产党一个重大打击，这叫掏心拳，Bang，一个掏心拳！他

躲……这一拳打蒙他了。他接着就会装着没事，「哎呦，我不疼！我不疼！」，刘鹤，「我不疼！哎呦，我不疼！」，但是

它是马上就吐血，接下来 Bang！又来一窝心拳，Bang！一肘！啊，咔！（左）一肘！咔！（右）一肘！耳鸣，眼瞎，接着咔

咔过去就是我们法治基金，Rico 法案，海外私生子女的钱调查，海外共产党的这些撒钱的查封啊，然后对这高管这个开始

禁游令啊，然后对香港高官、对大陆高官发出一个个的令 

 

 

2019 年 1 月 30 号 

玄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ErsC_18q05w 

文字链接：无 

 

无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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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 1 号 

竹子整理 

尊敬的战友们好。你们健身了吗！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文贵来谈谈海航王建被自己的生殖器戳死的法国解放报的报道……和

昨天刘鹤．被羞辱后的自己的感受！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DpoaPWqlXz4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2 月 2 号 

竹子整理 

尊敬的战友们好：你们健身了吗？文贵正在准备着文贵看春晚的节！正在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变化！和 3月 20号习近

平先生的访问梵蒂冈！川金会川习会！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BtYvR4MW8U8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2 月 3 号 

竹子整理 

尊敬的战友们好：文贵在 2018年的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向大家报平安直播。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NhyQ0fSdJzU 

文字链接：无 

无文字链接 

 

2019 年 2 月 4 号 

竹子整理 

除夕去共赢正道郭文贵爆料春晚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yaEBKVJUA&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11cf4f1-f9d9-4d89-b3cf-b7e7656de490 

1.CCP想尽办法遣返郭文贵先生【政庇】 

原文：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班农先生，我们现在第一个就请问班农先生。当时，他在白宫的时候，有人，特别是中

国的孟建柱先生和孙立军，还有美国的 ElliottBroidy，还有中国的吴征，很多人，包括 SteveWynn，几十个美国的企业家，

想尽一切办法说服遣返郭文贵，在这个遣返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早晨，川普总统突然来到

白宫办公室，早晨他们要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大家知道，当时班农先生是国家安全顾问。这时候，

川普总统说了，有一个家伙，强奸了所有人，强奸了所有人，这个家伙要给他送回去。 

然后，秘书就拿来一叠文件，上面据说是习近平主席写给川普总统的一封信，要求遣返郭文贵。这封信的背后，这个信

的上面有习近平先生的一个签名，背后附的证据就是《财新》杂志关于郭文贵的一些报道。文件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签字

了。这时候，班农先生说，停、停、停，先让我看看。什么事？郭文贵，谁是郭文贵？是不是那个 MilesKwok呀，给我、给

我！班农先生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以后，班农先生就觉得，似乎认识我。这时候，就打电话给一个管理亚洲事物的一位主管，

让他从白宫西翼赶快跑过来，说：这个人是谁？他说，这个人就是那个奥运村盖盘古楼的那个郭文贵，而且这个人是我们的

宝贝，国家资产，绝对不能被遣返，这人是跑过来的。 

2.吴征想尽办法认识班农先生,旨在郭先生【吴征】【班农】 

文贵：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是：当时我也知道班农先生跟中国最坏的一个坏蛋叫吴征。吴征认识班农先生，想尽办法

通过了关系跟班农先生认识。然后认识以后呢，还要买班农先生的版权，花 20万美元，然后呢还隆重的介绍他的妻子杨澜

女士，说杨澜女士是中国的,oprah奥普拉中国的奥普拉。 

还有买书的条件是要请班农先生接受他太太的采访，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很夸张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yaEBKVJUA&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11cf4f1-f9d9-4d89-b3cf-b7e7656de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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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先生:然后我跟吴征说，我跟郭文贵我是支持他的，然后他好像就失去了对我的兴趣。那么他好像不想要真的知道

我是支持反腐，而且是支持郭文贵。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郭文贵刚刚也说了，其实他是一个全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老百姓，

全球最好的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在曼哈顿，太阳是高高升起，很漂亮的中央公园，他来跟我们爆料，我们很感谢他。 

3.达赖喇嘛的绝密视频，共产党欺骗玩弄尊者（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达赖喇嘛】 

原文：非常清楚的：在最近圆满结束三中全会了，通过未来深化的一系列主题，中国的文化.....下一张，大家能看到

这几个问题，所有这个稿子在这封信的形成过程当中，我和尊者达赖喇嘛最起码见了五六次以上。我在东欧、瑞士、日本跟

他见面，为的就是探讨这封信。我是频繁地上北京传达这个信的要求，他们每次做了一些要求和修改。达赖喇嘛在第一条里

边，第一个就说到了，没有大西藏的概念。第二个中间道路，我当时就给他要求了三条，你看看，第二条生成的中间道路是

独立的第一步这没有任何证据的指控，我本人诚心诚意，一心一意的坚守中间道路的立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

中，寻求实现藏民族愿望的决心不变。现在将来都一样。你说这，这都跪下了！这共产党耍流氓，耍了几十年，那个时候是

55年了，人家说从来没有这个。 

第三个，有些人指责我们企图驱赶藏区所有汉人的目的。人家说我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我也没这个能力，也不想。但

是要保持西藏的文化，和这个环境的独立，是对世界负责。这是你共产党决定的，这难道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达

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人家很清楚。关于达赖喇嘛的转世，你要着手解决了西藏问题，那很简单嘛！我，只要是符合了转世的

条件，你就让我转世，不符合你就不让我转世，就这么简单！这就像现在班农先生如果要怀孕了，他要生孩子是吧？你觉得

我的孩子该生就让我说，不让我生就给我打掉。就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这当然了，班农先生不能怀孕，这个举例有问题啊！

所以说大家要看到的这个，整个达赖喇嘛尊者的这封信。最后说自焚，他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再说是达赖喇嘛尊者发动了自

焚。下一张，所以说，最后你看到总而言之，他要解决这个西藏半个世纪的西藏问题，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提

升中国国际形象，民族尊严，也同时是习近平先生执政的最大的智慧和魄力。然后你看下面是亲笔写名，然后呢，这个才嘉

在上面写上：以上根据达赖喇嘛尊者藏文亲笔信函，由才嘉翻译中文，并口头向尊者汇报核对而定。 

4.共产党威胁控制香港的绝密文件（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CCP对港政策】 

原文：第一个文件大家能看到，2016 年 6月份的文件，2016 年一月份。大家能看到啊，2017 年 92号文件：“中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内地赴香港澳门地区秘密”--秘密啊--大家记住，你干好事你干嘛秘密啊？安全执法人员出入

境个人信息保密工作…… 

咱看看第三份文件。大家看看第三份文件…… 

然后，更夸张的事情，在那里建立党支部--你看第四页“建立党支部”。还要打造政治可靠，有影响力的党支部队伍，

参与到香港的事情当中，包括金融、航运、石油、电信、互联网，然后包括批发、建筑、制造……增加份额，然后要找一批

为自己专业服务的人士，然后要把所有的香港的授信、基础设施全部控制。收购、兼并涉及国家安全传媒--传媒！传媒呵，

传媒就像明镜、博讯这样的，格局，media呵……包括对、卫星、海缆、基站、管线，这些关键就在大众生活用品，大量的

民生用品。然后第六页，对整个香港的企业进行一个大数据的控制：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设立研发中心。第七页， 

5.共产党威胁控制台湾的绝密文件（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CCP对台政策】 

原文：郭文贵:所以大家能看一看啊，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发的关于对台湾的分裂活动监察工作领导小组，所以说大家

可以看一看对台湾的立法，大家看到啊，要高度的监视，对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方面，对这个整个九二共识，如果否定九二

共识就等于对他们的严重挑战，第一页。 

第二页大家可以看到啊，经中共中央批准，我方将这个遗憾的欲订工作方案，预定反分裂活动，观察并紧急成立反分裂

活动监察工作领导小组(临时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什么概念了？蔡英文当上总统以后，他们很紧张，但心小蔡总

统否定九二共识这说明小蔡没有被蓝金黄，那马英九在这之前他不担心吗？他不担心，因为马英九支持九二共识，台湾的国

民党绝大多数都被蓝金黄了，都是盼台贼，都是一帮王八蛋，都是已经卖了台湾了。而且这国民党这不要脸的东西被共产党

打到台湾去，抄家灭门，挖你祖坟，还不要脸呢要把国民党，不要脸的东西。 

6.关于 ElliottBroidy、朝鲜的绝密文件以及对金正恩的警醒【ElliottBroidy】【朝鲜】【金正恩】【马来西亚】 

原文：这个文件，请大家看到的是，是当时的 ElliottBroidy发给了司法部长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发给司法部长的。

这个文件当中，非常关键的词，当时是在马来西亚，她见了马来西亚纳吉布，还有猪猡，猪猡，孟建柱的，孟建柱的儿子，

亲儿子哈。当时他们给了她多少钱呢？7600万美元，承诺是几个 billion。大家要注意，这是 5月 21号的文件。5月 20号

ElliottBroidy在深圳见了谁？孙立军！孙立军！大家要注意。还有网络主任徐建国，还有安全局副局长王鑫根，还有国际

合作处朱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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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和美国合作，立即遣返所有非法移民，美国的中国公民被接受遣返回中国，多少呢？63000人！就郭文贵值 63000

人，马上接受遣返。第二个，关键的金正恩，金与正你要看到，与美方合作，向有关朝鲜事务提供援助，如金正恩和他的许

多家庭成员，许多家庭成员啊，在澳门和中国有银行账号和资产。金正恩先生，金与正女士，你能相信这是中国的官方，孟

建柱，王岐山，和上边几个情报头子孙立军正式告诉美方的，正式告诉美方的。 

所有说金正恩先生，金与正女士，就在你喝那 120万的茅台的时候，就在你在那把酒言欢的时候，就在你相信着中国的

老大哥的时候，就在你相信共产党的时候，什么兄弟情，鲜血的友谊，他们就把你给卖了，卖你多简单？就是因为要换回我

郭文贵！金正恩先生，金与正女士，你现在又要开始去中国了，看来要。你去想想，金正恩先生，这个 email是真是假不是

我造的吧。这位是美国政府的前安全顾问坐在这呢，我对着全世界讲的。而且在 7月份交给的这些信息，在去年的 9月份又

交给了西方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没有给日本啊？有没有给英国呢？有没有给其他国家呢？我可以告诉你，金正恩，金与

正女士，一定会的。 

 

2019 年 2 月 6 号 

竹子整理 

文贵、班农、凯琳回答战友们对春晚爆料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63W9OCPL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a44cff9-32f1-4cab-add5-69179fd1c11c 

1.共产党的十大最恶（不算大事件）【共产党】 

（1）共产党不敬天：因为什么？他们把天，上天给我们的空气，山、水全部污染了，他不敬天； 

（2）共产党不敬大地：他们把养育他的大地全部变成了有毒的土壤，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所站在的土地上的一切，现

在通过化学、通过化肥、通过一切都给摧毁了； 

（3）共产党他不敬人：他不让人信奉基督，也不让人信奉默罕默德，也不让人信这个释迦摩尼，也不让人信上天任何

神，他要当神，他是对神的亵渎； 

2.希金博特姆背叛国家，为中共服务【蓝金黄】 

当然你知道是在我们美国，那刚刚我们听说过了希金博特姆,这个是司法部门的一个终级的一个的官员，他是第一次我

们是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司法部的人，竟然是成为一个叛徒，他背叛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收取了国外的汇款 7000万（美

元），而且他这个人已经不是说是我们怀疑的，是一个现实，因为他已经是承认了他自己的犯罪，他也是被会收监的。这个

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就显示了我们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你看到如果希金博特姆司法部的人，他如果是为俄罗斯

去做间谍，收取俄罗斯的汇款，然后要对付的是特朗普总统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整个的美国的媒体 NBC,CNN,ABC或者任何

一个媒体都会大肆进行报道，但是现在希金博特姆做的是为中国的政权，收了他们这个钱，为了马来西亚,他是帮助这个人

（JoLow）偷取了马来西亚银行这个政权里面的这个钱。就是偷了马来西亚老百姓的钱，马来西亚的人也不是说是非常的富

有，根本是偷了他们的钱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在美国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去管，也没有人去报导。 

 

2019 年 2 月 7 号 

竹子整理 

文贵、班农、凯琳回答战友们对春晚爆料的问题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w-04myTes&feature=youtu.be3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3f91479-f09a-4e89-b253-83255c30daa9 

1.GeorgeHigginbotham被中共收买【蓝金黄】 

班农先生：如果是真正的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帮助民运，那么这个我在重申，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是在集中的

在看一些金融的诈骗的事情，那么比如说是华为呀，这个的事情啊他们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体制，他们是用了很多的精妙的系

统，来到渗透在美国的金融界，好像是 GeorgeHigginbotham 他被收买，他是收了 7000 万的金钱被收买，他是成了一个叛

徒。但是你知道没人报道，但是你看到俄罗斯人，他们也都跟那么这些个俄罗斯他们只是付很少的钱给，比如说收买海军或

者是情报。 

但是 GeorgeHigginbotham一个忠诚的官员竟然是收了 7000万你知道这么巨大的款，竟然没有人报道，而且你看到就是

中国可以渗透啊他们的手段是非常的高端，而且是非常的精妙，所以我们必须要收集证据，我们必须要给他启发，那么要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63W9OCPLs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a44cff9-32f1-4cab-add5-69179fd1c11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w-04myTes&feature=youtu.be3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3f91479-f09a-4e89-b253-83255c30da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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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相，那么这个的真相是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帮给我们提供信息的人，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对待，让他们可

以获得庇护，那么才可以让更多的人愿意来提供信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前进，让我们可以改进。那么我们不仅仅是民事上

对这一些的人进行的控告，而且是让我们的政府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进行刑事上的控告。谢谢！ 

2.王健不是自杀，王健之死一定会水落石出【王健】 

文贵：我们当初就说他绝对不是自拍死，共产党啊，王岐山啊，胡舒立啊，海航说他自拍死，他们也承认了我们所有的

观点，什么自拍死，更不存在什么医院脚疼死，他根本没去医院，还有冲墙冲了三次自拍死，没有冲墙，因为法国解放报说，

那个墙有很多垃圾，也不能让他冲墙，过去说没有人，冲墙就一个人，后来说有一个人，六个家人，十个家人，现在变成了

三个保镖，加他 4个人，他们所有否定拍照死，都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和信息和证人都是对的，结果他把拍照死改成了自杀，

这太不要脸了。 

因为王健绝对不是自杀，王健就在我们，我们很多信息不能说，很快我们有更重要的信息，今天的信息即将发布，可能

我们和班农更多人开一个新的发布会，事关陈峰，事关王岐山，事关刘呈杰，事关董事杨光，事关法国那两个家伙，苏菲和

李奥（模糊听写）会涉及他们，包括他们华斌，全部涉及在内，而且王健的尸体一定会被取出来，王健的真相一定会被找回

来，证明他们如此的荒唐，让子弹飞一会，这帮流氓一定要被杀人越货付出代价，相信王健的在天之灵也会帮助我们的。 

3.台湾的重要性和保护台湾的必要性【台湾】 

 她对中华民族的传承和保护前所未有。就是第一条，美国和西方为了保护人类的文明和传承你得保护台湾。第二从军

事上如果共产党把台湾给占领了，几千万人民可能是流血流成河。台湾一旦被拿下来，他接下来可能是对日本，对菲律宾等

其他小国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北朝鲜，他就会助长了共产党的扩张的野心，就会形成现在的希特勒。另外一个共产党一旦对

台湾成功了，那香港就彻底完了，对新疆，对西藏对周围的柬埔寨，印度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将是巨大的威胁。 

所以绝不能让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成功的行动。这是为什么我和班农先生说咱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要游说

保护台湾。所以说刚才班农先生讲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问，战友们要问凯琳的很多问题，有战友非常感兴

趣的是说凯琳女士在中国待那么长时间，她见过中共官员吗？中共官员给她留下什么印象？比如她教过学的天津南开大学，

那里出了很多中共的官员，她怎么看待中共官员给大家介绍介绍？ 

4.CCP利用两党内斗限制川普总统【共产党】【美国】 

刚才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很多人问相同的这个问题。那么刚才通过这几个渠道，战友们对班农先生有

更多的问题的关注点，特别是，特别是现在担心美国，这个由于美国的内部的政治，由于内部政治的压力，两党相争，又被

共产党给利用了。就是又利用这个钟摆效应，一会儿民主党，一会儿共和党。 

现在班农先生在这两党之间看到了这个斗争的结果对美国是很大的威胁。我们的很多战友也担心，这个钟摆效应，过去

50年都是共产党利用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然后承诺写合同，沟通，然后不兑现。然后就欺骗美国几十年，现在美国又到了

钟摆效应的另外一边，说现在，参议院，众议员被两个党控制着。然后就把这个川普总统变成了一个跛脚总统，然后最后川

普总统没办法，为了转移视线，解决内部的政治问题，又被共产党利用。 

5.香港富豪被 CCP控制，香港政府迫害支持郭先生的战友【香港】 

郭文贵：香港现在所有的大富豪都被共产党，中国叫政协这个组织给一个政协委员，基本是明价的，香港的千亿富豪每

家一个政协委员，如果为共产党（做事）私下里加入它的党员，那就是给你个常委，如果说给共产党做过杀人、越货、偷盗

美国技术等重大贡献，可能当（给）你人大代表，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变相的蓝金黄。 

这些人在香港，干着伤天害理、出卖香港（的事），包括香港的警察，（他）现在是警察总长，故去延期了一年，为什

么延期一年呢？ 

就是因为在香港大肆抓捕支持文贵爆料的人，就是因为他正在调查和诬陷郭文贵先生的各种案件，和查封了几千亿的帮

助文贵爆料的人（的资产），香港政府已经成了盗国贼在海外的代言人，极为危险，请问班农先生，你会有什么行动，让香

港政府这些违法犯罪的警察和官员、律政司、法官、行政官员受到惩罚，请您回答具体的办法和方式、你的行动，谢谢。 

 

2019 年 2 月 16 号 

竹子整理 

文贵和班农先生关于法治基金和法治公会基金的解读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2-J0fU5z-U&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5fa56b2-439b-418a-be0f-770953ceeb36 

1.伪类们、欺民贼无耻地质疑郭先生以及团队呕心沥血而建立的法治基金【伪类】【法治基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2-J0fU5z-U&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5fa56b2-439b-418a-be0f-770953ceeb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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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贼们，你们谁搞明白什么叫公益和慈善了？我们是公益基金，不是慈善基金。公益基金就是干倒共产党的，我们承受

上天的使命，拯救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符合绝大多数的公众利益。你们这帮不要脸的，连屎都吃不着，还出来质疑我郭文贵

来了，谁能拿出一亿美元来，成立一个基金，你有资格来挑战我郭文贵，谁能拿出一亿美元搁这儿，你成立什么基金我都跟

你，你能让大连法院判你一百三十亿美元、罚你，我跟你玩！你能让共产党查封一千七百亿，你有资格跟我说话，你若是被

共产党弄了二百七十个员工，家人十八人全被进监狱，我太太、我女儿、我儿子和我，我们四个人都是多次被抓、多次被关，

你若是有这个过去的历史，我跟你。 

这些不要脸的质疑党们，我老婆孩子、我家人、我被关的时候你咋不质疑呀，我老婆、女儿来了，那个胡平老流氓，他

质疑我老婆、我女儿都是假的，是啊，他老婆跟那个大街上要饭的睡觉去了、胡平，叫人家轮奸去了，他咋不质疑了？ 

银行开户，大家知道我们有多少不眠之夜。我们从没有一天休息的，你们见过文贵休息了一天吗？有一天休息了吗？结

果好，我拿了 1亿美元，我根本，我不参与的管理对中国人的公益基金，拿去跟那些唐骗们，民主党们，还有叶宁，韦石，

西诺这些骗子们，骗了 29年的这些骗子们，站出来挑战说什么：郭文贵能捐，为啥我们不能捐？那个张健那个孙子，法国

那个小流氓，那孙子说啥为什么你们能募捐，我们不能募捐。这个不要脸的张建，你个小流氓。这个烂人我跟你说，一巴掌

我就能给你呼歪歪了，你这个臭嘴。你们那个叫骗捐，叫私捐，严格讲就是要饭的，你是拿了钱给你买饭吃。给唐柏桥的老

婆治癌症，治乳腺癌，治离婚，是挨打，给那个亚诺给他儿子上学，给熊宪民的儿子上学用。给夏业良买豪宅，然后还说 RMB

往外租房子,然后捐钱。你们那叫要饭,我们这叫公益,公益是利益绝大多数社会，你不要把你要饭的和我们给予公益的相提

并论好不好？这样的愚蠢。 

 

2019 年 2 月 17 号 

竹子整理 

文贵再谈法治基金的目的和中美之间即将发生的大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gMnSsJ_pw&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e0b5969-a950-4569-8241-c0762bd182e7 

1.郭宝胜骗捐打官司【郭宝胜】 

 想郭宝胜这个假牧师，还有那个张健也是假牧师在法国那个。据说张健在巴黎郊外租了个烂到家的房子，也是打着假

牧师的名义。你看见没有？欺民贼搞政庇，假牧师。这都是韦石、屎诺都一样的，都一样的，还有假律师，乱伦彪这都是这

种骗子。还有那个什么袁健斌也搞什么高科技，都一个德行。牧师，竟然是假牧师，他在打官司。他住着一个上百万的房子。 

亲爱的战友们，这个打官司是他个人的事儿，他跟你的喜马拉雅和跟你的民主法治没半毛钱关系。你看他写的理由是啥？

为了净化华人社会。你打官司你跟净化华人社会啥关系啊？那叫私捐，严格讲就叫要饭。那么你家有一百万你要捐钱。所以

昨天我马上给我律师打电话，郭宝胜出来捐钱了，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把这个发给他。我的律师说太好了，马上把这个发

到法官去，看郭宝胜是骗子还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打官司在美国的法律定义，你个人的官司说的很清楚，你被告的原因

是你的诽谤，现在法官在没作出决定之前，你不能定义，你定义为我打官司是为了净化华人社会，这不就是明骗吗？ 

2.共产党把钱洗成非美元货币，JhoLow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洗钱】【刘特佐】 

好，咱接着说。什么样的钱最可怕？人家发现日元、瑞士法郎、英镑、港币、包括台币，现在不买大量房产了，不跑中

央公园买了。不像海航那个，叭...几千亿，嗖嗖...出来了。你知道发现了什么？非美元，他们很聪明，盗国贼洗钱，说整

好，他们发现就仅仅一年，一万三千亿。1.3万亿，就是从美元资产变换成这些非美元项下资产。特别是英镑。战友们你们

觉得恐不及恐？好好好，该打，听说打得还不轻。他现在掉到日本黑社会，共产党的黑社会到日本的黑社会，快完蛋了。记

住 JhoLow一定来美国。他一定来美国进监狱，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一定会来美国。JhoLow是共产党走入地狱的其中一个顺

滚石。放心吧。都在运作。 

3.共产党 3F方案和美国养老保险基金【3F计划】【美国养老保险】 

原文：这个养老保险基金就是共产党的 3F方案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上网去查一查在美国上市公

司的 700 多家当中几乎 99.99%，不能说一家没有，全部来自于美国的养老保险。教育基金、退休基金，啥概论？这个人给

美国的所有的人告诉一句话：「如果共产党有一天说‘老子欠你的钱，还不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美国决大多数人失

去养老保险、退伍金。我相信现在川普总统还没有闹明白这件事，但是美国，这就是伟大的美国，就是美国这个行动小组是

不给你美国总统协调，是美国国会负责的，是美国军方领导的。 

4.养老保险基金和中国的 700家上市公司没有审计和背后的危机【美国养老保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gMnSsJ_pw&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e0b5969-a950-4569-8241-c0762bd182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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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说你看看日本中国上市公司 4家，到美国来 700家，700家资产大概 1.2万亿，不到 1.5万亿。但是通过美国的

基金和影子银行以及其它渠道拿出 1 万亿美元，这里边的很多钱全是美国的养老保险退休基金。说对美国的威胁是什么概

念？如果有一天共产党说老子倒了老子就倒了，怎么滴？这 3万亿的现在 2万多亿了啊？国债老子不要了，你的退休基金也

没了，全美国人吃人。全美国人吃人，全美国就人吃人，就美国比被扔几个核武器危害大了。 

他说这事多可怕呀，这是一个吧，如果现在他说美国现在问问自己的证监会。问问自己的金融机构，他说有三个你不可

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 

第一个：纽约的证监会竟然从来没有让中国的 700家上市公司和这几千家拿了钱中国企业。也就是说，咱们叫风投。IPO

之前的 PreIPO，叫天使基金，现在天使基金全成了魔鬼基金，全都让人给弄死了。就没有人说，你的股东是谁？实际控制人

是谁？钱去哪儿了？然后你的项目的真实性和文件和提交资料的透明性，没有。你不可思议吧。 

第二个不可思议：所有这些上市公司在美国经营那么多年，每年都有报表，竟然没有审计，不可思议吧，华尔街的贪婪。 

第三个你不可思议，就是这些所有人这个股权背后的变化，这是在美国市场上最关键的和股东的实际变化--像海航、刘

呈杰，贯君。和在美国公司合作的时间，所有签署的文件，这个审计，没有。不可思议吧。 

5.信息战，偷窃 F35技术（原文很长，截取一小部分）【蓝金黄】 

原文：那么我请问你，如果美国现在证监会，金融管理委员会，美国的银监会来让中国的 700家企业和几千家上市公司

和那些天使基金从第一天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证据和这些年钱的去向，和他提供资料的真假？大家现在想一想，闭上眼睛想两

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大家想想，两秒钟了吧？发生什么事？战友们！两秒钟想明白了吗？灾难？那就是灾难。美国人现在

谁敢说，川普总统说，哎，这不能查啊，这 700家企业资料不能查，这个 2万亿的不能查，美国的养老保险钱去哪里，不能

查。你们信不信？不会的，一百个总统都没这权利！ 

总结：信息战在美国，整个的控制超出常人的想象。一个中国的孙兵记者，一个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后来以黑客的身份

在加拿大因为波音的整个军工厂，军事项目全在加拿大。盗走了美国 F35 所有技术，中国产的叫 J20，J20。偷走了 C17 大

运输机，中国叫什么....？运输机叫什么...？什么 20 运输机？Y20 运输机。Y20，Y20。然后偷走了无人机技术，X47。就

一个孙兵，结果到美国来只判了 40个月，这美国监狱里坐着比共产党的办公室豪华多了。牛不牛？背后的故事谁知道？就

那个项目共产党内部就能弄几十亿美元。美国人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个孙兵在干着美国呀。有多少个孙兵。除了美国，偷美

国，不偷空客？不偷英国？ 

6.美国的天主教主被炒，梵蒂冈的前任教宗被辞职与同性恋。陈主教，暗示香港运动？【天主教】【梵蒂冈】【陈主教】【香

港】 

原文：三月一号到期之后会出啥事，大家查一查，昨天早晨报纸发生啥事了美国，大家没注意。美国的第一大，美国的

教主，也就是美国的教父，美国的天主教最大的头，被梵蒂冈给炒了，大家看看，被梵蒂冈给炒了。你们上网查查这个人有

多厉害，他文章，他年轻的时候，照片那个，这是天大的事，咱们中国人没概念，天大的事。这个美国的教宗被炒，梵蒂冈

要跟中国建交了，接下来，大家会看到全世界，世界革命的前夕有两件事一定会发生，宗教界有动静了，世界要发生大事。

前苏联倒台的时候，看看前苏联的宗教界和梵蒂冈出了什么事。现在宗教界有动作了，世界在变。 

我昨天问大家了，在这个梵蒂冈教宗之前，那个教宗叫啥名字，大家记着嘛？前一个教宗叫什么名字，没人说出来吧。

本笃十六世，对啦。他在世嘛？大家还记着他嘛？他还活着嘛？大家还记着他，他现在在哪呢？我告诉你，过去两千年历史，

有教廷以来，上一世的，所有的教宗必须过世后，才有下一个教宗。今天你查查，只有一个教宗还活着被辞职了，这件事有

多大？想想，这是人类上多大的事。 

战友们，唯一一个活着的教宗，他为啥活着就不当教宗呢？啥子情况呢？我告诉你们，共产党干的。等着吧，这个事大

了，我就不愿意跟你们聊太多，聊多了你们就睡不着觉了。压力太大，说实话我一有压力啥事都变形。亲爱的战友们，这是

新一批的战衣啊，真好，你们都会收到的。日本啊，日本的战衣，我们会寄到陛下和小牧先生那。台湾的第一个一万套已经

到了。现在这个不是阿根廷的，是意大利出生，阿根廷长大的。 

记住啊，你们上英文上查查，现在这个教宗年轻时有个照片，跟他一起照相的小伙子，现在老喝酒酗酒，发生什么事。

三天前有一篇文章，英文的，你们看一看。调查说，我不说哪个教啊，五个里面有四个同性恋。你们去看一看，这几天发生

的大事，五个里面有四个同性恋。接下来就是现在要发生的事，世界将有巨大的变化。想想吧，香港的大牧师是谁啊？大主

教是谁，大家知道吧。陈先生，陈主教，好人，好人。他就是因为跟曾荫权太好了，在香港太牛了，所以必须把曾荫权灭了

啊。灭曾荫权跟他也有关系啊。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接下来发生大事。我告诉你们的这还都是小事，都是小事。7月 1号前要发生比这还要大的事。我

再说一遍，法治基金，在没有行动前，一分钱都不能动。第二，亲爱的战友们捐款，一定量力而为。数量，捐款人的数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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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质量，质量就是捐款额。这两样都发生之后，最重要的法治基金的作用，他能干啥事。他要没干啥事，那就是绝对

不可以的。必须干成事。还有一个，这是我要承担的责任，钱一定要来之有因，去之有处，花之有结果。这是必须的。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得睡觉了，太晚了。太多话了，我就不说了，太多话了。跟老领导对话的事，今天来不及说了。很

多有意思的事啊，讲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关于香港的问题，真的是，我从来没看到过西方对香港和台湾高度关注。就是这

个牛人告诉我说，我告诉你郭先生，台湾，绝不会允许共产党踏进一步。香港必须要兑现一国两制。 

 

2019 年 2 月 19 号 

竹子整理 

文贵直播关键的问题就郭宝胜的护照，还有袁健斌申请的绿卡，必须得让美国政府知道真相啊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4nWc6idMQ&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db691bc-3df1-4073-a242-1085f3486ef6 

1.共产党对郭先生的经济迫害【迫害文贵】 

那飞机，飞机当然不是我的了。是我的共产党早给弄跑了。船，船从来就不是我的呀，船从来不是我的呀。对不对呀？

我对付共产党，那共产党是在我名下那不都完了吗？香港将近 700亿给我查封，不是 400亿。头两天我看曹长青老师跟人家

一个对话，说文贵在香港 80个亿，我说曹长青老师我可不是 80亿，我是 700亿被他查封。我已经愚蠢到这么一个程度了。 

国内是一千多亿，罚了一百多亿，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宣传我，罚钱的时候郭文贵有钱，罚郭文贵，因为郭文贵被罚，包

括郭宝胜这个畜生，这个烂人，你看看郭文贵被罚了 130亿了，他高兴。罚我钱他高兴，证明说我有钱。现在我在法庭上说

我没钱，哎呀，这小子是个骗子，他没钱。这玩意儿，他一点原则都没有。就这种撒谎，撒谎撒到低级到没法的程度，你没

法弄。 

2.利用僞类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虚假资料和骗钱行爲打击他们【伪类】 

 现在，战友们，打这些陈军啊、韦石啊、夏业良啊、郭宝盛啊、唐柏桥啊，还有这个熊宪民啊、乱伦彪啊，还有这个美

猴王啊，就打他两个重要点：向美国政府提供虚假资料啊；获得美国身份。这是必须的，你像郭宝胜他说那话他以为...他

在法庭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我们律师给他找证（据）的...绝对我们律师，那时我们最大的一个材料，你在法庭说的话，这

是最好了。 

一个就是他获取美国身份和来美国的所有的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资料，大家有知道的一定告诉我，包括假结婚，还有玩儿

的假结婚的，为什么你到这儿来结婚？你结婚的目的是啥？得搞明白； 

第二件事情，这些人的钱和这些人的资产，你要从大陆来的你有没有外汇申报，你有没有申报税，啊，你要是从这个美

国弄得这钱，那你是咋来的？你现在什么事都募捐、什么事都募捐，我再告诉大家他是私捐叫要饭，法治基金的每一分钱都

跟郭文贵没有任何关系，我想向大家再说一遍，法治基金任何一分钱花向跟法治基金没有关系的地方我承担百分之百责任，

所有法治基金的钱必须花给所有法治基金里边包含的内容，而且每笔钱都要有去处！我向战友这一点我要保证，那是公益、

不是要饭、不是私心！ 

3.老领导劝说郭先生放弃爆料革命【老领导】 

那么老领导跟我通话说了文贵我听你嗓子哑了，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就说刚才我们法治基金的董事和我发生了这样

的问题。有些细节我在这不能说，然后这老领导说哎呀！你这个文贵啊！就是太理想化。他说人家给你找了那么多捐款的人，

人家要求不过分吧！我说你这是纯粹共产党思维，纯碎的共产党思维。但是老领导说了文贵，你这个法治基金的事情，你做

的确实有问题，他说你文贵这个形象啊，无论国内是在老百姓党内动静太大了，现在到处在宣传，说郭文贵没钱了，在跟大

家要钱呢！这个损伤有多大啊！这是一个。 

第二文贵啊，你把你的事达到目的就完了，把你的钱弄回去就完了，你搞什么呀！你推翻啥共产党啊！历史上推翻一个

坏皇帝，来的大多数都是坏皇帝。推翻一个旧体制，来的基本上都是更坏的体制。战友们这几天我听的太多了。我告诉你们，

一位台湾的我的好哥们，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春节跟我通了电话，这回又跟我通了电话。说文贵我让家人，这个人就是当年

和我一起见美国最牛的公关公司的，当时是李登辉最相信的人，在台湾前 5 号人物之一。说文贵我让家人给你捐了一万美

元，我再给你打电话。为什么呢？他说文贵呀！到此为止，你已经获得了如何如何的声誉，你已经创造了辉煌。前无来者，

后也没有古人，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理想和使命，到此为止吧！收手吧！ 

4.CCP以全国之力要求美国遣返郭先生。孙力军、JhoLow（刘特佐）SteveWynn等人出手。CCP不惜配合美国对付金正恩，

对郭先生下杀手，习近平的亲笔信【政庇】【刘特佐】【孙立军】【SteveWynn】【金正恩】【习近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4nWc6idMQ&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db691bc-3df1-4073-a242-1085f3486e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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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进屋之前我向战友发自内心的说，我是希望跟刘延平跟他能解决一些问题的。就在他进屋前半小时，我收到了那

封信，昨天下午我收拾我办公室所有的文件一大堆的时候，又发现了那封信。我看了我再看这封信的时候感慨万千，我到现

在都不知道谁给我发来的。就是三波队伍，一波孙立军已经去了华盛顿，大家现在已经看到真相了，吴征、孙立军四个国安

委的人，游说 ElliottBroidy还有 JhoLow、刘特左要游说买通了美国司法部官员，StevenWnn全部出面把我遣返。这是 5月

20号在深圳见的 ElliottBroidy，5月 19号他们见的 StevenWnn。 

全国之力啊！6万 3千个美国华人遣返回中国，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把金正恩所有的家人在中国银行，澳门存款全

部给你，提供无条件配合。美国在中国的当时说是，实际是 200 多个人，200 多个在中国被关的送回。全力配合美国黑客，

就是把郭文贵遣返。大家看到过孙立军通话录音都有。然后另外一个郑祺，福建的这几个黑帮人物要对我下黑手干死我。然

后刘彦平带着几个人到我家来，我估计刘彦平也被下令弄药毒死我，估计他没下得了手，他没想被 FBI给抓了。 

同时还有了一个习近平给川普的亲笔信，DoMyFavor，你去想想这发生多大的事，共产党能相信吗？共产党他能放过郭

文贵吗？这些所谓老领导老朋友说的话，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想郭文贵遭受过什么样的待遇？ 

你见过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人被罚过 130 亿美元的吗？你们见过有人被罚 130 亿美元被查封 170 亿美元，300 亿美元

呐！郭文贵真没钱那！对了，不应该放他们回国，当时我傻 X到什么程度，我真的为我的善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你说

人家国土安全部 CIAFBI，就一句话郭文贵你只要现在举手，举手说他威胁我了，这四个人再也回不到中国了。你说我就没

有，我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是多愚蠢现在想想我是多愚蠢。那会是什么结果？孙立军在华盛顿只要我举手说这哥们来威

胁我了，立马抓。他一辈子都不能回去了孙立军。你说我就放过了孙立军，结果现在孙立军领导，大家看到了是灭我家门的

要。 

5.CCP派出赵丽贞【赵丽贞】 

 是吧，才能知道赵丽贞的爹是安全部的副部长，是海南的原来安全厅厅长。你想美国人会干啥？去想想，去想想。就

像那个 JhoLow，如果 JhoLow不去想办法跟 ElliottBroidy，去对我这样的遣返迫害，七千五百万的订金，几十亿美元把我

遣返，震动了美国。 

大家千万记住美国建国以来，司法部没有一个人受人家腐败的，一个没有，对美国是个震撼。大家你们会相信，就那一

个员工？一个律师被他给腐败了吗？肯定不是。司法部的地震还刚刚开始。关于 JhoLow的案子，关于的案子，还有 StevenWynn

的案子大家看着吧，好戏在后面呢。头两天吴征来美国了，吴征来美国了。还有吴征的，孙力军那个。 

所以战友们，你去想想这赵丽贞事件，这个大摩根创始人，这我说错了，说漏嘴了，哎呀，算了，这摩根，这唯一的继

承人了，摩根呀，他竟然拿一车的钱去弄人家去，啊，多可怕呀战友们。 

 

2019 年 2 月 21 号 

再谈法治基金捐款到底捐给了谁 

【安然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BGKKCCE6Q&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3fd414-1983-4981-8a0f-f2dde4ba422c 

 

1.郭宝胜案子进展，他推出剪辑视频，无耻没底线【郭宝胜】 

另外一个关于最近很多案子都有非常好的进展，非常好的进展。大家也看到了郭宝胜这个畜牲竟然把我视频主动推出，

推出以后还给我剪接，在剪接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看到所有我说对郭宝胜不利的，指证他跟共产党合作的话，包括他骗人的话，

他都给剪辑掉了。就这种小人跟共产党就像一个爹生的似的，跟所有的海外欺民贼，海外所谓民运都是一个模子一个造形。

你看那样就完全是无知，无知可耻没有底线。 

 

2.所以说为什么要打这些欺民贼【伪类】 

所以说为什么要打这些欺民贼，为什么要打这些伪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祸害我们海外华人，损害我们海外华人

形象，在西方造成恶劣影响。他们不能代表我们华人。 

 

3.法治基金捐的不是郭文贵，捐的是中国人的未来。【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捐的不是郭文贵，郭文贵永远一辈子不会接受一分捐款，不向任何人伸手。法治基金是中国人的法治基金，是

中国人的未来。所有的钱都是捐给中国人的。跟郭文贵没有关系，郭文贵不会动你们一分钱。任何个人不会动你们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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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牢记。 

这是我再次庄严重申，没有捐给我，不要上了欺民贼模糊概念。这不是私捐也不是个人捐款，我没有要大家一分钱，捐

的是中国人的未来。 

 

2019 年 2 月 22 号 

竹子整理 

文贵报平安谈摩根家族及郭宝胜案情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j4EPKehGY&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7c031c1-7261-4a54-b166-b685c0f0dda7 

1.西方一定要拯救香港。太平联盟迫害郭先生【香港】【美国行动】【迫害文贵】 

所以不改变香港不拯救香港就是西方没落的开始。西方所谓的人类文明，所谓人权正义都不会再让人相信了，西方人已

经意识到这一点。今天早晨我看纽约时报有一篇报导，报道这个 PAG，就是告我的那个太平洋，太平联盟，实际上股东是海

航的。把我也给稍上了，把我给埋汰了一顿，埋汰的一塌糊涂。但是我挺好，埋汰的挺好，因为事实证明 PAG就是共产党的，

PAG他的背后是海航。 

大家看看太平联盟用的律师事务所是谁，就是当时纽泽西的一家科技公司，被海航收购，最后他放弃了欺骗人家，利用

那个骗了一把钱，人家告他，用的同一家律师事务所。海航告我的也是这家律师事务所。跟这个吴征找钥匙的吴征和杨澜一

个路子，啥路子？吴征用的律师事务所同一个律师，就是核心人员马蕊强奸案，郭文贵强奸马蕊的，马蕊强奸案是中国政府

报的案，马蕊用的这个律师，博讯韦石这家用的律师，这都是一样的，都是共产党的吗。 

太平联盟来要查封我的公寓什么的就是耍流氓，根本就没那三千万美元，根本就没那三千万美元，我是个担保者，我是

担保人，结果不找债主，就找我来了找我担保人来了，耍流氓吗，对吧。 

2.CCP动用美国的沉默力量遣返郭先生【政庇】 

 我说你们为啥不查查董克文他为什么要开新闻发布会，要告郭文贵，连他的合伙律师都说荒唐到什么程度，有事有案

子到法院去，在这里开什么新闻发布会。当时还有梁冠军郑琪这个流氓这个黑社会，共产党在西方的沈默力量，到现场，大

声喧嚣讲话，代表根本不存在的七家公司起诉郭文贵到美国来荒唐至极，不就是缠书骚扰造谣吗？ 

我说你再看这个董克文跟 NickieLumDavid那个姊妹花，在美国的沈默的力量，全面参与 ElliottBroidy要把文贵遣返

的人，也是董克文。我们会对董克文采取行动，怎么可能不行动啊。董克文我对他采取行动，也是让中国人学会看到，当流

氓律师与独裁者勾搭陷害忠良，陷害好人的下场，这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一部分。 

 

2019 年 2 月 23 号 

竹子整理 

文贵和班农谈宗教革命爆梵蒂冈与中共的交易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F_DKBDWdw&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09f4447-ef06-4301-b328-d06205249bf1 

1.梵蒂冈背叛中国的教徒，与 CCP合作【梵蒂冈】【蓝金黄】 

就象是陈日君大主教说的，这完全背叛了全世界天主教的原则。所以这种行为也是让全世界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一些教

徒、主教们非常反对的，而且也是背叛了在中国的还活着的一些圣人们。所以我们有这个任务。现在是在梵蒂冈展开了一个

行动，我们要让梵蒂冈公开他们授权中国自我任命主教的这个协议，要他们公开这个协议，让我们在中国的地下教会的信徒

们可以了解这个协议里面的内容，以及梵蒂冈跟中国共产党所签署的协议里面的各方面的条文。 

而且我还要说其实我在罗马梵蒂冈这几天，我已经跟教会里面很多的高级领袖、一些主教、一些信徒们见过面谈过话，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对于中国那么多年，被中国共产党所迫害的各位信徒们、兄弟姐妹们，我们是没有遗忘你们的。我

们在稍后的几天当中，在我们峰会当中，对于中国迫害教会以及拆教堂修道院这些事情，是我们要谈论的议题之一。 

2.CCP对宗教人士的迫害和历史证据【宗教迫害】 

原文：文贵：班农先生我在这里有必要给您报告一下我在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和宗教人士简单的历史和共产党的关系。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在历史上的一些证据和一些思想行为的逻辑，这是事实。我现在给你简单报告一下。 

1934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方志敏绑架了美国在中国的传教的大主教，叫师达能夫妇，绑票，要钱。后来由于没给

钱，就把他给杀了，很残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j4EPKehGY&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7c031c1-7261-4a54-b166-b685c0f0dda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F_DKBDWdw&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09f4447-ef06-4301-b328-d06205249b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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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国的红军又绑架了英国的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叫薄巳（薄复礼）RudolfAlfredBosshardt先生，也是要钱，

不给钱，也杀了。 

到了中国最重要的时候，共产党在北京大学，搞了个叫「非基督运动」。「非基督运动」最重要的创始人李大钊，还有

胡适，这些人全部都是参加了的。「非基督运动」里面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在北大，在 1922年。这些对基督教的打压

是前所未有的。比中国历史的三五帝，一宗的灭佛运动还残忍。现在影响极为深刻。然后到了近几年，在香港，把香港的大

主教陈日君先生，威胁，甚至要威胁暗杀，彻底架空。然后坚定的天主教徒陈日君先生被拿掉大主教以后，找了一个退休的

叫「汤汗」，汤汗成了中国指定天主教教宗的一个最大的笑话。这是共产党对待基督教，天主教基本的历史。 

3.新疆集中营的准确数量为 200万人【新疆】 

新疆的，现在我最近了解，根本不是一百万人。在全国在几个月前，政法委啊又是政法委，政法委是最大黑社会组织。

这个政法委秘密地将新疆关押的六十万人转移到了全国各地，整个新疆大概两百万人被抓、被关、被消失。整个新疆那是一

个教的族群啊！ 

 

2019 年 2 月 24 号 

竹子整理 

文贵谈法治基金建立的真正目的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IbwiwjCJ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03b1d84-27b6-40ab-acf8-1863563c9004 

大事件： 

1.未来两到三周会有大事儿【预测】 

原文：中美贸易谈判，美国有一系列的决定和行动，华为的事情，孟晚舟的事儿，英国的整个政治的动向，包括法国啊，

包括法国，然后接下来是咱整个在南海、台湾的事儿上都会有动作，然后呢北朝鲜和美国，所以说未来的两到三周是个大事，

是个大事。所以说战友们，未来的两到三周会很热闹、很热闹啊，大家要高度关注、高度关注。 

2.暗示香港运动和法治基金的作用【香港】【法治基金】 

原文：所以说战友们你要看到的事情，法治基金我给这西方领导人西方人讲过，我说法治基金它是个公益基金。法治基

金它是让未来能解救中国人，能让中国人进行和平革命、和平变革的一个合法的机构。我今天跟你们说句到位的话，战友们，

香港占中的时候，缺了两样东西，一缺钱，二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领导。香港占中再往下两周，北京百分之百封港，军队派

来封港，已经在深圳都准备好了。 

当时如果是共产党敢封港，香港人就得救了。为什么？全世界会对付老中，拯救香港。香港绝不至于到今天，被共产党

给揉炼到如此程度，参差到如此程度。现在搞了一个叫大湾区。啥叫大湾区？大家看看我 2017年的视频。香港就是把你大

陆话，所为的这个珠港大桥，所有的珠港澳，澳门算啥，几十万人，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把你通过你澳门的币，叫一国三

币，一国三币。 

同时也是三种货币，同时也是三个枪毙。对不对呀？就把你弄在一起，通过你洗钱，往外海外兑出去，通过那里掠夺所

有的精英和财富。给你一个门口的希望，就像跟那狗是一样，仍个骨头，扔到自己家门外面去，当然狗到外面，你叼完还没

出这个园儿，你还得回来。这园子还是这主人的。现在就是很多人把钱、把财产、把家人挪到香港去了，你就觉得你能安全

了？ 

那香港都被拿回来了，你还安全什么呀？对不对？所以说共产党这个路子，你能去想，天天在中南坑人就想怎么收拾你

们，怎么剪羊毛。所以说你看到法治基金当时如果存在的话，香港占中的时候，大家想想，法治基金如何有一千亿美元，我

们要是能拿到一千亿美元，控制一千亿美元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占中的时候给他二十亿美元、五十亿美元，我告诉你共产党

在香港就死了。 

 

2019 年 2 月 26 号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rG5qUGqqY&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15df572-29ea-4e37-acb3-f47d63bf3ca6 

 

1.金正恩横跨中国在越南会见川普总统【川普总统】【金正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IbwiwjCJ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03b1d84-27b6-40ab-acf8-1863563c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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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正恩同志，⾦與正同志，出現在了了越南的⽕火⻋車站，鋪上⼩橋，握⼿，握⼿，⻛風塵僕僕，整個中國從北北到

南，橫跨中國，中國躺在那，⼈家從身上跨過去了。” 

 

2.金正恩拿什么和西方抗衡。【金正恩】 

“不管是⾦正恩的⽕車，還是說川普總統的⻜機，都是誰發明的，全是⻄方發明的，總統的防彈車，金正恩大侄子的防

彈車誰發明的，⻄方人發明的，⼿里拿著的手機誰發明的？⻄方⼈發明的，身上的布料誰發明的？那布料本來是中國⼈最悠

久，現在也成⻄方最好，…… 

所以說你從⾥到外，包括內褲，我相信，⼤侄⼦子⾦正恩，⼤侄女⾦與正穿的內褲襪⼦，也是歐洲產的，肯定不是東莞

產的，大家相信不相信，你說現在和⻄方對抗，你拿啥對抗啊?” 

 

3.最恨的就是骗捐【汪珉】【青年姐姐】 

“什麼樣的事情你有權利說話，任何⼀個觀點，你對此付出過時間，付出過⾃自由，付出過錢，你流過⾎為這個事情，

你有資格說話。就像⼀個在社交媒體中有個叫⻘年姐姐⼀一樣，是六四的參與者，沒有母親抱著腿不讓她衝進去，她也就沒

了，咱們就沒有青年姐姐了，…… 

聽說是六十四⽶，我絕不不相信六十四⽶。聽說花了 50萬，我也不相信花了 50萬，誰有本事你拿出來我看看。什麼人

有資格談論六四，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人有資格談論六四，我過去就說，沒有⼈有資格談論六四，只要你還活著的，你就

沒資格談論六四。” 

 

4.伪类骗捐在沙漠竖 6.4碑【伪类】【64】 

“我們現在中國的法制的問題到了什麼程度，大家看到了在法治基金下面留言，僅僅前天到昨天，六位數的捐款數， 

凡是在網上，手舉著什麼良知，理想，情懷來的，全都是騙子，沒有一個人天天喊著良知情懷的。凡是坐那，講著情懷

啊，理想啊，這全的騙子。你就不用想。 

 

5.中美贸易、美朝关系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中美贸易】【美朝关系】 

“中美貿易就是美國人跟你打太極拳。說實在話，我聽過 N個人跟我說過，你共產黨都騙了我們幾十年了，我們就不能

騙你一回嗎？我不能騙你一回嗎，當然能啦。不要看眼前，戰友們。美國人現在不糊塗了…… 

北朝鮮想玩這個三角關係，你見過世界上三角關係能玩好的嗎？過去的聯縱，縱橫，秦朝張儀，最後玩成啥了啊？凡是

玩三角關係，都很難玩好。這是一個。” 

 

6.北京开会【共产党】 

“北京在開會，開什麼會呢，就是關於美國協議一簽，有些事情他也是硬著頭皮答應的，他畢竟也得兌現一點。例如網

絡，美國就要求網絡開放，最後的方式是，分段開放。美國就提出來，你分段哪部分開放。這個開放是有意思的，是很有意

思的。我告訴你戰友們，中國共產黨的網絡只要開放，6個月基本他就 over了， 

我們的喜馬拉雅，我們追求的法治自由中國，決不能靠美國，也不能靠任何人，必須靠我們自己。這是為什麼我們要成

立法治基金。” 

 

7.法制基金【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最核心的意義，她將成為一個世界上認為，我們到了一定程度了，認為這是可以信賴的，具有一定實力的，

能代表中國人的心聲的，她不能屬於任何人。必須等她到一定規模，到那個時候，她必須是屬於中國人民的， 

……法治基金就是第四权，就是新中国的未来，就是新中国的雏形，毋庸置疑！ 

……法治基金将成为东西方力量连接的桥梁，凝聚中国精英的大舞台！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唯一的工具。” 

2019 年 2 月 27 号 

【文蕾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1NbZHslpE&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567ab75-7dae-4ce8-a336-cba994382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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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万见王林（骗子一个）【王林】 

“我那時候傻乎乎的，見神就拜，見大仙就去。那時候跟那個林強局長，就被那個弄蛇的王林，給弄了 700萬，當天就

匯了 700萬。我們林強局長說，給 700萬，給他 700萬！我說給吧，馬上打電話，從機場，給他 700萬，這哥們王林，拿著

700萬沒變蛇，變了悍馬，拿錢買悍馬去了。 

……王林最後掛了吧，王林也應該，說實在話，他在哪國也得掛，太能忽悠了，成天說要拯救世界。跟那個健力寶的張

海是一個德行的，” 

 

2.算命先生高人【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一說「但是」，就把你但是沒了。然後十八大前，我還專門問他，我說十八大會什麼情況，他說，「喲！妖

孽四出，錦濤完蛋」。特別有意思，他說「他身邊人，都是大凶，你必須遠離」，誒？我說這個人說的挺對，十八大發現了，

你看看，這傢伙，確實妖孽四出啊。據說，周永康見過他，他給周永康就說了三字，就說了仨字，一個是「完」完蛋的「完」

一個是欺騙的「欺」，一個是「殺」。「完」「欺」「殺」，結束啦！他弄不明白，這人啥也不說，就說了三個字。 

 

昨天跟老人家聯繫了。 

 

我說最近江湖之上，江湖之上，各種聲音都來了，現在的國際形勢，他每次都說，你想說啥，你先說，說夠，我就給你

回答，基本不超過十個字。所以我就跟他噠噠噠噠說了半天，我說你看這個，委內瑞拉，這肯定是慢慢要虐死他，只要是跟

中國好的國家，只要是快完蛋之前，中國一定乾兩件事，中國外交部，中國政府出來抗議。說你們美國呀，你們西方國家不

要干涉別國內政，只要中國一說這個話的時候，這國家嗝屁了。” 

 

3.股票大涨，股东出逃【股票】【私人企业家】 

“中國這個經濟，這兩天股市剛剛要催回來，這還沒簽協議呢，股票大漲，結果全部是大股東出逃，嘩嘩全跑。我說，

企業家都外逃，” 

 

4.以共灭共，民心向郭，习亡岐山【金泉广场】 

“推翻共產黨還是靠 9000萬黨員和國內的同胞，別指望任何國家，也甭指望任何外人，是不可能滴。所以說，在這種

情況下，我說老人家，我就想問兩件事，您認為我接下來，我的戰略，我從來不跟他說。我說您覺得習王是什麼情況？還有

一個，共產黨能不能過了 2020？老人家給了我個答案，我很震驚，很震驚，很震驚，” 

 

5.民心所向，民心向郭【算命先生】 

“民心所向，民心向你。他說：民心向你。民心向你，不是向我，是咱們戰友們的爆料革命。然後他說，你打開當年我

給你的 3個紙盒，打開三個紙盒。他當年給了我 3個紙盒，他說需要救命的時候你打開一個看一看。我是趕快翻騰了半天，

我是真覺得他老人家不對勁啊，我就把其中一個紙盒打開了。 

……打開以後我傻眼了，這是十八前，在我和我家人開會，說我們家要面對這一個最大的，整個中國要變天的時刻，在

此之前，人家給我寫的。戰友們你們想想寫了什麼？你們想想是什麼呢，戰友們？上面寫的一個是「習」，「亡」是亡掉，

死亡的「亡」，「岐」是岐山那個「岐」，然後是「山」，「山」後面一個 X。大家去卜卜這個卦，” 

……當時金泉廣場朝東的時候，是鳳凰。本來這個樓是朝南的，我曾經問過他，他看了看，他就頭一扭，朝這邊吧。所

以說是鳳凰的頭是朝東的，我龍頭是朝中南海的。所以說一鳳，一龍一鳳，龍鳳呈祥。 

……戰友們，看來我們真是上天賦予了我們使命啊。想不乾好，都不中啊！千萬千萬吧，千萬千萬。” 

 

6.让西方改变对中国人的觀感【伪类】 

“我一定要通過這些每一個人的案子，讓所有的美國人和西方人看到，中國人長得不都是那樣。中國人生活在西方也不

是像他們那樣靠騙的，我們一定讓西方改變對中國人的觀感。而且我們要讓美國人知道和西方人知道，這些人是對西方有危

害的。……在西方說很多人通過我看到了中國人真正的美好的一面，他們瞭解了有一幫中國人在美國騙吃騙喝騙政庇……” 

 

7.CCP将玩火自焚【CCP】【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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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似乎真是感覺到 CCP這座大樓真是要垮了。所以說親愛的戰友們，我們要自信，不是共產黨說的那個，要自信，

外交部天天喊，美國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美國人不要玩火，結果玩玩火，人家玩火把他錢給玩來了。把咱老百姓玩到美

國來了，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結果每次砸的腳都是咱疼，老百姓出錢。現在不但人家搬石頭砸腳，連北朝鮮，第三方

觀熱鬧的錢，咱也得買單。人家砸腳吧，旁邊看熱鬧的北朝鮮，咱也得買單。” 

 

8.台湾、香港引起世界关注【台湾】【香港】【新疆】 

“整個國際大趨勢！現在你看看台灣、香港的問題已經引起世界的高度的關注，我這幾天天天聽到從香港回來對香港的

事根本沒有辦法接受。然後對新疆的問題，大家簡直無法接受，怎麼會這樣？現在你看到整個西方媒體大轉變。” 

 

9.法治基金战友捐款踊跃【法治基金】 

“昨天咱們一個戰友捐了 10萬，另外一個女戰友是我們群裡面的，捐了 60萬，要求我絕對不能說，你捐，我還要捐，

而且昨天是最起碼有幾十個戰友，一捐都是兩年的，就是把自己的收入的 10%，甚至有一個戰友是每一個月捐 2萬，一樣是

24個月。很多這個捐錢啊，來自台灣的，一捐都是一年兩年的，來自新加坡的也都是這樣，信用卡自動化撥。” 

 

10.蓝标广告公司【蓝标】【国外媒体】 

“現在中國有一個廣告公司叫藍標。藍標公司咱下一步咱行動，你們任何有藍標公司的請發給我，還把藍標公司在

Twitter,Youtube 所有廣告信息，包括來自於藍標的廣告公司信息，包括你們的 YouTube、Facebook、twitter 被關閉的所

有資料一定留著，咱們要跟戰友，咱們要下一步要打一個大戰，絕不能拉到，現在 YouTube、twitter隨便取關，隨便拉黑，

為什麼？就是助紂為虐，大家記住，千萬不要忘了，這是一個大事，法治基金接下來一定會乾這個事，我們一直在準備著。 

……跟這個中國的藍標廣告，藍金黃！藍金黃！所有這些東西的，不正常的背後都是錢！啊！都是錢！我們必須給他整

明白了！必須拿回屬於我們的正義！” 

 

11.“给我上”“跟我上”【伪类】 

“戰友們，我將衝在前面，不能像共產黨似的，共產黨的打仗「給我上」,給我上，你先上，你先死，上越南打仗去，

你先給我上，八路軍都這樣的，你給我上！然後你死，他在後面，他死不了。所以中國都是死士兵，沒死過將軍。人家西方

打仗是什麼？「跟我上」，跟著我衝上去，跟著上，我是老大，要死先死將軍。 

……咱們的共產黨都是「給我上」,就像民運欺民賊--給我上！給我錢！掏腰包！錢給我留下，你衝上去，你回去，乾

共產黨去。 

……咱們戰友不是，郭文貴不是，我的口號是跟我上！我第一個上！所以戰友們，對付藍標，對付欺民賊，對付共產黨

就交給我，大家好好的在後頭跟著。 

 

 

 

2019 年 2 月 28 号 

竹子整理 

谈金正恩谈判的破裂和蓝标公司在美国犯罪的各种信息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dOYl7TaA0&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ed18924-6262-472b-8f39-663c034f9ac4 

1.蓝标是另一个海航，腐败、洗钱、黑掉爆料革命的各个社交平台账户【蓝标】 

原文：像现在«蓝标»这广告公司，蓝标里边的阎焱我太熟了！多次坐我私人飞机，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很多都碰到过。

太多年前了，多次上我那，太熟了！里边的几个人我太了解他们背景了！蓝标是我接下来下把它变成海航，让美国人知道，

原来我说海航的时候说我胡说八道，现在知道郭文贵的成功标志，大家震撼！我会让西方世界知道--蓝标是怎么从一个默默

无闻的企业变成世界排名第 9！是怎么在深圳上市公司...我告诉你，深圳！它的评估市场不到 20亿美元，但是它在事实将

近 40亿美元，它的营收才 1个亿多美元，而且最关键是，它的所有的董事全是委派制。 

你去想想战友们，这个蓝标就是另一个海航，几倍几倍地成长，后面没党爹党妈撑着它可能吗？他们是谁的私生子女？

又要开始新一波的找爹找妈的运动。但是好玩的是，这些人全在美国有产业，全在欧洲有产业，这位小姑娘玩得很大，那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dOYl7TaA0&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ed18924-6262-472b-8f39-663c034f9a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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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呈杰，贯军，陈锋，王健的附体。跟西方金融界的沟通，在 YouTube、Twitter、Google、Facebook各种媒体上，把我

们所以战友的观看、关注、点击数字、包括广告费偷走。而且这些人全是常委政治局家人的孩子亲戚，一玩儿就是几百亿，

跟海航之间的交易，是谁牵的头啊？大家看。 

海航曾经是它的股东，谁弄的？刘呈杰弄的，刘呈杰的爹还没公布呢！刘呈杰当时是什么情况？大家看看，从 2014、

2015...郭文贵的事开始发生以后，蓝标成为最关键的一家海外大外宣代表公司，情报公司，洗钱公司。盗国贼的私生子女

的一个贼窝！然后用他们又骗取了美国西方大量的，这个养老基金、西方保险基金的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蓝金黄，是他们

在美国操纵了美国中期选举，控制了西方的媒体！ 

 

我们的 Twitter、YouTube、各种关注量全被给黑掉！就拿它的广告费,谁给它广告费，它控制了整个中国广告，中国的

大公司广告 70%到 80%的来自于蓝标，到海外来，谁控制的？没党，没安全部可能吗？我告诉你，那里边的阎焱是中国的历

史上投资者，就是基金投资者最牛叉人之一，我跟他很熟，很熟啊!他做了 5千个交易，5千个交易！阎焱跟中国跟美国 5千

个交易。所以那天我在跟美国的某位官员，我给他说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想到，美国养老保险、军人退伍保险，被共

产党的这帮人给骗走了，你们美国就内乱了。这叫 3F方案和 BGY，blue...」，啥概念？那哥们都吓蒙了啊！ 

我说你们想过没有，这 1万多亿美元给你弄走了，阎焱是最大的黑手之一。看那个熊晓鸽给他擦鞋的，擦鞋的，熊晓鸽

是 IDG，他是一个代表，他不是什么老板。他跟王岐山好，那时候王岐山就是整一帮人，就是大家看到的去钓鱼啊、钓美女

啊、洗钱啦、有一帮在海外当着老大，穿着花衬衫，光着脚丫子，灰指甲，咔咔的！那来那个的，你知道吗。但是背后阎焱

是高手，但是跟阎焱合作有一个是笨蛋吗？能有一个是笨蛋吗？所以«蓝标»是我们下一个目标，所以战友们，Sara 那块，

战友之声，希望大家踊跃给她提供信息：关于蓝标，你们的 YouTube、Facebook、Twitter，减少关注、被黑屏、被黑掉、被

block掉，所有的信息，我求你们全留下来，全发给 Sara，Sara现在会是收集平台。 

我们这次的对蓝标的在西方的法律诉讼行动是叫集体诉讼，诉讼的费用郭文贵一个人出，跟法治基金没关系，所以诉讼

的啊...我想，我现在不确定啊！大概 50%平均分给相关的所有的被害者，我们就是现在...我们要这个美国实行 RICO法案。

RICO法案，我们要请现在最牛的美国大大...大那个，我现在不想说别的，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大那个，一起来，

我们已经谈过了。先收集信息，最后以我公布的文字为主，就是大家分成制，集体诉讼。 

我们要对蓝标在整个西方世界就是让它诉讼，大家记住，只要案子一立成，蓝标就结束。蓝标有本事来诉我，你不诉我

你就是王八蛋！啊！蓝标！蓝标，你们不来诉你就是王八蛋！蓝标，你不来诉我你就是王八蛋！有种来诉我。我们要让他们

对我们所有的，关掉我们 Twitter、YouTube、Facebook，我们要让它付出代价，我早就说过。我们一定要让子弹飞一会，让

他们做孽，美国、欧洲、西方是法治的世界。他们就这么折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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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 2 日 

西山大姐整理 

文贵和 Sara，安红女士，路德，邱先生谈话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Tb7a63mqOE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3-05T20:06:00-08:00&max-results=7 

 

1.共产党要开两会是共产党的追悼会【共产党】【两会】 

1:22-2:04共产党要开两会了，刚才我和国内一直通电话，两个多小时一直通电话，嗓子都快哑了，很多人都逃离了北

京，有的人被驱离了北京，有些党内老干部吓得躲的远远的装病，就怕来北京的某些干部去看望他们，结果被国安给盯上。

政治战队啦，什麽不讲规矩啦，摊事儿。所以北京现在严格来讲，开的就是共产党的追悼会，活人的追悼会。整个北京城，

压力巨大，真是个荒诞的笑话。 

 

2.计划全落空国内的经济一塌煳涂【CCP经济】 

2:41-3:32金正恩的火车正在北上的路上，3月 4号跨过北京，啥概念那？原来计划全乱啦。原来的计划全落空了。北

京两会本来要邀请金正恩到现场演讲的，现在取消了，啥概念，大家想想。这像一家子摊上大事了，摊上大事了。现在国内

的经济一塌煳涂，用两个「一」来形容。刚才老领导说，文贵啊在直播上就别说了。我说我得说说，我说共产党的经济就是

一路骗下去；对国内的经济，就是一路偷下去。就这两个一，偷老百姓的钱，对外骗。 

 

3.斗争的社会【中国现状】 

8:35-9:02在中国的企业家和家庭，说实在的，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俩字，在斗和争中度过，斗和争。只要是斗争的社

会，跟你刚才说的，包容，懂得，宽容，还有你说理解，支持，都没关係，因为他背后的力量，让他不可能有支持，不可能

有懂得，不可能有宽容。 

 

4.澳大利亚蓝金黄的情报【澳大利亚】【蓝金黄】 

19:06-20:20文贵:我的情报，在澳大利亚的，在过去的一年，就针对我们爆料革命，澳大利亚现在能挺郭的，敢出来爆

料的，不被蓝金黄的也就剩那么几个人了，这真实跟当地的华人影响力华人的数量，是完全的不匹配的。我问到的关键人物，

我说为什么澳大利亚在这个反共历史上最大机会的时候，一下子都沦陷了，而且澳大利亚的华人个人素质都很高，平均水平

都是很高的，他说澳大利亚过去 2年花了将近 5亿美元，就是说 5亿美元平掉了支持爆料革命的人，这让我吓了一大跳，就

是你澳大利亚你花了 5亿美元，那么这个数已经接近加拿大了，加拿大听说花了不到 8亿美元，加拿大华人吃了多少亏啊，

所以说我现在很担心。 

20:-22:04文贵：这真得小心，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因为这个事让我挺震惊的，挺震惊的。这个澳大利亚对

中国的表态，事实上说明瞭一个问题。他们意识到了共产党的蓝金黄，在澳大利亚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了，对不对？他不是

那样，他不会那麽表态。 

那麽他们被蓝金黄的厉害，那你们被蓝金黄的机会自然也很大，他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像那个袁红冰啊，潘晴啊，

还有什麽韩尚笑，我都忘了这个人了。你说这帮人估计都拿点狗粮啊，全都旁边去啃狗粮去了。所以澳大利亚呀，这个这麽

快的没落，是因为有人利用澳大利亚当时韩尚笑，什麽袁长疯啊，潘晴啊，就这邦以你们的名义骗了一大笔钱，真能花到被

蓝金黄的几个人身上去，估计也就是几十万几百万。所以这是个悲剧。就是共产党利用我们的爆料革命满足了一批盗国贼，

贪污犯。利用所谓的蓝金黄这些挺郭人士，赚了大笔的钱，这是一个荒唐的，真的是荒唐到家了。 

 

5.洪水勐兽的节目【路德】 

23:25-24:15文贵：路德先生我知道你的家庭情况，你要敢背叛你的家庭，那我首先个人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不可

以的。再一个不能被共产党进行蓝金黄。说到这我要给你们报告一个消息，3月 3号到 3月 5号的北京两会，把今天咱们这

几个人的，包括很多战友，包括卡丽熙那裡的，包括细思小哥所有的这些节目都当成了洪水勐兽。决不能进去，这什麽概念

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在这谈着情说着爱，聊着天，谈着人生，谈着世界观，人生观，信仰，宗教的时候，共产党几

乎被搞的烟飞灰灭了，烟飞灰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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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庭政治，供仰婚姻【文贵价值观】 

24:30-26:06你知道我和我太太的秘籍是什麽？当她批评我的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而且永远都不改。给她让她第 2次

批评，第 3次批评的机会。当我对她不高兴的时候，我表达出来最多的就是哈哈大笑，永远不跟她争吵。我告诉你们一个秘

诀，我夫妻 34年，难了去了，就我这号人。我告诉你最难经营的，最难经营的就是夫妻关係，一人生中最大的风险也是夫

妻关係。我身边的富豪官员我见得多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家庭最大的危机就是俩人的关係和家庭利益的关係。 

到有了孩子以后，家庭就有了家庭政治了，家庭政治就叫做家庭政治关係学。大家没有中国人学这个书的。我就很感谢

当年一位日本朋友给了我这本书，让我能维持婚姻 34年，供仰婚姻。这个书最后说夫妻等有了孩子叫做「供仰婚姻」。供仰。

你要把她高高在上，否则会把你砸死，就会失败，超过八九十的婚姻是维持的。佛罗伊德的观念很对，人类所有的关係都跟

性有关係，都跟性有关係。当你到一定年龄你就没有性了，或者说性没有那麽完整了，没有新鲜感了，这是人的本能。如何

维持家庭政治学经济学？ 

26:09-27:27女人的抱怨绝大多数来自两样，一是性不满足，钱不满足。事实上还有第三个不满足，我告诉你吧没有新

鲜感。很多女人都是抱怨男人的，事实上我告诉你，男人的反应是女人在生活中积累的结果。所以我看到家庭政治关係学以

后，我对家庭我有了新的认识，我时刻牢记家庭有政治，家庭有关係。这是个学问。 

所以我跟我太太之间到现在我没有说过我爱他。她老问我：你爱我吗？她老问，那时候 14岁一个孩子，我 15岁。一晚

上能问你 100次，抱住你脖子醒来就问。我到现在 34年我没说过一句我爱她，我总是回答她：你说呢？就这句话撑到现在

了。你说要是天天说我爱你，你说能撑到现在吗？撑不了。所以说我给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当共产党天天说爱我们的时候，那

也是假的。说人民为上，党的本质是统治，党的本质是利益，是极少数人统治了绝大多数人的结果。 

 

7.如果没有海外的这些民运，共产党会有麻烦【伪类】 

41:22-42:49昨天晚上我有三通长电话，我和一个上海的朋友通电话，我说你怎么看待最近海外的这些民运啊，海外的

这些这个民主所谓民主人士搞的事情。他说共产党挺感谢他们的，过去这二三十年，如果，这词儿记住“如果”，如果没有

他们，共产党会有麻烦。 

 

8.习近平说「如果是让川普总统赢了中期选举，我们将输掉未来一百年」，金正恩离场真相【习近平】【金正恩】 

1:01:40-1:07:20郭先生：今天呢这个川普总特现在遇到的遭遇啊跟当年啊，2017年我刚出来爆料，5月份的时候很像

啊，家人给你抓了啊，资产封了，海外的给你造谣了，郭文贵强姦了，郭三秒啦，然后开庭了，然后你后院着火了，啥都完

了，他现在就这概念。这个路德先生你看得非常准，我很佩服你，今天你这个让我更加对你刮目相看了，确实！你这个脑袋

很大，确实裡边有东西啊，不是装得就是这个……这个黄色啊，装得有料的。这个大家要看到一个，你看啊，这个特别是邱

博士、安红女士在澳大利亚，你关注到两个细节，澳大利亚的表态实际跟美国是有关係的，就澳大利亚发现一个问题，美国

可能往回要退，在这华为问题上，对待中共上可能要退，你知道它是有感觉的。 

欧洲、英国也是有感觉的，都在看美国，他们都是先看，我在你后边表态，澳大利亚一看我不能不表态了，我不能等了，

我必须得说了，因为它已经採取行动了，我再跟着你走我就死了。更重要的问题，刚才路德先生，背后的两层你还没看到，

所以你郭先生比你还高两段啊，核心是什麽？这个对川普总统整个的问题，就像你忘了一个最核心的话，在美国中期选举的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在视频说过，中央，我不说谁了啊，王岐山当时发表了一圈大论以后关于美国中期选举，中央做出决定，

中央做出决定，据说就是说，内部人告诉我说：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是让川普总统赢了中期选举，我们将输掉未来一百年」， 

「如果我们让他赢了，我们输一百年，让他输了，我们赢一百年」，你们千万别小看这话，这是绝对是真的。就像我告

诉你，王岐山穿着睡衣见美国的几个大佬，美国的国务院，最后班农先生证实，都是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吗？

包括现在代表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一个联络人啊，我不能说是谁，也是我认识的人，他的中间很多信息，昨天又飞到美国来了，

整个这个过程是什麽呢？当中期选举完以后，中共就给他埋下了一个「对抗川普」，啊，「对抗川普」，就是蓝金黄力量，蓝

金黄力量现在出了一个北朝鲜，他所有的目的就是围剿川普。把你人格给你弱化——（就像）对付郭文贵——信义一败涂地，

让你后院着火。断你的钱路财路，你没有精力，你没有信用，你没有朋友，你更没有政治圈，没有社会圈。哇塞这一套，你

看川普总统输了中期选举以后人家都给你闷着呢，建牆建牆，还没整明白呢。 

啪，北朝鲜答应我跟你谈，我都答应你，来吧，到哪儿你们不知道一个根本问题，不是你们知道的，那天离场的不是川

普总统，是金正恩离场。我告诉你今天一个绝密信息，风花雪月中郭文贵告诉你一个绝密爆料，不是川普总统走的，是金正

恩先站起来走的，不是 walkaway是川普总统，我告诉你是他要走的，这未来你就明白了，为什麽？金正恩非常清楚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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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共断掉他 93%——97%实际上——供油，北朝鲜最多叄月，最多叄月啊，他绝对不能不跟中共合作啊，他要玩儿中共，他

要骗中共，只要中共支持，他就有资格跟美国对抗，但是他听不听中共的？零！零！啊这两个话题啊，他用中共、利用中共、

恨中共，绝对不等于就听你的，他在玩儿你。这个时候金正恩盘算完了，我都答应美国的条件不可能，所以就帮着中共唱这

个戏。但是中共的狂妄在哪裡呢？他以为就像当年围剿我一样，围剿川普总统，通过蓝金黄力量、沉默力量啊，VOA 断播、

发红通、断你经济圈、人脉圈。哇塞你看川普总统从越南往回飞，就这路上还没到阿拉斯加呢，我就在我那屋坐着，开着会，

人家说：哟，一个，两个，三个……伊万卡、儿子、财务副总监，哇塞你看看，所有……十个人啊十个人呐，在这之前我就

听说了，为啥我说下一周要发生大事，人家都很明白说，中共那边说你放心，到越南去不会签成事，然后会让川普总统遭受

重大挫折，我听到这情报我才敢那麽说。然后美国会一系列的后院着火，就是这麽来的。 

所以说你看到中共的沉默力量、蓝金黄、3F美国，它以为它用这个能干掉美国，但是他绝对是疯了，为什麽？它让川普

总统会更加恼火，它让美国人更加恼火，接下来绝对是像我郭文贵一样，你没把我围剿了，反而你把我围剿成了一个真正的

建立一个第四权的法治中国的一个人物。这就是今天的结果。 

 

9.中文媒体信息连北朝鲜都不如，CCP无知唤醒美国人对共产党的恨，中国老百姓买单【朝鲜】【中国现状】 

1:08:47-1:13:02郭先生：他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啊，他现在……中共的狂妄在什麽地方？很多人都传，都是跟着人家

在说，这个真的很可悲，我再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路德先生、这个安红女士和 Sara和邱博士，要看到整个西方的中文媒

体就没有任何深度报道，都是在那瞎编胡造的，就没有人能知道一个真正的信息。这整个的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说整个华人媒

体现在你去上 Google，你用简体版搜整个这个信息和繁体版完全不同，你搜中文版和英文版完全信息不同。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华人世界，你根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我们连个北朝鲜都不如。我跟你说这是确切的参会者告诉我的是金正恩先离开的，

绝对是啊，这两边都有政治玩弄，但是本质在哪裡？没人分析出来，为什麽那麽巧，就在那一天麦克•科恩就去要去搞……

去聆讯去？第二天是密闭，你第一天你可以这个……他两天啊，麦克•科恩在国会，你第一天不对外的调查是吧，为什麽第

一天要公开调查啊？玩得就是这个游戏，就是毁你川普总统的。 

然后，啪！你回来路上，一、二、三……十个，我跟你说实话，我最大的现在就是让我感到压力的就是很多人不理解我

作为郭文贵的压力有多大，那太大了！你想想川普总统一个总统，去飞到越南去了，到那儿吧唧又回来了，然后还没到阿拉

斯加呢，这路上梆梆梆十个调查，你想想把他女儿、女婿、儿子全家给弄去调查去了。 

你们知道吗？在美国国会下边最多的是什麽？监狱。国会山下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秘密室，全是人家情报委员会啊、

军事委员会人家开会的地方，地下室，这是在二战的时候建的，再底下就是监狱，国会是有权力抓人的，我让你来你不来，

你不来立马抓你，就像美国法院，你看美国的律师我要给你发一个 Subpoena（传票）是吧，我发了，你不理我，就像我们现

在给黑石啊、给 UBS 他都给我们回复啊，德意志银行，没有敢不回复的，为啥？你不回复我就像法院申请，法院就给你发

Subpoena，你再不给，直接就抓人了，这就是法律啊，这就是法治啊。 

所以说他这十个人发出这个太恐怖了，这事儿！所以说这个事情对美国的打击，实际上美国人会逐渐明白，突然会发现

啊，我的背后有一股黑暗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然后金正恩横跨中国南北，他见没见谁，美国能不知道吗？谁上火车了你们

知道啥？那都上火车了来回，没公开见面，都上火车了。但是它没有想到，它低估了川普总统的坚强意志，他坚持过来了，

没问题，没有说在飞机上吓垮了，也没有说一下子就乱了阵脚。 

这个时候大家要看到，所有对川普总统的蓝金黄啊，对美国内政的干涉，和像蓝标这样的广告公司在媒体上操作广告，

用这个美国的社交媒体对美国总统的攻击和政治的攻击，挑拨离间啊，然后对这个金正恩的整个的赞扬，整个你看中国凤凰

卫视 24小时直播报道，全是骂川普的，全是说美国完了，美国又搬石头砸自己脚了啊，美国人又嗝屁了。所有这些东西都

会唤醒美国人对共产党的恨，啊。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共产党所有做得这些愚蠢的决定，就是中国老百姓买单，中国老百姓买

单，所有海外欺民贼在海外乾的坏事，老百姓买单，再一个毁坏的是中国人的形象。这不是那麽简单，咱们讲着讲着风花雪

月，实际上就是很严肃的话题。啊这个事儿大了去了，接下来大家你们认为美国会发生什麽，中美贸易？ 

 

10.中日两国人民关係如何搞好，很简单，反共【中日关系】 

1:19:05-1:24:02文贵：我跟日本朋友说，我说我跟妳说几个数字。2001年中国没有签 WTO的时候，整个中国是 1.4万

亿美元，日本是 4.8万亿美元。今天 2018年日本是多少呢，是 4.7万亿美元，中国说是 12万亿，实际上是 14万亿美元。

你想想这个概念有多大。这一组数字啊。第二个，2001年中国到日本的旅游人数是多少你们知道吗？大家知道吗？200万。

这第二个数字。第三个数字，2001年中国有几家企业在日本投资？今天有多少企业投资？上市公司在 2001年一家没有，到

现在是 4 家。但到日本投资多少家？8000 家。都不上市。第四个数字，大家要记住，就是日本人到中国去当年，就是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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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数，一个人可能一年去很多次，当年去的是 80万次。中国到日本去，大概也就是 40万-50万次。现在可能是几千万次

了。所以说，这个人员交流和贸易数字很可怕。 

最后一个数字我告诉大家，日圆在中国使用，和人民币在日本使用，2001年和今天差了 1000倍。中国已经完全变过来

了。所以日本再往下走，日本没有别的选择。日本就是好中国的••••••他们说，就成中国一个省了。我说你完全错了，这个词儿

你得改了。是一个省太看得起你了，你就是中国人的夜总会。我当时我说很不好听啊，到你们那去，就是 4个 T。干嘛去啊？

女人，吃，买，看，走人。你不就是夜总会吗，你有什麽呀。是吧，这是一。另外一个，日本的人口老年化，整个日本男人

全部女性化，男人都化妆，比女人还厉害。男人的化妆品销售额，过去五年高于女性。生育率越来越低，你拿什麽跟中国斗

啊。我说你日本没选择，亲近中国人，反对共产党。反共就是不要他的价值观进到你日本来，把你变成一个永远的成为他的

夜总会。亲近中国人，互相互利。忘掉历史，创建新日本。 

日本人当时跟我说，郭先生，我有一个最大的担忧，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关係如何搞好。我说很简单，反共。如何反共？

我说我告诉你，首先日本的价值观和法制，是跟中国最好的比较。我说中国人到过日本，都喜欢日本。不再相信那个手撕日

本鬼子，一拳打飞八个日本鬼子这个反日闹剧了。我说你让中国人来跟你更加友好，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经济合作。让日

本人更多去中国，中国人来日本。这是好的，民族之间加速交流，文化大融合。但是前提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人。

坚决反对 CCP。 

 

然后日本的朋友就跟我说，现在他到美国做了个调查，他说两年前，美国人认为共产党的威胁太小了。他说这回做了个

调查，发现整个美国和西方，对共产党造成的威胁，飞速上升。所以咱们战友们要了解到，就是西方对中共的威胁，已经认

识到了一定程度了。这和两年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接下来咱们大家关心的问题，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将影响世界。当然了包括

日本。我认为跟大家想像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据我内部情报所知，接下来，打完太极，就要打连环拳了。就要出招了。大家

都预测预测，美国会出什麽招啊。 

 

11.安倍晋三戏演被 CCP侮辱到家，日本人跟中国要六条【安倍】【中日关系】 

1:30:48-1:3:29 文贵先生：怎麽解读呢，刚才没讲完呢，和日本那个朋友啊，他可能是下一个影响中日关係最关键人

物之一吧。我说，2018年，日本人，呃，抓住安倍晋三被中国呀，给打压得瞧不起几年啊，那戏演到家了，就把安倍给侮辱

到家了。最后的时候，突然中美贸易大战了，发现日本重要，要拉近日本，拉近印度，拉近巴基斯坦，拉近新加坡，东盟。

这个时候就借用邓小平访日 40週年，叫安倍晋三去年十月份访问了中国，安排得那就好得不行啦，就供上起来了。 

所以这共产党的现实啊，用你的时候你就是亲爹，叫你爷爷，给你舔屁股都行，别说舔鞋了；不用你的时候，一拳就把

你打走，还得吐上吐沫。所以日本人也看明白了。日本人跟中国要啥呢？他就要六条。第一条，北朝鲜绑架问题；俄罗斯的

北方四岛问题，这是他最关心的；支持我入常，日本人说你得支持我；再一个，加大这个农业开放，你让我的东西能进你的

裡边儿来，所以最核心的，是吧；另外一个，支持我的安倍经济学，CTPPP，就叫日欧经贸协议，日加经贸协议，还有个签

澳大利亚那个，日本和澳大利亚很厉害呀，他这个很厉害呀！你要支持我！；最后，就是多点儿游客到这边儿来。就这六条，

这是他要的六条。 

共产党要的啥你知道麽？你们都不知道，这都是，我说的这都是绝对爆料啊。最后中央跟日本谈谈谈，要六条。第一条，

第一条，支持我一带一路，我就支持你的 CTPPP，哈哈，支持我一带一路。第二条，加入我亚投行，加入我亚投行，我就好

好支持你的农贸。我可以支持你北方，俄罗斯北方四岛还给你，我尽量游说，派点好作用，你把你这个，我的科技市场打开，

那就是今天的华为了，你懂我意思了麽？就是华为，科技市场。 

然后，咱们人民币和日币互相交换，自由兑换，我就支持你在整个马六甲海峡的能源。对了，日本还提出了一个东海油

田，东海油田开发。东海油田的开发，是因为日本当年，胡锦涛访日签这个合同了，但是，中国没兑现，是因为日本把钓鱼

岛给国家化。所以日本还要搞说，我支持你开发东海油田，但是南海你放掉。 

你听听啊，这几条，我问，我说这个日本朋友，我说我告诉你，中共要你这六条，哪条都要你的命。你共产党给你哪一

条，共产党连个毛都不拔。我说这就是它的奥妙，它对美国人敢这麽谈麽？说到这儿就说日本，日本就是最担心美国签这个

协议啊，跟中国。吓得都发抖啊，受不了啊！我说你别担心，就是我回答刚才说的问题，只要是中国和美国签了这个贸易协

议，就面对两个问题。没包括在内的，接不接着往下谈，一定接着谈，百分之百谈不成。那原来签这个就得乾掉，就推翻了。

美国被骗了，啊！ 

第二条，他要面临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市场准入，对等了，现在美国提倡对等。莱特希泽，我求求他老人家千万别

辞职，我分分钟最怕听到一个噩耗，莱特希泽 Lighthizer，被辞，辞职了不乾了！你知道两边弄的，蓝金黄，他不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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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很简单，就是对等，对等第一个，网络打开，啊网络打开，网络打开共产党就完了，它肯定不打开，是吧。现在耍流氓，

你们可以来，中国人不能出去，上你那儿去。对中国人不开放，对美国人开放，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嘛。 

最大的金融，中国的金融只要美国人一进去，百分之四十五的烂账你活啥活呀！对面儿开一建设银行，啊，对面儿开一

个美国花旗银行，我老百姓往哪儿存款去？你告诉我。你路德你往哪儿存款去？你往哪儿去，你一定存到美国银行，这边儿

开一澳大利亚银行，就存澳大利亚银行去，也不会存到你建行去，也不会存到你工行，这是常识。一塌煳涂就完了。第三个，

最核心的是，美国现在提出个要求，咱对等了，农业要开放吧？中国老百姓吃你这个非洲猪，还是吃你俄罗斯猪，还是吃美

国猪？那不用讲了嘛，一定吃美国猪。你还想关上门，你关得了麽？你关不了了！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你看到现在这个多伟大的事件，这两三周多大呀，咱别老关心爆料，谁家谁脱谁的裤子了，裤

腰带以下的事儿。这几天发生的事儿，足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了！川普总统说那个推是最有价值的！立马，就刚才我跟你们说

的，马上，immediately！你把你这个市场给我打开，就别废话，给我打开！现在就拿着大炮顶着你门儿了，开门！必须开

门！不开门啥代价？不是川普总统就一个人儿说了，川普总统要不报这个越南之仇，那就不叫川普了。美国人要不报这个仇，

那就不叫美国了！ 

我这两天兴奋得我呀！我时时刻刻都在屋裡边儿跳啊！我一天要抽两根雪茄，抽的太多了！两根分四次抽，我一看这出

来，哎呀，在这儿抽。我告诉你，从来没有我人生中，像现在我觉得我这麽有价值过。因为，啊，我们爆料革命真真正正地

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一个信息来源和真相。 

所以这几天来发生的大事儿，美国内部的政治变化，政局变化，金正恩扭腚离去，是给咱上天最大的礼物！你还见，还

能找着一个人去打美国人的脸，对他有帮助的麽？他打多打一拳，共产党就这个多倒下去一百次。谁都不恨，就恨他们。他

们不就社会主义嘛！不就共产主义嘛！敌人犯了错误，那就是我们的礼物嘛！ 

 

12.共产党根经在美国的国际社会的桉板上，待中共的盗国贼，一定是拿刀切【美国行动】【盗国贼】 

1:39:28-1:42:56文贵先生：我今天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看看美国怎麽对付伊拉克的，和利比亚，你委内瑞拉就不

用提了，啊，他算老几，他几个钱呐？俄罗斯的国民产值才一万多亿。这个，委内瑞拉才多少钱啊？他多大一点儿钱啊？我

告诉你，对待中共的官员的，不是说把你给驱逐出境，也不是查封你资产，绝对不是那麽简单。 

我曾经跟过一个，有某组织的人，我们在一起开会。就在深山老林里开会的时候，我听他们一个多小时的说法，这就是

现在我不能说的话，我告诉你共产党根本不知道自己，它已经在美国的国际社会的桉板上了，只是怎麽切它而已。委内瑞拉

是拿着板子打，没有切它。对待中共的盗国贼，一定是拿刀切，只是顺着切，横切，他们不知道死活，他们不知道有多可怕。

我告诉你，委内瑞拉有六四吗？委内瑞拉有文化大革命吗？委内瑞拉有 709 吗？委内瑞拉有新疆几百万人口吗？那是人类

的大宣判！啊！那不是那麽简单的。几万亿钱，跑到西方来，你想想对西方多可怕！ 

再一个你把美国养老保险基金，退休基金给弄走了几万亿美元。美国人说，算啦，就把你驱逐出境，那你也太美了啊！

你们有一天，一醒来，天变了，绝对是这样。变得完全不一样。就像，越南这事儿，在越南之前，我下午就在这个桌子上，

啊，跟美国朋友。他说，你觉得越南会什麽样？我说两个结局，一个金正恩走了，扭屁股走了；一个是那个，川普总统扭屁

股走了，这是一种结局。我说第二种结局，签了！哗哗公告了，我说签完公告的同时，我说金正恩回去参加中国两会了，大

肆演讲，我签了！我说，结局是，不到半年，全部推翻！美国炮弹过去。就这麽简单。 

有什麽想的呀！它是个基本事实！基本逻辑！你跟骗子说话，我一再说，跟共产党你别忘了，共产党就是流氓，它不是

穿着西装他就是绅士了。它本质就是流氓，他就是骗子。美国人到现在还相信，叫共产党穿上西装，它就变成绅士了。穿上

西装它也不是绅士。 

就像那欺民贼似的，你看他跑那搞个六四凋塑，你咱们说一万遍他还是乾这事儿，他拿着那死人的馒头使劲吃呢！搞旅

游呢！这就是骗子它永远是骗子！你说那个网络上现在那欺民贼，出来问话的，你他连脸都不敢露，连名都不敢露。天天一

说就是，大宇宙，改变人类，改变中国人。这就是共产党的文化造就的这些小骗子。就是中国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大

袍子，这一袍子上边儿全是蝨子。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袍子上长满了蝨子。所以说，必须需要把这袍子给它烧咯！你想，掐

蝨子是掐不死的啊。 

 

13.很多人已经把法治基金当成摧毁共产党的一个合法机构【法治基金】 

1:43:10-1:45:02文贵先生：RICO啊，RICO法桉！就是反黑法！对了，你去想想，美国大概有七八种法律，啊，是支持

对付共产党的。那麽为啥我们法治基金厉害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为什麽法治，到现在说实在的我还是后悔，我压力太大了！

因为现在法治基金给我赋予了太多的责任！第一是，那麽多人捐款，我压力太大了！第二个就是，现在国际上，很多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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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法治基金当成摧毁共产党的一个合法机构。很多人也来探讨，刚才路德先生问的问题。如何在，西方的法律框架下，

特别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还有英国，德国，都在找我啊。他们说，郭先生，怎麽在我们这个国家通过我们的法律。澳大

利亚的一个，一个部长啊，在英国跟我通电话，他说我们现在准备回去啊，马上澳大利亚有一个，重要的会。他们这个，也

开会，像咱两会似的。他说我们要提出来对共产党在西方，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渗透，经济影响，用什麽法？ 

我告诉他，对待共产党，就用你国家的，一定是打击黑社会恐怖分子的反恐法。澳大利亚的反恐法是最有效的，啊，我

说什麽法都不能用。诶，他说，你这个建议很好！我说你，现在 ccp对待你，不是国家，我说你让中国人选票，共产党带不

代表中国人民，它不能代表。它代表谁？它代表一小部分盗国集团，它是恐怖分子，它到你国家去，就是要影响你国家的。

影响国家的，它是恐怖分子，反恐法！ 

 

14.法治基金让西方通过反恐法、打黑法，华为 5G让整个国家没有秘密【法治基金】【华为】【5G】 

1:45:00-1:46:19郭文贵：对待欧洲，就叫反恐紧急法，欧联盟通过的反恐联合紧急法。美国就一定是打黑法桉，暴动

法。一念那暴动法桉，立马刘克就眼睛盯着地上不知声了。你已经影响了我们国家安全了，还在想啥呢。所以说咱们法治基

金最大的工作是什麽？就是让西方通过西方现有的反恐法，打黑法，像纽西兰的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紧急法。 

你这样想吧，华为一旦铺开了，你国家还有安全吗？什麽叫 5G啊，大家好好学学。5G就是让你整个国家处在一个完全

失控的状态，没有密码了，就华为说的算。5G 就是让你所有电脑都没密码了，所有通信它全拿走了。你只要用了 5G 通信，

所有的航空，所有的军事全被它控制了，怎麽可能啊。所以说现在看到的川普总统这个决定，绝对不是那麽简单的。所以谁

要说共产党还有十年八年，那简直是这裡进了水了，不可能。 

 

15.中国只要发动一次罢工一星期，共产党结束了【共产党】 

1:52:53-1:54:1614亿人民，140万，3月 2号，3月 3号，到 3月 5号，两会，站到天安门上，老子就不走了，我就拿

着东西在那吃，你能把我们都抓起来？一星期共产党结束，甭说 14亿人。我开着车走到那，钥匙一拔，一砸，我扔了。老

子上去把油一放出来，满地都是油，你来吧坦克车，全完。二环，整个二环有多少，大家算过没有，二环上面可以停 60万

辆车，全北京是 700万台车。不用 60万台，20万台车在二环上全停下来，钥匙一扔，把油一放，全走人，中国共产党结束。

你坦克来吧，坦克一来就着火，整个城市全炸起来，下面全是天然气管道。老子不要车了，没油了，它坏了，我没有反共，

我也没有叛国。还有，中国老百姓都到银行钱，不用都到，一个人只要取 10%，共产党结束啦。罢工，中国有罢工这词吗？

中国只要发动一次罢工，高铁、飞机，电厂停，一星期，共产党结束了。 

16.法治基金下一步行动就是请雇佣军，解救十四亿中国人民【法治基金】 

2:00:34-2:0125法治基金下一步就是，如何能把他（搞成）国际化的超级团队、符合国际政治、政治经济、政治关係学

的最高标准，建立成中国第四权利，然后把它还给中国人民。 

它有足够的钱，形成和国际上的联合，说白了，咱就请雇佣军，当年毛泽东请了日本，是吧，把国民党打成那样，我们

这回要请美国、欧洲，雇佣联盟军，请回去打谁呀？打共产党，解救十四亿中国人民，这是一个作用。第二个，有足够的关

係，足够的人才，能把全世界的人叫来，大家一起，到中国去，让中国管理得更好，让中国人有更美好的未来，这就叫法治

基金。 

 

17.金正恩是给咱们的大礼物，2019年，逢九必变【金正恩】 

2:06:56-2:08:03金正恩这个给咱大的礼物在哪裡？就是让美国人坚定：老子跟你咋玩，也是被共产党玩，坚定地让美

国人都相信，背后就是共产党。说白了，共产党这回他本来没这个能力，这回他也背了这个黑锅了。所以说，接下来你看，

2019年，逢九必变，我相信，老道长给我说的这个，民心向郭，括弧，叫郭爆料，习必灭王岐山。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一系

列反习的。我们求求了，这些反习的英雄们，赶快反习，你们使劲反，越反越好！我们郭七条不反习，不反对别人反习呀，

我们不反对，你爱谁反谁反，你有种你反！但是反习的不反王岐山，你发现了麽？好玩！我们是反共产党，所有共产党都反！

但是 99%共产党（员）都是好人，我们的原则很清楚、一点不矛盾，咱们不细说。 

 

18.爆料革命有价值和没价值一点都不重要【爆料革命】 

2:19:08-2:15:00郭先生：爆料革命的价值是发自内心的说，爆料革命不需要任何人评论，包括我们也不要评论。为什

麽呢？真正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爆料革命最终是，是否是有价值和没价值一点都不重要，他只有一个重要——结果。

衡量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只有两条，共产党有没有被灭了，中国人民有没有过上一个真正的有法治的信仰自由的这样一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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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是否在全世界上对华人形象的改变起到了最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把欺民贼还有蓝金黄这些人

灭掉。 

 

19.西方社会的白人社区分了三等华人【海外华人】 

2:20:10-2:21:06你们到西方社会的白人社区，你们去看一看去，几乎都是分了三等华人。最有教育文化博士硕士科技

人士，不跟一些中国移民出来的没文化没境界••••••不跟你玩，就不跟你玩，人只跟白人玩，不跟你玩，这是最高级别的。第二

级别那，有一些白人玩儿，大多数还是中国人，天天搞社交啊，吃吃中餐那，也不吃西餐那，住在中国区呀，也过的不错啊，

英语也过得去呀，这是第二级。第三级就是欺民贼了，没工作没职业，还有一些非法的被共产党欺压的一些人刚过来的，非

常惨的在西方，还不如在中国哪个镇裡猫着那。华人的形象在西方就实在是糟透了。 

 

20.欧洲某国通过爆料革命发现很多优秀的中国人才【爆料革命】 

2:21:07-2:21:46昨天晚上欧洲的某个小国的国家领导人，我们俩通半天电话，他的国家语言我不懂，还用他们国家的

翻译。他就说自从爆料革命开始，他们国家的来看，他真正的认识到在他们国家的中国人，很多是跟他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他说他每天就轧衣服每天干活，也从来不去城市中心，他说有来十几年都没出去，就吃中餐，也不会说当地语

言，从来不去博物馆，也不去教堂。他说现在通过爆料革命发现很多优秀的中国人才。 

 

21.我是人，我不是猪，这是我的追求，这是我的决定【文贵价值观】 

2:38:29-2:40:16我太太到今天从不看我直播，一听我直播吓得扭头就跑，从不看我视频。你可以不看，你也可以不什

麽，甚至她有时候害怕、埋怨，但她不能跟我说。我明确告诉她，你要敢跟我谈这话题，咱俩这 34年就结束了，不可以谈。

这是我的追求，这是我的决定。你可以决策。我给我儿子、给我女儿说，我说我不让你们参与，我也不会提你们，但你要敢

挑战我这件事，立马断绝父子关係，父女关係。我不会给你，因为我有我的追求，我说你们的父亲如果连你八叔死了这个事

都忘了，咱们老郭家受这个罪，和我几十年的理想，和我蹲的监狱，和你们蹲的监狱我都忘掉，我不配当一个人，更不配当

你们的父亲，就这麽简单。 

所以你可以不参与，你可以不鼓励，你也可以不帮助，但不允许有一句话，因为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信仰、我必须

乾到底，我是人我不是猪。我说你爸爸还要什麽呀？没啥想要的了，对吧？我说就是你爸爸一个飞机没有，我公司裡面，基

金裡面有三、四架飞机，随时飞。我一次可以飞七架飞机，我打个电话可以七架给我一起飞，对吧？世界最好的飞机，对不

对？第二个我说，你说要啥？我除了没有金正恩的火车，专列我是没有，我是有不了，没地方，火车得修火车道往哪跑这也，

没地方跑，只能开飞机了。啥，我说爸爸的合伙人游艇，一百米的，一百五十米的多的没有，全人类上前五十大游艇，二十

个游艇我能调动用，都在中东王子家裡面呢，我一个电话就用了是吧，都最好的。 

 

22.王健的信息连 10%都没拿出来【王健】 

2:52:17-2:53:35我再告诉大家，郭文贵掌握的王健的信息，连 10%都没拿出来，1120。跟共产党的斗争要有智慧，要

有耐心，不能博眼球。最终要服务于结果。那麽我们调查小组发现王健的这个死的背后是真正的盗国贼在西方不仅仅是一个

王健，是一个全体的作战行动。所以说为什麽王健和海南的这个事件多麽的重要，刘呈杰，贯军说不清楚，孙瑶说不清楚，

海航的股权怎麽来的，他的贷款去了哪裡，它的钱怎麽出的国，到底慈航基金怎麽回事儿，它控制的渤海控股怎麽来的，渤

海金控。。哪裡，王健到底怎麽死的。只有郭文贵说了 Jackie，那个花园的花工 Jackie，只有我们知道共产党参与了全面调

查。只有我们採访了警察，只有我们採访了所有当事人。包括我们现在闹明白了，当时离开的裴楠楠是怎麽回事儿。 

 

2019 年 3 月 3 日 

文武整理 

金正恩为什么直接回朝鲜为什么要枪毙，偷拍金正恩视频的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C2dCa-Z9Yxg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3-05T20:06:00-08:00&max-results=7 

 

1.南宁偷拍是重大政治事件【南宁偷拍】 

10：46-11：04最高领导在内部大发雷霆，说是在南宁偷拍事件是重大政治事件，说那个偷拍的人被枪毙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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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会表现欺骗美国，对外给钱合法化，通过大湾区一系列条例【共产党】【两会】【大湾区】 

11：50-12：27两会现在要通过给美国表演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所谓的对外投资、对外

援助法，啥叫对外援助法，把对外给钱要合法化，要合法化。第三，通过什麽大湾区，大湾区的一系列条例，这什麽货币使

用，什麽办法啊？乾啥呢？对外给钱合法化，正常化。 

 

3.广东澳门香港变洗钱合法平台骗外汇【洗钱】 

12：29-12：53 把广东澳门，香港变成自己骗外汇，对外洗钱的一个合法平台，把香港 700 万人把澳门 50 万人，把广

东，深圳，上千万人绑在一起，将近 2万亿的 GDP，这就是共产党洗钱那个大屎坑子，叫钱的池子。 

 

4.王岐山入院换肾换肝【王岐山】 

15：33-15：45王岐山头两天又住院了，王岐山同志住院出来以后呢，说精神显得大好，估计又换什麽肾啦，又换什麽

肝了啊？肯定是这个结局。 

 

5.党内开会有人提出要王岐山解释海航的关係【海航】【王岐山】 

16：13-16：23听说在党内开会，有人提出对王岐山，说王岐山应该对这个跟海航的关係和海航的贷款给中央解释解释。 

 

6.15万亿几乎给浙江广东盗国贼家族控制利益最多一带【盗国贼】 

16：42-17：22另外一个现在整个听说讨论经济方面，都是绝密的信息，这回在政协裡面还真有些人敢说话了，说地方

的经济差的不行，今年的 15万个亿，几乎都是到了江浙一带，广东一带也就是盗国贼家族控制利益最多的一带，而且很少

跑到黑吉辽，跑到新疆，往宁夏那边去，云南就更甭提了，轮不着你的边。而且很多政协委员说你的 15万亿，你推出来以

后，你都给了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怎麽办？ 

 

7.有良知的人追问 P2P的钱去哪了【P2P】 

17：30-17：45 而且真有有良知的人还真敢提出来 P2P，说不管你如何，P2P 是你这届政府，你提倡大家搞的。包括电

子金融，骗了老百姓那麽多钱，现在关键是有人说你的钱去哪了啊？ 

 

8.国外知道你盗国了，国内也知道你盗国【盗国贼】 

18：05-18：23另外一个说中国这个去年的 GDP到底是多少？是 12万亿，还是 11万亿，还是 8万亿，差距太大，这就

是现在什麽，不但国外知道你盗国了，国内也知道你盗国了。 

 

9.P2P卷钱跑路的老闆大多数的保护者是中南海里的人【P2P】 

19：36-19：56最后是 P2P的老闆卷钱跑了。跑哪儿去了？绝大多数的保护者全部都是中南坑里的人，他拿这个执照没

有中南坑不可能，他要能跑得了，没有公检法帮助不可能，故意不抓回去他，那是毕竟有内线 

 

10.金正恩在两会影响特别大【金正恩】【两会】 

20：17-20：26另外一个金正恩这回听说在这个两会影响特别大，影响特别大。大家都觉得值得吗？一个国家把金正恩

当成祖宗来供着 

 

11.过去两会前要抓人祭旗【两会】 

20：46-21：08过去两会前都要抓几个人，祭祭两会的旗帜，吓唬吓唬两会的人：别动啊。杀虎给鸡看，不是杀鸡给猴

看，杀虎给鸡看，杀狗给鸡看。这回没敢动就是国内形势国际形势较为複杂。 

 

12.老革命给中央写信说两会要提倡务实经济、民生经济，少搞这个大型基础建设，少搞国际投资【两会】 

21：26-21：41所以有些老革命现在给中央写信说两会要提倡务实经济、民生经济，少搞这个大型基础建设，少搞国际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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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有人怕中国经济和政治玩完，联名写信给中央【两会】 

22：08-22：55竟然有人联名给中央写了信，说中国经济如果再这样下去，未来不可能有两到三年的好愿景。中国的人

民币汇率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和影子银行，还有地方债务，将近 80 万亿，什麽 45 万亿呀，80 万亿的所有的这种影子银

行和地方负债。实际上中国的钱都是假的了，经济都是假的。再不弄就要出大事，老百姓会上街的。只要中国官员拿不到工

资，只要中国老百姓付不起银行账单，只要老百姓取不出银行钱，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一天就垮了。 

 

2019 年 3 月 4 日 

文武整理 

文贵谈 10亿欧元怎么来的 

视频连结：https://youtu.be/EKQZNY15t8o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3-05T20:06:00-08:00&max-results=7 

 

1.很多人意识到中共国驶向不归路【共产党】 

4：57-5：27 整个共产党内部，整个国内两会期间，听说，听说啊，不是爆料，我觉得是非常重大的利好消息就是说：

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国家风雨飘摇，正在驶向一条可能不归的路上。 

 

2.爆料革命要成功拯救中国【爆料革命】 

5：30-5：50我们要爆料革命成功，不是想让中国完蛋，或让中国走向灾难。恰恰相反，我们要拯救中国，避免中国走

向灾难，避免中国走向一条不归的路。 

 

3.爆料革命真正目的【爆料革命】 

6：24-6：47 我们爆料革命真正的目的，决不能让中国人，中国人的未来让几个家族说的算；绝不能让中国 14 亿人的

未来，让现在的北京用铁丝网拦起来，绑架一批所谓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是花钱买来的，绝大多数，也不是人民选的。 

 

4.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傅政华这帮人是中国官场的灾难【盗国贼】 

9：25-9：38大家（CCP）意识到了，就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这帮人，傅政华，是中国官场的灾难，是中国人的杀手. 

 

5.两会多次提到防止经济出现重大滑坡，防止上访事件【两会】 

19：52-20：16两会当中，提最多的事，防止经济出现重大滑坡，导致不可控制的后果。第二防止小规模的所谓的上访

事件，导致社会重大的不可控的治安事件。最后形成不可控的局面。 

 

6.太子党看不惯盗国贼，国内经济出问题，共产党彻底玩完【太子党】【盗国贼】【共产党】 

20：48-21：02太子党，现在是看不惯了盗国贼。现在的盗国贼（概念）已经深入民心。今年只要是国内经济，只要是

国内经济出问题，共产党彻底完了，彻底完蛋。 

 

 

2019 年 3 月 5 日 

西山大姐整理 

为什么在两会上说，金正恩拯救了中国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5yF3Osa8Yc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03/ 

 

1.有两国家调查海航，瞭解海航在欧洲的所有投资【欧洲】【海航】 

1:6-1:27 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四点多，我发了一个郭文，就说昨天晚上跟欧洲某个金融小国，还有一个还算世界上的

强国之一，欧洲的强国，我们通电话，关于海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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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54这海航接下来有大事发生啊，我现在不说，因为我答应他们是不能说的，海航有大事发生。海航基本上就快

完蛋了，这回快完蛋了。那麽这两个国家的，特别代表还有他们的团队，主要是瞭解海航，涉及到他们国家的投资，金融。 

2:38-3:05主要是他们瞭解海航，我太震惊了。他们对贯君，刘呈杰，孙瑶，姚庆，姚庆他老婆小赵，再加上这个整个

海航在欧洲的投资，包括我非常震惊的，在奥地利的事情，他们都搞的清清楚楚。 

 

2.某国金融机构负责人提问一个更加尴尬的问题【中国现状】 

6:34-7:28他们根本不关心中国人的死活，共产党有多坏，盗取了国家多少财富，他们只在乎自己能骗多少钱，他们能

骗一百块钱，老百姓丢一千一万他都愿意，他们骗一千块钱，老百姓被盗走一百万他们都愿意，我说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另外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和办公室主任，人家问了我一个让我更加尴尬的问题，中国海航，就在纽约买了，一个陈

国军，陈峰的哥哥买了上亿美元的这个公寓，都在中央公园，为什麽中国政府就不查查，这外汇怎麽出来的？ 

7:34-8:35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就在我们这儿搞那麽複杂。我说我们中国死人一点都不複杂，天塌地蹦都不複杂，

但是你问我这个问题相当複杂，为什麽呀？我说我们中国人有文化，没偷自己的钱我们不管，各扫门前雪，把雪扫人家去，

因为你有邻居啊，你一扫雪人家家去了。他们也是唉声叹气，他们说怪不得海航那麽嚣张。我说一个陈国军在中央公园买房

就这样，我说你知道吗？我刚刚在跟你电话之前，在北京开两会的某个代表，被现场所谓的会议纠察组，呵，开两会还要会

议纠察组，就中国共产党的两会还有纠察组，你说多夸张。告诉他说，记住，不能把会场的任何信息语音带出去。 

 

3.滑稽和荒诞，要靠金正恩拯救共产党【金正恩】【共产党】 

9:21-9:58领导说了，不要低估了北朝鲜对我们的战略价值，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国际上又一次对我们的价值观，就是

社会主义，带来挑战，金正恩帮了我们大忙了！我们还要善于交朋友，维护良好的朋友关係。就说金正恩，拖延了川普总统

对中国增加关税。 

10:00-10:36 金正恩引开了美国对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一次致命的经济打击。这位朋友说：你说滑不滑稽？我们 14 亿

人口的国家，到全世界天天几百亿几千亿的捐款，老百姓连一个猪肉都吃不了，一个好猪肉都吃不了，连一个好药给孩子打

的疫苗都没有，还要挑战美国！现在要靠金正恩拯救我们，这有多麽滑稽和荒诞！多荒诞啊！ 

 

4.某代表认为两会如同追悼会【两会】 

12:50-13:28 这位代表说了：这两会跟开追悼会没啥两样！说这军人一进来一咕腾，他说：你看那些人都在强颜欢笑，

一看摄像头来的时候大家抬起头来，装着笑，摄像头一走都低下头来，看着桌子上已经发了都读不完的，自己也不清楚的所

谓的会议稿，他说这不就是开追悼会吗？坐着腰疼，他呼啦呼啦的讲！都知道你在说啥，都知道你乾啥！ 

 

5.金正恩的零秒空间【金正恩】 

14:17-15:10所以就一个金正恩，听说中央领导紧急开会，去的时候是不下车不上车，不下不上，这金正恩哪不是严肃

地下车搞活动，不上车就是中央最高领导不上车，但是严防任何地方，这叫零秒，零秒空间。所有的路过的洞、桥洞；所有

路过的地下有空间的全部清空，当地公安厅长、警察厅长带着防暴车带着警察,同速跟着走，46 公里的速度。全国上

下······所以说中国信邪的不信正的。 

15:12-15:25什麽叫信邪的，就是玩邪的金正恩能救中国，玩正的美国欧洲救不了中国。所以说这种假文化和空文化没

人关心中国的真正的命运和生死。 

 

6.某个石油公司跟周永康下属在海外所有屯留的钱，在欧洲改完账号名以后就是王岐山控制【周永康】【欧洲】【王岐山】 

15:53-16:21某个石油公司跟周永康下属在海外所有屯留的钱直接把账号名就改了，在欧洲这个国家，改完以后就是王

岐山控制。管理这个账号的人是一个曾经在这个银行的伊朗人。当时他们说不可能有这麽大笔钱，我们就怎麽没有发现这个

问题呢？他说这要是被媒体给爆出来，或被美国监管机构抓住还了得！ 

16:24-17:10周永康当年控制的石油帮，在海外所有的石油赚的钱，黑的钱，不是赚的钱，盗的钱全部在……叫王岐山，

就这麽一个官方——中国检查院（中国检查机关）发出的执行涵。直接就拿走转到王岐山的名下去了！我说那海航就后来用

这钱只是洗一洗，赚一赚，这是为什麽他要买德意志银行？为什麽要买摩根银行？还要控股，还要找那卡塔尔叫国家代持，

为什麽要拿下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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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治基金不是文贵的，是中国人民的【法治基金】 

23:30-24:08 我再说一遍，法治基金不是文贵的，是中国人民的，是代表中国人民未来，争取我们中国人的具有法治、

法治自由、法治治国、信仰自由这样的一个法治基金，属于中国人民的，大家千万记住。我再一次承若，文贵会保证每一分

钱都花到与法治基金的愿景和目标有关係的事情上。大家千万不要勉为其难的捐款，一定要记住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好不好

亲爱的战友们。 

 

2019 年 3 月 7 日 

文华整理 

郭生母亲病危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zgNYwl2E 

文字链接：无 

 

无事件 

0:10—0:17今天是 3月 7日，文贵报平安视频。我向战友们报告一下，由于两天前，我母亲紧急住了医院。 

0:28—0:51 我五哥实际是一直关在监狱，我母亲一直在猜，但没有告诉她，但是由于她说漏以后呢。老人家每天都在

哭。所以因为这个哭呢，导致脑部缺氧，最后是脑血拴，紧急进来医院，现在还在抢救中 

0:58—1:12 所以我发郭文会比较少，有些战友们给法制基金留言，我不能及时回复，或者说有些战友给我发的私信，

我没有时间去看，请大家理解。 

1:13—1:47由于我母亲，大家都知道，过去这几年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警察经常去到家，到公司威胁，在我们的

那栋楼下 24小时都有警车，家里的哥哥啊嫂子啊，一个被抓被放的，严重的刺激，所以说呢，有些事情我们都尽量瞒着她，

但是有些事是蛮不住的，她老人家知道了，就没办法，过度悲伤，过度悲伤导致脑部缺氧，脑部缺氧就导致脑血拴，现在在

抢救中。 

1:55—2:48这个共产党想杀掉我们全家人，这个盗国贼，孟建柱，王歧山，傅政华甚至想杀掉我们全家人，想通过各种

办法想让我们家家破人亡，我相信上天是公平的，他们不但要杀了我的弟弟，他们还要杀掉我的哥哥，我的母亲，我的全部

家人，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正在用一个国家的权利抢夺我所有的资产，灭掉我们全家，所以说他们在电话上和多次威胁我家

破人亡，这不是威胁，他们正在这么干，但是文贵心中有喜马拉雅的目标，有这么多战友我们共同的理想，追求一个法制的

中国，和信仰自由的中国，文贵会挺住的。 

2:51—3:24 亲爱的战友们，此时此刻，我更要跟战友们说，大家一定有时间要多陪父母，多和兄弟姐妹老婆孩子在一

起，人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此时此刻在想着共产党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这个溷账话。没有比爹娘再重要的了，

没有比亲人再重要的了。亲爱的战友们，请多保重，照顾好家人，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2018 年 3 月 21 日 

江、曾两家是如何以 65%的利息放高利贷的！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Zjhp-cfvI&feature=push-u&attr_tag=YEjn9oCu3Q-5EBLs-6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c5fff0a-35df-46f1-883f-e83e87a0ef77 

1.李友帮助江绵恒抢劫盘古【李友】【江绵恒】 

昨天晚上基本没怎么睡觉，都是在跟律师研究，你说这盘古当年，陷入李友圈套，还有北大王恩歌，然后把债务转给上

海银行，上海银行是江家的江绵恒的，江绵恒竟然接机在这个 2，3 个月里边，要把盘古龙头的下面 24 楼以下全部拍卖拿

走，利息是多少钱呢，65%！天下有这种黑社会，不但是这 65，北京三中院执行庭，竟然是连送达的通知书的时间都不给！ 

马上要拍卖，最后给你拍 1，2拍三拍，最后才几万块钱给人家拿走了，这比黑社会抢劫都厉害，我想试问哪，中国谁

有这权利，以国家的名义拥有一个上海银行，上海银行再到全中国人民那去放高利贷，这不是比过去的地主还可怕吗？然后

呢曾家曾宝宝，什么花样年华公司，用肖建华的中泰信托融资 10 个亿，现在要拿走 42 套公寓，价值 200 亿（还有其他资

产），也是一点时间不给，直接拍卖，拍卖行那个竟然是执行庭姓刘的那个家伙，竟然是威胁人家说,一星期要拍卖完 

 

2.杨建利先生联合国讲话【杨建利】【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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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看了一下杨建利先生在联合国讲话，哇塞，在联合国咋不能军队咔嚓嚓咔嚓嚓，碰嚓嚓碰嚓嚓，来一下子，摁在

那，杨建利不能说话，梆一枪，那不就完了吗，没有吧，这世界不都是你说了算嘛！对吧！看杨建利表现太棒了！太棒了！

这才是民主民运人士！不得不佩服啊！为了杨建利先生这样的人，做点啥事咱都愿意做！了不得！所以说我看了很感动，我

说我让旁边人马上看，我也发给国内的秘密的群，我也发过去， 

 

2019 年 3 月 29 日 

文华整理 

郭文贵先生浴火重生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PWYIDu7NQ&feature=share3 

文字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03/ 

 

1.中美贸易协议会以荒唐荒谬的形式而结束【中美贸易】 

5:49—6:13 可以说大家最最震撼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川普总统，关于国内的由他竞选总统期间，美国内部对

他发起的司法调查，叫“穆勒调查”。 

6:14—6:58 这件事情在 3 月 8 号之前我们得到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和我们的朋友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判断出来基本

就是这个结果。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大家再回想在几个月以前文贵曾经跟战友们分享过，那就是中美贸易所谓谈判，中美贸易协议，我

说会以荒唐荒谬的形式而结束。 

 

2.全世界的媒体被共产党牵制控制着【外国媒体】 

8:08—8:14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包括美国的媒体，都在被共产党在牵制控制着。 

 

3.盗国贼有专人代表每星期飞北京和华盛顿和纽约【盗国贼】 

8:21—9:24 中美之间为什么谈判需要 100 天。因为共产党在美国渗透的力量，控制着美国蓝金黄和沉默的力量，给王

岐山等盗国贼有了一个非常坚定直接的建议和判断。据我所知王岐山最相信的金融界大佬，有专人代表每星期飞北京和华盛

顿和纽约。王岐山有华盛顿的政治战友，每星期也是飞回北京和华盛顿。从来是当面来沟通有关中美贸易的绝对信息。还有

一些沉默的力量通过各种渠道情报渗透，政治渗透，向北京传达。 

 

4.川普总统的政治麻烦和两党斗争导致被弹劾【川普】 

9:25—10:00所以在 G20之前北京的判断，那就是川普总统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内部政治麻烦和两党的斗争会让川普总

统被弹劾，和无法工作，甚至会进监狱被审判，和突发事件。当时在北京报告的时候就预测到，说在 3月初有一本书叫“库

什纳的生意”，这本书在这之前我曾经轻描澹写的提过。 

10:20—11:14 这说明中共在操纵着这一些列的事件。这才在阿根廷 G20 峰会上中美达成 100 天，就是 3月初是对川普

总统发起了总攻击。而且判断，穆勒调查一定会引起美国政坛的地震，川普总统将无心顾及和中美贸易，急于达成中美贸易

的协定。所以大家看到从 2月底到 3月初全世界的媒体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在关注穆勒报告和川普总统不能建的移民墙，

川普总统即将发生的被弹劾和丑闻。这就是共产党充分掌握和利用了穆勒调查报告。 

 

5.美国中期选举川普总统的共和党赢了，共产党将输掉 100年【川普】 

11:16—11:41 这就是共产党来源于在 7 个月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出的决定，说只要美国中期选举川普总统

的共和党赢了，我们将输掉 100年；如果输了，川普总统和他的共和党输了，我们将赢得 100年。 

 

6.王岐山道国贼们完全估计错，2020年川普一定会连任总统，更加坚定的推翻共产党【王岐山】【川普】 

12:42—13:11大家要认真的看川普总统在三月初发的信息，说“有人要毁掉伊凡卡和库什纳”，那本书是具有杀伤力的。

同时和穆勒调查，几乎同一时间，成为了全世界媒体炒作的重点。但是，大家要看到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全部傻了眼。这

一回共产党，王岐山道国贼们完全估计错了。 

13:12—13:16 穆勒调查报告，就像我和我的朋友提前判断的，不会有任何的罪，起诉。这就像我几个月前在视频直播

中说过，我说，川普总统调查报告不会有任何作用，不会被起诉，不会被弹劾，2020年他还一定会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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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14:30班农先生还有美国政坛，包括日本，欧洲，所有的几乎是，比较独立客观的，没被共产党操控的人，一致

的标准和意见。所谓的穆勒的调查报告彻彻底底的，扇了川普总统的敌人的一巴掌，也扇了共产党一巴掌。让王岐山等人在

美国的判断，和操控的沉默力量的工作，大白于天下。让美国政坛，内部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对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蓝金黄

计划，和对西方的蓝金黄重新刮目相看。 

14:40—14:59 这个事件，会让美国川普总统更加坚定的推翻共产党，改变这个社会主义体制，了解中国盗国贼对西方

的这种渗透和这种侵略。 

15:01—15:56 川普总统在个人本性上非常细腻或者说非常多疑，只有这些事实一个一个摆在他的前面，他才会更加坚

定的相信，王岐山等盗国贼采用了一切的力量，影响了中期选举；采用了一切的力量，在影响他周围所有的人；采用了一切

的力量，想办法要把他送进监狱和毁掉他的家庭；采用一切的力量，利用美国和制造美国两党之间的斗争。事实上，这些他

们的愚蠢的行动和狂妄，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是我们在美国和西方，开展我们爆料革命和把战场拉向国际，绝对重要的武

器。 

16:03—17:05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我们切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夸张，给夸大化，那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价值。只有尊

重事实，认真的看到这些事情，看似是不相关的事实，它却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它相关之间的联系。所以中美贸易谈判的

本身的拖，和拖延和战略战术就是要把川普总统干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盗国贼在西方沉默的力量，华尔街，金融界，

情报界，政治界以及美国两党之间的矛盾利用，是过去几十年来，共产党永远成功，它的手段屡试不爽，但是这一回它输了，

输的很惨，而且输在了关键点上。 

 

7.世界最大的震撼之后的又一个震撼【新疆】【共产党】 

19:03—19:47为什么要把新疆变成几乎无人之地，将近 200万人被人抓起来；以及共产党坚决不开放的网络和防火墙；

以及共产党坚决不妥协的，所谓的媒体百分之百控制，一切都听党的，一切都信党的。这一次事件在西方的影响可以说是 19

大，即 2025,2035,2050，修改宪法，让王岐山等和国家主席永久执政，对世界最大的震撼之后的又一个震撼。这个震撼。 

 

8.和班农先生见面的第一天，讨论的就是“美国当下危险委员会这个项目【班农】【美国行动】 

20:05—20:56这几天，大家很关心的，由班农先生在两年内发起的，还有一个 Frank先生，两个人共同发起，叫“当委

会”，“美国当下危险委员会”，我和班农先生见面的第一天，在华盛顿，Hay-Adams酒店，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项目。大家知

道，去年我曾经去深山开会，当时用郭宝盛那个畜生的话说，“郭文贵没钱啦，房子要被收啦，坐着私人飞机跑啦，怕他告

我”，大家想想那个故事。就是那一次，我在山里，我们开的都是这个会。 

20:59—21:42“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我在过去多次说过，它是推翻苏联共产党，解体全苏联，影响了全人类的最重

要的委员会之一。但是大家要看到，当委会，它过去的历史所发生作用的时候，看到它在历史发生作用的时候，它不变的上

三次发生和建立过程中的，几乎一致化的一些规则。 

 

9.美国当下危险委员会最核心的两个委员会【当委会】 

22:13—24:24 当委会里面最核心的两个委员会，那才是核心，第一个是执行委员会，你永远不知道执行委员会是谁，

第二个是秘密委员会，你永远不知道秘密委员会是谁，我可以告诉你，即使是班农先生，在秘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人面

前，他都得毕恭毕敬。 

这两个委员会里面，最核心的，它的价值，就是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经济的最主要的拥有者，和决策者。包括美联储，

包括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也曾经是西方金融体系，布雷森系统创立和建立的共同创立人，所以他们有经济控制权。这些人是

不会让大家知道名字的，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当应会”根本没价值。 

23:28—24:02这些人还没最终表态，啊，这是……这是真正的叫股东大会，股东会。这个股东会当时、现在正在推动和

发起的几个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全都是我们的朋友，全都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做完视频，我就会飞向加州，应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老朋友，他从欧洲飞来，他在加州的家在等待着我。 

24:09—25:03 这个朋友本来定的是三月九号要和我开会，他带几个朋友来一起商量，如何和法治基金和几个世界级的

大媒体形成一个公告，再对外公布“当应会”一系列的行动，后来由于“当应会”其他的创始人之一自己在媒体上公告了。

但是，这是人家的权利。可是，公告的时间和结果出来以后，只有南华早报和美国之音寥寥几字，所以说这个成立的时间和

成立的方式和国际媒体的关注是完全失败的。可以说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些真正的世界经济的大佬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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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什麽是执行委员会【当委会】 

25:05—26:21 同时我飞到加州以后，会到另外的两个州紧急地也是到这几个朋友的家里去，商讨有关下一步法治基金

和他们另外一个执委会的合作，什么叫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核心价值就是情报，没有“执委会”“当应会”，他们简称

“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拿什么去对付共产党？只有有情报、有情报合法的系统和使用的资源和用之不尽的金钱结合在一

起，当下应对委员会才有它的价值。 

我可以告诉大家，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的核心就是钱和情报，钱和情报就是执行委员会和秘密委员会，只有金钱信息和

金钱制裁手段和情报权力、情报合法的执行能力—执行力合在一起的时候，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才有它的价值。 

26:26—27:18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的好朋友，啊，肯尼迪先生，就是我在上几次在华盛顿开会当中就是跟他开会，他也

是这个 1949到 2019，中国政府欠美国老百姓的两万亿美元的那个国债，他是那个基金的主席，但是我告诉大家，上次出现

的那个视频，那天成立的视频所公布的名单当中，你们可以看到当它全面进行运作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在名单中了，而且

不管谁加入名单，我可以告诉大家，执行委员会和秘密委员会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11.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需要对目标国的文化、文字以及人和关系进行了解和熟悉【当委会】 

 

27:32—29:30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它需要对目标国的文化、文字以及人和关系进行了解

和熟悉，包括情报的分析、一些验证，他们有几个松散型的所谓委员会和名单，那是干嘛的？第一，去募捐钱去，募捐钱；

第二个，当这个国家的文字翻译，材料翻译；第三，让你和你的所在国的人的联系之间确认一些信息。 

所有的“当应委员会”的工作最终的决策都是通过下面一个完全独立的小组最后总结到执 

委员会和秘密委员会来进行决策，甚至这些人连一辈子都见不着他们。执行委员会和秘密委员会是和美国政府、西方政

府是平等沟通，啊，不是上下领导是平等沟通，是西方政府认可的组织中的核心团队和核心人士。 

当时前苏联很多人也被拉进来这个名单当中，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走进执行委员会、秘密委员会，更不可能有机会参

与决策，包括我郭文贵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里面还有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最

后发现很多人在中间都被淘汰了，很多配合的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但没有什么升官发财还最后不是被杀就是被抓。 

29:35—31:22 包括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里面有很多的内部斗争。在美国，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斗、就有争，跟共产党一

样，斗争。美国的现在国内政治是打乱仗、打群仗啊，通过穆勒调查以后会逐渐变成正规化，两党之争而不是打乱架了。但

是美国的政治打乱仗、打群架跟共产党的本质不同，它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打仗、斗争。就像一个房间里边大家会指鼻子、

大喊大叫、拍桌子、砸板凳甚至说几句脏话。但是共产党不是，在一个房间里边本来有规则的党内之争，就变成了王岐山的

中纪委派人来了，把你抓了，把你爹、你妈抓了，把你家绑票了。再不行就像开两会一样，把军人咔叽咔叽、踩着大步伐、

震着地毯啊，这叫虎威！就过去皇帝上堂之前喊“升堂”啊，震慑文武百官啊这就是玩儿黑的了，所以共产党内部的斗和争

就形成了文化大革命。所谓的 2015年的这个反腐运动。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杀亲友、杀战友、灭九族的行动在美国是不可

能的，美国的这种斗争时刻存在，但是它有一个法律框架不允许逾越。 

 

12.只要反中国，法制基金不能和你们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合作【法治基金】【当委会】 

33:59—34:20 在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我们多次探讨当中，包括上次在山里面，包括就在这个三月之前，我和这里边的

秘密委员会的一个人发生最大的争执包括班农先生，我绝对反对的事情，这个委员会公布的是反中国，我说只要反中国，我

们法制基金不能和你们合作。 

34:22—36:19我不能让中国老百姓，卖了牛，卖了羊卖了牛，捐了钱，给一个委员会反华，反中，必须在公告当中，明

确的是反共产党，而且一定要记住，在声明当中，要声明绝大多数共产党都是好人，推翻共产党盗国贼是我们的目标，让中

国人实行宪政民主，把过去的共产党的，所谓的邦城化，就是黑社会化的组织给灭掉，让中国人真正实现法制是独立的，司

法独立，媒体监督，人民真正的选举。 

像真正的社会契约精神，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唯一现在人类和人民可以接受的，可以达到最佳效果的，就是法律。这

就是国家约，人民要成为公民，公民和国家之间，和国家执行，契约执行制度之间，合理健康的关系，那就是司法独立，那

就是受到监督。中国政府只是一个执行者。宪法绝对不能改变。所以说中国现在宪法已经被别人操作，国家已经不是公民和

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人民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更不是合理合法化的，而是一个被盗国者绑架的国家，操控的国家，已经

没有了宪法，是一个黑社会控制的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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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36:44 那我们现在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你们可以保护西方利益，但绝不能影响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

安全，不能以中国人为敌。所以说这是我绝对坚持的。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昨天今天看这些信息，这里面并没有区分开，

这是我们绝对不接受的。 

 

13.棍子和面包都要有【中国现状】【当委会】 

38:53—39:54 很多人的观点，特别是欧洲文明国家对他观点是很支持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我们也

应该在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里给予明确，比如说西方国家，应该给这些人特别签证，家庭保护，比如对推翻共产党有重要贡

献的人，给他们在西方一个特别保护制度，签证，护照，包括他们的家人在西方的保护。包括他们的资产。 

包括他们所谓的反腐运动，抓起来冤枉的官员，如果他们真腐败了，按照法律依法公判公审，对待被冤枉贪官的资产和

家人要保护，要特别保护，所以说棍子和面包都要有。这是过去一年多我们都在谈的。 

39:55—41:23 我曾经有一次告诉大家，我从飞机上回来，我非常的痛苦，就是开那个会以后我发现，当下危机应对委

员会的成立，就是共产党灭亡的时代，这个力量谁也阻挡不了，没人可以阻止。因为他是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全世界的绝大

多数就是真理，真理不可能被改变。 

所以我开始担心，中国老百姓要面临什么样的境地，我们的同胞们。我非常担心的是，西方接下来一系列激烈运动，会

伤到无辜。这是那次在飞机上，我非常难受，我忧心的主要原因。今天大家看到了，我今天下午，我去见的这位朋友，我跟

他要谈的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必须明确，反共不反中，必须明确棍子和面包的细则，才能唤醒中国共产党内部，绝大

多数军人和党内有良知的认识，和我们一起推翻盗国贼，和被绑架的国家的流氓政权，和黑社会政权。 

 

14.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是最早和我们（战友）一起发动的爆料革命【当委会】【爆料革命】 

41:30—44:01 这是当下危机委员会文贵的粗浅看法。有点自不量力了，请大家包涵。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当下

危机应对委员会，是最早我们和战友我们一起发动的爆料革命，有根本的关系。是我们公布的 3F 方桉，BGY 方桉，以及共

产党派来刘彦平和孙立军对我的所谓的绑架劝说，和埃里伯蒂，吴征，和海外这些欺民贼乱伦彪，夏业良这些畜生，郭宝胜

这些畜生，梁冠军这些畜生，熊宪民，韦石这些畜生，对西方的蓝金黄以及对我们进行的打击，以及对我们真心反共人的打

击和渗透，包括 VOA断播，对龚小夏女士这些人的整个开除，包括 VOA的张晶，在里面深度影响 VOA的沉默力量，哈德逊取

消演讲，我们的船 LadyMay 在哈德逊失控，以及美国司法部官员被腐败，JowLow 刘特佐，找钥匙杨澜等在西方一系列的行

动，包括董克文起诉的这九个桉子，还有马蕊的强奸桉。 

一系列对西方司法渗透影响，蓝金黄，一个个鲜活的让美国和西方震惊的例子，唤醒了他们，所以当下危机，他没有危

他成立什么委啊，让他们看到了危机。我们法治基金的成立，过去本来就是说我过去说将有很重要的委员会成立，当时并不

叫法治基金，因为去年 1120提前才说的，在这之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叫关于中国的，美国成立的，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 

 

15.美国一些传统的教育的退休的养老的基金，将对中共施行最大的制裁【美国养老基金】【美国行动】 

44:08—44:35 美国一些传统的教育的退休的养老的基金，将对中共，施行最大的制裁。我现在再告诉大家，从那天说

起，到今天你们给我查一查，谁能拿出一个桉子来，美国最重要的退休养老保险教育基金，投资过中国一个项目。我告诉大

家，零，一个都没有。 

 

16.全力推进下一个就是对共产党的金融制裁委员会【美国行动】 

44:40—45:12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下一个就是对共产党的金融制裁委员会，将联合不仅美国，将超过 70个国家，公

开对中共所有国营企业，和对跟共产党有关系的私人企业，进行经济制裁。 

45:25—47:07这个经济委员会，就是直接和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的秘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进行全面合作。我们接下来，

这个委员会就会对所有在美国上市的 700家上市公司，和所有中国国营企业在海外这几年的扩张，和资金来往，进行全面调

查，法治基金是他唯一的合作伙伴！ 

这是为什么法治基金就是中国人民在海外的合法代表，是西方政府承认的合法代表，也是推翻共产党实现喜马拉雅的核

心力量！亲爱的战友们，法治基金的价值，远远的远远的超出你们的想象，我现在可以向大家透露，很快我会公布，由多个

超过 20亿的，捐助者，会正式向大家公布，很多两亿美元以上的捐助者，很快会向大家公布，法治基金现在在国内的捐助

很多都是被屏蔽掉的，但是他屏蔽不掉的是大家的智慧和反共决心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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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新的《欧洲议会》将会建立比美国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还要严厉的组织【美国行动】 

1:16:12—1:17:28欧洲的几个国家的好朋友，都在谈这次的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欧洲。在意大利签了 31份——不是合同，

大家要记住不是合同，叫“备忘录”。从 30个亿升了将近 300个亿，200多个亿。这都是假的，双方都在演戏，绝对成不了！

然后到了法国，从过去的 30亿发展到 300多亿欧元，都是演戏！ 

你们会看到法国、意大利、德国、欧洲和新的《欧洲议会》，会建立比美国当下危机应对委员会还要严厉的组织！基本

上高于《欧盟委员会》有特别执行权的经济、贸易、军事会员会来对付中共！大家拭目以待！而且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对共

产党的情报分析和经济制裁的拟定，将未来和我们法治基金合作。 

 

18.喜马拉雅三楼有世界各地的精英和义工，调查共产党在海外盗取人民的财富和一系列的贪污和各种经济犯罪【喜马拉雅】

【盗国贼】 

1:17:32—1:19:02 就在这个楼的上面三楼，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公设施和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未来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方将有很多世界来的精英和义工到这里来，和我们共同一起，和欧联盟、日本以及美国，以及南美各个国家共同的合

作，调查共产党在海外的盗取的人民的财富，和他一系列的贪污和各种经济犯罪。 

和像新疆西藏和对西藏人民的残害，和对达赖喇嘛的这种残害、迫害，以及对香港台湾的渗透、对西方的渗透，这些调

查。包括西方最关键的要了解的，在西方的沉默的力量的调查，和在西方上市公司和骗取西方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退伍

基金，包括科技发展等一系列 3F和 BGY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一定要看到《当下危机应对委员

会》它能干什么它能做什么，和我们法治基金能干什么能做什么。 

 

19.“盐城事件”，不可能是真相【盐城事件】 

1：19:20—1:21:26 这些天我们大家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盐城化工厂大爆炸”，“四川 7 中毒食品桉件”。大家要看到的

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建立防火墙？就是不让老百姓和海外和世界知道他们的黑箱操作，和残害人民和它渎职、犯罪、贪污、腐

败导致的一系列的人道大危机！中国现在叫什么“高压维稳“，高压控制”，党内各个机会成立各种纠察队。 

叫督查组，叫纪律突击队。整个国内的共产党政府机关和人民，活在了两个世界：一个就叫毛的世界，文化大革命到处

宣传个人崇拜，荒唐至极！——不是笑话！是荒谬的笑话！然后，人人自危，处处恐惧！军队搞假打，假打仗，喊口号。党

内搞假经济，假指标。三千多个人，代表了所有十四亿中国人的“假代表委员会”，尿着裤子，哆嗦着腿，举起了他那肮脏

的手，一次一次的欺骗着人民，修改宪法，掩盖事实，制造一个又一个正在发生的人道灾难。七中事件，“盐城事件”，那不

可能是真相。 

1:21:26—1:23:05我们其中有一个战友的家人，5口人全都死在里面了！就是在附近开餐厅的。这位战友给我发来了很

多照片、很多信息。这个战友说他们家人，连尸体都没有！说“因为太近了，全部被那个热的热浪，给气化掉了，连骨头都

找不着”。盐城化工厂，在两年前就有人举报，举报人被抓了；一年前有人举报也被抓了；一个月以前有人逃跑，有人举报

也被抓了；现在这些失去生命的家人，向谁来求公正？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 

天津大爆炸，盐城化工厂，红黄蓝幼儿园，一个一个的毒食品，东北假疫苗，这是什么样的政权？才能发生这种丧失人

道的结果？灭绝人性。只有一个独裁的、不受媒体监督的、没有法律和法治的公平的政府，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们中国

老百姓被蒙昧的简直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在中国微信、抖音、微博上看到，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讲任何真相，和任何跟吃

和性没关系的事儿，你只能讲吃和性 

 

20.盗国贼的哲学：老百姓就是猪，需要百年才能开智【盗国贼】 

1:23:07—1:23:44这就是王岐山等现代这一个盗国贼政府中，最根本的哲学：“老百姓就是猪”！“百年需要，才能开智”，

老百姓就是“上床有女人•下床有饭吃”，就够了。所以说，我说这些人把我们老百姓当猪狗，这不是玩笑，不是过激。亲爱

的战友们，这一系列的事情，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大家可以信赖，和相信的媒体！那就是我们《郭媒体》。 

 

21.文贵 21天之后给战友们谈谈以下看法【文贵价值观】 

1:25:15—1:31:12文贵在这个 21天之后，文贵想给战友们谈谈以下我的看法：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冷静，我

们必须冷静！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现在影响了什么影响了什么，那就完了。 

从现在共产党对我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和“健身教练”，和“郭文贵”，以及对战友们的打压，和这两天来对我们

的网络的黑客，包括对我们法治基金对国内的屏蔽，和对战友们的各种蓝金黄，以及海外派出的欺民贼这些代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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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党”们！和海外的这被蓝金黄的媒体来看，我们对共产党的影响不仅让他恐惧，已经影响到了一个畏惧的程度！这是事实，

这是我和战友们开辟的前所未有的局面。 

第二，冷静分析共产党现在的情况，共产党毕竟在绑架和控制着一个国家的政权！共产党手中的资源，市场资源和所谓

的“代表了十四亿人民投资”的这个资源，和一个国家的政权，和军队、公检法几百万人。他们到世界上去做交易、做交换，

来满足他控制国家机器，他是占有绝对性优势的！ 

第三，中国的老百姓，我们的同胞们，被共产党用网络控制、媒体控制、以警控制达到了蒙昧遮蔽双眼，甚至泯灭了良

知和起码的观察力，这个严重性不可低估。 

第四，共产党，几个国家级的腐败集团他们控制的财富，以及在海外的沉默力量和渗透力量，和在华尔街各国之间的影

响力，不可低估！ 

第五，盗国贼之间，他们要在这种情况下抱团儿取暖，对十四亿人民追求法治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对抗能力，和对抗决心，

大家也不要低估。 

第六，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西方人是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石是法治，法治是有很多的优越性，但是

它的效率和行动力，我们不要低估！非常差！ 

第七条，共产党对网络控制，对我们爆料革命的影响，和在国内的普及，我们千万千万记住，不能是低估了这个影响力。 

第八条，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海外战友的力量，和海外战友的信心和坚定和资源，和共产党作

战，不要高估。 

第九，接下来，共产党对战友们和对我们这个爆料革命的围剿、陷害、打击，千万不能低估！千万不能低估！ 

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千万大家要相信，共产党内因为现在上天给我们送来最好的礼物，就是十九大的修宪。修宪让

所有的党员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和反腐运动的真实目地——王岐山和“国家主席终身连任制”，老子要干一辈子！这对共产

党的影响，在内部党员内部的心理状态的影响，超出大家想象。第二个反腐运动对党员的迫害，对这些人家人的迫害，唇亡

齿寒！让很多共产党，看透了——再不奋斗、再不反斗、不跟他们决斗，就没机会了。 

另外大家也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这种扩张型的经济，由于西方世界的警醒，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对国内

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也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 

 

22.王岐山恐吓秘密委员会的人，把中国人当了肉票【王岐山】 

1:43:00—1:45:3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和欧洲，西方的现在反共组织要明确的几个问题，只能反共不能反华。而且必须

有明确的承诺，实现和平非暴力革命。还要把 99.999%的共产党员，都要当成正常人来对待，不搞清算，核心目的让中国人

依法治国，依法信教，和西方有一个和平共处的长远的基础。头两天有人见王岐山，见完王岐山回来跟我们说，大家记得当

下危机委员会里边儿的几个人，我曾经说过，他们都是过去北京，上海，香港啊，转了几圈回来说了那些感觉，包括见王岐

山，他们现在都是当下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也被公布名单了。但是呢，这个我说的，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人不包含在内，他是

秘密委员会的人，见了王岐山。 

王岐山说什么？你们闹腾什么呀？我们中国老百姓要真没共产党了，你看你们欧洲的这几年的难民危机，共产党一旦要

失去控制，真的搞了什么民主革命，啊真正地实现了法治，共产党控制不了了，不要说几亿人民呐，几千万难民你欧洲就完

了！然后王岐山说：你们想不想这样啊？你们想这样，我们共产党可以给你们看看呐，先输出几百万！ 

这位朋友回来以后跟我说，就在这个二十几天前。说：文贵啊，我真是，你跟我说的真是当面我验证了，王岐山就是个

流氓黑社会魔鬼啊！他说，这不就是要输出革命么？这不就是绑架了十四亿中国人民，把中国人当了肉票么？不就是把中国

人骨子里认为是难民么？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但是，这是对我们的帮助！我告诉这位朋友，他不是跟你说着玩的，他真敢这

么干，他也真是这么想！ 

 

23.明白了中国梦【中国现状】 

1:45:37—1:48:14 战友们，经历了 21 天以后，在这 21 天里边儿，我几乎每天做梦，我真了解了中国梦是怎么回事儿

了！很大的感触！学习了，什么叫中国梦，我在我的梦里边儿，绝大多数是梦到了，我死去的八弟，过去我很少梦到；梦到

了被共产党再一次给气死吓死的我的母亲；还有，我梦到了是中国大地上，那些被消灭的被消失的，死亡的那些人。我明白

了中国梦，就是让老百姓死亡，就是个杀人机器。我理解了中国梦，就是像王岐山海航，一个个盗国贼集团，江家，江泽民，

江志成，控制香港经济在海外几万亿美元财富的那个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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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保护家人掠夺的，重大地盗取了中国人民的财富。按需杀人，杀人灭口，以国家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符合

中国法律地杀人！让你躲猫猫死，打飞机死。我更加深刻了。本来我在悲痛的悲伤之中，可以说每天我都有巨大的变化。我

除看了一些书，我写了些东西，我进行了深度的思考，我在想今天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该说什么。我第一个要说的是，不

能流眼泪，我没有资格痛苦。第二，中国现在像我的母亲，像我的哥哥，这样的境遇的人很多。再一个，海外欺民贼，我们

要对他们进行，最严厉的打击！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这种痛苦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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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019 年 4 月 2 日 

文然、文丝整理 

文贵先生报平安（战友之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gV7yEBv1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74d35d-42ee-4b25-ade5-31b876867540 

 

1.美国银行和 9230号大楼【秘密会议】 

“指的这个方的这个方的叫美国银行，这个地方是我这次来的重点之一。在他这个楼里面还是楼外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会

议，就是盗国贼曾经在这里面，有过抢劫中国财富以后的重大的信息跟这有关的，但是那我们所以的任务已经都完成了，

我们跟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大家看到很远处我给你指的，这个位置就这个楼 9230号，在那个旁边我们去这个跟相关部门

吧，进行了法律的认证法律的认证，接下来那不是接下来，然后呢又跟几个核心的人物，在加州的核心人物，我们进行了

很好的对话，很好的对话。” 

 

2.盗国贼继续洗钱转钱的动作【盗国贼】 

“巨额的巨大的不动产只多不少，这是让这是让我们团队和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的地方，很多人太多豪宅 5000万到 1亿

5000万美元的，到 2亿美元的很多还都是盗国贼这个家族买的。很多在这个楼里面开个这个这几个中国城，开的这个公司

里面有几个，我带大家看一看，有几个大家看到就是这个这是中国城，有几个楼里面注册的公司都是很新的，一年的半年

的两年，然后那这后面那个….大家看到了吗，然后这就是名店街，这所有的名店就下面那个街，所有的名牌全在这儿呢全

在这儿呢，这块就是这个角落，这是 MGM对面的那个就是好莱坞，大家看到这个字了吗，所以说战友们呀。爆料革命爆料

革命我们有巨大的收获，盗国贼对财富的洗劫，一点我也没停，一点儿也没停。” 

 

3.盗国贼转钱的规模【盗国贼】 

“在这个其中一个楼，昨天我从 BEVERLY来的时候，我们坐直升机到那边去，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让我看了一些他所

得到的，过去短短的 8个月这个来自中国的投资，大家看那个那个数字大家可能是受不了，就中国现在真的是大家是内部

在恐惧，过去大概 2018年的 5月份到 2019年的 2月份，来自中国的实际的外汇的投资增长了 4.3倍，什么概念他们的把

钱全抽出来了，大多数的钱都是转到了欧洲，大多都是先到香港经过欧洲，然后全部转到这来了，而且都是经过了几层几

层的结构的安排。” 

 

2019 年 4 月 6 日 

文然、文丝整理 

班农先生与郭文贵先生谈“当委会”、中美贸易协议与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698odWJvpY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e49991c-0109-4c60-8c0c-e1bd0410fc57 

 

1.昨天郭先生等在喜马拉雅大使馆见了当年给里根总统建议的人【喜马拉雅大使馆】 

“当委会里面最重要的是秘密委员会还有执行委员会。昨天我们在新的喜马拉雅大使馆见了当年最重要的，给里根总统建

议的关键人物。” 

 

2.当委会提出各个基金不许投资中国及对共党背景及其所控制企业进行背景调查和立法【当委会】【美国行动】 

“昨天跟他一起开会，他最近又给总统一个建议，这个机构它就是向佛罗里达还有向美国的各个州的养老基金，教育基金

提出绝对不允许投资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所有中共控制的国企，包括背景是共党的私人企业在美国上市进行背景调

查，而且要在美国立法，行政马上立法停止所有这些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军人基金对这些人的投资，而且马上得到佛罗

里达州的回应和国会 45个议员的回应，然后可能在一个月内即将立法”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74d35d-42ee-4b25-ade5-31b8768675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gV7yEBv1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74d35d-42ee-4b25-ade5-31b87686754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e49991c-0109-4c60-8c0c-e1bd0410fc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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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穆勒调查报告没有得逞【弹劾川普】 

“昨天我和班农先生说核心的核心，共产党王岐山给习近平建议说川普总统完蛋啦！马上穆勒调查就要出炉，川普总统得

进监狱，要么被弹劾，全家都得完蛋。所以拖拖拖，结果这一拖，他没事，这回傻眼了，赶快来了，什么都可以谈了，网

络也可以谈。” 

 

4.郭先生出席秘密听证会，有很多大家想知道的人被起诉以及中共特务试图接近和伤害郭先生和川普总统【秘密会议】

【中共特务】 

 

“我去出席这个听证会之前美国的某官员让我在外面，跟我握手迎接我说，感谢你郭先生，你提前告诉了马阿拉戈的人，

要小心来自中共的人，他说你看我们抓到了一个中国的女间谍，可能要对川普总统下手。” 

 

5.感恩节前后有人要对付郭先生和川普总统【迫害文贵】【川普】 

 

“我那时就在 palmbeach，我每天都在马阿拉哥。就在我去那的头两天，一个来自中国的 20几岁的女孩子通过一个老会员

的保证加入马阿拉哥。另外一个在短短几个月，有几个来自台湾的，香港的所谓中国人要加入马阿拉哥，我当时就告诉保

管人员，要他们向 FBI赶快报告，他们在对这里动手，绝对不能让他们接触到总统的卧室和家人。过去的这一星期，我飞

到了好几个州，我做了好几个秘密的听证，和证人的手续。去了圣芭芭拉，去了洛杉矶市。我还去了科罗拉多。 

 

6.多个机构和郭先生合作以及盗国贼海外财富调查的进展和中美贸易谈判【美国行动】【中美贸易】 

 

“现在多个背后的机构在找我们合作，再一个就是盗国贼海外财富的调查，已经在一系列程序之中，接下来就是中美贸易

谈判。” 

 

7.很多人对法治基金的捐款【法治基金】 

 

“前几天我们有几个最大的捐赠者正在谈的，基本要完成 20亿港币，一个家族捐款。” 

 

8.法治基金所在地喜马拉雅大使馆【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就在这个楼里面，这叫喜马拉雅大使馆，我正在买资产。” 

 

 

2019 年 4 月 7 日 

文然、文丝整理 

美欧日等将对中资国营，香港自贸协定，中共及香港官员的一系列立法制裁，或调查，或列入黑名单，行动，将是中共灭

亡的第一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kMMk7OY_E&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4f5ac04-88cb-4850-83b4-8d23df0c5dad 

 

1.王岐山对媒体操纵的重要性【王岐山】【操纵媒体】 

“他背后的操纵痕迹，从过去王岐山在两会当中都是正面的，救火队长的形象，人后过渡到十八大跟习近平亲近，拍肩，

留下习近平，商量大事。十八大以后的每次全会，王岐山中间都离席，那就是抓人。到现在十九大，当了修宪以后的副主

席，不是常委，还要说明他是常委。然后中间离席，还是办大事，但不是抓人了。这些年，所有关于开会当中信息被屏蔽

的，但王岐山这信息从来不被屏蔽。我还好好在国内我了解了一下，这篇文章在国内的传阅量都是过亿次。按照中国今天

实际上的使用者，有人说是六亿，有人说是七亿，有人说是十亿。一个人俩手机，可能达到十几亿。但中国的使用量，手

机和互联网使用量，大概在五亿五到六亿，但是就是四亿多次的观看，这就是王岐山达到的效果。”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4f5ac04-88cb-4850-83b4-8d23df0c5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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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维是海外亲共特务媒体，需要西方刑法来解决【多维】【海外媒体】 

“现在那个多维呀，多维，共产党的网站，总部就在北京。他天天骂郭文贵，咱到时候再收拾它，咱收拾它绝不能用对付

海外假网站和假民运网站的办法，咱要用雷厉风行的方式来收拾多维。多维这个东西已经是美国西方的敌人，严格讲它就

是特务机构，它已经不是法律问题能解决的，它必须用西方的刑事办法来解决它。” 

 

3.纽时记者傅才德认识王岐山，孟建柱的人，报道习家财富的事他参与其中【纽约时报】【王岐山】【孟建柱】【习近

平】【傅才德】 

“纽约时报里有很多神经病记者，像那个傅才德，我们见过几次面，傅才德讲中文讲的也不好，但是所有人都说他讲中文

讲的流利，还有傅才德跟胡舒立关系不是一般的好，不是一般的好，而且他跟我吃饭当中，傅才德讲了很多他国内朋友，

把我吓了一大跳，基本都是王岐山，还有孟建柱的人。这是为什么当时写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时候，是他和 Amenda就是 VOA

美国之音的 Amenda他们一起写的。布隆伯格被人干掉以后到了纽约时报。”我认为他早晚得出事，他在西方媒体出大事。

天天在香港混着跟共产党代表，能好吗？” 

 

4.当委会背后的重要秘密委员会机构之一及美国国安委把中共国企列为威胁【美国行动】【当委会】 

“我想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当委会”的后面的秘密委员会成员重要之一，他有一个机构，这机构我不能告诉大家。FT

那天出的那个新闻，大家要注意到，这两件事，FT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报道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机构，大家要

记住个词，有史以来在西方媒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情报机构，第一次在媒体上把中共的国有企业和他们现在

在西方的发展列为国家威胁。接着说，大家看那个 FT那个，大家一定认真看 3月 5号那个，我可以告诉大家的事情，那篇

报道出来，对所有世界的精英和国家和政府是巨大的震撼，据我所知这篇报道出来，酝酿了很久，中间改过上千次。实际

上，现在已经，那篇最终出来已经面目全非了这件事情在欧盟，像日本，像一些文明国家，特别像听说在俄罗斯产生重大

震撼。任何一个脑子懂政治，懂国际政治的，大家去好好一个字一个字研究那个报道。就是它定义为，情报机构，国家安

全机构，他是已经是把你定义为了---这个定义为最大的威胁” 

 

5.美国公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伊朗】【美国行动】 

“那你看到美国，昨天公布的是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看，去年我爆料的时候，说的关于伊朗。我说伊朗革命卫队，革命

卫队就是咱们中国的中央警卫局，哈哈！被列为了恐怖组织，跟 ISIS是同等，同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人会相信，它

就做了。但是，在这之前先发生了什么？就是告诉你，我已经把你列为我的威胁。在一年前，美国同样在媒体上有过这样

的报道，在 FOX在 CNN一带而过。是对这次 3月 5号 FT报道的千分之几的比例，但已经告诉你了。” 

6.当委会明确发函警告每个金融机构来自中共的威胁及凯尔巴斯是以后的世界级领袖【当委会】【美国行动】【凯尔巴

斯】 

“这个“当委会”这个机构，就是把中共国有企业的海外扩张列为最大威胁的重要推手之一。他已经正式的向美国所有的

养老基金、退休保险基金、金融机构发出了函，各州都给你发出了函，他明确告诉你，现在，中共来的国有企业，和所谓

打着私人企业在美国上市的 700家公司和这些基金，背后有共产党的渗透和控制。这些企业，如果你们的养老基金和保险

基金投了，是美国的战略灾难，你们要永远的承担历史责任。你们必须做出行动，包括那些院校。凯尔巴斯，这个人的角

色，大家慢慢看。我去德克萨斯州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参加那个会的最重要人士。我不能说，重要、重要人！严格来讲，

是美国下一代的世界级的领导。 

 

7.未来一个月到四十天对中共来的企业立法及大致内容【美国行动】 

“推出这以后，第一个回应的是佛罗里达。那是罗密欧参议员的老家，大票仓。回复，正式回复！对过去所有投资了和中

共有关的企业：一、把所有没有调查的，调查清楚。已投资的了解清楚，如果不合规的马上撤回。然后，所有未来对中共

企业投资的，必须提前净值调查。净值调查以后，要在弗罗里达州有一个立法，要求他们每年两次的调查。噢……基本上

就不可能了。结果，他这一回复不要紧，吧唧，参议院众议院，两院 45个，两党的不分党派的议员，马上正式回复，要求

美国现在立法。未来一个月，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一个月到四十天一定会立法的。这个立法是什么？就是对所有到美国来

的，来自中共的企业进行提前净值调查。立法。然后，对所有已经在这里上市的公司，进行背景调查并立法。也是所有的

企业，必须半年查（一次），然后再立法。更夸张的是，所有的基金过去……基金哦！像海航这样的基金，和所有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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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黑石这些，高盛买来买去的这些，全部进行复查。我告诉大家的事情，这个意义，超过了我们爆料革命过去所有的

总和。我很惊讶啊！”这个机构在推动欧洲立法。郭先生“他们这个机构正在推动欧洲立一系列的法。同样的法。” 

 

8.郭先生去年建议班农见陈水扁和李登辉【班农】【陈水扁】【李登辉】 

“去年，台湾安排好了五个城市的演讲，班农先生去台湾，被蔡英文和台湾的很多人抗议，最后害怕“呃~~别来！别

来！”拒绝了。那次班农先生要去的时候他问我：“应不应该去？”我说：“你应该去”他说：“我必须见谁？”我说：

“你一定要见两个人，第一，一定要去见陈水扁！”我说：“我不认识他，你一定要见陈水扁！”我说：“台湾的未来在

陈水扁身上！”我说：“第二个你一定要去见李登辉，只要他还活着，你一定要去见他”我说：“告诉他们不要搞台独，

你们要搞新的是‘非独非统法’不能独不能统的法，然后让他彻彻底底台湾事实上，成为一个跟世界容纳的一个，一个政

治上独立的地方，但是这个国家民族是不能让他独立的”，他非常赞成。那么我相信接下来台湾会有大的变化，班农先生

会重回台湾；” 

 

9.香港《返遣法》【反送中】 

“大家要记住啊，香港的《反遣法》啊，这个要遣返大陆谁先说的，我 2017年爆料我就说过，我发过很多推文。接下来我

说香港有黑屋，有执法黑屋，我说是指非法的遣返。现在我的同事曲国娇在哪还找不着呢！很多员工被抓过去，当时民生

银行抓的人最多，没人知道到现在没人知道。现在要把过去的为成立的 23条变成 23X就叫 23+，老子就直接遣返你抓你，

都不给你玩儿法了，直接抓玩儿黑的了而且是法律化。” 

 

10.欧盟，美国考虑 3件事：如何取消自贸协定，货币，香港官员制裁法【欧盟】【中美贸易】【香港】 

“据我所知欧盟和美国在考虑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取消自贸区协议这个合同，就没有什么中美贸易影响香港了，你压根儿

你就是一模一样了，你就是跟大陆一样，那香港就完了.欧美，日正在做包括加拿大正在研究，我这是瞎说的啊！不掺和告

密的事儿，这一天要发生了那就是大事儿了；第二个，货币。不是你港币要和美元挂钩是美元不允许，下一步就是你要跟

我挂钩我要有一系列的要求，要你公布你的货币印刷量啊，操作呀，你的 12个 billion一千二百多个亿在政府管辖的所谓

的那一千多亿你可以挪用，他事实上香港现在只有一百多亿美元他可以用，一旦有危机一百多亿美元他用完就没了，但是

他不要脸他可以把香港政府那一千多亿美元他可以拿出来给你对抗，再一个他给共产党要共产党也是拿着自己老百姓的存

款来给你玩儿。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元，会让你提供一系列的保证否则干掉他。欧，美，日也在干这事儿，那就完了

那就真完了；第三条，“香港官员制裁法”。凡是和大陆官员参与绑架影响香港司法独立的，对民主，民运人士来迫害的

马上采取“旅行禁止法”和叫做~你不是要求和人家什么司法合作吗？叫“同等法律管辖权”，就是我在欧洲，美国我就有

对你宣判，制裁的权利。香港人民就得救了那就真得救了啊！” 

 

11.2025后中国人口就会迅速老龄化【中国未来】 

“2025年中国的人口就会出现迅速老龄化。到 2030年的时候，那就老龄化到平均 68岁。那真是人吃人了，天天闻到死尸

的味道，没人收尸了就。那房地产怎么办呢？那不就更完了吗嘛，那个时候可能就 6G时代了，那你说人类是什么样子？那

中国就成了个大地狱灾难了。” 

 

 

2019 年 4 月 9 日 

文然、文丝整理 

文贵报平安直播！谈谈陈小平先生和何频先生、明镜和龚小夏女士上次直播时没有说清楚的几个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WL3La9_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9c662c2-c677-489f-b268-e6a056b5bd22 

 

1.两大基金要参与当委会【当委会】 

“就在我们开会中间的时候，就在开会中间的时候，世界上最牛的五大，五大基金的其中两个，都是天天影响人类命运的

人出现了啊，出现了。呼呼啦啦一大堆，保镖，要跟这个这个谈，要参与到这个所谓的“当委会”。这个有意思了，看来

这有大意思了，亲爱的战友们。”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9c662c2-c677-489f-b268-e6a056b5b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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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小平先生不知道的事【陈小平】【何频】 

“那么这里面有两句话大家要记住，小平说他根本不知道郭文贵为啥和何频闹掰，那你也根本不可能知道，何频和明镜有

没有拿海航的钱。有没有拿共产党的钱。另外一个小平非常清楚，你和我认识，和何频和我认识，就开始于投资，并不是

你何频和明镜要做伟大的事业，还给我打四次电话。我可以告诉你陈小平先生，在我上节目之前，从未给何频通过电话。

你可以问何频去，所以说你三不知。你不知道何频和郭文贵为什么闹掰；你不知道我郭文贵到底有没有给何频打电话，这

你又不知；第三你根本不知道陈军和何频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给我做直播。所以说你就没有资格评价我们的关系，就这

么简单，明白了吗小平？” 

 

 

2019 年 4 月 10 日 

文然、文丝整理 

尊敬的战友们好！你们健身了吗？你们往身上泼水了吗？刚刚有突发事件？很多战友发给我说 larrking还有俄罗斯美女又

开始找我们事了……造我们谣了，还有很多基金打电话取消跟我的合作！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0hXE_enACRs 

文字链接： 

 

无大事件 

 

 

2019 年 4 月 11 日 

文然、文丝整理 

文贵报平安直播！谈谈美国和欧洲接下来的联合行动！和,必须拒绝一个战友捐款 170万美元的问题，再谈谈在伦敦被抓朴

的阿桑奇和当前危机委员会！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bf_m0yL7xe4 

文字链接： 

 

1.中美贸易将是笑话，只有郭文贵一个人在全世界最早说过【中美贸易】 

“关于说川普总统怎么看待中美贸易?战友们，只有郭文贵一个人在全世界说的：中美贸易的谈判将是笑话。将是笑话，滑

稽。 

 

2.经济买断政治的时代过去了，“蓝金黄”所有老帐都会被清算【美国行动】【蓝金黄】 

“一切为经济让路，经济买断政治的这个时代经过去了，“蓝金黄”这些手段所有过去三十年的老帐都会被清算。” 

 

3.川普会在 2020大选后全面动手【川普】【美国行动】 

“2020年大选，那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我过去说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在只是从贸易上不在这范围内的开了

炮，下个大选，第一条他就会在军事上动手，只要选完他就会在政治上动手，这全弄完就在文化，文化包括宗教，全面动

手。 

 

 

2019 年 4 月 13 日（1） 

文然、文丝整理 

谈盗国贼的财富以及这周发生的大事！江家集团在中国的实际实力和未来的下场！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kNAf1hLh0DQ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88d0001-1138-4dee-9cc2-9179aa516cc5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88d0001-1138-4dee-9cc2-9179aa516c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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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人想接近郭文贵【威胁文贵】 

“上周，有一個穿紅衣的男人衝到我的樓下，說要見我。” 

 

2.灭爆小组的出现和其组员【灭爆小组】 

“我告訴大家，在過去的半年里，有一個神秘的小組，這個小組成員很有意思，這個小組是幹什麼的呢？簡稱就叫「滅爆

組」，「消滅海外爆料小組」，就是針對我們爆料的，最重要的領導人就是孟建柱前秘書，現公安部副部長孫立軍，還有

公安部的另外一位副部長，安全部的一位副部長，還有我們幾個高官的家族，這個小組里竟然有退休人士。實施上力量巨

大的孟建柱先生。不但孟建柱先生是這個小組的成員，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也是這小組成員。更叫人驚訝的事情，還有中

國有一個習大大之外，還有一個什麼阿里巴巴，阿爸爸，阿里巴巴的馬雲。還有中國六七個企業家組成的滅爆小組。這些

人當中包括網絡幾個大老闆，商業大老闆，海外上市公司幾個大老闆都在其中。這些人，有的在自己企業里培養自己的員

工，或者說將自己的員工派到海外來進行滲透，或者說在自己的企業里有專門有負責刪除咱們爆料革命的信息和視頻，還

有專門和國內的，想盡一切辦法地聯繫我們國內的戰友，我們國內很多戰友被抓，都是他們乾的。在 2017年四月份，五月

份，六月份，我分別向大家提出過，大家一定要保護自己安全。到了 2017年十月份到 2018年六月份，我多次說過，其中

我說過，一個國內百萬人的抓捕計劃，6萬人的高度關注目標。” 

 

3.灭爆小组的所在地及在美国的行动【灭爆小组】 

“滅爆小組在半年前成立的，基地在香港，常設辦公室在上海，看來上海幫還是厲害。而且這個小組已經推動了劉鶴副總

理，在美國所謂中美協議商談，其中加入了一條，爆料的人士郭文貴等 20余人要求遣返回國。郭文貴等 20余人，肯定包

含路德先生，路德你不要害怕。” 

 

4.灭爆海外组的动作以及美方采取的行动【灭爆小组】【美国行动】 

“我現在要說，現在說是有原因的。從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台灣，荷蘭，德國，法國，英國，然後加拿大，美國，

這幾個重要的地方都專門派出了以情報，領導和企業派出的代表組成的一個個的叫海外小組。海外小組最成功的是在澳大

利亞，新西蘭，基本瓦解爆料革命在那裡發生的、發展的重要的合作力量。更重要的事情，戰友們，這個紅衣男可以告訴

大家，他們滲透和準備，對海外的欺民賊的所有的人的藍金黃，包括對我們的很多上萬名的戰友們的抓捕，這是這些人乾

的。江志成作為重要的小組成員。可見咱們的爆料已經觸動了江家的底線了，江家不舒服。大家剛剛知道 10號，美國對中

國的 37家企業包含香港的幾家企業，香港的實際上也是大陸的，具有中國軍方和情報背景的企業，進行了懷疑和制裁和觀

望。事實上就是制裁。美國的養老保險基金從佛州到達拉斯，現在紐約州已經開始了，華盛頓也開始了。以及從 45個議員

到現在 80幾個議員提起的反對美國養老保險，退休保險，退伍基金投到中國有關的國有企業和中國的有背景的私營企業，

並且要求對過去的投資全面地進行調查，而且現在未經盡職調查的不允許再投資。” 

 

5.美国两个重要监管机构和法治基金合作【法治基金】 

“一周前，有兩個機構找到我們，要和我們合作。這兩個機構可以說是將對中共的海外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已經觀察多

年，毫不誇張地說，只要它用了人民幣之外的任何貨幣的錢進行過交易，進行過划撥，沒有一毛錢他們不知道的。這兩家

機構一個監督機構，一個是監管機構。監管機構希望和我們法治基金來簽一個長期的合作合同。這個長期的合作合同裡邊

內容就包含幫助他們解釋這些企業的信息的真假。並和他們一起用法治基金的 C4的牌照，來調查這些企業的所有的人員和

信息的真假。另外一個就是那家機構是收集信息，他們希望我們法治基金能把這個他們收集來的信息很多讀不懂，怎麼能

讓跟他們的信息對在一起。” 

 

6.中共在海外的基地的动作及资金流向被监管机构掌握【中还有】 

“中海油在咱們的，不要說漏了說太多。中海油在靠近日本的地方，比較接近的地方，有幾個油井平台，在那裡打油，那

裡打的油那油去哪兒了？錢咋回事兒？有的日本政府並不知道。這家監管機構就給日本報告了這個事情，通過我的朋友傳

達了這個事情，日本很震驚。他問為什麼你們會知道這個錢，這個油，這個平台，我們都不知道，結果大家就會明白了。

在巴哈馬，中共的領事館，領事館的下面有啥？例如在希臘的碼頭，這個碼頭裡有啥？例如在吉布提，吉布提那裡有啥？

那碼頭？例如現在剛剛的被滅掉的蘇丹總統，啊這是中國的老朋友，中共的老朋友，搞了 30年了，在那塊兒搞了個軍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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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挑戰美國，那個基地都有啥？只要它有運輸，它要經過海上運輸了，只要它中間有人就有錢，只要它使用當地的貨幣和

美元了，沒有一毛錢查不出來的。” 

 

7.法治基金为港人提供庇护的行动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法治基金】【反送中】 

“我說現在你要跟我談的項目，如何接管香港人因為恐懼到了某些國家去，給他們政治避難和簽證，還能讓他自由地在全

世界旅行，而且不暴露他政治避難的身份，我們法治基金願意和你合作。” 

8.马航 370的内幕及郭先生说的 3个数还有上市公司的黑幕【马航】 

“我今天告訴你們，他瞭解的江家的情況，我只想說 3個數字。戰友們記住，記住我今天說的。他跟我說：Miles，江家和

江志成最擔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爆料的两个肾移植专家的死亡。他说你这件事情让他们非常的恼火。包括你说马航飞

机，當時都懷疑跟……，都說你的不可能不靠譜，現在很多人在相信，或者在懷疑中。他說這個江家父子，因為換腎換器

官死的人，包括孟家老娘換腎死的人，絕不是 10個以內，10個以上！大家記住我第一個數，絕對是 10個以上。為什麼？

他說了，他見了些人。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人現在已經到了海外來了。我希望這位朋友，你看了我的視頻你能大膽的站出

來。你的家人是怎麼跳樓自殺的？為什麼跳樓自殺？他在南京的時候，怎麼給綿恆做手術的？這個腎是怎麼回事？怎麼讓

你去參觀了科技大學？怎麼樣參觀完科技大學之後，你的老爸就死了？怎麼又給了你一筆錢，給了你一塊兒地？你要說出

來。跟美國人說當然重要，你在中國人面前說更重要。我希望這 10幾個人，能為你死去的家人，和那些被為了取得個腎，

就把這個人殺掉的那些知情者，能大膽的站出來。這是第一個數字。第二個數字，上海的九四，就是上海實業集團，上海

九四公司。九四就是 94號文件簽署的公司，大實業集團。上海銀行，上海幾個城建口子，下邊幾個大的房地產公司，包括

上海的信託，包括平安、還有海通，包括萬科，包括順豐，包括華為，包括幾個保險。特別是中國太平洋保險。江家、孟

家、曾家、王家，全是用國有企業代持的股份。我郭文貴今天說的這個，是真是假，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那些都是上市

公司，不要聽我郭文貴瞎掰。上市公司，大家去瞭解瞭解，全人類只有一個公開上市的公司，股東背景不讓查的，就是中

國共產黨。它為啥不讓查？上市公司都是公開資料，老百姓買股票憑什麼不讓查？把這我說的這一家上市公司和他們的現

在未上市的公司當中，前 50大股東不管是個人名下，還是私人名下大家好好捋捋。招商銀行、民生銀行、中國銀行，大額

的金融票據未經兌現，長期未兌現的，大額的長期擔保的，有的擔保達十五年啦，一個擔保換一次，一個擔保換一次金融

票據有的達十五六年啦轉來轉去就是一張紙，擔保！中國老百姓的錢就被洗走了，就是一個信封，信封中放了一封信這封

信裡邊值一千億美元，一佰億美元，因為有特批大家都心中有數。到期就轉一次轉一個銀行，到期轉一個銀行。啊。肖建

華的那些公司現在跑誰手去了？安邦的那些公司現在跑誰手去了？全跑這幾家去啦！在香港，孫立軍常駐香港，江志成長

駐香港，啊，孟建柱經常是長駐深圳、上海，經常也去香港。香港現在就是上海幫的總部，盜國賊的總部。他們到底兒對

習怎麼看？我就不多說了，說實在話肯定是跟習本人想的不一樣，以後再說。這個，這個瞭解小組和調查集團回來，發現

啦和我說的第二個數字完全吻合，甚至認為超出了我當初爆料的數字。江家最起碼江志成有 5千億美元數字以上，江家在

海外控制的盜國財富一定在 1萬億美元以上，親愛的戰友們這是第二個數字。控制的企業上千家，金融機構、集團、公司

通過國有，通過金融票據，通過金融機構，通過大額擔保，通過特權大量的錢財，啊，在海外已經洗乾淨的錢在 5千億美

元，已經在他名下被轉到各個地方包括投資到美國幾大基金，投資到美國的幾個大的科技公司，啊，已經在他名下的，通

過個人信託向王岐山家，個人信託持有的，這些已經 1萬億美元啦，這是第二個。第三個，親愛的戰友們，大家要記住，

現在為了所謂的滅爆，滅掉爆料革命，國內調進了，從過去的 6千個，網絡，網絡軍隊現在達到了 5萬 3千人，在全國各

地 5萬 3千人。全由當時孟建柱，孫立軍，王岐山中紀委利用巡視組，專案小組和全國各地的司法機構，各省、市就是

查、堵、封、抓，跟爆料革命任何有關係的人，和戰友。官方指揮人是孫立軍事實上背後坐台指揮就是王岐山和孟建柱。

重大事件海外協調人是江志成，吳徵在裡面是海外媒體聯絡人，也就是封推特啊，封 YouTube啊，讓我們不發聲啊，吳徵

是重要人之一。” 

 

9.盗国贼的“好日子”快到了【盗国贼】 

“為什麼我今天在這裡向大家宣佈，很快大家會看到，對江家等王岐山、孟建柱、孫力軍本人將會發出前所未有的對他們

的制裁！針對他本人和對他的全家的！我也告訴大家，對盜國賊海外財富進行官方正式宣佈的開始查封——即將發生！” 

 

10.国内战友被问话调查的规模及郭先生不认可的美国前官员说的支持爆料的人数在 6千万【爆料革命】【中国现状】 

“咱們國內的戰友到底當時有多少人被關被查被問，有多少被問，當時我一說我說大概有百萬戰友會被問話，大概有 6萬

戰友是高度關注，后來是 30萬。事實上戰友們大家看一看，從開始爆料到現在呢，我們的爆料戰友當中已經換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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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了。我們真正的被警告，被問話是多少人呢？我這位美國朋友呢，他通過他的關系啊，我也不敢保證是準確的，他通過

他的關系，這位前官員后是律師的，他說最起碼在 400萬人被傳喚問話，400萬人，被打電話警告和過境的時候被查，絕

對是超過 200萬人，這樣的話加一起就 600萬人。目前來看就是說支持爆料革命的人，就是非常活躍的，他們認為在 2000

萬人左右，那么觀看郭文貴爆料的，他認為一直以來都在 5000萬到 6000萬之間。这是他說的，他說的，我不認可，我不

認可。” 

 

11.盗国财富干什么和找到这些财富的方法【盗国贼】【爆料革命】 

“盜國財富到底干什么？我再給大家說細一點。這些盜國賊拿到了錢，非常聰明，絕大多數是代持，新加坡最大的公司是

代持之一。大家耳熟能詳的最牛最牛的三大銀行竟然股權也有替他們代持的，美國有四家公司裡面，公開的這個信息一查

就是普通幾家公司，還有幾個大的一個上市公司，還有保險基金。背后全是發的產品，通過發的產品代持了這些洗的黑

錢。我們法制基金只要找到里面一半的錢，咱就幾千億的傭金。所有我再告訴戰友們，任何人有英語能力的，想辦法工

作，想辦法到這些地方去工作去，撈取到這些人任何一個賬表，財務信息，你都有百分十五，甚至百分三十的傭金！” 

 

12.美国被蓝金黄的官员到转变的内幕【蓝金黄】 

“我跟那個布萊恩-肯尼迪先生見完面。哎呦！這又說露了啊，現在他是主席了。我就覺得我最擔心的事情，是牽扯中國老

百姓。另外一個就是這些盜國賊的財富，很多錢都是在某些國家的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上投的，全把錢洗出來了。不敢想象

啊戰友們，就是西方的被「藍金黃「、被滲透，真是超出人的想象。所以，我跟這位朋友說，你能願意從過去的「大

使」、賺中國的錢，這說錯了噢，說露啦！從官員……然後當律師，都知道你黑了……賺了不少中國的錢，到發現了你的

良知。” 

 

13.中国是如何在中共的影响下沉沦的已及美国被牵扯的部分【中国现状】【蓝金黄】【共产党】 

“在西方，很多過去被「藍金黃」的人，真正地突然間接受不了啦！真的在蘇醒。感中國這樣真的是太瘋狂了，說這把新

疆一兩百萬人就這麼給抓了，弄的一個村一個村的消失了，西藏人就這樣被對待。然後，華為就這樣在西方瞪眼兒說瞎

話。然後，郭文貴被罰了 600個億，中國的企業家就這麼一個個地被弄沒了！然後，剩下的全跟他們幾家跑。然後，在西

方如此之滲透。然後，竟然影響美國中期選舉，而且想盡辦法，要影響 2020年大選。” 

 

14.议员和郭先生讨论关于盗国财富立法的事【美国行动】 

“昨天下午，有兩位議員，他們聯繫我，想讓我到華盛頓，說能不能見個面？商量幾個提案讓我參與，其中就包括盜國賊

的財富。必須立法，讓美國各個金融機構，必須公佈所有跟中國有關係的代持（股份），和超過一百萬美元的交易。必須

拿出來！立法！” 

 

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 

“我們還要做的事情，在海外全面地、各個國家全面啓動。針對像伊朗革命衛隊，他們叫「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

黑社會組織一樣，（列為）恐怖組織！一定要把「江家」這幾個家族，包括江志成等這些所有的人，列到「黑社會組織」

和「恐怖組織」裡面去。” 

 

16.刘鹤与华平基金，太平联盟【刘鹤】【华平基金】【太平联盟】 

“劉鶴的事兒我沒爆過，是給你面子，因為咱們有共同的朋友。既然你要這麼來了，行！咱們就從「華平基金」吶！「太

平聯盟」啊一塊來。” 

 

 

2019 年 4 月 13 日（2） 

文然、文丝整理 

什么叫蓝通？为什么刘鹤将遣返战友 21人做为中美贸易交易的条件！（三连播之二）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QHQrwq15Vb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24c0aee-0c42-4969-94e0-7dba0fe21c49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24c0aee-0c42-4969-94e0-7dba0fe21c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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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件不能在直播中说的事【爆料革命】【Larryking】 

在直播前，突然，當地的某個部門給我打個電話，說 Mils，知道你今天直播，有兩個事你不能說。一個是班農先生的演

講，因為是鏈接我手機上的，我能給大家講班農這句話講的是什麼意思，他是什麼時候講的，我是想說這個。再一個就

是，Larryking的視頻。” 

 

2.不能公布的让郭先生不高兴的事【爆料革命】 

“不高興的是這個哥們給我打了個電話，不讓我使用其中一個視頻，這個視頻是他給我的，有一份文件，被抓捕的幾個人

的文件。這個呢，他說，現在因為還沒公佈，郭先生，拜託你不要公佈這個事。大概我就說，共產黨派來的幾個人，準備

接近我們戰友的，包括安排了美女，天天給路德發視頻的，裸女視頻，還給 Sara發了裸男肌肉視頻的，我不知道卡麗熙有

沒有，卡麗熙我不知道，其他的咱們美女啊，北京姑娘有沒有收到我不知道，其中一個被抓，這哥們隱藏的還很深。被抓

了，另外一個人借用給文貴提供爆料，說我是什麼什麼人，郭文貴先生我有料給你，實際上這個人是釣魚的，這個人也被

抓了，在紐澤西被抓了。所以呢，這個我會跟大家說，這個人被抓了，今天我本來要大大的講這個呢，因為這個人，還真

成功的騙了色，還真成功的騙了錢，兩頭吃，共產黨的錢也拿了，海外很多被藍金黃的海外企業被騙錢了，還有咱們的戰

友已經不在這裡頭了，有人還被騙了色，據我所知啊。挺好玩，挺搞笑，江志成，孫立軍，孟建柱，他想不到，還會發生

這事，你懂我意思嗎，戰友們，你懂我意思嘛。” 

 

3.5G的突破【5G】 

“另外一個技術上，就是網絡技術。今天不讓爆就包含這個，就說，美國在 5G這個事上，5G網絡上可能有重大的公佈。

那麼 5G的網絡技術，就是所謂的 5G半，或者是 6G，可能有重大公佈，我只說一個，記住諾基亞，西門子，還有日本 TK，

接下來有重大突破。這個突破完了以後，會對咱們的爆料革命，對國內的傳播爆料，將有重大影響。” 

 

4.出庭作证和查封盗国贼日本，新加坡的账号及对港一位超级富豪的调查【爆料革命】【江志成】 

“再一個我有個視頻，就是人家讓我在網絡上出庭，出庭前，人家是下週一，就是咱們星期天的晚上，人家在所在國出

庭，我要提前錄好，在律師面前錄好，我要出庭作證，查封幾個盜國賊的賬號，新加坡和日本。大家知道我說的是誰啊，

香港一個超級富豪，已經正式被我們的，某國家列入了全面調查對象，上星期二，這個國家司法部，正式發出了立案，成

立了幾十個人的小組。此人在歐洲，買下了半個歐洲可以說是，半個歐洲的關鍵都被他買了。這個錢跟江志成也有關

係。” 

 

5.Larryking的假视频作用及港超级富豪女友作为联络人的效用及与美方勾兑谈判【Larryking】 

“LarryKing這個視頻出來，一箭三雕。一，讓戰友們知道，首先黑我一把，海外偽類們轉發，完全按共產黨版本黑文貴

一把；第二個讓你全世界知道，世界上有這種技術，可以讓一個真假不分的作出你的視頻，這就說什麼，郭文貴要放視頻

的時候，郭文貴用這個技術，造的假。明白了嗎戰友們？人家不是開玩笑的，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其中一個香港超級富豪

的女朋友，頭兩天在日本，秘密的跟某國際官員進行了接觸，說你們別公佈對我們的調查，我們全力配合，這個香港這成

那成的都不知道，江家也不知道。戰友們！都不知道！咱走著看。沒有人再想當第二個「何志平」。所以，我給某國機關

說，我說你一定跟她談，他這個女朋友是個聰明人，是和江家、孟家、王家的聯絡人。結果在日本一談，馬上上鈎。很簡

單，人家美方叭叭叭一說……對吧？對吧？就那個意思！” 

 

6.法治基金捐款收据的重要性及郭先生周围卧虎藏龙的环境【法治基金】 

“法治基金，我再求求戰友們！一定要記住：法治基金，捐款的人，每個條兒都要留著。未來它有大用，我再說一遍，它

有大用！我這辦公室，我跟你說哦，我就讓你們看一個小的哦，小的！大家看看那個後面，那個黑房子。噢……你看看

啊！就這麼近。我再看看後面那個白的那個角兒，就這個角，就最小的這個角那個，最小那個角兒是什麼人？未來你們都

會知道。這都是藏龍臥虎之地，藏龍臥虎之地哦！可不是跟你們開玩笑的戰友們，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某國防重要人士。

跟我一窗之隔，一窗之隔！頭兩天走過來，跟我深談，miles！我們每周要在這裡喝茶，每周要談談我們應該談的這些事

兒。你看班農先生演講最後說什麼？所有的、西方的出賣我們的精英們，我們一定找到你是誰！記得說過的這話了麼？不

是班農先生說的。不是班農先生的原話，他敢那麼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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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红通与蓝通及准备起诉国际刑警组织【迫害文贵】 

“我向大家爆一個料啊，路德桑你不知道的，細思小哥你也不知道的。通緝令裡邊有兩個通，大家要記住啊，有兩個通，

誰都沒說過這話，叫藍通和紅通。我再告訴你，曾經魏京生說，到國際刑警組織替我郭文貴遊說，這話是不對的。在他沒

和我聯繫之前，他已經決定去那個國際刑警組織去了。他去不去那個刑警組織，那些事都會發生。我捐了你魏京生的錢，

我心甘情願，我給了你錢。你不支持郭，沒問題，但我不是傻子。是趙岩聯絡我，見的魏京生先生，是趙岩和魏京生先生

問我要的錢。那個紅通，發了沒有，我告訴大家，是真的發了，是有這紅通，並不是不存在，是真的。但是嚴格講，那不

叫紅通，那叫藍通。現在我起訴國際刑警組織的事，我可以慢慢把文件全都鋪出來了。 

國際刑警組織有藍通和紅通，啥叫紅通？紅通基本上就是來黑你名字的，把你信譽 

全毀掉。就是一髮出去，某個國家刑警組織的所謂合作國，發出一個紅色通緝令，叫紅色通知，不叫通緝。發出以後，弄

得你名聲非常差，聲名狼藉，沒人和你打交道，沒人理你，都害怕，去銀行不跟你打交道，這叫紅通，叫紅色通知，不叫

通緝。第二個，藍通是幹什麼的呢？藍通就厲害了，給郭文貴發的這個是藍通，不叫紅通，叫藍色通告。這個藍色通告最

陰了，它發出去，不想讓你任何人知道。在國際刑警組織名單上是查不到的，這叫藍通。但是所有的國家，一旦這個當事

人去了某個國家，你一入境，它就通知了發藍通的國家，就是中國啊，或者哪個國家。然後這個藍通的發出國，就會馬上

跟你溝通，說你看我要求這個人抓他，或者跟蹤他，還是盯住他，你本人是不知道的。給我發的叫藍通。這個藍通第一

次，據國際刑警組織的律師告訴我們的律師，說：第一次他們看到，和第一次被打印是在哪裡，就是在深圳 5月 20號，

2017年 5月 20號孫立軍帶著他的情報局，帶著他在香港警察局的人，見 ElliottBroidy，吳徵在外面伺候。把這個原件給

了 ElliottBroidy，ElliottBroidy的電子郵件中就有這個藍通的彩色復印件。這是為什麼美國現在司法部起訴

StevenWynn，ElliottBroidy，你們怎麼擁有共產黨最機密文件，連國際刑警組織都只有一部分，你有全部。這就把孫立

軍，這就把劉彥平，這就把孟建柱完全列入到非法遊說、賄賂美國人，非法院外遊說，以及嘗試向美國總統非法提供虛假

信息。” 

 

8.红通变蓝通的原委及孟宏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迫害文贵】【孟宏伟】 

“第三個問題。有意思了，發藍通，發紅通都要有一個必然條件，必須是提供當事人的全部案件、證據、信息，並每一個

月或者一季的都有一個審核，審核的程序非常非常嚴。那麼這就和孟宏偉有關係了，因為當時孟宏偉當國際刑警組織主

席。完全是在 419直播前，突然間的，本來應該先發紅通，發紅通提供的文件特別多。發紅通，孟宏偉說這些文件下邊他

們要要，叫北京給臭罵一頓，罵完以後，說你必須給我搞成。然後現在說，發藍通。為什麼？有一個我最熟悉的，某媒體

當時給我做直播的人，向北京秘密透露，郭文貴將馬上回英國。啊，採訪我的人，採訪我的人，所以改成了藍通！藍通，

孟宏偉照辦了。這兩樣全是非法的，全是不合規的，按照國際刑警組織規定，而且盡然沒有審核，一直，一直，一直啊，

在國際刑警組織的名單裡邊。而且這個東西，最早拿到的是美國一個 ElliottBroidy和 StevenWynn，還有美國華爾街幾個

大佬，遊說的。這也是吳徵手裡擁有的。所以親愛的戰友們，這個事可是大了去啦！這就坐實了，在美國非法執法，非法

遊說，嘗試提供虛假資料影響美國總統。這叫做政治賄賂。” 

 

9.海外欺民贼们拿中共的钱要面临的后果【伪类】 

“我可以告訴大家的事情，海外親民賊，間接直接拿中共的錢，為中共砸郭，為中共提供爆料信息，收集爆料戰友的信

息，包括利用募捐，收集國內捐款人信息，這些事情都在所有的政府調查名單中。包括往海外媒體拿到中共的錢，通過中

間投資人，包括所謂的戰友，什麼網友拿到的錢，我告訴你都會給你查清楚的，記住我今天說的話，記住我今天說的話，

一個都不會少。這是我都不要具體的說，我不要具體的說。所以說親愛的戰友們，真的假的，經過實踐經過事實一切都要

有結果。” 

 

10.东方文华酒店的前世今生【文华酒店】【王岐山】 

“在東方文華酒店集團裡邊，有一幫子人，7個人，領頭的叫 Rebecca，來自香港，叫 Rebecca，我的好朋友。專門負責伺

候中共最高官家族。原來包括薄熙來。跟王岐山，跟亨利他們好了幾十年的關係。在北京東方文華酒店有一個集團，這個

集團在北京的一個老太太，是某軍區司令員的女兒，我就不說了啊，七八十歲了。專門做他的代表，公關上層。原來她全

面負責王岐山走的所有地方，文華酒店那邊。你可以看一看，幾乎中共領導人，有文華的地方，全住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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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家四杆枪出动以及其他家私生子全面出动【王岐山】【盗国贼】 

“王岐山家族所有的四桿搶，最近全面出動。我和某國領導人說的時候，我說我可以告訴你，王岐山家族的四桿搶全面出

動。哪四桿搶，大家知道嗎？我今天不說。我過一段再告訴你們，這四桿搶是誰，都去了哪裡。這四桿搶，最近，江家、

王岐山家、孟建柱的所有的私生女，孟建柱家都是，所有兄弟姐妹全部出動。那孟海晶就不用說了，全面出動。” 

 

12.郭先生说要一统海外各种力量然后反共【爆料革命】【反共】 

“在下樓的時候，我告訴劉彥平先生，他說你到底想乾啥？我說我要一統江湖。哎，劉彥平他說，什麼一統江湖啊？你什

麼意思啊？你要乾嘛？我說海外民運，海外所有反共的，所有海外力量。啊對，你要這麼乾啊！一統江湖，然後聽我們

的。我說你說錯了。一統江湖，我要挑戰你們共產黨。那天我是真喝多了。我說這個都有錄音，啊哈。當時劉彥平就說，

你開玩笑的吧，就你，就你，就他們，誒喲，誒喲，你還真是把自己當回事兒了。這是劉彥平原話啊。我說，咱們慢慢

看。那時候我還沒爆料呢。” 

 

13.江家的势力与实力及习主席不知道的事【江家】【习近平】 

“周亮，王岐山的周亮，人民銀行副行長。習近平先生最得意的丁薛祥，中辦主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你告訴我，

你們大家能說說，在香港這個小組，你認為習近平先生他什麼都知道嗎？說，他們叫劉鶴去，把這列出的 21人個名單，在

香港乾的這些事兒，包括引渡法，引渡法的背後的故事，包括這個江志成全面的弄，包括海外的這個洗錢，我可以告訴

你，他連 5%都不可能。” 

 

14.郭先生暗藏玄机的过往【文贵过往】 

“當初洪學智在北京萬壽路恩濟花園，我在那兒我有幾套房子，他也在那兒住。包括那個楊什麼來著……那個總參謀長，

跟我也住在一起。朱時茂就在我家對門，他樓下幾個大奔馳，掛著甲 A的牌兒，老茂，也掛著甲 A02的牌兒。我在那兒，

我這啥沒有牌兒啊。那都是明星，都在那兒。那個時候，馮小剛，不是，葛優也住在那兒，差一層樓。那都是被毛澤東給

滅了，回來以後全完了。” 

15.和神秘的雅虎要员之一会面及他对郭媒体的支持【雅虎】【郭媒体】 

“我去那裡見了一個神秘的人士，此人是當年雅虎的最重要人之一啊，他在那塊兒有一個巨大的一個莊園啊。我上那兒去

乾嘛去了？我不是看他那個房子去了，那個我是見旁邊那個牛人去了。這個人第一要給法制基金捐錢，第二，他要和我秘

密見面。所以我是趕到那裡去，啪啪啪就和他見完，哎呀，這個見，讓我感受到台灣被滲透太厲害了。他跟我說：「郭先

生，台灣如果這回再輸掉大選，台灣人民就失……就再也沒機會了，再也沒機會了」。我說：「為什麼你這麼大的感慨

呢？」，他說因為他看到了什麼，他聽到了什麼。當時他給我一講我也很震撼。我說我今天來見你啊，除了咱們法治基金

合作，還有一個就是你那麼慘啊，但是你很有錢，你有幾百億美元，我說接下來你對台灣到底想做啥？他說我們絕對不能

讓台灣再這樣下去，他說我對賺錢已經沒有興趣了啊，對賺錢沒有興趣了，但是對拯救台灣有興趣。然後他就跟我提了他

那個方案，我很震撼也是，啊。他說我瞭解中共的很多人，他說可以說最瞭解馬雲的就是我，我要跟你合作。我說這回來

我最大收穫之一就是加州過去，最最最最與共產黨合作的人現在都開始（反共）。他說我跟江志成他們都很熟啊，都很

熟，他說他們的基金合作我都特別熟，然後他說我在你的郭媒體上我可以全力的支持，大力的支持。” 

 

17.去川普庄园的女间谍下周上堂【川普】【女间谍】 

“今天啊今天我再爆個料哈哈，下周那位女間諜會上堂，完全啊完全跟你們想想不一樣啊。大家記住去闖馬阿拉歌完全跟

你們的結果不一樣，記住我說的話。” 

 

18.陈文茜和台湾的公知【陈文茜】【台湾】 

“陳文茜，對陳文茜，哎呀我的媽，壹說陳文茜我有點受不了了啊。太受不了了。陳文茜妳來告我，妳來美國告我陳文

茜！陳文茜這個人真是這話說她是什麽？外號叫什麽？我忘了叫什麽外號了，叫做北什麽呀？啊。有個叫什麽，不是叫

“公共馬桶”，叫什麽玩意外號啊。這個女人太爛了，太爛了啊！跟劉長樂，通過鳳凰劉長樂、王紀言，加入了中共的安

全部。劉長樂、王紀言，安全部十二局，帶著她上我家吃飯，還采訪節目。到處吹捧我，還跟我錄了個節目啊，啊喲我的

媽呀，這個受不了！這個真受不了！這個人變態。所以說，臺灣有太多現在所謂的爛人，太便宜被買了。高（陳）文茜是

臺灣所有文化界和媒體界，和臺灣的公知們——所謂的公知們，壹個最重要的風向標——就是墮落，便宜，無恥，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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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叫什麽文茜，陳文茜，是共產黨在臺灣，培養出來的。包括壹個叫什麽邱毅（音譯）那個家夥，是培養的最最不要臉

的壹男壹女。這兩個東西啊。這兩個東西必須得到臺灣人民的懲罰。必須講清楚這個資金的來源。她是到底兒，妳是怎麽

認識郭文貴，去郭文貴家幹嘛去了，誰帶妳去郭文貴家的。未來，包括那個韓國瑜，韓國瑜，還有夏向東那幾個人，等著

吧。我再告訴妳，下壹個總統，我再說壹遍，選舉權絕不在臺灣。在美國！” 

 

 

2019 年 4 月 13 日（3） 

文然、文丝整理 

郭文贵先生第三次直播．王岐山副主席可能要扶正！给战友们的四条建议！紧急通知⚠战友必看！（战友之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VIKApfjY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7e938ac-de16-4d49-800f-0c2bad084005 

 

1.刘鹤的角色重要性【刘鹤】 

“刘鹤已经被授权，啊官方授权，这已经拿到了官方授权，这是啥都合法化了。更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刘鹤是王岐山最

好的哥们儿，跟美方关系深厚。而且，绝对是江家、孟建柱 100%控制的！孟建柱抓小辫子那你这…贪污啊…玩儿女人什么

事儿都来了。所有的！背后的各种个人力量！和各种角力！刘鹤，会拼死来完成这个任务！要不然孟建柱王岐山的枪（手

势），王岐山抓住他的把柄会把他弄死。所以他既有官方宝剑；又有私人利益所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刘鹤是“南普陀

会议”决定的重要使用者之一！” 

 

2.对战友的四条要求【爆料原则】 

“第一，在海外的战友！但是申请政庇的，和在海外，有反共背景的，千万最近少接触国内来的人...第四条，亲爱的战友

们，所有在海外的战友们最近你的账号，莫名其妙的钱，你一定马上报警！有人要主动和你联系，不明白的，把它黑关；

再联系的，马上报警。 

 

3.关注秦城监狱【秦城监狱】 

“最近大家请关注的，秦城监狱！和国内监狱，例如薄熙来！例如王立军！例如令计划！例如李东生！例如北京市交管局

原局长宋建国（我朋友），例如孟宏伟！……得有传出死、病死、心脏死、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记住，就有一个新的的

信号，——国内开始清理秦城监狱！定期消灭！（手势）一大部份人会在监狱里边…，心脏死，躲猫猫死，打飞机死，自

杀死，心脑梗死，很多还估计……更多新死法，估计是相思死啊，梦中死啊，是不啊，这个什么死都有了！或者是，在这

个监狱里边儿，这个什么拿勺子抠食门死啊，畏罪自杀呀，什么有累罪被发现了啊，这都会出现！ 

 

4.南普陀会议最重要的发言人【南普陀】【王岐山】【习近平】 

“看一看最近刚刚几小时以前，网上推出的新闻，如果习近平出了万一，中国唯一的法人！是谁？接班了？——王岐山！

啊，看看那个作者是谁！大家有一点儿计算机技术的，我们的密煞挖掘机！啊量子挖掘机挖一挖！和王岐山在 2018年，甚

至 2016年，2012年，发出关于网起上会上关于出席、出去/回来，到以色列，到中东，所有的报导，看看是不是一个 IP

地址！大家看看标点符号，是不是一个人！——这就是“南普陀会议”的最重要的人发言人！ 

 

5.灭爆小组的行动【灭爆小组】 

“安全的（手势食指 2）公安的，（手势中指 3）经侦的，（手势 

无名指 4）刑侦的，（手势小指 5）军队的，情报的，——所谓的“灭爆小组”！ 

就是替……整个江家江志诚，和过去的曾家、朱家，……这些老派们！现在要到海 

外“定向清理”！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成本！！！” 

 

6.最近伪类可能为了发灭爆财最后被干掉【伪类】 

“例如郭宝胜吴健民啊袁红冰，包括那什么潘晴啊什么相林这些人，都会发 

财！有可能啊！有可能。被大钱给砸的…一塌糊涂。然后来攻击咱们，然后把它们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7e938ac-de16-4d49-800f-0c2bad084005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7e938ac-de16-4d49-800f-0c2bad08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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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因为拿钱本身就是有问题，最后，全部，就像那个电影里边老出现的镜 

头，让 A杀 B，最后 A上老板汇报时候，老板把 AB全干掉。” 

 

7.郭先生面临的危险和他的反击【迫害文贵】 

“我就等着你越过红线呢！！！你愤怒哇？！你愤怒哇？！你生气呀，把你的核武器全拿出来呀！！你在对面的楼上给我

开枪啊，——你不布那儿布的有人嘛！啊这楼嘛不都有人嘛！潘石屹的楼都有人嘛。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然后再派

一个一个人各种接触郭文贵，然后呢，以招聘的名义渗透哇，我就等着你渗透！司马懿当年，最牛的事情，就是把曹植派

去的小红给娶了！还让他生了孩子！但是没生出来啊。” 

 

 

2019 年 4 月 15 日 

文然、文丝整理 

接下来的爆料有些会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人性丑恶行为！＂世上有些人的恶已经超过魔鬼＂与共产党一起的任何人任

何事情都比妖怪还要让人憎恶……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TZESdz_IsN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95ce40e-ba25-442e-b8fb-56030f9cfb6e 

 

1.中美貿易王岐山要出山，只要习近平出事王岐山必然接班【中美贸易】【王岐山】【习近平】 

“中美貿易王岐山要出山了，啊非王岐山莫屬。去植樹去，鏡頭給王岐山，照片後邊有王岐山，開兩會王岐山中間出去實

際上是腎手術，實際上是掛著尿袋子那。掛著尿袋子那，出去倒尿去。非要說去抓人去，非要說他去乾大事去，從來多少

年沒變過。這是他核心的核心。這是一個。第二個，最核心的時間，都在這個開會之前，拿到內部通搞，早於《人民日

報》，早於新華社。把消息發出去，啥意思？這個會的真正的主導是王岐山，是王岐山。知道吧？這是第二個。第三個，

所有的最後的都是，你看這篇報道是什麼？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王岐山要接班，只要習近平出事，王岐山必接班。你們

看明白這個道理了嘛戰友們？這不是郭文貴懵的，也不是編的，這是內部情報。” 

 

2.查一查这十个人和江家和李嘉诚的关系，潘多拉的盒子先来点小料【潘多拉盒子】【江家】【李嘉诚】 

“第一個人你們先查一個李嘉誠的太太，也是他表姐叫莊月明，查查莊月明，大家要記住啊，夫人莊月明，後來是上吊自

殺了，莊月明女士。第二個查查女人，香港，是火炭兒的，原來在火炭兒的一個女教師，姓林的，我忘了，不一定啊，第

二個不準確。一個女教師，前紅顏知己。第三個查查江棉恆和李嘉誠的關係，查查江澤民的妻子王冶坪，不是王艷平，和

李家有什麼來往。鋼琴啊，鋼琴啊。然後第五個查查霍建寧，和李嘉誠怎麼認識，什麼關係。第六個查查現在女友，一直

女友，中國官方聯絡人，周海旋。第七個人查查我曾經的總裁，原公安部一局常務局長，當時沒局長，陶駟駒當部長的時

候，就是他和林強說的，他是向華強的親戚，向華強娶了林強的表姐叫曾佩，曾佩的前夫叫李小龍。林強先生，林強的哥

哥叫林弟，安全部的，原十二局局長，候補局局長。差點兒當上安全部副部長，後來叫人家給撬了。林強先生和李嘉誠啥

關係？第八個查一查馮琦，馮琪先生是現在的中國，原來是副總理，這個管統戰部的，劉延東的女婿，馮琦，馮琦，馮

琦。第九個查查董建華，董建華的八萬...，和董建華的驟然下台。第十個牛人叫馬世民，馬世民，叫 Sam，英文叫 Sam，

馬世民，原來長江和黃的高管，英國人前雇傭隊的軍人。小個兒不高，很精神啊” 

 

3.李嘉誠全面参与迫害郭先生，不得不爆他的料【李嘉诚】【迫害文贵】 

“香港最不想爆的人就是李嘉誠。中國企業家中我最尊敬的人，其中就是有李嘉誠。但是沒辦法啊，他老人家族現在跟江

家現在對我開炮啊，他對我開炮。周海旋，李嘉誠，還有這江志成，香港的大本營啊，滅爆小組啊，李家全面參與啊，那

我們沒辦法。李嘉誠先生，我們可不想惹你，惹你乾嘛呀，是吧？我跟李嘉誠家是窗戶對窗戶，我能看他家，他能看我

家。全香港最大的房子是我的，我第一，他第二。是吧，我們倆沒仇沒怨，對吧？但是我們的淵源太深了。” 

 

4.任何战友不能代表爆料革命说话。珍惜信用，战友们要小心【爆料原则】 

“千万千万记住：咱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跟人家走。不要跟这些伪类们、欺民贼们啊、还有盗国贼们的假新闻，跟着他转。

一定要看到事实的真相！你有绝对的把握了，你才要说啊。千万千万别把我们爆料革命啊，来之不易的信用，啊给毁掉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95ce40e-ba25-442e-b8fb-56030f9cfb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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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任何战友都不能代表爆料革命说话。任何战友这个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把爆料革命给裹进去。啊这个其中刚才开会的人

告诉我说：让我们务必小心！他们正在调查当中的、就是来自中共的各种力量。啊在想办法来接近我们爆料革命的这些主

干力量。” 

 

2019 年 4 月 15 日 

【安然整理】 

下午三点！显摆一下新＂汉挂子＂新衣服．向战友报告一点刚刚的神秘会议！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SH2rDTPZ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ceca110-eb0f-4374-87bf-dea416610117 

 

1.不要跟着伪类和欺民贼走，不要围着盗国贼的假新闻转，任何战友都不能代表报革命说话。【爆料原则】 

战友们今天要在这里说什么呢？千万千万记住：咱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跟人家走。 

不要跟这些伪类们、欺民贼们啊、还有盗国贼们的假新闻，跟着他转。一定要看到事实的真相！你有绝对的把握了，你才要

说啊。千万千万别把我们爆料革命啊，来之不易的信用，啊给毁掉了！任何战友都不能代表爆料革命说话。任何战友这个也

不能随随便便的把爆料革命给裹进去。 

 

2.战友们务必要小心，你们会被蓝金黄，会被制造麻烦。【蓝金黄】 

这个其中刚才开会的人告诉我说：让我们务必小心！他们正在调查当中的、就是来自中共的各种力量。啊在想办法来接近我

们爆料革命的这些主干力量。想尽一切办法蓝金黄，想尽一切办法来制造麻烦。让我们陷入到他们想象的所谓的法律媒体危

机里面去。啊大家要记住啊，大家要记住。 

 

 

2019 年 4 月 16 日 

文然、文丝整理 

尊敬的战友们好，你们健身了吗？你 20直播报平安！不爆料就是谈谈，昨天让大家搜集李嘉诚 10个人信息的进展！和简

单谈谈维基解密解密的信息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GP1BjH06v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ea1a80f-1213-4f21-8660-4cdb7a402a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1BjH06v0 

 

大事件 

 

1.国际经济将有重大变化，维基解密将揭露核心秘密【国际金融】【维基解密】 

“然后说李嘉诚，另外我再告诉你大家要记住，最近啊国际经济将有重大变化，国际经济的重大变化，其中将涉及到中共

核心的！…它的秘密都将被揭开！维基解密给核心经济核心秘密，简直是就像那个巴黎的圣母院这个大火一样，你挡不住

啊！” 

 

 

2019 年 4 月 19 日 

文然、文丝整理 

一个难忘的日子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Oe22Ocs1qr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d4f303d-18f8-4f70-a81b-72c7c410b3e8 

 

 

1.＂慈航＂基金是笑话，假孙瑶、假贯军、假刘呈杰都会死，活不长【慈航】【私生子】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ea1a80f-1213-4f21-8660-4cdb7a402a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1BjH06v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d4f303d-18f8-4f70-a81b-72c7c410b3e8


 890 

“到现在，我们对面这个楼上，这块儿，仅陈峰的哥哥陈国军，就有几十套房子，上亿的房子。还有王岐山的 157号，82

楼和 88楼，和在美国 N处地产，以及王岐山家里边的，私人信托基金。海航的笑话多了去了。海航的真像也大白于天

下，＂慈航＂基金，叫得本来就是个笑话，从纽约狼狈窜逃，窜回香港，又分回了另外的 5个人。贯军、刘呈杰在中央电

视台出来，录像，结果是假的。那个假孙瑶，假贯军，假刘呈杰，我相信他们绝对活不长。” 

 

2.香港已经进入地狱，台湾已经被彻底渗透！海外媒体民运大多和中共有勾结，假民运和欺民贼，都是一些募捐党正对他

们采取法律行动【香港】【台湾】【伪类】 

“香港在这两年里边，根据我当时所说的，香港已经走入了地狱。台湾已经被彻底渗透！台湾人正面临着生死选择的历史

关头，这都是两年前文贵爆料的一部分。包括海外的欺民贼，我在过去曾经说过海外绝大多数所谓的媒体，还有民主民运

人士，都是一些和中共有了各种利益和勾结的伪民运，假民运和欺民贼，都是一些募捐党。包括了那个过去的李洪宽，这

个畜生！夏业良这个假教授！这个畜生！郭宝胜，这个假牧师，这个畜生！熊宪民，这个畜生！韦石，这个畜生！陈军这

个畜生！都暴露无遗！包括什么成水炎，还有什么马可，昨天我们知道马可的案子已经转入到缺席审判。所以说我们在这

两年里边，也对这些人按照美国的法律，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 

 

 

2019 年 4 月 20 日 

文然、文丝整理 

班农先生与文贵谈郭台铭选台湾总统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Uh8Ourx9kRw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e315cb7-8d60-417d-8817-62662b9244f2 

 

 

1.台湾的＂双枪＂政策。中共布局韩国瑜和郭台铭参加台湾总统选举，影响深远【对台政策】【韩国瑜】【郭台铭】 

“那么今天的台湾他们布局韩国瑜，又最后抛出郭台铭，就是他们对台湾的最猛的招叫“双枪政策”。这个事件可以说对

台湾人民影响深远，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和中美关系影响深远” 

 

２.郭台铭是中共培养的人，中共要通过选举拿下台湾和控制全世界【郭台铭】 

“基于以上个人的，和他发生的事实，和他和中共领导的关系，那么后来内部人士再告诉我说中共培养了几个人，叫集体

作战，联合面对民进党。就是说通过选举拿下台湾，拿下台湾就等于拿下了亚洲，拿下了亚洲就基本上控制了世界。” 

 

３．郭台铭从选举的那天开始起，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郭台铭】 

“他选这个总统啊，他不会放弃他企业的。他不放弃他的企业，怎么能同时把台湾送给共产党？他想通过选举台湾的总

统，来跟共产党做更大的交易，玩过最多的明星、玩过最大的共产党、再玩一个台湾总统，他想在这个当中搞平衡，不可

能的！结果就是牺牲 2300万台湾人民，结局是悲惨的，他本人也会从此……，郭台铭从选举的那天开始起，郭台铭的人生

已经结束了，咱们走着瞧！他不会再有任何往上走的趋势，越来越糟：企业糟、身体糟、民意糟、然后再彻底失败！大家

可以拭目以待！跟共产党的没有好结果！” 

 

 

2019 年 4 月 21 日 

文然、文丝整理 

为什么要揭穿李嘉诚，马云，郭台铭，江志成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Nno18amLzwQ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2e607f2-b60c-4b84-80d2-85ed899af5cd 

 

 

1.李嘉诚、马云、郭台铭对郭先生和对爆料革命具有巨大威胁。【李嘉诚】【马云】【郭台铭】【香港】【台湾】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e315cb7-8d60-417d-8817-62662b9244f2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2e607f2-b60c-4b84-80d2-85ed899af5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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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为啥挑战你们仨人？第一，对我本人，对我们爆料革命具有巨大威胁。第二，与我们的喜马拉雅目标有巨大的矛

盾。第三，你们三个的假，骗，盗，愚弄于天下，特别愚弄于我们十四亿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把香港葬送到这个程度了，

还要把台湾给葬送。大陆已经成了地狱了，你要把香港台湾也变成地狱的一部分！那对不起了，咱跟你个人无冤无仇，是

你们找上门来的。接下来的事儿会很多，相当地多，相当地多” 

 

 

2019 年 4 月 22 日 

文然、文丝整理 

美国宣布对伊朗石油输出禁运不再给豁免国家，对 CCP将是什么巨大打击？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rkytjh7aFy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3668a05-e9ee-4390-a9a2-dba7ab85bfed 

 

１．一带一路关键是能源能源战略【一带一路】 

“大家一定要看到我前天跟班农先生直播的时候说，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乃至日本 86%甚至 90%的能源的供应一条链。大家仔

细看一看，只要东海和南海不管你哪里出来你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另外一个就是“一带”，整个是巴基斯坦

到阿塞拜疆，整个到俄罗斯 5这一圈回来，然后是海上的“一路”。一带一路，这关键是能源，关键是能源，能源战略。

这些地方，它太重要了，那么现在来看马六甲海峡，你只要是伊朗的这个油掐完，对面就剩了阿联酋，还有沙特，还有几

个小国家了，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是什么概念，战友们，你去想想。” 

 

２．伊朗石油制裁的已经正式的打响了美国向独裁政权第一枪【伊朗】【美国行动】 

“所以说战友们，伊朗石油制裁，锤子落下这一刻，世界的战略格局要重大改变。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正式的打响了美国

向独裁政权严重地、圣神地、负责地第一枪！就像那天我跟班农先生讲的，世界的独裁机制要征服世界要在 2049，就是共

产党建国 100年，要彻底达到一个共产党带领的独裁，要统一世界。美国现在说：“不中！老子要在你 2021，你共产党

100年和你 2049控制统治中国，霸占中国 100年的时候，我得把你收拾了”，实际上不要这么长的时间。伊朗这事争的是

马六甲；争的是亚洲的权力；争的是 80%到 90%的亚洲战略能源。那么台湾就更不要说了，什么香港、台湾、东南亚国家那

都在这范围之内的嘛，所以说一带一路能否带成？能否入成？就看这一锤子了！你想想，其他国家就甭提了！” 

 

 

2019年 4月 23日 

文贵趴在地上向战友们报平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www.guo.media/posts/189959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9948595-2a86-44c0-b053-1dfbd301071a 

 

无大事件 

 

2019 年 4 月 24 日 

文然、文丝整理 

报告昨天的三个神秘会议和对张健先生突然病逝的祈祷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6NU3FM3YfYQ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404d449-3516-4219-bec1-9b1dcd320141 

 

 

1．香港遣返法危害巨大，震撼了世界，只要任何一个警察都有权利可以把你抓住，直接送回大陆，封你的钱【反送中】 

“第二：香港遣返法。也震撼了世界！震撼了世界！这对他们来说是风暴级的！他们都不敢想象，他们都在问：这是咋回

事呢？他们到底想干嘛呀？结果呢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很简单：以前他们到香港去抓你呀得经过法庭，现在不需要

了，只要任何一个警察都有权利可以把你抓住，直接送回大陆。或大陆警察在香港把你抓住直接送回大陆，美国人都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3668a05-e9ee-4390-a9a2-dba7ab85bfed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9948595-2a86-44c0-b053-1dfbd301071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9948595-2a86-44c0-b053-1dfbd301071a
https://www.guo.media/posts/189959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9948595-2a86-44c0-b053-1dfbd301071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404d449-3516-4219-bec1-9b1dcd3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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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都这样(惊讶状)。我说另外一个再告诉你，我指着他鼻子说：就是你当年给了他们 WTO！靠神秘人物啊。就是他

决定给了中国 WTO协议。我说就是你给的！现在你到香港去或你家人，他们说抓你就抓你就可以把你送回大陆去。还有更

夸张的事情！你的钱在香港就直接给你封掉，而且香港警察有个什么法律？就像我的钱，封住了以后，你连信用卡都不让

你用，饿死你！而且你说啥的？他可以一直延期把钱給你封住，所有的银行都给你封住。而且让你提供所有你在全世界相

关的企业，把钱全封完，没了！饿死你！哇！他特别(倒抽一口气)....，我说就是你的 WTO，让他们从 1.4万亿到今天的

14万亿，就是来对付你们来了！是啊！震撼了世界！所有的人最后都问到：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干倒？” 

 

２.三个重要的会议开完，确定新的法制基金口号和目标【秘密会议】【法治基金】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这三个会开完，我们爆料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深度的影响，我不可言喻。我们跟这些人确定了新的口

号，对法治基金，那就是推翻防火墙，takedownthefirewall，stopinvestmenttoCCP，这就是法治基金的目标。接下来会

全球式的宣传，而且很多组织会加入。其他，比如什么盗国贼财产，那都继续做。” 

 

３．警告海外民运最近不要有任何幻想和中共勾兑，张建之死有黑幕【海外民运】【张建】 

“我告诉所有的海外民运，不管是真的假的，最近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和中共勾兑，跟不要有幻想去亚洲去参与什么事、

更不要跟你相信的所谓“欺民贼”还有“民运”的人，到亚洲或者在美国任何地方见陌生的来自国内的人。这场风暴，只

有你自己能免于一难，任何人帮不了你。我深度怀疑张健先生的死是什么肝腹水，而且张健先生在出行前，有人就放出他

肝腹水，在这以前并没有人提起。” 

2019 年 4 月 26 日 

尊敬的战友正好！你们健身了吗？你能往身上泼水了吗？今天文贵一天都在外面开会！开庭！没有时间发消息，这里向大

家报平安了，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视频链接：https://www.guo.media/posts/189959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591b63b-eb19-4c0d-97c7-26760c3b4a87 

无事件 

2019 年 4 月 27 日 

文然、文丝整理 

談談剛剛在中國結束的第二屆一帶一路的會議，和剛剛結束的曼哈頓當前危機委員會的重大意義，戰友路德參加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9QJ-n1aFw（完整版）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a3346d3-0bd2-4c3d-979e-33ab5da1cea6 

１．一带一路和百年共产党，是要建立世界独裁政治【一带一路】 

“所以說：一帶一路和共產黨的 2025，2035，2049，百年中國，2021是百年共產黨。本質是獨裁政治，它要建立世界獨裁

政治，來競爭西方的民主政治。” 

 

２．共产党会威胁全世界，一带一路先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加强对海外的全面控制【一带一路】 

“我說你再看看，共產黨在 18大前和 19大的時候，向全世界的嘴臉是什麼？你吃飽了沒事乾你瞎管我們閒事。王岐山在

乎你們誰啊？國際刑警組織，為啥把孟宏偉派出去啊。發展一帶一路首先把你的警覺性給拿掉。第二個，內外都不能有反

我的人。有反我的人就把你給抓了，我就通緝你。NGO全部清出國門，海外的全面控制。他想乾啥啊，就是掩蓋過去乾的

壞事，繼續乾壞事”。 

 

３．汉能就是大汉能共产党，ccp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害【汉能】 

“漢能就是現在的大漢能共產黨。你要利息，利滾利，龐氏騙局嗎？老子就給你弄。所以說美國危險在哪裡？共產黨跟你

玩透了，你只要敢對付我，你敢弄我的錢，我就讓你華爾街一夜崩盤，崩盤，整個美國人吃人！這些退伍基金，真的美國

活不了了！” 

 

4.一定会干倒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下场会极惨【中国银行】 

“我們最近，繼乾掉 HNA啊，要乾掉幾個金融機構，其中就包括中國銀行，我們會把他乾到，中國銀行聽著，一定乾倒

你，比 HNA的下場還慘！”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591b63b-eb19-4c0d-97c7-26760c3b4a8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9QJ-n1aFw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a3346d3-0bd2-4c3d-979e-33ab5da1cea6


 893 

 

 

2019 年 4 月 29 日 

文然、文丝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1xG7TCT94Q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9a2e7f5-329b-4e5c-bd62-5a419766059f 

 

1.香港会成为深圳的一个区，香港的富豪和亲共的人，还心存侥幸心理，他们的钱会被抢走，命也会被夺走，没有一个会

有好下场【香港】【反送中】 

“所以我說香港的朋友，我說你們要再不動作，香港那就未來就不是了...連深圳都不配了。深圳領導你，你是深圳的一個

區，不叫香港特區，叫深圳市第七區，啊第七區。也就是說香港成為大陸的共產黨的一個後花園，後花園啊後花園，啊後

花園，拉屎排尿的地方。啥都不是，想怎麼著就怎麼著你們。香港那些富豪跟親共人士，還存在僥倖心理，你付出的代價

是你整個的家族，整個的未來，你的錢是他的錢，你的命是他的命。想怎麼著就怎麼著你，出賣老百姓，出賣香港老百

姓，出賣整個中國老百姓的人，沒有一個能得好下場的，這是肯定的。” 

 

2.一定是台湾和香港先开始上街，然后引起国际的关注。最后共产党愚蠢的行为导致他们快点完蛋【香港】【台湾】【反

送中】 

“一定是臺灣和香港先開始上街，然後引起國際關注，或者共產黨愚蠢的行動去收復臺灣封鎖臺灣，傲慢、無知，我是現

在世界老二，武器老二、經濟老二、科技老二老子玩兒啦！哎，那咱贏啦，那咱真贏啦，啊，那就絕對贏啦，那就共產黨

就徹底就吧唧就沒啦，他都不知道咋回事兒他都沒了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的愚蠢和無知，啊，自嗨自我欺騙那就是 70年的

賬一把就給他算了。不會超過一個月，不會超過一星期，就嘎嘣了。中國將迎來偉大的時代。” 

 

 

2019 年 4 月 30 日 

文然、文丝整理 

郭台銘選舉引起台灣人民恐懼，中國銀行將是下一個海航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ApQBgvQ3Y&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b2426f8-4ada-4587-bc4e-77c22ab9e29e 

 

1.郭台铭的选举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恐惧【郭台铭】 

“今天，我想給戰友們要說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昨天晚上在台灣，有一個小小的會議。本來是四個人，最後改成了七個

人。主要是講台灣郭台銘選舉的問題。郭台銘的選舉已經引起了台灣人民的恐懼，特別是郭台銘的背後到底有沒有 CCP，

到底有沒有共產黨。現在台灣島上在爭論。” 

 

2.香港和台湾人民站起来反抗，美国和欧洲一定会站现来为他们说话的。台湾和香港、美国、欧洲所有的人联合在一起，

是 CCP的恶梦【香港】【台湾】 

“再一個，香港上街運動對他們影響特別大。香港這十幾萬人的上街，引起了世界的重視，特別是美國。這就是我說的，

只要台灣人民香港人民站起來反抗，美國和歐洲一定會站出來，一定會為你說話的！那麼香港人民已經上街了，那美國的

政府官員看到這個問題了。美國的官員說，這回從香港的事件看到共產黨想得逞很難，美國要出手。現在共產黨愚蠢的，

它會發現一個問題，它們這些愚蠢的動作，會讓台灣、香港、歐洲、美國，所有的人聯合在一起。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你想征服人類，想統治世界的這個夢，那是不可能實現的！那是你的噩夢，一定的！” 

 

3.正在努力让中国银行会成为第二个海航，中国银行快玩了【中国银行】 

“說到中國銀行，親愛的戰友們，可以這麼說，近期內，我們正在配合，正在努力，我們要把中國銀行變成第二個海航。

中國銀行快完蛋了。”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9a2e7f5-329b-4e5c-bd62-5a419766059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ApQBgvQ3Y&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b2426f8-4ada-4587-bc4e-77c22ab9e2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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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 1 日 

二丫整理 

从委内瑞拉革命，我们可以得到如何保护台湾和香港快速灭共的最佳办法，什么是尿脸党！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U0GR6uW-ro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bdc12a4-5db6-45ef-ba77-ea7cdb686c55 

 

1.委内瑞拉是中国学习借鉴的最好模版。不要依靠美国。【委内瑞拉】 

我的觀點對委內瑞拉呢，就像這位戰友說的，委內瑞拉是我們學習的、借鑒的最好的樣板，是天賜給我們最大的禮物。我們

就在委內瑞拉這件事情上，讓我們學了太多太多的東西了，學了太多的東西啦。這就是說，未來咱們大家要記住的事情，什

麼情況下你都別太依靠美國。那是不現實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不要依靠美國、不要依靠美國呀！ 

 

2.预言香港将上街封港。【香港】【反送中】 

就像“佔中”一樣，你要把香港機場給佔了，把香港證券交易所給佔了，你把隧道給他佔了。大家在那搭好架子，架上鍋燉

上東北菜，是不是？也別吃咱那個魚蛋丸子了，也別吃那叉燒包了，是不是？逮著豬燉豬，只要你別燉人。你就在那燉上了、

吃上了，扎下寨去，他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把香港封了--封港，一封港你贏了。你封港能咋地你？還能用坦克壓了你？香港

就那麼大。你不封，香港旁边也有海，天天封著呢。香港人也就那中環到九龍，你還能去哪呀！是不是？沒啥了不起的，那

你就要撐下去。就像“佔中”似的，你只要多撐上一星期、兩星期，那就贏了，那就贏啦！ 

要，兩黨執政，他們也做好準備了。早就在計劃之中，這個大家很有意思，好好看看，未來我們有些節目做給大家看。 

 

3.预言台湾危机时，美国会出手【台湾】 

那麼，美國恰恰地不出兵，讓我們所看到了台灣。台灣應該知道，這是为啥美國一再說的，說如果共產黨要圍攻台灣，如果

台灣積極表現、猛烈反擊，美國一定會參與。如果你 

 

 

2019 年 5 月 2 日 

二丫整理 

毛澤東，鄧小平，媽祖給我託夢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fO_HyKGdk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be536e-de56-4e65-981e-c548a3b3ff24 

 

1.郭台铭已经深陷政治泥潭【郭台铭】 

瑪祖找你找錯門找郭文貴這裡來了。結果進不去，發現你在一個紅旗裹著的一個籠子里，出不來，因為瑪祖見了紅，不能進

去。讓我來給你帶給信。你當年在上櫃之前，通過金鼎證券答應張平召現在的股票沒兌現，這是有報應的。還有你當時許給

瑪祖的，要蓋一百個瑪祖廟，也沒蓋。所以現在選總統的事根本沒給你托夢，說你沒講信用，還有說你跑到美國去，給人家

說美國要投資，把人家一個小鎮都給人家拆了，也沒兌現。這不好，美國的工廠從 10億 100億美元降到快零了，還忽悠人

家。 

 

2.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影响到 2020年是否能灭共成功【霍尔木兹海峡】 

瑪祖找你找錯門找郭文貴這裡來了。結果進不去，發現你在一個紅旗裹著的一個籠子里，出不來，因為瑪祖見了紅，不能進

去。讓我來給你帶給信。你當年在上櫃之前，通過金鼎證券答應張平召現在的股票沒兌現，這是有報應的。還有你當時許給

瑪祖的，要蓋一百個瑪祖廟，也沒蓋。所以現在選總統的事根本沒給你托夢，說你沒講信用，還有說你跑到美國去，給人家

說美國要投資，把人家一個小鎮都給人家拆了，也沒兌現。這不好，美國的工廠從 10億 100億美元降到快零了，還忽悠人

家。 

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影响到 2020年是否能灭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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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個霍爾莫茲海峽。霍爾莫茲海峽可以說這個地方的一舉一動，直接影響到 2020是否能滅共成功。大家看著吧。那麼

霍爾莫茲海峽跟委內瑞拉直接影響到香港和台灣的未來，決定了美國在香港和台灣上將影響多大！對共的貿易戰，共產黨早

就判斷了：下半年美國達成協議，因為美國的內部政治和選舉需 

 

3.美国打贸易战的同时也在打科技战【美国行动】 

同時在打貿易戰的時候也打了科技戰--華為，孟晚舟、中興，而且大家還不知道的事實上中美之間在航空領域、太空領域打

的暗戰。只是大家不知道，包括網絡戰也在鬥，只是大家不知道。然後第三個要打金融戰，現在這個銀行懲罰已經出來了，

我說下一個就把中國銀行變成海航，海南航空。中國銀行變成海航。 

 

2019 年 5 月 3 日 

第二部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ddVpZJKSY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428fddf-3871-4f24-ae54-6739753d2515 

1.郭文贵先生的理想就是改变这个体制【文贵价值观】 

我們家人在旁邊呢，那你想想要有多緊張，我說：不可能！我的理想就是要改變這個體制，我的理想就是讓中國人要徹底改

變！「那咱們今天就最後一次通電話了」，「啪」電話就掛了。你說我家人有多恨我！但是他還是兌現了，還是把我兩個哥哥

放了，其他人就沒放。包括當時的我姪女呀，還有我們的高管啊，李濤、楊英....他都沒放，都沒放！ 

 

再過了大家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了深圳三槍齊發，ElliottBroidy，白宮的和鄭祺、梁冠軍輿論造勢；BrunoWu買通更多人，

包括 Sam對我進行扼殺；還有部隊暗局；然後劉彥平來紐約，來了！結果就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717、818、919叮鈴哐啷

就全來了！ 

2.关于国家权力到底是什么？【文贵价值观】 

我永遠地堅信--國家的權力永遠不能私有化，國家的遊戲不是哥們兒感情不是江湖。而今天中南坑里人所有人都相信的就是

國家遊戲就是江湖遊戲。這就是他們講義氣講家族，把國家給黨派化，黨派給家族化，家族給生殖器化，生殖器給幾個人化。

實際上就是一群流氓黑社會。這是為什麼他給我打電話我拒絕了他。他見中東某大國王子，說我跟文貴在 2017年 5月份，

5月 2號的晚上，紐約的早上，通了一電話，他失去了一個機會，他本可以回來和我們一起改變中國，結果這哥們兒還算是

知道他郭叔是啥，說，你改變不了他，沒有人能改變得了他。我們、和他認識那麼多年，從來沒有改變過他。 

3.共产党没有骗的空间了以后就像纸一样【共产党】 

那個時候最火的就是反腐。一次次地王岐山帶領著所謂的叫以反腐革命。什麼打鐵還須自身硬。這個與腐敗鬥爭現在還沒有

超過 50%。現在已經是超過 50%。然後反腐永遠在路上。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反腐都不會停下來。大家從 2017年還聽他喊了

嗎？你咋不喊了呀？你沒球錢了。你喊個屁啊！你喊！共產黨這個機構只要它沒有騙的空間了，那就馬上就跟紙一樣。它跟

那冥紙一樣一燒就沒。那麼不值錢。都是冥紙。印上 1000億，一點就沒，只能當紙燒。要沒錢了你就完了。所以說共產黨

只要說是防火牆沒了，只要是全世界不跟它做生意，沒錢了，老百姓不傻呼呼地勞動給他們弄錢了，它啥都沒有。 

4.集体诉讼《財新》【财新】 

對啦！說到胡舒立，我要告訴大家，大家要記住噢！我們要發起集體訴訟--對《財新》。《財新》啊……就是誰看過《財新》

在過去幾年內，因為根據它發佈的信息，你賠了錢。特別像我們的卡麗熙女士，過去老買期貨、買股票啊，你只要證明你賠

錢了，你證明當時你是看了《財新》了，你都留著這證據。 

 

我們要發起一個集體訴訟，當然，賺了錢大家分啊。我出錢，你們都不要出錢，賺了錢大家分。對《財新》、胡舒立進行集

體訴訟，只要是你有這證據，咱們贏完，就像馬雲一樣，兩億五要和解。接下來，還會有好多人告，咱們也會訴馬雲。包括

微信、騰訊，還有百度。大家一定記住，包括中國銀行，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定要記住。 

5.关于郭媒体的重要性和安全性【郭媒体】 

昨天我真的很震驚，我沒想到郭媒體已經成為世界上 70億人口的，兩萬個媒體兩萬零幾個兩萬幾呀，排名。增長速度啊增

長速度現在是全世界排在幾百名。每天就是第一次加入郭媒體的 14萬人，14萬人以上。最安全的媒體，現在目前是最安全

的，手機電腦最安全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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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是兩年前我說服這個人我說要跟他合作，讓他的這個平台讓我們用，他拒絕了我們。當時他說我跟你合作了，我就是

成為共產黨中國市場的追殺者，我不要進去。我說你恰恰錯了。我的給你帶來的威脅，也是共產黨對我的封殺，恰恰就是我

的價值，因為我是唯一的中國人的希望。HOPE，HOPE。這個價值我說未來一天就會成為市場價值。因為 

 

所有中國人到翻牆到海外的時候只能在這兒看郭文貴他必須看郭文貴，而且外國人要瞭解中國，必須看郭文貴。這就是郭媒

體的力量。 

6.爆料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是海外华人【爆料革命】【海外华人】 

最大受益者，爆料革命--海外華人！為啥？我給這幾個國家領導人，我給他們講的時候，我說：最大受益者是海外華人，為

什麼？我說只要中國實現了獨立法治、依法信教、中國市場自由開放的時候，所有的在海外的有家的、在海外生活的，你就

是擁有了兩個巨大的機會！你即瞭解國外，也瞭解國內。 

所有人都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共產黨壟斷了中國一切的資源和市場！只有這盜國賊的家族才有資格代表所謂中國投資啊、歡

迎投資啊、甚至是給你機會，一旦中國政府是回到政府的本位，你別干涉那麼多，管天管地管生殖器，所有的中國人，自由

的去招商，自由的發展的時候，海外的華人你去想想那個市場有多大！14億人的市場，誰想去中國，第一個就是選擇自己有

語言優勢的、在海外認識的。所以在海外的 7000萬華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馬雲他爹，馬雲他爺爺；郭台銘他爹，郭台銘

他爺爺；馬化騰的爹，馬化騰的爺爺，那是 N個出來。 

台灣和香港，你都不用想，那最大的就是台灣和香港、和新加坡、和日本的這個受益者。最近台灣家族要捐款是最多的，他

們傻嗎？台灣人可是最聰明的。他們很清楚，那一天的到來是台灣每個人都是最大受益者，認為很多人到中國投資都要通過

海外華人、香港人、台灣人，這是肯定的。所以說，第一受益者就是海外華人！ 

7.郭媒体的股票市值 

一千美金一股，原始股我說的是，那未來可能變成一億股了，那也可能一百萬股了，都有可能！我說你們去想想多少錢吧！

啊～他就蒙了！我說你才多少錢啊，你這個公司。對不對啊，你才 10 個 billion，一百億美元嘛！我說這個公司馬上就是

千億美元的公司，你不信你試試。因為這個量太大了！不要說一億人的這個使用量，你想想多大？一個最大的媒體關注才

1700萬。這哥們有點蒙了！ 

 

2019 年 5 月 4 日 

二丫整理 

小夏与文贵谈四一九 VOA断播背后的真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KW7FCDucM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8dfc6ee-afbf-49d6-af03-fd79929cab2e 

 

1.419断播唤醒了美国和西方对中共邪恶的认识【419】 

在我說 419，419喚醒了美國和西方對中國邪惡的認識，但是 419到今天也沒發揮到他最大的作用，只是剛剛開始！你看看

到現在你還那麼認為呢，你都被開除了，你都那麼認為呢！共產黨都把你滅了，能指揮到張晶到現在，人家能把你開除，讓

你不去做手術，讓你沒有人亡，幾乎家破，你還在這討論法律呢?Toohigh，太天真。就像《政經關不了》彭文正先生，頭兩

天坐在那裡，在討論共產黨要幹啥，你已經被人家幹掉了！你已經被關了，你還在那討論呢？ 

 

2019 年 5 月 5 日 

二丫整理 

文贵与班农先生对谈中美贸易协议停止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GwcKHJ04I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e91b481-df7d-418b-9bf8-574decfc6ef3 

 

1.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 

班农先生：我觉得在美国大家的普遍观点是中国国家改革专项小组的使命就是对中国经济特别是效率低下且产能过剩，又不

能向工人支付合理工资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而这些国有企业正是盗国贼为自己掠夺钱财的地方。刘鹤作为这个改革小组的

成员和中美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在即将达成的协议中应当能够体现中国在改革方面做付出的努力。但是总统的推文却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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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想要重新进行谈判，这绝对是一种倒退。文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应该很清楚的。 

 

2.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中共在作死【一带一路】 

郭先生：“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之时，我在直播里就说过，中共正在灭亡的道路上狂奔。班农先生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

有内部消息。每个人都说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汇聚到北京,他们都表现得唯唯诺诺的，失去了尊严。 

 

3.一带一路是一个荒谬的结果【一带一路】 

第二个就是重点，我为什么说这个“一带一路”会是一个荒谬的结果。原因很简单--来自国内的消息。王岐山提出了 11个

作战方针，对待中美贸易，连班农先生他都不知道。作战方针就是拖拖拖，然后就觉得，下半年，美国内部就出问题了，然

后就把贸易给你 cancel掉，再跟你谈，我就把你拖没了，你这两百来天，川普就没了。他没想到，川普这个人的性格是非

常敏感的，我跟你好，我对你好。川普真讲义气。但是你要骗了我，他跟你没完。 

2019 年 5 月 6 日 

白杨整理 

文贵直播谈谈，为什么川普总统要突然间的停掉，中美贸易协定共产党必须还回属于 14亿中国人民的一切财富一切权力！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rHro8KsxY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a737bb-0c76-46ff-bdc6-84b0525fdeb8 

 

1.川普总统做出一个让共产党王岐山十个小时就损失 3万亿的决定，这就是文贵先生说的把战场拉向国际的意义。【美国行

动】【王岐山】 

“班農先生在幾個媒體採訪當中，他都在講一句話，說川普總統，是他當總統以來做出最正確最偉大的，最具歷史性的一

個決定。所以昨天對他來講，是最重要的。親愛的戰友們，好好想想 10個小時，一個推特，滅你三萬。所以說戰友們，過

去的一周，我知道華盛頓展開了激烈的較量！「一帶一路」上天送給我們的禮物。我說了 N遍了。” 

 

 

2019 年 5 月 7 日： 

白杨整理 

共产党被推倒，释放所有监狱里的犯人;土地拥有权归人民所有;西藏，新疆，台湾．香港实施百分之百的自治！你们觉得

可能吗？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sGf98nfbQ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823c974-8f01-4886-8c9c-ea3e479a270c 

香港、台湾要完全自治，不要独立。 

1.共产党灭了之后，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先干好九件事。【梦中郭九条】 

 

“九件事： 

第一件，所有的土地权是永久的，就是回归老百姓。哪有一个国家的主权被一个党控制着，土地全被党控制着，天底下有

如此流氓的吗？所有的土地全归老百姓，所有人的房子永久产权，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核心的核心，马上在全世界宣布，所有中国人马上将跟全世界一起，制定一个依法信教的信仰自由法，就是宗教

信仰自由。 

第三件事情，中国人马上宣布，司法独立。而且司法独立要邀请国际司法专家平等的参与到监督司法独立的小组里边。这

是必须的。 

第四个，马上在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媒体独立法，在全世界的监督下。同样的是，我请你的国家成立小组监督我的媒体，

我也监督你的，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五条，马上宣布，台湾永久自治，但是主权在国家。什么货币权，外交权，什么贸易权，一律归你，一千年不变。主权

是国内的，这真正是一国两治了。不是那个制度的制，是治理的治。 

第六条，马上宣布香港实行一国两治，治理的治，完全是跟台湾一样的。什么都让你独立。 

七，马上宣布新疆独立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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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马上宣布西藏独立自治。 

九，马上宣布广东自治。” 

 

2019 年 5 月 8 日 

【白杨整理】 

为什么不能公开中美贸易协议内容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V1AjSpcDs&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51d80d-21a3-41c1-b7ee-21a8d94858e9 

 

1.昨天文貴這個夢中郭九條，影響巨大。【梦中郭九条】 

夢中的郭九條，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強烈反響啊。很多人發信息說：文貴呀，你圖謀很久啊，思慮很久啊，都在計劃之

中，錯了。絕對沒有，完全是...就是屬於胡咧咧，夢話，嚴格來講，比夢話還胡咧咧。這是發自內心的，親愛的戰友們

啊。 

2.為啥不敢公開這個協議？【中美贸易】 

大家想想，這個稅的協議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不能讓中國人知道，不能讓世界人知道。這麼多天，這兩天全人類的報

紙沒一個報這個重點。 

 

3.私人企業家就是小仨兒，小仨兒和媽咪的關係。【私人企业家】 

BBC的採訪我就說過，中國私人企業家不存在什麼權財交易，這沒有這個平等的權利，什麼權錢交易，老子搶你的，你的

就是我的，命都是我的。私人企業家就是小仨兒，小仨兒和媽咪的關係。這媽咪共產黨要抓嫖了，你有啥呀？以抓嫖為

由，掠奪你的財富。把你送進監獄，讓你失去自由，還搞連坐，把你家人給滅了。所以說中國的私人企業家世界上最慘

的！ 

2019 年 5 月 9 日 

白杨整理 

近两日来，由于中共玩弄的中美贸易协议这个重大事件！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在惊慌之中，都在为了长远的未来在中国销

售生活用品的长期投资的按排！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83KEmQ9IA 

文本链接：无 

 

2019 年 5 月 10 日 

白杨整理 

郭文贵先生生日跟战友们谈谈母亲，父母，家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Xd4dS22qU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9a61420-4524-4ed1-a352-1cb4dcbdd5a3 

1.文贵过五十岁生日，过一个没有母亲的生日，心情非常复杂，和大家分享心路历程。【文贵价值观】 

“今天，當我過五十歲生日的時候，我特別想和大家分享，我再一次的和大家分享我的心路歷程。就是這些點點滴滴讓我

看到了共產黨這個體制的魔性，魔鬼，魔鬼的魔性，不是魔力！我們中國人幾千年文化最值得我們驕傲的就是家庭！中國

人沒有信仰，嚴格講沒有宗教。家庭就是宗教、就是信仰！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所謂被宣傳的，共產黨宣傳的，跟他屁的關

係？中國人能到今天，核心的價值就是家庭。 

 

我認為天底下最大的事就是父母，最大的事就是爹娘，現在是共產黨叫人爹親娘親不如黨親！黨跟誰親呢？黨跟誰親呢？

結果黨全跟自己的生殖器親，尿不尿自己的臉呢？你們黨的哪個人的爹娘不成為當地的土皇上？所以說共產黨對中國幾千

年最偉大的社會結構，家庭 DNA基因，進行了摧毀性毀壞。使中國整個社會上道德低下，更不要說法律了。這是沒辦法在

短時間內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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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戰友們文貴感觸頗深啊，我們這個社會真的是家庭不能被毀了，家庭的關係不能被毀了，對父母的孝敬不能被毀了。

特別是孝敬父母要想著岳父岳母婆婆公公的關係。你去想一想.你想想人家生個閨女養大，最後嫁給你，你說你咋對待人

家，你不壞良心嗎？你想想人家把兒子養大，跟你結了婚了，你對人家，你先生的爸爸媽媽卻嚴加呵斥，不尊不敬不孝，

那能好嗎？身體那麼好嗎？運氣能好嗎？” 

2.盗国贼为家庭不惜一切，却不允许老百姓照顾家庭【盗国贼】 

從今天的習近平主席到王岐山，哪個不是為了他的家庭，可以乾一切能幹的事。今天你問問中央領導，為了他們的父母，他

們什麼不能幹？什麼都能幹。只有我們老百姓，（這怎麼發白了呀？我這兒一說王岐山就發白呀？）只有他們有權利，他們

有義務，他們孝敬老人。而所有他們的孝敬，孝敬老人是建立在九千萬黨員，十四億中國人民，妻離子散，母子母女分離，

父子父女分離的基礎上。這個世界上最簡單一句話形容這個人的惡，許你滿山放火，不許人家夜裡點燈，那就是共產黨。 

整個軍隊的腐敗，整個中國的腐敗，你看郭伯雄，徐才厚，每年過生日叫過大壽，父母什麼壽日，都是他斂才的最佳機會。

但是他們有沒有想過，多少人為了他的生日和壽日，腐敗，犯罪，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更重要的事情是，這些人就沒有回

去陪伴父母孝敬父母這樣的權利，而且不但不能，而且還要被鼓勵為不孝敬父母，這是何等的矛盾和可恥呀？ 

某財政部的一個官員告訴我說，我看到了共產黨里最壞的一面，就是挑撥所有人的家庭不和諧。其中一個他說，共產黨最最

從毛澤東到現在，都希望所有的黨員全身心的奉獻，然後都病死在崗位上，癌症死在崗位上，犧牲在崗位上。每年過春節，

中央領導要和在新疆，西藏，遠在邊防的軍人們，這些當時的值班的哨兵們聯線電話表示感謝，每年都要看望在崗上班的人

員。 

 

3.法治基金不能用于个人享乐，班农欧洲行也未动用基金的钱【法治基金】 

你們去想一想戰友們，法制基金捐的錢，就像我給班農和所有的董事們說的，每一分錢你都不能動.動之前必須的給戰友們

報告，而且未來哪個戰友他要問到我，我得給他說這個錢去哪了，我必須有這交代，而且不能有一分錢花於個人享受，班農

先生現在正在挪威奧斯陸應該是啊，在一個軍隊裡邊在演講，一點鐘就是紐約時間一點，在郭媒體直播。 

前天他去之前，他一個團隊，其中一大半時間都是跟法治基金有事啊，都有關係的事，咱現在不能說，正在遊說各個歐洲國

家支持咱們法治基金呢。 

那去之前是不是可以說租個私人飛機啊，或者用個私人飛機啊？不可以。你可以用我個人的飛機，你可以用誰的私人飛機，

不能用法治基金，法治基金一毛錢都不能動，動之前必須要讓戰友們知道，而且不能有一分錢花於個人高級消費上。 

頭兩天開了 C4的董事會，董事會召開所有的費用啊，所有的費用都是我個人出的。因為我太清楚了，因為很多捐錢都是老

人家捐的。昨天從日本的一個是一萬一千美元的，十一萬一千美元的，在倫敦的六萬五千美元的，在國內的七千七百美元的，

「嘩嘩嘩「的就這樣，這是什麼啊？老人家，你想想在國內啊，戰友們，我給所有的人想，在中國國內啊，在那些邊遠地區，

捐一千美金是多大的錢啊？一頭牛的錢啊！你想想在日本捐十幾萬美元是很多錢吶，很多日元啊！是吧，你去想想，這麼多

老人家捐的錢，你說要咱們法治基金要沒乾點什麼事，是不是得報應啊？ 

 

2019 年 5 月 11 日 

文童整理 

文貴談中美貿易談判失敗的真正原因，台灣和香港人民的未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zapnARcBA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dac2b86-a3bc-4090-9b84-5d9d4238a19e 

 

1．郭先生爆料香港《返遣法》的实质就是将香港纳入中国大陆管理，说一定要阻止通过，并且对香港官员制裁。【反送中】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司法制度和香港警察是共產黨唯一一個在國際上有信用、可以黑人的一個機構。這時候有意思了，來

了，所以共產黨在香港實施《返遣法》，《返遣法》的核心的核心就是要把香港所有的老闆都牢牢地綁在共產黨這個戰車上，

把所有香港人的錢要管制住不讓你拿走。你想再辦移民，可能性沒了，不允許。” 

“把香港的這個《反遣法》必須要阻止它通過。讓香港的官員要對他旅行限制進行制裁，” 

 

2．郭先生中共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操纵，以及建议应对方案【台湾大选】 

“左手郭台銘，右手韓國瑜，屁股上別著柯文哲，對付你賴清德還有你朱立倫。朱立倫也懸乎，怕啥呀？必須要拿下這次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zapnARcB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dac2b86-a3bc-4090-9b84-5d9d4238a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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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意志堅定、決不妥協，非要拿下這次台灣（大選）。怎麼拿台灣呢？所以這一次非常明確，跟以往不一樣地，發動所有

的跟台灣企業界有關係的人、所有文藝界有關係的人，和所有私下有關係的人，要徹底地叫實行個人包幹--“個人包幹制

度”。” 

“對待台灣要加大軍艦軍事合作，高層互訪。堅決阻止中共的大選滲透，如果大陸強烈支持郭台銘，美國應該想盡一切辦法

不能讓他當選。” 

 

3．中美贸易战，美国加关税【中美贸易】 

“说到这，我再說中美貿易。又蒙對了！你說這 5月 10號是我生日，50歲，就在這一天，同一時刻，川普總統決定了懲罰

性的關稅，25%，網上一片歡呼啊：給文貴送大禮了！這都是蒙的，趕巧了。” 

 

2019 年 5 月 12 日 

【文蕾整理】 

母亲才是我们的国，父母才是我们的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wlPUlmehzU&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16455b5-c169-452d-a3f3-b17f3106add8 

 

1.母亲节、佛诞日 

“今天是五月十二號這是母親節，今天非常重要的呢今天也是佛誕日，這個非常有意思佛誕日，所以說呢，這個今天是個好

日子” 

 

2.没有母亲的母亲 

“文貴五十年來過沒有母親的母親節” 

 

3.因为资助学生文贵被捕【文贵过往】 

“1989年五月份我因為資助天安門學生，不僅天安門了，我是從東北到河南，被抓入獄。大家想想，當時我待在裡面兩年期

間，我的太太兒子女兒，就由我的父母從濮陽把我太太孩子帶回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 

三台摩托車和賬上大概有不到 3000，2800多現金，2800多現金，在賬上存著，那時候用銀行的人很少，我家裡包括幾千現

金，還有稍微值點錢的東西幾乎被濮陽市市區公安局全部拿走，全沒收，相當於今天大連市公安局罰了 600億這麼個概念。” 

 

4.刑满释放【文贵过往】 

“當我從監獄接出來以後，先去到寄放我弟弟骨灰盒的地方，在濮陽市的南大街上，在堤邊上，然後呢我在那一整天哭了以

後，和我哥哥一起最後回到老家。那麼一進院，就是我兒子已經長大了，戴著帽子出來見我，已經不認識我了，然後就是我

妻子，我妻子一直哭，然後就是我父母，還有周圍的鄰居，還有幾個兄弟。” 

 

5.母亲角色【文贵价值观】 

任何一個母親，她曾經都是一個女兒，她曾經可能都是一個姐姐，妹妹；她也是別人的可能是婆婆或者別人的兒媳婦。任何

一個母親都扮演著這樣的不同的角色過來的。所以說，我們在孝敬母親的時候，我覺得年輕的咱們一代們和下一代的孩子們

應該想到，母親的本身她的角色就是姐妹，就是可能是岳母，就可能是兒媳婦，一定是兒媳婦。 

我認為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看這個女性、看這個母親的時候，幾乎可以看到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未來。” 

“我看到人類上從來沒有像共產黨……沒有任何一個宗教信仰組織、社團，共產黨敢提出來--爹親娘親沒有黨親，沒有一個

黨親這樣不要臉的話，唯一一個。就是敢代替母親的，只有一個--共產黨。” 

 

6.中美贸易【中美贸易】 

最近，中美貿易所謂「崩裂談判」，你們都看到了，從一開始的談判天天吆喝著：美帝國主義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要

以牙還牙；美帝國主義處心積慮的要毀掉我們！當母親的請你們問一問你們自己，問問你們的孩子：美帝國主義利益離你有

多遠？美國每年給中國做 5000億到 6000億美元的生意，人家給咱錢！支付到 5000億到 6000億美元，也就是說，最起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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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拿走幾萬億人民幣！咱在美國花的也就是 1200億，也就是不到 1萬億。人家怎麼拿著 5000億來侵略咱來了？人家怎麼

要處心積慮的想辦法來毀掉你的孩子？” 

 

7.盗国贼的资产全在海外【盗国贼】 

“那些錢去哪兒了？年輕的母親和任何一個年齡段的母親，那些錢去到了盜國賊的家和私生子女的家！看看王岐山家裡邊在

洛杉磯的房子，是八九年買的！看看孟建柱的孩子，有多少錢在海外？有多少基金？看看孫立軍從澳大利亞留學回去以後，

又有多少錢？玩了多少明星？” 

 

8.黑龙江组织部长韩桂芝【文贵过往】 

“當年劉志華讓這些警察把我抓進去以後，擱在中紀委，合在一起把我關在了西三環武警招待所。當時，剛開始在三樓，後

來移到四樓。那裡面關著黑龍江的人，當時黑龍江的一個組織部長，叫什麼“芝”的……韓桂芝。” 

 

9.中共玩弄最多的是别人的母亲【共产党】 

 

“中國所謂兩萬五千裡長征，從北京到紐約來，走到紐約來，從紐約再走回到北京，這麼遠的长征。一路上，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恰恰地，真实的情況我問過，八項注意就是八項不注意！威脅，玩弄最多的就是母親。隨身帶著女人，後來都成了自

己的壓寨夫” 

 

10.跟谁合作都不要跟共产党合作【共产党】 

 

“媽祖給郭台銘托夢讓他做總統，但是我相信郭台銘他娘絕對會托夢告訴他，你這個總統當了肯定不行。你想當總統那一天

你已經啥都沒有了，你不信走著看。跟誰合作都不要跟共產黨合作，看看跟共產黨合作都是什麼下場，當什麼員都別當共產

黨員。” 

 

11.共产党想尽办法尝试着威胁台湾、香港【台湾】【香港】 

 

共產黨未來想盡一切辦法會嘗試著威脅台灣，威脅香港和他們正在挑戰的世界。相當於咱們中國人說的一句話，拿著菜刀去

挑戰拿著在衝鋒槍的。咱們現在中國人有沒有具備這個能力挑戰美國，大家心中有數，所有天下母親都問問你的兒子，問問

你的閨女，你的先生，你現在為共產黨去挑戰美國和西方，去封鎖台灣，去封鎖香港，去送死是為誰乾的?是咱們這個國家

的利益嗎？是母親的利益嗎？是母親的希望嗎？所有的母親都要問這句話！ 

 

12.共产党员是恐怖分子【共产党】 

 

從去年開始起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查，只要是共產黨員，入境不如實填寫入境表格的將視為欺詐。接下來美國歐洲將對所

有的入境簽證不如實填寫，你是否是共產黨員，你家人有多少共產黨員的時候。如果造成虛假，隨時把你遣送回去，取消你

一切的學生和工作簽證和訪問。 

也就是共產黨員基本上等同於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全世界的銀行不允許給你开账号。這些國家不管你什麼身份入境都會取消

你的簽證。請問所有母親咱先不說別的。你願意讓你的孩子成為全世界上被拒絕的人嗎？ 

 

13.别人的器官帮助他们延续生命【器官移植】 

 

孟建柱他的母親活了一百多歲，江澤民、江志成他們換了 N個腎，想起過你們嗎？江家隨便拔根毛都比你任何一個母親的家

產都值錢。如果他們需要的話願意把你的兒子、把你的閨女的腎給他們換了，你們信不信？別聽文貴的，你閉上眼睛想一想。

不管是王岐山、孟建柱、孫立軍，只要有需要，把你兒子女兒殺掉，毫不猶豫。為了他的母親，或為了他的任何家人，或他

自己，他可以殺掉任何一個母親的兒子和女兒。這點你們不猶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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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盗国贼几万亿的资产被瑞士银行曝光【盗国贼】 

 

共產黨正在準備著打台灣牌和香港牌綁架 14億中國人民。正在煽動中國年輕的學生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去抗議，挑起民粹

主義，所有的一切都是保護盜國賊的財富和盜國賊的子女。 

只要把劉呈傑貫軍他爹和他的錢和他們在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朱雲來、江志成、江綿恆、孟建柱、孟海晶、孫立軍的老

婆所有的錢公佈以後，和海外人家多家不光文貴公佈的，在瑞士銀行的賬號和幾萬億的財富，大家都可以上街。都可以上街，

你把這說的都上街。 

希望所有天下的母親們成為中華民族推翻共產黨，成為世界上人民最歡喜最高興最歡迎的人類做出最關鍵的決策。 

 

 

2019 年 5 月 13 日 

文贵报平安，关注金融市场，中共真的完了 

 

【六六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2M15FYJrNSg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16455b5-c169-452d-a3f3-b17f3106add8 

 

 

1.场外金融市场交易罕见活跃，盗国贼家族凿船掏空百姓【国际金融】【CCP货币】【美元】【港币】【石油】【汇率】【中美贸

易】 

 

从 2008年到现在，这是我看到的，金融市场场外最活跃。场外资金移动最大。中国主题，人民币主题，还有汇率的变化，

是最难以预测的一天。主要就是中美贸易的协议问题。也可以从昨天这一系列的事情，这一系列的场外金融交易，和变化当

中可以看得出来，全世界对中共的经济是真不看好。而且对待未来，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说，昨天的场外是真有赚大钱的。而且赚大钱的很多人都是跟中共的高层以及家人有联系的。他们的一些核心信息，那

是相当准确的。也就是说对中共的高层的决定和下一步的走动和走向，那时非常了解的。因为他们要拿钱，他们要付钱，一

旦要错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从昨天金融市场能看得出来，中共的上层玩弄老百姓的经济，玩弄国际金融的力量，这几个家族的核心利益，金钱，生殖器

关系是老百姓无法想象的。当然了，世界上西方几个大巨头家族也跟着获了巨利，巨大的钱，那钱是老百姓不能想象的。 

 

发自内心地说，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我高兴，我又不高兴。高兴的是看到中共都在弃船，凿船，都在跑。中共是真完了。 

 

任何懂得国际金融的光看一下穆迪指数，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港币的变化，一些金融期货指数，包括石油，几个大的指数，

你就会明白，中共真的完了。 

 

 

2019 年 5 月 18 日 

文童整理 

文贵谈台湾保护法、香港自贸协定区、华为在美国被禁止、李嘉诚的 500亿假烂账与江志诚的盗国关系、亚洲文化节开幕！

钓鱼后首次公布王健被谋杀前酒店高清视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jvAMOG0BU 

文字鏈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8de019f-7ca4-4734-82c9-5dd6ecb2cf13 

 

https://youtu.be/2M15FYJrNSg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16455b5-c169-452d-a3f3-b17f3106add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jvAMOG0B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8de019f-7ca4-4734-82c9-5dd6ecb2cf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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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將重新審核美港自貿區協議，並對台灣實行新的保護法。【美国行动】【台湾】【香港】 

“我們最近看到了台灣保護法，重新定義香港自貿協議的地位，他有什麼樣的意義？為什麼從剛才的問題到這兒來啦？大家

剛才看到那個視頻，感謝戰友之聲和所有的戰友在這邊做的這個視頻。為什麼要說，有重大意義。在一年多以前，特別在過

去的 7、8個月，這個全人類上啊，整個地球上就一個人在說，美國會重新審核美國與香港這個貿易協定協議，獨立貿易協

定啊，這個是香港特區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貿易獨立協議，這個是很誇張的事兒。 

香港可以說是跟美國的人民享受同等的貿易協議，這個事情是多大呢？基本上這個事情要是顛覆了，香港基本就半條命都廢

掉了，半條命就廢掉了啊，這是肯定的。那麼沒有人相信這個事情會發生，認為這種事兒可能性沒有。然後認為台灣的事情

就更不可能啦。台灣保護法，我在每次說台灣保護法的時候，幾乎在華盛頓，我被當成一個傻叉，都覺得這小子腦子有病。

我曾經跟我公司做顧問的美國議員啊，原來這個是台灣在線的創始人，現在也已經跟共產黨特別好了，就我跟他一起，還跟

李源潮在開個會見個面，完全共產化，藍金黃了。 

他的幾個議員朋友聽到我講，比如說美國要對台灣實行新的保護法，否則台灣就會成為共產黨的炮灰，2300 萬台灣人民已

經走到一個魔道，就是說內部政治鬥爭，叫選舉戰。台灣只有選舉戰，根本沒有保衛戰；台灣只有政治，根本沒有國家主權，

這是災難的結果。在過去我一次次遊說當中，我這個傻叉，終於最後夢圓了。當然這是我的努力，是極小極小的，所有的努

力都是我們看不見的台灣同胞，因為我見過太多台灣人默默的在做事了。還有大陸的很多的支持台灣的人民，包括世界上的

友人，包括美國的很多老朋友，當然也包括一些真正的在海外的民主民運人士，這是事實。郭文貴的努力只是一點點兒、一

點點兒。 

但是台灣保護法給台灣人民的保護，可以今天用一個美國，一個會上，一個人士最後發言說，台灣保護法就是確保 2300萬

人民，不被共產黨的導彈擊成粉末。明確了所謂過去美國幾十年來，被共產黨模糊的台灣政策。當時我真感動，馬上我不知

道咋回事兒，想去廁所。我站起來說，去下洗手間，不讓我走，說留下來讓我聽完，我說不行，我去下洗手間，激動了。然

後香港自貿區重新協議的審定，我可以告訴大家，頭兩天香港的李柱銘，還有陳方安生女士都來了美國，他們連聽都沒有聽

到，沒有一個人告訴他們說美國有可能重新審核美港自貿區協議。沒有一個人說你可以談這個話題，沒有可能！ 

但是現在，已經在國會進行了初期的評估，聽證，接下來，美國會做出意想不到的，台灣、港督府里的人，沒有一個人敢相

信發生的結果，咱們拭目以待，咱們拭目以待！” 

“我要告訴大家，我在一年前多次說過，我說台灣保護法僅僅是開始。對台灣的所有持有美國護照的接下來的保護，和對台

灣進行的武器，軍隊各個方面的开始的行動，一定是早於他的外交公告。也就是跟你玩真的。對香港自貿區協議的審定，對

香港人民的保護、對香港官員的懲罰和對香港金融機構的制裁，剛！剛！開！始！” 

 

2.馬克尼斯基保護法案將對中共虐待新疆同胞的官員進行懲罰，下一步將會做出正式的官方聲明，並對西藏人民進行保護。

【新疆】【西藏】 

“新疆，除了香港，這個馬可尼斯基保護法案，對中共的虐待新疆同胞進行懲罰，包括下一步會正式的官方聲明，對新疆人

的旅行自由和護照必須發還。對西藏人民的旅行，對西藏人民的旅行這個財產，和西藏自治區的保護，和新疆人民的文化保

護，都會給他。” 

“對新疆、對西藏的人民的保護，和對他們的全面支持和他們的政治庇護，和他們恢復自由，以及對他們的家園，土地孩子

的保護，各種法律正在進行中。也會超出你的想象，不信那咱就往下看。” 

 

3.川普總統將會對美國社交媒體管控。【海外媒体】【爆料革命】【蓝金黄】 

“另外一個，最近看到白宮貼出一個網站來，網站貼出消息說，希望大家把自媒體上被屏蔽的，被這個刪減的賬號，停止直

播的各種信息，影響言論自由的，請大家去申請。 

拜託了所有的戰友們，如果你們方便，有時間，一定替我們所有的戰友，還有文貴，在 Youtube直播被斷掉，Twitter上被

黑掉的數字，和推特上非法關掉我們，以及被黑客的各種證據，一定要留住，這是我過去一年說了百遍千遍的，我可以告訴

大家，這一天一定會來的。我一年前兩年說的話，大家覺得我也是傻叉，現在已經證明瞭，如果川普總統在他的一屆裡面，

他不對美國社交媒體管控，不只他的言論自由受到控制，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那就是共產黨，藍金黃已經進了白宮進了川普

總統的被窩啊！ 

川普總統睡覺都拿著自己的手機，他已經控制了 Twitter 這個媒體，控制了 Youtube，控制了 Facebook，你說它還有安全

嗎？美國的所有的家人，多少孩子睡覺時拿著手機的？他是通過社交媒體進行了間諜，藍金黃的藍，就是利用網站和現在的

通信科技，來黑掉你的信息和隱私。所以我們是被共產黨最直接打擊的人，咱就沾點便宜，咱沒本事，咱做個順風船，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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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車，把我們在社交媒體上被駭的這些信息發給白宮的網站上。 

這個意義說明瞭什麼？美國人和美國最高層和美國社會已經強烈感受到，郭文貴曾經告訴美國和世界的藍金黃-BGY，它是存

在的，嚴重的侵害著美國的安全和利益。同時更重要的，他已經不是所謂影響你言論自由問題了，它是在影響整個的隱私和

個人安全，所以戰友們，不要老說，咱們要做！求求你們了！把你們所有的經歷發到白宮網站上，非常簡單，大家可以看看

INTY在他自己的 Youtube上，在他的賬號上，你們要關注他。這位新疆的小伙子太棒了，他專門介紹一個如何上白宮網站，

來填寫這個表格，意義重大！ 

因為它也影響到香港台灣，為什麼？很多在這些所有的海外的這些國際大的自由媒體上，植入的功能、軟件病毒和操控，很

多的都是在台灣、香港。當大家把證據提交完以後，香港，台灣的很多藍金黃者，都將受到巨大的懲罰，對於台灣香港意義

非凡吶！台灣的彭文正先生，還有台灣那個美女的，叫什麼姑娘的，字兒我都不認識，你們得說啊，呼籲台灣人到白宮網站

上去填那個東西，這對乾掉我們身邊藍金黃的黑手極為重要。” 

 

4.香港的長江集團未來會出大事。【长江集团】【江家】【英国】 

“這個，我在一年多以前，我在推特上我記得我發過信息，我在某群裡都講過。香港的長江集團，未來會出大事兒，未來會

出大事兒！為什麽呢？李嘉誠他這個人是超人形象，是菩薩形象，是一個最真的形象，謙虛的形象，是我也是最尊重的香港

和世界的華人的成功商人的形象。但是文貴看到了背後的故事，我就給開了天眼了，我就感覺不對勁。特別是跟李嘉誠，他

核心人員接觸以後，關於周凱旋，他女朋友，東方廣場的創始人，紅顏知己啊。紅顏知己，自己的太太上吊自殺了，他有紅

顏知己，超人啊，真是超人。 

最偉大的就是共產黨能做到的--老子天天去嫖娼，結果天天樹立的是處男的形象。你這，這了得了麽你說。中南海裡的人都

八九十了，天天長著一頭黑髮。生殖器不行手行！這就是共產黨的一貫文化--假！所以李嘉誠先生這個假形象，讓我震驚。

因為我看到了他一個一個的交易。跟上海的江澤民家有巨大的關係！跟共產黨有巨大的關係！而且，不僅僅利用了共產黨發

了巨財，最後還跑到英國去藏錢，幫助共產黨乾掉英國在香港的利益。然後再到英國去，用它的法律來強姦英國人！牛！有

公開的紅顏知己，太太自殺，但自己還是超人，還是道德先生。”  

  

5.为抓捕张子强，和記黃埔 CEO馬世民從上市公司拿走五千萬，親手交給江綿恆。【李嘉诚】【江绵恒】【张子强】 

“後來，我認識了李嘉誠先生的一個核心人物，叫：馬仕民，英國人，英國特種兵，是長江的，和黃（和記黃埔）的原來 CEO。

因為和霍震霆兩個人掐架，結果他被 fire掉了。他親身經歷了兩件事兒。一個是，親自經他手，直接從上市公司，拿走五

千萬，給了江綿恆。先付錢啊，給了江綿恆以後，江綿恆要是能把這事兒說清楚，那老子的頭讓你殺一萬回。如果你，馬仕

民、李嘉誠，還有你李澤鉅，還有什麽你李嘉誠集團，誰敢說沒有這五千萬，你敢把那帳給刪了，老子頭讓你殺一萬回！ 

钱就是馬仕民，親手交給的江綿恆，五千萬。交給了五千萬以後，兩週後，抓了張子強。張子強當時，這個綁架了這個李嘉

誠的孩子，還有這個郭炳湘，然後再讓郭炳湘拿著十幾億現金，在廣東珠海，買了三個國際高爾夫，買了這個三套別墅，其

中這別墅，其中就是在我那兒買走的。就是我租他的，然後最後他給賣掉的。珠海國際高爾夫，是日本人開發的，是我的合

伙人。這件事情，我花了很長時間去瞭解，讓我震驚！香港當時的律政司，和香港的市民們，都認為張子強該殺。 

香港人最倚器重的就是法治的香港，香港沒有多了不起的民主，但有法治。但是今天香港人得報應了麽？今天你們都將成為

張子強！張子強綁架了，就該依香港法律，該抓抓，該判判，理所當然；但要用香港法。竟然是李嘉誠，竟然是給張子強一

個黑社會頭子，他兌現了諾言，我不說你你別弄我，綁架了。黑吃黑嘛！你也算是黑道的嘛！結果是，你不兌現，你不兌現

諾言。你把張子強弄到大陸去，你弄上市公司的五千萬，用江澤民、江綿恆全家，把張子強給殺了。張子強的家族，最後幾

乎在香港、在世界沒法生存，追殺啊！具體辦事人，就是我公司的總裁，叫林強，當時的公安部長叫陶駟駒。那時候還輪不

著你孟建柱呢。孟建柱，還在廁所裡邊兒，還在那塊兒搞那個呢！孫立軍還乾嘛呢？還穿著那開襠褲呢你。你算老幾啊？ 

本人親自經歷了，香港李嘉誠、馬仕民、江澤民、江綿恆、公安部陶駟駒、林強、安全部許永躍一起乾的這事兒！舉一國之

力，乾掉了一個黑社會。但是香港那一天，老百姓多歡騰啊！滅掉了一個隱患。但是它不是依法滅的。香港今天要得報應了，

要搞遣返法，每個老闆、每個公民都將被抓回去！報應！”  

 

6.屈臣氏背後的股東是江志成，李嘉誠為代持。【李嘉诚】【屈臣氏】【江志成】 

“屈臣氏是香港人民的生活每天吃喝拉撒全要有的，不管是富豪還是官員還是老百姓。屈臣氏多年前就說上市，為啥現在不

上市，屈臣氏的背後股東就是江志成！ 

江志成把上海 N個地，通過上海銀行，上海實業，上海久事，便宜的幾乎送給了李嘉誠，江志成是背後的真正股東，李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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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拿著屈臣氏，是自己的代持。其中另外一個代持者就是新加坡，淡馬錫，何晶，李顯龍的老婆，你來告我！你敢把屈

臣氏的股權給我說清楚，全香港的老百姓，大陸咱的老百姓，傻呀！連孩子的尿布錢就這樣讓人拿走了！他咋不上市啊？咋

不上市啊？香港電燈，港電？查查李嘉誠先生背後的股權，查查周海泉在北京代表誰，在幹什麼，跟情報機構有什麼關係，

當年的二部，三部和今天的二部三部有什麼關係？” 

  

7.阿里巴巴、中國銀行、民生銀行、進出口銀行等將會崩塌。【阿里巴巴】【CCP金融】 

“阿里巴巴，中國銀行，一定會崩潰！大家記住我的話。中國銀行，還有其他幾個銀行我就不說了，我都懶得說你了，懶得

說啦！什麼民生，什麼進出口銀行啊，國開行啊，中國銀行一定你會跟阿里巴巴一樣，崩塌！我說的是崩塌！不會向委內瑞

拉死不死活不活的，那是另外一種戰略，比突尼斯，阿比比，乾掉穆罕默德家族還要快！為什麼？剛才我談到的，世界現在

整個西方世界，有民族法制的社會看到了，你這個窮要飯的，富有了以後你的承諾全不兌現，你要威脅全人類，看到你要拿

出核武器來，不要臉了。人家賣給你麵粉，讓你發家致富，不打孩子，不打老婆，和平相處，結果你現在要亮核武器，聯合

國說話也不算數，要臉不要臉？” 

 

8.亞洲文化節内幕。【亚洲文化节】 

“亞洲文化節的開幕式，開幕式，亞洲文化節大家千萬別小看了，開幕式在鳥巢，就在盤古的隔壁鳥巢，八萬人的鳥巢。開

幕式的所有的場地，規模，形式跟 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一摸一樣，只有過之沒有不及。亞洲文化節，就正式宣佈，這是黨

內明確說的，亞洲文化節正式宣佈，亞洲我是老大了，全部亞洲來朝拜。即，在青島和北京開的一帶一路高峰會第二屆以後，

正式宣佈亞洲我當老大了，啥時候開始的？這是四五年以前開始籌備的，四五年以前他沒想到有華為事件，也沒想到選出個

美國總統叫川普，他也沒想到出來一個叫郭文貴，他也沒想到一個華為事件，他做夢也沒想到啊！ 

你看看場面啊，北京城又快清空了，結果在鳥巢開開幕式的時候，大家注意到幾個細節，王岐山去哪了？常委坐哪了？比較

比較 2008年的奧運會開幕式，竟然鳳凰衛視只直播到了習近平先生出來講話，三句話立馬切段，中央電視台也不是全面直

播，全球本來連好的，一千家媒體直播全部取消，連續報道 29天的計劃也全部停止。在亞洲宣佈當老大，這個大會，大家

看到了嗎？一出來，歡迎亞洲 47個國家的什麼印度尼西亞，什麼日本，多少人？大家看？都是中國人晃著旗子，傻孩子被

人家玩，然後在舞台上，觀眾是誰啊？觀眾都是自己湊的。 

最誇張的是看到後面，主席台的後面，大家看到什麼？習近平講話的時候後面一排兩排三排是什麼？全部都是特保，大家要

認識警衛局的人，瞭解中共體制的人，在看看他的這邊，和那邊，就是截擊手，大家知道什麼是截擊手啊，截擊手就是拿著

槍，有人想乾掉主目標的時候，領導的時候，首長的時候，就把這個殺手給滅了，但是截擊手的後面是誰啊？就是拿手槍的，

看截擊手的，萬一你殺首長呢，你一開搶我就把你給打了，開手槍的後面是誰啊？一般都是到此結束了，因為中共現在太沒

安全感了，後面都是兩三層，叫隱形持槍手，你不行我把你都滅了。 

大家看一看，據說是共產黨從開始第一天，從毛賊東到現在，沒有一次像今天，叫後面不知道有多少層的，持槍密保，就是

連截擊手都不相信了，所以幾個至高點，包括背後，形成了一個網，你看看官員的驚慌，你看看入口時的驚慌，你看看離開

時的荒唐，多長時間不讓觀眾離席。亞洲文化節，被美國高度關注，這事讓我非常之驚訝，因為美國人意識到了，這事不是

小事，這像當年十九大修憲是一模一樣的，宣佈老大了亞洲，正式當老大了，這跟我在原來，在盛頓跟他們開會，我跟他們

講亞洲文化節的時候旁邊人聽不懂，然後很多人搖頭，根本不在乎。 

後來他們研究，發現這裡面意義很大。跟一帶一路、2025、十九大修憲是連在一起的。現在美國人發現了，十九大修憲，是

對黨內所有人的一次巨大威脅。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包括江澤民，都是遵守一個規則：誰敢搞一人獨裁，誰敢修憲，

誰敢在世界上稱大，當老大，挑戰美國，全民誅之，全黨誅之。那十九大咋把憲給修了呢？還要永遠當副總統呢？咋沒有全

黨殲之呢？因為共產黨的黨員全被強姦了！全被綁架了！ 

所以，亞洲文化節-當亞洲老大；2025-當生產老大；2035-當全世界的金融老大；2049-全人類老大！震驚了世界啊！喚醒了

世界啊！看看鄧小平先生，在聯大上的承諾和說過的話，有遠見嗎？有遠見！王岐山吶，真是個魔鬼呀！現在再回想文貴在

兩年前爆料說，王岐山（模仿王邊抹鼻涕邊說話的動作）咩著嘴唇在，你們想乾啥呢，丫挺的？想乾啥，你以為有好日子啊？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沒幾天好日子啦！趕快走，趕快弄點錢出去！什麽叫腐敗呀？搞幾個女人，搞幾噸

錢，搞幾個娘們兒，叫腐敗嗎？政治腐敗叫腐敗！這是王岐山說了心裡話呀。” 

“亞洲文化節這件事兒，大家認真研究。還說明瞭什麽？共產黨內部開始內鬥了。美國人不到到鳥巢殺你去，都是內部人要

殺你。為什麽？據說，據說，據說啊，王岐山最近讓很多人不放心，孟建柱和江家讓很多人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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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治基金在全力遊說各個國家給新疆西藏同胞提供政治庇護。【法治基金】【新疆】【西藏】 

“所以我們法治基金在幹什麼？最近在全力以赴遊說各個國家，給所有出來的新疆西藏中國同胞進行政治合法的庇護，恢復

中國人在海外的信譽和名聲，讓這些國家接受更多的年輕人來留學讀書，甚至能給提供直接的護照，我們只能是努力啊，沒

有任何承諾。同時讓世界瞭解更多的人，通過法制之基金，我們很多戰友的那些留言，讓這些國家政府瞭解。所以得出了中

國人民是大地的鹽，是你需要的。也就是我現在告訴全世界的，說我們要接受這個中國來的這些政治庇護（的人們），我們

有啥好處啊，共產黨還得挑戰我們，cancel掉我們幾百億的生意，我們得到的是什麼？我說非常簡單，因為他是大地的鹽，

你得吃鹽。” 

 

10.播放王健之死新的原件視頻，王健夫人、兒子和王偉將有巨大的生命危險。【王健】【王健亲属】 

“但是王健的案子，我們絕對不應該忘記。我們要讓盜國賊看到，他們那種傲慢、他們那種流氓、他們那自我欺騙，在現在

的社交媒體，和在郭文貴面前不靈了！大家從視頻看到了什麼？這事真正的原件視頻，不同角度的視頻，更重要的是你們發

現更多不同的人物，我從來沒說過。看到那個女的像誰了嗎？記得馬阿拉歌嗎？要去闖馬阿拉歌的女人是誰啊？你們見過照

片了嗎？好好對對這裡面的人！好好對一對，那些女同胞是不是偶然在這裡相遇啊？ 

那個酒店的大廚說從來不見中國人，是真的嗎？是偶遇嗎？看看後出的那個鏡頭，那位中國人是誰啊？站在那，大胖子！ 

為什麼在王健到之前在後廚有這麼一個人出現呢？ 

為什麼那個鏡頭裡邊有很多人去了王健的臥室啊？ 

再個下車以後看到的清晰的視頻，那個保鏢，那個是誰啊？你看看當時，我們大家從來沒有注意到的，那些保鏢和去了現場

的三個保鏢，另外一個人沒了，他是去哪啦？ 

還有是誰喬裝打扮遛進了王健的屋？是哪個女士到王健的屋簽了合約拿走了一個包？王健的夫人來了以後住的幾天都見了

誰？看到下午楊光到達現場了嗎？接下來咱慢慢放！ 

記住我說的話戰友們，永遠不要忘記文貴的承諾，我會讓你們看到那些天包括王健之死之後（被殺之後）所有後事處理中到

現場的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大家會看到王健手機跟誰通過話？跟誰通過信息。你們會親自聽到，王健先生在

死之前跟誰的語音通話？是誰告訴王健「你必須到這兒去」（到普盧旺斯），王健要改變行程，是誰告訴他必須跟法國的這個

人去普盧旺斯？--有任務！ 

王岐山是怎麼讓他的身邊保鏢告訴他（王健）說：「老爺子讓我親手交給你一個信，你當面看」。 

王健有沒有看到這封信？ 

王岐山給王健那封信是啥？ 

陳鋒是什麼時候準備好的《王健拍照死》的發言稿？ 

胡舒立是什麼時候準備記者到現場的？ 

王健的屍體埋在西雅圖是真是假？ 

王健的手機是最好的證據之一和所有過程的視頻，到底是不是王岐山保鏢殺了王健？ 

是不是那個花工最初我們看到的‘把王健捂著嘴，拖著腿，扔到了牆底下？ 

三個保鏢回去了倆，那個走了，那個就是王岐山的保鏢，是真是假？裴南南是真是假？李繼鋒是真是假？到底是之一還是兩

個都在？ 

在法國為什麼這幾個人同時都出現在你王健的身邊？那個女的到底到他房間拿了啥，簽了什麼合同？這些錢去了哪？ 

王健的夫人，王健的兄弟他太可怕了王偉！我們中國人這方面真的是超出了想象的悲哀！太膽小了！王夫人你現在如果你就

在乎你那點錢財，我可以告訴你，你的兒子和你還有王偉，雖然你們現在不說話不來往，將有巨大的生命風險，共產黨不會

放過你們的。包括現在你收到的很多東西，你發現你保險櫃的那些硬盤，你應該交給警方，如果你不這麼做，你連交的機會

都沒有。王夫人，你沒想到這些東西吧？你沒想到你見到的人竟然在這裡吧？你知道那裡邊的人是誰？你們換了酒店以後這

位翻譯扮演什麼角色？大家從來沒看下午 12點以後的視頻，現在看到了吧！ 

另外一個，我希望王偉先生、王夫人，你們記住我說的話，你們會聽到王健在死之前所有的他的通訊的語音和他收到的命令。

不管你共產黨用什麼樣的外交、什麼樣的錢讓法國警察和法國法官作出了泯滅良心，喪盡天良的黑司法判決，王健之死的真

相一定要出來！誰都擋不住！這就是證明，我能把這些東西保持到現在，我能全力以赴的推進刑事立案、刑事調查和王健的

開棺，我一定會讓王健之死分分秒秒、整個立體的展示在中國人的面前。” 

 

11.在法國殺害王健的核心原因是為了拿走王健的錢，包括代持的資金和股票、硬盤和信息。【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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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向你們展示，那裡面的人是誰，大陸很多老闆都認識。你能想這麼高的高官能提前到達後廚的通道，提前布好了局

和王健嗎？這麼多女人佈局去殺王健嗎？記住，為什麼到法國殺王健。核心主要原因要把王健的錢拿走。要把王健所有代持

的錢和股票和手裡面硬盤和信息通通拿走。而且絕不能讓共產黨的黨內人員再調查王健的死。而且選址就選在法國，他不選

在美國，也不選西雅圖。 

而且王健之死之前，食品、床上的性交、和他當時精神狀態全都是亂的。這就是為什麼應驗了大廚所說的話，早上起來晃晃

蕩蕩跟喝醉酒了一樣，但出去一會兒以後就好了，到了那塊兒以後又不行了，然後就給扔下去了。為什麼那個 Jackie花工

到現在不敢說話？法國警察和法國法官得花多大的力氣，受到了威脅敢做出這樣的假案子，這樣的結果。他得用多大的力量

影響他們，讓所有人閉嘴。這對西方、歐洲、美國的影響會有多大。我們要把王健案子給放棄了，我們就徹底完了。報什麼

料啊，那叫催料。” 

 

12.王健在台灣的力量巨大，與國民黨大佬關係很近，包括柯文哲等。海航是收復台灣的重要排頭兵。【王健】【台湾】【柯文

哲】【海航】【民进党】 

“特別是王健先生在台灣投資給國民黨家族輸送利益。我偶然間發現，王健先生在台灣的力量超出了我的想象。跟國民黨的

大佬們竟然那麼近。而且跟現在可能要選總統的柯文哲啊，國民黨那幾個人啊，除了朱立倫之外都那麼近，包括郭台銘。他

太近了。海航真是收復台灣經濟收復台灣的重要排頭兵。他跟肖建華他們弄得很深。所以王建這個手機是你共產黨辦案當中

最大的漏筆之一。” 

 

2019 年 5 月 19 日 

文逸整理 

视频链接：无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d63f2fb-b9db-4e11-afba-8d53a019a463 

1.共产党给班农做广告，澳大利亚酱油行动【班农】【澳大利亚】 

    所以說戰友們你說這回中央電視台連續這幾集廣告，這個廣告多大呀，這個廣告有多大呀？你說班農都發財，美國右

翼，美國右翼集團給培養出來了，而且美國這個右翼集團啊，所以說這個右翼呢還不反中國人，現在我們要求他只反共不

反中國人，多好啊！所以說什麼叫爆料革命啊？這才叫爆料革命！能團結世界上一切的人民，正義的力量，和我們一起，

實現我們的喜馬拉雅。  

    昨天晚上我看了大概一個多小時，關於法治基金的捐款，法治基金的捐款，這個捐款當中很多是外國人捐款，我說這

個創意好啊，你說你七哥有多聰明啊。大家都看到了，這個麥克風啊，本來那個防風麥克風是去年莊烈宏先生寄給我的，

結果上了船不管用，還好我的團隊以前給我買了一個叫 Sennheiser的，這個麥克風，我把莊烈宏那麥克風的套，套在了我

的這個麥克風上，現在就成了完美的這個防風麥克風。你看看喜馬拉雅，咱能不賺錢嗎？想不賺錢都不行，對不對？  

    所以說戰友們了啊，所以說戰友們，搞笑在哪裡，搞笑在哪裡，親愛的戰友們發現了嗎？這些天來啊，很多人沒鬧明

白咱出啥招啊。這幾個月說句實在話，我都能想到，盜國賊，上海幫，還有所謂的國安幫，他們在乾啥。而且我知道他們

會把班農的事情早晚一天他得整大了，所以班農先生呢一開始他真不知道，他啥也不知道。  

    大家你們想想班農先生他原來他不是這個思路。我告訴他，我說你這樣你能發大財，他還不相信，現在相信了，對吧

現在相信了。發了天大的財呀，班農先生一天 50萬，他要一個月講上 30場嘛，那他一天講一場都跟玩似的，那是多少

錢？哎呀我的媽呀，那就是一千五百萬啊，班農先生就純賺一千五百萬，這不行，咱得給他說道說道，咱得分成。喜馬拉

雅法治基金那個分成你給我們工作是沒給你錢，但是你這讓你出名了呀，你得給我們錢， 對不對，戰友們，咱得跟他說道

說道，這太大的錢了吧？  

    想想都搞笑咱不給人家錢，人家來當主席，然後還給咱錢，這事多好啊。這個主意好啊，我得給他說道說道。澳大利

亞贏了，這個班農先生的鐵哥們，班農先生在這之前說這哥們一定贏，我說肯定贏不了，然後他說一定贏，我說要不打賭

把，他不跟我打賭。我說這樣，我說我跟你打賭啊，我說他要贏了. 你給我 100萬，他要輸了我給你 200萬，他聽了說你

糊弄我，我不跟你打那個賭。  

    澳大利亞的這哥們贏，中共的那幾個地方除了加拿大沒淪陷，沒有不被淪陷的。所以說，澳大利亞贏，班農挺聰明

的，沒掉坑裡邊。我說你給我打賭吧，班農先生沒有跟我打這個賭，如果這個人贏了他也給我錢，這個人輸了他也給我

錢，結果沒跟我打。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d63f2fb-b9db-4e11-afba-8d53a019a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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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澳大利亞這個贏啊，不是一般的厲害，不是一般的厲害呀，戰友們，你們要意識到這個問題呀。這個贏在某

種程度上說，會整個把南美，亞洲西南部，日本，西歐，很多國家，對中共的政策徹底的改變，徹底的改變。而且呢，我

覺得，澳洲啊，會跟美國有一系列的動作。  

    所以說戰友們，這一次中央電視台、胡錫進等人啊愚蠢的行動，澳大利亞的整個的新政府，可以說是反共的，反共的

極端勢力啊，也是我們的朋友，哥們兒，他的當選對世界的格局可以說都影響巨大。  

    那麼這一次王健之死爆料，可以說把中共內部很多人用他們的手，我現在就告訴你，你也沒轍，用你們的手乾掉你們

的爛仔們。這些人欺上瞞下，像什麼吳徵啊、馬雲啊，都願意吹牛蛋、吹狼蛋那種人啊，這回完了，這回完了啊，完大發

了，怎麼交代啊？上海局、北京局、安全部主管副部長、滅爆小組都說沒有原視頻，美國不可能立案，他們沒有看到我們

派去的人，他們就知道那麼多錄屏。現在咋辦？現在的事兒大了，咋解釋吧？哈哈哈哈，哎呀，咱想不高興都不行，想不

高興都不行啊。  

 

2019 年 5 月 20 日 

文逸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LC2SDopKVY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0c61017-78d4-4aed-8088-0a1b9de2ddc7 

 

1.A股和港股，盗国贼升降都能赚钱。刘士余一顿饭就能赚 4个亿。【CCP股市】【港股】【盗国贼】【刘士余】 

千萬千萬記住，現在的 A股和港股，已經是「妖股」了！這只有兩種人能玩，一個就盜國賊人家能玩，升和降他都能賺錢，

這叫金融，升降都賺錢，為什麼呢？他提前就知道什麼時候升，他就買進，或者把他自己的原來的倉給他賣出；他知道降的

時候做空，人家賺錢。咱老百姓你可別聽那路邊的道聽途說，那太可憐！什麼親戚吶、什麼證監會啊，證監會什麼劉士余那

王八蛋都是坑老百姓的，故意放風，那都給你做局。 

為什麼這麼說？我昨天和一個金融界的哥們兒通電話，跟我講了我心裡面特難受你知道嘛！他說劉士余曾經和他一起在一個

飯桌上，他們多年老友了。就跟他講，我只要這個數，你去做什麼。這個哥們兒沒支聲，結果另一個人就做了，賺了四個億

就走人了，給了他四個億。這錢都是老百姓的錢，一下就上去了，一個消息就上去了！ 

 

2.反遣法之后，香港人、大陆人去海外买房、投资数量指数倍增长。【反送中】【香港】 

倫敦，還有紐約，包括新加波的部分，就過去從香港反遣法，當地人香港人來買房子，香港人買房子，大陸人買房子，提高

了九倍，你可見香港反遣法對香港人的影響有多大，另外一個，在美國和英國開會的港人和大陸人，也提高了十幾倍，你可

見這個反遣法到了什麼程度。另外一個，來自於香港和大陸以及亞洲，有華裔背景現在在西方的投資和存款，特別是家族式

的，不是機構型的啊，個人家族式，投資，將近 20多倍，所以說現在戰友們，作為老百姓來講，作為華人同胞來講，這歌

地方務必慎重，接下來對台灣香港的和大陸的一系列的劇烈的行動，甚至會爆發小規模的衝突，戰爭衝突都是有可能的。 

 

3.刘士余自首是为了保护他，控制交代范围。【刘士余】 

再一個劉士余的事情，那才哪到哪啊，劉士余為啥自己去投案自首了，監察委，就是給自己哥們兒犯罪以後，給你一個提前

溝通好的渠道。就是保護自己人吶，然後因為自己也跟那些貪啦，或者自己，像王岐山，說跟你先說好，你說 1別說 6，說

8說 9別說 3，345，這叫以貪反貪，這叫設計反貪。投案自首之前大家去想想，哪個人不先給所謂的監察委，中紀委，還有

上面的領導，和自己送過錢的人先溝通好，我想乾嘛，我不想，就是講條件嘛，我講你這個，不講你那個，然後什麼證據咱

勾兌好，然後有限度的投案自首，然後進去。主要是保護了大部分人，這是核心！有的時候保護了老婆孩子家人，那都不，

關鍵是保護了自己的領導和同盟。誰能讓你有機會去中紀委監察委談這個事，我可以告訴你，一定是能讓中紀委和監察委聽

話的人，你想能是誰吧？ 

不能讓中紀委監察委通話的人，首先他就被安全部，配合中紀委，辦案的專案組，偵察部隊，偵察組早就拿掉啦，你哪有機

會啊，你見抓過誰讓你知道過，都在被窩裡面，在情人的小三被窩裡面，在自己的豪宅隱私的家裡面，在機場，孟宏偉會告

訴你嘛？跟你商量商量，你自己主動自首，可能嘛？ 

直接就把你滅口了，所以說大家要記住，所有人讓劉士余去的，劉士余身上還有錢，他還有證據，讓你投案自首在我控制範

圍之內，你的錢，藏了錢還得給我，你的信息也得給我，讓你死不了，當然你也沒有生的機會，你就在監獄里呆著吧。甚至

我可以用你，來打擊我的敵人，讓你按照我指揮說什麼說什麼。這就是王岐山，當年創建監察委。中紀委我控制不一定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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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百，我可以這面，監察委補充，監察委我控制了不了百分之百，我中紀委補充，在內部叫什麼？這叫教育，監察委行政我

全包括。事實上，這就是王岐山和孟建柱，太賊了，我讓你兩邊互相制衡，我叫你兩邊互相打，然後我兩邊都可以安排我的

事。 

 

 

2019 年 5 月 21 日 

文逸整理 

中共天机又来了……还要延续政权 30年？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J6saCV29Y 

文本链接：无 

 

 

2019 年 5 月 23 日 

文逸整理 

爆料革命已经进入了全球共同灭 CCP的关键时刻！CCP对台湾香港可能要搞点事情……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y3J3dcoz4 

文本链接：无 

 

 

2019 年 5 月 23 日 

文逸整理 

连线鲁仁达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53_Fi9057M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d0f20ca-fa10-4e74-84e6-149faec02322 

 

无事件 

 

 

2019 年 5 月 25 日 

文逸整理 

G20會議將是美中新遊戲開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vKW2f31Co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4a31df4-f829-4036-a253-15c4168f42da 

 

1.卡尔巴斯获得了经济委员会的奖章。【卡尔巴斯】 

昨天，卡爾巴斯先生前天昨天都在這裡開會。昨天晚上我們又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啊。卡爾巴斯先生前天晚上在紐約接受了

一個美國經濟安全委員會，叫經濟委員會簡稱，一個巨大的一個獎章。這個獎章是什麼？竟然是啊，他本人並不知道，本來

以為是一個小的獎章，到現場才發現一個巨大的獎章，就是因為獎勵他，對港幣和人民幣的研究，以及對打擊共產黨的卓越

貢獻，美國的各界名流政府官員在現場，在紐約。 

 

2.中共渗透世界各大金融系统，骗取了巨量财富【蓝金黄】 

就像昨天，我們晚上和世界上最牛的幾個金融大佬吃飯的時候，他們在講述著世界銀行被共產黨的滲透。目前從賬面上看，

共產黨在世界銀行還有 610億美元的貸款，但是過去累計過萬億美元。大家去想一想一個世界 GDP第二國家的共產黨，到處

撒錢的人，在世界銀行還要大量的借款美金？多少世界銀行被人滲透，被藍金黃。 

我昨天跟他們講了個故事，2001 年我在倫敦與河南交通廳被抓起來的那位石發亮先生，還有交通部的人，我們在那見面，

結果晚上他們吃晚飯，在吃晚飯前去買表，江斯丹頓，哇塞，在倫敦那個金融城的江斯丹頓幾層樓啊？坐電梯上去以後幾盒



 910 

幾盒的買，晚上給世界銀行的人送給人家，最後是拿到了大額的貸款。這些錢拿出去以後，被這些交通部的和交通廳的，分

到各地自己哥們手裡邊，然後工程由他們說了算，然後再拿百分之幾十的回扣。當天晚上和當天晚上拿到的錢那發生的故事

大了去了。 

現在美國人才明白，在非洲他們去了，有人到了非洲發現到處張貼著此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和世界銀行貸款，修建。

很多美國朋友，昨天晚上他們在晚餐桌上人去了非洲，發現非洲的這些國家的所謂皇宮，就是總統府，都是修著總統府的路，

非常之好還有收費站。他們見到了這些非洲國家的財政部長的時候，手上都戴著超級的表。然後他們就問他你這表什麼牌子，

然後就在陽光下，手在那轉，你看看鑽石鑽石鑽石。我經歷太多了，他們講的時候覺得很新鮮，我見太多了，然後鑽石。說

這個表多少錢，50萬美元，中共給的嘛！說整個非洲到處寫著中文的英文的，這由中共和世界銀行捐贈的。 

所以說美國人認為整個中共在非洲乾的事情和中國老百姓享受的待遇和福利，和在世界銀行的貸款是極為矛盾的，這已經不

是擴張的問題了。他們在這個烏乾達修的大水壩，水壩是在瀑布下面，那是人家的生命線，就像有人現在在北京的密雲水庫

修了個大壩一樣，那不是要整死你的嗎？那麼這個大壩的下面他要發電，發電竟然不去鋪設接電的管線，為什麼呀？他壓根

就沒想跟你發電，等等。 

包括從世界銀行看到了整個，現在納斯達克，紐約證券交易所，中國這些年來的企業在美國騙走的錢，虛假財務報表，以及

在美國養老保險，教育保險，軍人退休保險基金裡面騙走的錢。特別是教育領域，嚇死人了。 

 

3.中共和美国高层都在忙 G20。【G20】 

我告訴大家，今天直播主題，我們都在忙一個事，這事忙完了。中南坑啊，王岐山，等人都在忙日本的 G20,，美國也在忙

G20，我也在忙 G20！為什麼忙 G20？戰友們我告訴你，日本的 G20會議是美國和中國，中美之間新的遊戲的開始，新的遊戲

的開始，世界秩序新的開始！爆料革命，能否在 2020年實現喜馬拉雅，就看日本 G20會議了！我現在不能說，就是剛才那

位大佬說的第二條，G20會議後再說。可以說是美國在過去的一二十天里，全國最高層人物都在準備 G20，中南坑全力以赴

準備 G20。 

 

4.美国被蓝金黄，所以习近平敢撕毁签署的协议。【蓝金黄】【习近平】 

答案就兩條：川普總統輸了這場遊戲，上當了，被人家的孫子兵法和張儀之策給拿下了。挑撥離間，以美抗美、以美滅川，

把你川給滅了。讓你進入另外一個麻煩，2020年你完全不能贏。或者讓國際上認為你就是一個麻煩，以國際上抗美，滅不了

美。然後，最終還是要把川普總統 2020給拿下。說實在話挺擔心的，美國有了各種準備，但是美國能否能贏呢，我還是那

句話，中美貿易協議這個滑稽的結果大家看到了。實際上，滑稽並沒有結束，這個滑稽的結果還在進行中。 

昨天其中一位大佬說，你怎麼認為，你怎麼看，為什麼習要把這個協議撕毀？我說非常簡單，我前面這是兩杯，一杯是果汁，

一杯水。因為我現在不能喝酒，端給你讓你喝著，川普總統給了習的和王的。你喝了這個果汁，24小時以後死，喝了白水馬

上死。我說：你說王岐山會告訴習什麼？喝那 24小時的？還是喝這馬上死的？一定告訴他說，哎……咱慢慢談慢慢談。這

就是為什麼馬阿拉歌會議，為什麼 G20 的 90 天。從馬阿拉歌會議，中美建立十幾個--叫中美戰略談判小組，到今年的 G20

的 90天，就這結果。 

咱先談啊！怎麼喝？什麼條件喝？他們很清楚，喝了這個黃的 24小時死，喝了個白的馬上死，他當然不喝了，又跟你拖時

間。 

那麼現在川普總統不願意了，你不喝是吧？我也跟你談了，也接受你拖時間了，對你中美貿易談判--停！加關稅，懲罰華為，

對中國企業作制裁。現在借 G20，大家都去談了。我說問題在哪裡呀？問題是對方的習王，寄希望於你那個 24 小時喝了死

的黃色果汁，這裡面是誰倒的？可能是我後面的服務員，被美國藍金黃的。確定這玩意兒喝了，真的讓你喝下去 24年也死

不 

了，而且 24年裡面，你川普總統肯定走人，他寄望於就是鐘擺效應，川普總統 2020年走人，最多我等你四年。換成其他領

導人，又回到了以前，繼續玩你的遊戲。中共繼續贏。這個水是喝了馬上死的，他也寄希望於放藥那個人被他藍金黃了，喝

了以後裝死，死不了。 

最後結局是什麼？我說是你認為人家死了，結果人家啪又活回來了。這就是過去的 2001年中美世貿協議，2008年中國奧林

匹克運動會，和最惠國永久待遇，和這 32萬億美元的印刷貨幣，就這麼簡單。所以，G20會議就是確定，你這兩杯水，我要

盡量推遲時間。我再跟你討論我喝下去的方式，我可以承諾我果敢的喝下去，但是我敢喝下去的前提，我得確認這東西是假

的，這藥是假的，（死亡)它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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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方都在担心盗国贼被灭了，中国会不会乱，下一个谁上台。【中国未来】 

另外一個，最近這一個月忙啥呢？所有的西方都在研究一個問題，如果說馬上，中共的上面幾個人物，例如王岐山、孟建柱

突然被殺了、被抓了，共產黨被滅了，這幾個關鍵人物，共產黨會發生什麼？內亂？軍閥割據？共產黨繼續執政？大家都在

擔心這問題。那麼，我很多精力在跟大家溝通，中國不會亂。中共的上層人物，99%的都想乾掉這幾個壞蛋。從黨的利益出

發他也這麼做，從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九千萬萬黨員的核心利益，大家的希望上，可能就在下一秒鐘他們被滅了。實行了軍事

政變，或者說政治政變，不可能出現社會動亂。 

那麼大家都擔心，什麼人會上來？我說一定不是出生於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人，像王岐山、孟建柱這號的，滿腦子文化大革命，

階級鬥爭邏輯，愚蠢至極。完全跟人類和現在的世界拖鉤，這個脫鈎到的程度，就是中國人的災難。我說下一個一定是有強

烈的國際意識，而且有強烈的法制意識。是誰我真不知道，我說反正我們肯定不是啊，我們也沒這個能力、也沒這個心。但

是，中國一定會在那個時候，實行兩黨（政治)，實行法律上獨立的法治系統。中國老百姓一定不會讓他亂，因為美國已經

多方，我相信做好了中共迅速倒塌的準備。 

 

6.王健的事震惊了世界以及王健儿子要毕业了。【王健】【王健亲属】 

王健先生的死亡，一定會成為美國政治家們，任何政府官員們，政府做決策的一個重要的信息。過去幾天，王健的先生的夫

人一直待在紐約，我都知道。我嘗試和她聯繫，希望她能站在正確的一面，揭發揭露海航這個背後的真實背景。但是說實話，

王健的先生的夫人完全是個家庭婦女，完全不瞭解王健先生的情況。但是我還是希望她能站在正義的一邊，因為她和她的兒

子面對著巨大的威脅。我是清楚的，她是不知道的。 

王健先生的兒子，也就是明天 26號，從大學畢業、博士畢業，明天畢業典禮。在明天之前，我們做的各種決定，都是希望

不去打擾王健先生的夫人，不去打擾她的兒子。但是我相信，法國政府將變天，歐洲將變天，大變天。王健先生在法國發生

的事情，一定會百分之百暴露在陽光之下。 

王健先生在法國和歐洲的 12億美元賬號的錢的消失，以及巨大的資產，還有信託資產在他死之前被拿走，被騙走，這事在

歐洲是巨大的政治事件。法國警察、法國法院、法國司法部製造的假案假材料，以及對當事人和證人的威脅，包括王健先生

死之前，整個沈默的力量，華斌啊，這些人對王健先生的這種誅殺，震驚了世界，震驚了世界。 

 

7.明镜从海航拿了 750万美元。【明镜】【海航】 

王偉先生，你知道海航和明鏡有什麼關係和陳軍什麼事。陳軍親口告訴我，他去西雅圖，第一次拿了 550萬美元，後來又給

了 250萬美元，是 750萬美元。海航扮演了什麼作用？陳軍這種賴皮你能相信嗎，和明鏡。 

 

8.一个叫麦克的骗子混入了当委会。【当委会】 

一樣是個騙子，現在也混到了當前危機委員會去了，叫什麼叫麥克是吧，內華達州，內華達州。麥克沃倫，這名字記不住啊，

一樣有騙子啊，就騙錢瞪眼騙啊，也混到了當前危機委員會去了，雜碎很多。但是他一定會受到懲罰。所以我們現在面臨，

你看，不僅僅我們要讓中國人知道共產黨盜國賊，我要讓西方人知道了共產黨和盜國賊對他們的危害，包括在美國內部，歐

洲內部的這些被藍金黃的這些真正的大壞蛋，很多人跑來都是騙我們錢的，我們也被騙了很多次。 

 

9.两条就可以灭共。【灭共】 

第一條把香港的自貿區協議給它關掉，加大對台灣周圍的軍事，包括南海特別是東海，大量的派兵，把台灣的經濟給擠壓到

所有的台商都害怕，不被共產黨的威脅，把台商給攆到台灣去，攆到越南去，攆到緬甸東南亞去，甚至是印度去，我說，大

陸的整個產業將空心化。台灣的所謂的台企不是回台，是台企真正的要遠離大陸，遠離災區。香港的自貿區給它，中美港的

自貿協議給它毀了，台灣把大陸的自己的企業家全抽回來，包括郭台銘啊，你只要大陸投資，你美國就甭來了。大量的制裁

台灣在大陸的，已經被共匪藍金黃的企業，我們叫假台商，他就完了，這第一條。 

第二條我在這也不說，說了共產黨就知道了，過一段你就明白了。台積電，過兩天你就知道台積電會發生什麼事了啊。我今

天早上念了一個戰友對我的誇獎，唉呀，我念到一半的時候我就渾身發毛，你知道嗎？我都不好意思啊，哎呀，文貴最希望

了，發自內心的說，過老百姓的生活，咱就是個草根，說老實話啊，這種豪華生活我真討厭，再一個，我一看到這政治家我

覺得太可憐了，真可憐啊，當啥都不當政治家啊。再一個就是我當名人，那裝神弄鬼的，又戴個帽子戴個墨鏡，煩死了啊，

趕快了結這場戰爭啊，文貴消失在視野之中，只與戰友相會啊，永遠不會再在媒體上出現，這就是我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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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6 日 

文逸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Ak7NjDVBo 

文本链接：无 

 

 

2019 年 5 月 30 日 

文逸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TvI_atOao 

文本链接：无 

 

 

2019 年 5 月 31 日 

【白天整理】 

2019年 5月 31日文貴試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NwV_cuxxpw&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c6ddf9a-ce50-4c2f-a8a0-d5494c5dda54 

 

1. 林鄭月娥事件，不惜代價，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在海外社交媒體，全面屏蔽，甚至採取所謂的法律系統，

立法保護布袋法案。【林鄭月娥】【反送中】 

我剛剛呢，收到一個朋友，給我一個重要的信息，就關於林鄭月娥這件事情。絕對不允許，林鄭月娥事件，和六四事件，和

六月九號的香港大遊行，成為香港動亂的一個主要誘因。而且要不惜代價，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在海外社交媒

體，全面屏蔽，甚至採取所謂的法律系統，他們沉默的力量，要對我們進行打擊。因為在香港已經引起了很多老百姓的關注。

因為香港老百姓都在問，你林鄭月娥，你為你自己，叫作立法保护你的安全。 

她的立法就讓香港的貪官最安全。只要誰敢反香港的貪官，誰都將被抓回大陸。誰敢在香港，說香港的官員任何私人的所謂

腐敗，不正常資金來源，包括你有任何犯罪，你都是，都要把你抓回大陸去，布袋法案。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全香港立法會

委員，當在質詢這件事兒的時候，反對這件事兒，都在說什麼？說你在執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恰恰相反，這不是中共中央的

命令，這是林鄭月娥，以及香港幾個貪官設計好的一整套的，套在香港人脖子上的一個法律，就是他要為他自己的腐敗，和

犯罪，立法保護！太牛了 

 

2. 6月 9號香港一定是全港行動，甚至有人不惜一切代價要賣掉一切資產也要跟林鄭月娥 PK到底。【林鄭月娥】 

6月 9號香港一定是全港行動，據我所知，全香港的學校老師、工人、商人、包括清潔工都在發起簽名，上街遊行。甚至有

人不惜一切代價要賣掉一切資產也要跟林鄭月娥 PK到底。我都看到了，我相信老共比我知道的多，更害怕。所以林鄭月娥

的事情我們給她爆料以後，揭露了香港的賣港賊的真實面目，而且是每個字都是林鄭月娥寫的。 

 

3. 中央最高領導全面布置抓捕纪念六四人员，只要露頭就打，一打就要打死他，這是死命令。【64】 

當然了 6月 4號在中國國內，在一個月以前，中央最高領導，最高領導，最高領導，已經全面佈置了，只要露頭就打，一打

就要打死他，決不許死灰復燃這個死命令，誰敢紀念六四收拾誰，這個很誇張。所以說在四月份五月份已經大量的人準備紀

念六四被抓了。 

除這個之外，滅爆小組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上海的滅爆基地，都由孟建柱、王岐山、孫立軍全面指揮，當然包括香港的林

鄭月娥和香港的警察長。要不惜一切代價要把爆料革命不允許和 6月 4號的紀念，再加上一個林鄭月娥的爆料放在一起，這

是死命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NwV_cuxxpw&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c6ddf9a-ce50-4c2f-a8a0-d5494c5dda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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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 1 日 

【文逸整理】 

文貴報平安直播！無論任何方式的任何人的「偷「都是錯的，都應該感到可恥······我們今天的額爆料革命！就是為了我

們中國兒童！有一個美好的健康的國家和未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VMtjH2ogE&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ebf2837-e56a-4c00-85a7-0533bdbd2f51 

 

1.杨改兰的孩子，没有儿童时代的儿童。【杨改兰】 

首先一下，戰友們，今天六一兒童節。請所有的戰友們都要記住，我們都是從兒童過來的。我們有兒童的時代，少年的時代，

不一定有老年的時代。不是人人都能活到老的。像楊改蘭女士就沒有活到老。楊改蘭女士的 5個孩子連青年都沒有，被自己

的親媽媽用斧子給砍死。大家去想想一個親娘去拿斧子去砍死自己的孩子的時候，聽說有的孩子她連著砍了十幾斧子。是什

麼樣決絕的情況讓她對自己的孩子砍這麼多斧子。大家去想想。沒有生存的希望了。 

 

聽說楊改蘭在自殺前眼睛哭得基本睜不開了。就是一個月 300塊錢的救助叫當地的貪官給拿走了，原因她家裡有兩只牛。聽

說楊改蘭女士很辛苦的，孩子也是吃不飽。跟我們家裡頭小時候一樣。吃不飽。沒法活了。最後這種決絕。所有的現在能聽

到人話的，能聽懂人話的，所有的父母們和孩子們，大家去想想，我們曾經是兒童，我們對我們的父母怎麼樣。大家摸著心

口窩子想想對自己的爹娘如何。我的身邊的人現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天天跟我說，經常跟我說：「有了孩子才知道爹媽多不

容易。我們的父母和每個人的父母是多麼不容易。」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六一兒童節更要想的對爸媽好。 

 

2.孟建柱的红黄蓝。【孟建柱】 

第二個，怎麼讓自己的孩子好，讓他們有個健康的節日、健康的成長。首先孩子要打對了針，打對了疫苗。全人類上只有共

產黨這種流氓體制給孩子打假疫苗，打完還沒事兒。讓孩子吃健康的飯。全人類上只有中國孟建柱的家族能搞紅黃藍幼兒園。

竟然能玩兒小孩兒的小雞雞。這叫猥褻兒童，天大的罪啊！全世界只有共產黨的體制下，兒童上學的餐廳東西是發霉的。孩

子吃的東西都是被壟斷的，被利益集團保護著。 

 

3.盗国贼们换器官杀了多少人！【刘呈杰】【贯君】【王岐山】【孟建柱】【江泽民】 

劉呈傑和貫軍是誰生的？他打過假疫苗嗎？王岐山、孟建柱聲明自己沒有孩子，他家裡多少男男女女，看到照片了嗎！江澤

民的兒子是孩子，江澤民換的腎，他殺了多少新疆人啊？多少新疆的年輕孩子要嘗試，在他們手術前，要進行對比血液融合，

要達到完美的程度。所以殺一個不夠，倆！倆不行？仨！仨不行？四！四個不行？五個！他們家的腎，咋就越換越好？越長

越年輕？多少新疆年輕孩子，那屍體扔在了大馬路邊上。挖個坑就給扔了，啥都好好的，就是腎沒了。 

 

4.退伍军人、老师、儿童的未来。【中国未来】 

退伍軍人應該受到國家最，任何人都應該受到英雄級的招待！一生都要管他們！因為他把青春全給了這個國家和人民。老師

應該受到最高的尊重，老師的工資應該是最高的。孩子上學孩子的環境絕對不能談政治。所有的老師到世界上各地學習，都

是大使館第一接待的。所有的兒童到全世界去，都有國家級的保衛，護送！只有下一代比我們強，我們才有希望。要讓我們

所有的兒童和孩子走到國外去，有大使館的陪送，讓孩子從小看盡世界的山川，接受最文明的教育！從宗教信仰到科技文化

到風俗民情，孩子一定要讓他走萬里路，再說讀萬卷書，可以不讀萬卷書，但必須走萬里路！那是最大的國防！ 

 

5.林郑月娥有三个法。【林郑月娥】 

林鄭月娥有三個法，香港同胞要記住三個法，這是第一法叫逃犯法，還有第二個法，第三個法馬上，這只要一過那都會出來。

那麼第二個要過了以後，從 1997到 2019，香港人第一個逃犯法弄完了，你不聽話，我任何理由可以說你顛覆國家罪把你抓

了；第二個，就是香港的資產和土地使用權的問題，這是關係到你的生死存亡；第三個，就是香港的教育。林鄭月娥乾完這

個事，林鄭月娥最後要修一個法，就是中共中央人大十法，林鄭月娥還可以再乾兩屆，也就是說你還要再忍受林鄭月娥十年，

十幾年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VMtjH2ogE&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ebf2837-e56a-4c00-85a7-0533bdbd2f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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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 日 

班农与郭文贵谈林政卖港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omGO_Y8Wo&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1ba97b-d93f-4c5e-b10a-a11138269522 

1.林郑月娥在为北京做事，不是在为香港做事【林郑月娥】 

大家都在看我們的直播，香港看我們直播的人，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要知道北京在說什麼。其實我們要告訴香港人，其實

林鄭月娥並不是在為香港人工作，她是在為北京工作。而且北京來支持林鄭月娥，是因為她出賣了香港的中國人，而且來幫

助北京。過去六個星期，我們看到了很大量的工作，我們也看到郭台銘在台灣出來要競選總統，而且我們看到香港出現引渡

法，我們看到其實中國的極端的政府非常希望完全去控制香港和台灣，他們不希望在兩地擁有法治。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是

非常反向消極的事情，將會出現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的人希望來做一些事情的。 

2.香港繁荣是因为有法治【香港】 

但是香港因為是擁有法治，香港擁有一個非常蓬勃的房地產市場。現在你看到出現這些問題後，香港的房地產市場不再那麼

的蓬勃。那麼香港的繁榮也將有下降趨勢。因為有很多人現在開始覺得我們在香港擁有的是 97年的法律嗎？是普通法嗎？

還有法制嗎？還是我們要聽從北京的腐敗官員的控制呢？只要他們說一句話，我們就會被消失啊，被自殺啊，被逮捕。是這

樣的情況嗎？ 

3.法国勒庞反共的理念【法国】 

你開始看到歐洲正在清醒過來，但是一些歡迎中共工程還沒有停下來，所以這才是初級階段。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在法國，

特別是在歐盟，我知道有些人在達沃斯開始疏遠中共。你開始看到平民主義開始崛起，人民開始說這是對我們國家最有利的

嗎？這對中國人公平嗎？我認為勒龐有關於被中國奴役的人 vs西方無業人員的觀點很有力量，彷彿就是中國的「黃衫運動」。

我認為你會看到更多相關活動。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開始明白她在上星期天擊敗了馬克龍。他是整個歐盟

代表。這對中共非常容易，他們的最高指令讓他們可以去做任何事。我認為你將會看到法國、意大利、英國、德國正在開始

行動。支持反共，讓他們更加了解 CCP，使中國擁有法制，來照顧著中國的老百姓。 

4.川普访日【川普】 

這絕對是個很好的問題，我想退一步分兩個方面看待這個問題，川普訪問日本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訪問從頭到尾 4天，

讓我們看一下每一天都發生了什麼。第一天，他會見了新的天皇，在「令和」新時代開始的時候，川普總統是在眾多國家中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位來到並開始這個新的訪問的，這個實質上是非常具有歷史性的。 

 

第二天，川普會見了商界領袖，正如郭文貴先生所知道的，日本的商業領袖來自於古老的家族，這些日本最古老的家族他們

擁有著最大的產業，最大的工廠，大的貿易公司，大的銀行。川普這一整天和首相安倍一起會見了商業領袖。第三天，他去

視察了美國軍隊和美國第七艦隊，並且拜訪了不同種類的軍隊，尤其視察了美國第七艦隊的「USSWASP」這艘在美軍具有歷

史意義的船舶。第四天，他和安倍象徵性的去了日本新的航空母艦，安倍宣佈他們已經購買了超過 100架 F35戰機，被用作

武裝日本軍隊。 

 

現在，郭文貴先生，我們已經在過去的一年在郭媒體談論了很多次，關於具有挑戰性的未來以及有關的事情，最大的一件軍

事事件是，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我們必須自由航行，自由航行幫助日本、韓國、台灣以及中國人民，記住香港面臨南海，

在南海的自由航行可以帶來所有的資源作為最重要的支持。川普總統對日訪問絕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包括了日本的部分

文化，日本的商業，以及日本軍隊的建設。 

5.班农先生面对 cctv的攻击【班农】 

當 CCTV開始談論這些的時候，對於他們說我的那些話我就感覺難受，但是現在他們應該明白，我不會放棄我的權益。這是

唯一的最重要的發生在世界上的事，是中國人的自由，因為一旦我們實現了那個目標，我們仍然擁有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

我們不用擔心中國軍隊的擴張，我們不用擔心南中國海，我們會生活在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環球時報和 CCTV的主持人們

应该明白，我不會屈服於這些噪音，他們應該讓這些每晚侮辱我噪音消失，記住，當你們做這些的時候，我不會躲避你們的

挑戰的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1ba97b-d93f-4c5e-b10a-a1113826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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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媒体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郭媒体】 

很多的老百姓，全世界的老百姓看到現實、真相，他們就非常的震驚，他們就會覺得：噢！我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CNBC啊，CNN、NBC啊也不會告訴我們，或爾是這個監護人時報，或爾是這一個的經濟時報也不會告訴我們這一些的信息。

現在，我們才剛剛，把這一些的信息，由於是郭媒體，把這一個的料都爆出來了，然後我們想到全世界去宣傳這一個的信息。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是把這一個的信息呢，就帶到全世界，也包括是不同的世界各地。 

 

各地的人看到以後，他們都感到是非常地不高興、生氣。比如說他們看到這一些的維吾爾族的人的受的中國的迫害啊；或爾

是達賴喇嘛受到的迫害。更加地重要是集權政府對於中國老百姓，在民間，是在社會上的監控。簡直就覺得是呢，讓全世界

感覺到中國政府對他們的老百姓，對他的子民，簡直就像是動物一樣，畜生一樣，所以是在全世界引起了絕大的一個的震驚！ 

7.法治基金正在调查王建之死，并有很大的进展 

我可以告訴你，「海航」王健之死還是非常的震驚。我們將會在這方面會挖掘更加多的信息，相信有更加多的信息讓大家知

道。而且，「法治基金會」在這些方面，做出更多重大的公佈。而且，這些的公佈，可能是要在法國進行報導的。所以我們

在這一方面呢，是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將會為大家在第一時間做出各種各樣的報道。讓大家知道這個「海航」的情況，

還要有很長的時間來進行調查，你不要以為已經是接近尾聲了，不要以為已經是結束。其實，我覺得還是需要很長的時間來

進行挖掘的。 

8.中共利用一带一路对周边的国家进行控制【一带一路】 

他們是要來推廣這個「一帶一路」，他們去到這些地方，他們是用國家的資源，希望是獲得這些不同的國家的支持，來進行

商定。但是，也是要對這些國家進行控制，所以，我們知道，其實，這些從中獲益的並不是中國的老百姓，只是這些集權的

少數的人。那麼我們要瞭解，他們去這些國家，真的是為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創造工作麼？創造醫療保護麼？創造社會的保障

麼？但是，中國人只是擁有的是什麼——骯臟的水，污染的空氣，還有就是所有中國人面對的塑料的袋子。還有就是，在這

個污染的環境當中生活。 

 

當然，中國並不擁有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因為，這一些錢呢，從交易當中獲得的錢吶，其實都是被這些少數集權的

人拿走了。比如說，巴基斯坦啊，你知道這些的領導人……王岐山，他是用腐敗賄賂了多少國家的官員、國家的領導。而且，

這些賄賂的錢吶，都是來自於中國的老百姓的。所以的話，更加主要的……最重要的，其實你知道，真正的巴基斯坦的人民

可以從中獲利嗎？你知道這些錢都是去了什麼地方嗎？其實這些錢吶，從巴基斯坦和不同國家獲得的交易，掙來的錢去了哪

呢？是去了中國麼？去解決突然帶來的問題嗎？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障的問題嗎？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惡性的循

環。而且，更加嚴重的，就是我們看到王岐山，他是面對著西方世界帶來的挑戰，川普帶來的挑戰，他不能在美國獲得交易。

因此，他必須在「一帶一路」的國家，幫助他們獲得更多的交易，來創造他們國內的一些經濟。 

9.美国人认为白皮书是彻头彻尾的谎言【CCP白皮书】 

這個白皮書，基本上在美國被認為，它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撒謊，而且把責任全推給美國和川普總統。現在中美的貿易協議，

已經變成了，中共與川普總統的戰爭，這就是中共。他不對你美國乾，他打擊這個揭穿了中共偷盜美國金錢和技術的美國總

統個人。共產黨奪取大陸的政權，就是攻擊蔣介石本人成功。然後在黨內，攻擊劉少奇，以及老革命，然後樹立了共產黨的

某些人的邪惡政權。現在在國際遊戲規則當中，別人說你偷東西了，你沒有遵守協議，我們要談一談。然後，共產黨就像發

了瘋一樣，說你撒謊，你是騙子。就把所有代表利益集團的講話的人，全部滅掉。 

10.推特封杀战友【推特】 

我們大概在兩天後，就是三天吧，六月四號，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 30週年。也就是在 30年前，我的弟弟被他們給槍殺，我

被抓進監獄 22個月，現在在兩天前，推特全面封殺三萬兩千個支持班農先生和文貴爆料的戰友們，你像龔小夏女士，沒有

公開支持過文貴爆料的，她是支持班農先生的，她都全部被屏蔽掉了，三萬兩千多人。這是全世界的一個重大的新聞醜聞。

最後在盧比奧，龔小夏等美國共和黨人，和班農先生強烈呼籲下，推特出來道歉，部分恢復了戰友的推特使用，讓全世界人

民看到中共在美國的黑暗力量。而且我們很多戰友，更加的感到了中共的危險和流氓，而且團結在了一起 

但是我覺得是這个其實喚醒了美國很多的人，很多的美國人醒過來了，我們要知道我們是不可以支持這樣民主黨的人或者是

推特這樣的情況。為什麼？因為很多人會覺得為什麼?這些支持者的賬戶會被關掉呢?會被取消呢?那麼因為其實是這些推特

的支持者其實是支持民運或者是自由的這些的行動。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呢在這方面是醒過來，我覺得美國人更加的瞭解當

時的北京他們帶來的威脅，而且特別是在白皮書通過的以後，我覺得有更加多的對峙的情況的出現，正面對峙的情況的出現，

我覺得推特的情況是把這方面的情況更加的深化。我認為中共看到他們是失去了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力。所以他們是在那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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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在覺醒中，希望更加多的絕對的控制。但是這个在美國地方產生的是一個反面的反應，那麼使得美國更加多的人是被醒

悟過來，反抗。 

11.川普总统 2020年大选【川普】 

班農先生一直很擔心這個問題，但是我一直給班農先生說，他們完全不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邪惡。現在我們代表戰友問班農先

生另外一個問題。接下來中共全力以赴，以全國之力要像影響中期選舉一樣，不惜一切代價，動用一切力量，更不會在乎什

麼法律，這根本不在乎，採取一切流氓下三濫手段，要在美國毀掉川普總統 2020的選舉。班農先生認為他們會成功嗎？會

導致什麼樣的結果？班農先生：特朗普總統他如果是遵守他的承諾，他要尊重做他要做的事情，在邊境建造城牆，還有在經

濟上照顧他的老百姓，我覺得他一定會贏的。我覺得白皮書的出現，當然是要摧毁特朗普總統在 2020年當選總統的機會。

他們是支持 JohnBender.JohnbBnder過去的政治成績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實是不太好的。但是你知道他是支持了中國人

民銀行。他是用了 15億的美元他實際上這樣做是支持了中國共產黨。但是這個也是說好了,他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利用的工

具。所以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現在正面的打擊特朗普,其實在美國老百姓的眼中，我覺得他們會更加去支持特朗普。因為他們

知道特朗普是真正為他們好。 

12.6月 12日香港逃犯法【反送中】 

包括台灣現在郭台銘的對要選總統，以及現在民進黨內部的鬥爭，以及共產黨在台灣的佈局，美國和歐洲都極為擔心。所以

說他們現在要認為，整個中共要在台灣、香港要有動作來引開國內經濟墮落，經濟衰落的這種現象，轉移注意力，然後針對

台灣、香港有大動作。6 月 9 號大抗議遊行香港，將可能引發不可思議的，不可控的事件。6 月 12 號一旦香港通過《逃犯

法》，香港將引起全世界的政治上與中共的巨大的激烈的較量。那不是開玩笑的。 

 

那麼所以呢，咱們胡先生就看到了南海、東海和台灣海峽將是美國，美中可能衝突的熱點，特別是南海，美國準備好了嗎。

另外一個咱們這個 CarrieLam林鄭月娥，現在已經成為了真的是美國政治上，高層政治上焦點的焦點。我跟這些人聊天的時

候啊，我能發現這個很多人都在談 CarrieLam，到底 CarrieLam將引發什麼樣的事件，一點不誇張，她可能改變世界的政治

格局。如果 6月 9號抗議引發激烈衝突，共產黨將封港。美國這邊以獲得情報，歐洲也獲得情報。共產黨大量的調兵，去廣

東、深圳、珠海，大量的派遣特遣部隊，在這準備著，一旦 6月 9號失控，就要封港。一旦封港，美國會怎麼辦？歐洲會怎

麼辦？親愛的戰友們？事情鬧大了。 

13.台湾 2020年选举【台湾大选】【郭台铭】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大選是在一月之後，是在 2020年一月份後，所以的話呢，那麼我覺得這個的特朗普的總統也是在 2020年

進行大選的，那我覺得對於國民黨來說是個很重要的選舉，而且是非常困難的一個選舉，對於台灣來說也是一個很關鍵很重

要的一個大選！那麼我覺得郭文貴，對於他來說他要在這方面報告很多的事情。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個解放軍以及中國的那些

集權的政權他們也將會有很多的滲透，他們將要影響這個的大選。而且現在美國的破壞者號以及這些軍艦都是要放到台灣的

海峽，當然最讓我們震驚的是在去年九月份的時候，文貴已經預測到郭台銘將會參選這個下屆的總統。所以我覺得我們面對

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郭台銘是否會當選？ 

14.美国不会直接参与香港时代革命【反送中】 

我覺得很困難的這個情況，中國老百姓，香港人必須要瞭解，我們正面的介入是不合適的，但是我們也知道黃雨傘，有 12

萬，14 萬香港人帶著黃色的雨傘去上街遊行，我覺得這個素質是讓全世界震驚的，那麼也是非常的矚目，非常高度的引起

全世界的注視，如果你看到中國他們是否會出現鎮壓的事情，很難說。 

 

 

2019 年 6 月 5 日 

【文徐整理】 

华盛顿报平安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lcdailVfg&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6f944a-ae4c-465c-a40f-dfacefb2be84 

1.文贵讲述华盛顿气候大变。【美国行动】 

文贵感慨世事多变，去年文贵说灭共还没人信，各种演讲被取消，今天在华盛顿可以不反共，但如果挺共绝对活不下去，真

正成了过街老鼠。一年前砸郭多么热闹，现在砸郭就是傻 X。信仰理想离我们很近，三十年还在纪念六四，彭斯演讲推迟了，

但前所未有的，美国西方，第一次把六四定为大屠杀。这个定调永不可逆转，六四牺牲的人都是英雄，不能被忘记。彭培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lcdailVfg&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6f944a-ae4c-465c-a40f-dfacefb2be84


 917 

国务卿曾亲自改稿，令人佩服。号召大家去看彭斯演讲。 

 

2.强调香港 6.9大游行很重要【反送中】 

文贵提醒大家 6.9游行很重要，会造成香港经济人才大逃亡，做空港币人民币绝对赚大钱。港币人民币绝对跌跌到死。如果

没有什么在游行中发生，那么逃犯法通过，港币照样大跌，如果林郑下台，那么某地产商上台。做空者天赐良机。中国对西

方收购都是骗人的，本质都是洗钱。金融大佬们会疯狂建仓，拭目以待。 

3.明年六四是中国新国家建立时候，联邦国 

4.夏业良案中各种蹊跷【夏业良】 

叶宁参与其中，问的问题和国内国安问的一致，是替国内共产党问的，叶宁拿出来所有人都没有的共产党的假文件，证明灭

报小组于海外民运的关系。美国法律不是给你公平真相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文贵学了很多。 

5.王建之死案【王健】 

王建的死一定要搞明白，谁也听不了。希望王建夫人和儿子在相关部门联系后配合，跟相关政府部门合作。这些温和背后就

不那么客气了。 

 

 

2019 年 6 月 7 日 

香港的事真搞大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4vMKqiUk8&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9896483-8d51-4567-92a9-3e677d868792 

 

 

2019 年 6 月 8 日 

【文逸整理】 

文貴直播（路德访谈）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ytB_0W9GQ&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ffbdc76-9eae-4abf-8d36-a3e6c8f37d34 

 

1.Ploitico的虚假报道对法治基金产生了恶劣影响。【Politico】【法治基金】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有兩個事要向大家報告。第一個，從昨天我們看到了 Politico的虛假報道，以及它身份不明，還有這

不良記錄的記者。昨天那個虛假的 Politico報道，特別是它和中共的新華集團有合作，身份就不明啦，原則就不清楚了，

對不，戰友們。帶任務來的嘛，這不公正了吧。這個 Politico據說是中共的合作夥伴，是南華早報的合作夥伴，而且這個

記者惡名昭著，從未與法制基金和法制社會聯繫過。而且現在經過法制基金的瞭解，他完全沒有和（法制基金）聯繫過，

根本沒有遵循新聞報道的質詢和雙方的原則，而且其中用了一些胡舒立（王岐山的女人）的報道，很誇張，產生的結果非

常惡劣。以至於從昨天到現在，很多戰友們在法制基金下留言：我本來想捐 100萬的，結果我現在只捐 1萬，我本來想捐

1個億的，我現在只捐 5萬，很多這樣留言。 

 

2.爆料革命引发海啸。【爆料革命】 

爆料革命引發的這種海嘯，煥發的整個全民的，全民族的力量，一致反共，是超出常人，所有人的想象。跟我開會這哥們

兒，牛到不行，未來你們會知道他是誰。當年我跟吳儀副總理，曾經跟某人和他見過面，他還對我記憶猶新。覺得我現在

比那時候帥。我感覺也是啊。那當時什麼情況，用他的原話說，當時你郭文貴，你小子我們都懷疑，你什麼身份，你啥身

份呀，你在這隊伍裡邊。但是，他發現，現在郭文貴這爆料革命所引發的效應，震撼了他們。而且他們一直在看，王健，

王健案，我們的進展。他們也震撼。 

 

3.华斌在法国非常厉害。【华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4vMKqiUk8&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9896483-8d51-4567-92a9-3e677d86879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ytB_0W9GQ&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ffbdc76-9eae-4abf-8d36-a3e6c8f37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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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就是華斌，華斌超出我們想象的厲害！他說這個華斌在法國的厲害，比一般法國人都要厲害。他說華斌能出現

在現場，那誰死都有可能呀，誰死都有可能，馬克龍死都有可能。你說這華斌厲害不，太厲害了！華斌跟王岐山有多好，

比我們想象還厲害。人家瞭解，說華斌跟王岐山是隨時一個電話，24小時，講啥呢，對不對呀。 

 

2019 年 6 月 10 日 

【文逸整理】 

文貴報平安再談，上天送給我的幾個巨大的禮物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viVJtMY_4&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31f3251-d64f-4d9c-9668-9c1faf072b8a 

 

1.共产党砸给全世界市场几百亿美元为了维持恒指和香港股票市场。【CCP维稳】【CCP股市】【港股】 

昨天下午回來以後，大概 5點到 8點鐘之間，我主要是觀看這些各大金融市場的一些重要的期貨，現貨，大宗物品的場外

交易。 

從昨天來看，昨天啊在這個 7，8點鐘以前，基本上全世界各種市場，共產黨得砸進去幾百億美元。就是昨天他要維持香港

的恆生指數和香港的股，上海的股票幾百億美元，也就幾千億人民幣。這樣的話就大家看到市場上你看到那個平穩的變

化，背後的錢已經拿走，它再也回不來了，再也回不來了。也就是說在拿金融維穩。 

 

2.驻港部队和特警穿上了香港警察的衣服开始维稳。【反送中】 

所以香港的駐港部隊，還有廣東警察特警，就是所謂的香港所說的特別小分隊，叫飛龍隊，穿上了香港警察的解放軍和特

警，真正的達到了維穩，暴力維穩。 

 

3.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媒体进行维稳。【反送中】【CCP维稳】 

媒體維穩。你要看到全世界的媒體，誰再說大罵小幫忙，小罵大幫忙，這個都能分辨出來了，你可以看就知道了。你看這

媒體說了半天重點一個不說，那就是說小罵大幫忙。有嗷嗷的罵，罵得直接狗血噴頭，但最後兩句話給你把事給你否了。

所以說這四大維穩是昨天到今天下午，到今天下午 5點鐘，24小時，大家能分出端倪。但從昨天香港的整個抗議行動開始

到結果，大家看到了共產黨增加了維穩費以後，包括海外維穩的海外力量和他的戰術和戰略，大家可見端倪。 

 

4.香港娱乐界被控制的死死的。【反送中】 

整個從昨天到現在，完全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中，西方政界幾乎沒有人敢說話。關於香港媒體界、商界和政界不敢說話，戰

友們千萬不要罵他們，你是那個明星你也不敢說話，你更加不敢！咱千萬記住，別自己做不到的，自己腎不好你老嫌床

高，你老打這個床啥用啊，你把你的腎治好。跟他沒關係，本質是這個制度的問題，為什麼呢？所有藝人都牽扯上了英

皇，那英皇的老闆楊受成就是跟安全部合作的，是不是。安全部叫來，你的藝人敢上街？你敢上街我就把你所有的給你封

殺了。楊受成回去，你們誰敢上街，我把合同全給你們免了！他們能上街嗎？再一個還有黑社會呢！ 

第二個就是香港，就是我的好朋友林建岳，林建岳整個簽的媒體人，他是政府官員，他怎麼可能讓他下屬去上街遊行去

呢？不可能！所以說香港藝人是無辜的，不要罵他們，他們是無辜的。香港商人，商人全部被人家給藍金黃了，我不行放

你小視頻，不行我說你在國內行賄受賄了，都已經被威脅，也是很可憐的，不要罵他們。香港的前政府官員，早被抓住小

把柄了，東莞小視頻，貪錢，都被弄住了，家人威脅，他能出來說話嗎？別去怨他們，核心是這個體制太黑了！但國際上

這些就有很多不要臉的了，完全被錢給買走了啊，完全被錢買走了。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事情，昨天是上天又給了我們一

個大禮物！昨天的三個大禮物，什麼大禮物。昨天大家沒有意識到的 

 

5.香港的事闹大了。【反送中】 

香港的維穩，香港的這個抗議活動，共產黨的進入，讓全世界知道了共產黨是玩遊戲啥的。這個事大了！會把全世界喚

醒，這無容置疑！我從昨天到今天收到的這些信息，完全大家不一樣了，震撼了。昨天各國全有觀察員在現場，西方反應

慢，但絕對不會沒反應。 

 

2019 年 6 月 12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viVJtMY_4&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31f3251-d64f-4d9c-9668-9c1faf072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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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与细丝直播如何布局最后部分谈 8964监狱风云分享精彩人生经历（OZ小池塘）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8GjYJE7g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38dfc19-ad5e-476d-9291-6651542afc2a 

 

2019 年 6 月 13 日 

【文逸整理】 

郭文贵给香港同胞提供 300亿以上港币（45亿以上美元）补助支持的公告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BfnGZwLF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014d970-b135-44e0-bf35-cc05d99b86ba 

 

1.郭媒体影响力巨大。【郭媒体】 

那麼郭媒體的影響力，現在已經不是個媒體了，它是一個大家獲得真相的地方。所以剛才戰友之聲加上字幕的這些所有的

視頻，對待外國來講，那影響是巨大的。剛剛的在華盛頓，今天發生了很多的政治事件，我現在不能說，未來你們都會知

道的。但是整個華盛頓和紐約，整個倫敦和巴黎，整個歐洲議會，包括像日本這樣的文明國家，可以這麼說吧，所有的政

治家們的議程，現在都改成了討論香港的這個事件，大家都在議論到底會發生什麼。 

 

2.徐焰和王岐山的关系。【徐焰】【王岐山】 

所以說我現在忙了，全世界各地的都找我。我這郭文貴、郭 3秒、郭強姦，、郭騙子、郭大忽悠現在成了全世界要爭著被

忽悠，爭著被強姦，爭著被騙。你說咋弄呢，是不是，這樣的共產黨的愚蠢，讓我現在成了熱點了，成了熱點人物了，想

不熱都不中，用河南話說，想不熱都不中。現在這是什麼情況，這視頻我推給大家以後，勝過千言萬語。特別是那個許焰

這個流氓，許焰就是靠小姨子發財的。這哥們有的玩，這哥們大家好好查查他的歷史就明白了。那是國防部的叫戰略調查

員，級別噌噌的升。 

為什麼呀，小姨子跟王岐山好。這小姨子跟王岐山好，這事很大，你知道吧，又是三部的技術員，即能幫助王岐山監聽所

謂的外國反共對象，也可以監聽所有黨內同志啊。那個技術還了得了嗎，說白了就是用軍事手段打擊內部政敵。這個許焰

官升國防部，對著幾千個孩子，他敢這麼講話。你們再查一查，許焰在中國社科院的講話，許焰曾經接受過鳳凰衛視的採

訪，現在那個視頻下架了，都說過什麼話。 

 

3.香港背后的真相。【香港】【反送中】 

香港人不要再天真了，這個是代表國家軍隊的，國防部的戰略制定者對香港的定義。而且這個人，也親自了，像我們江老一

樣，也親自乾這事兒去了。親自去了，到香港進行調研，得出的答案。那絕不是他一個人的答案，那是共產黨的答案，香港

三三開，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是本土人，另外三十三的人是被共產黨消滅的對象，跑到香港去了，另外三十三的人是現在來自

世界各地，這是要被收拾的。所以說香港 76%的人被他打成必須消滅對象了，所以香港上街的是多少人吶，香港站上街的還

不到 10%，那麼現在沒上街的人還有多少呢，還有 60%多的要被乾掉。而且明確告訴你，就是要殖民你香港。不殖民你香港

是不對的。台灣那就不在話下了，台灣的人已經被中共徹底的捏住了，認為台灣的這些黨根本不用在乎。 

根本這些人不會把你香港、台灣當人看的，這就是真實，這就是非常真實的。再看看，林鄭月娥的講話，大家現在看明白了

吧，現在知道了吧，看到香港的那個電視台的視頻，是林鄭月娥自己寫的東西，報給黨中央。人家說，你看你自己爭著要乾

這事，你非要把香港秘密送給我，你非要讓我去抓你，你看這事大不大！這就是真相啊，這就是真相。 

 

4.香港警察和当年 64的情况一样。【香港警察】【64】 

然後你再看到這個警察，現在大家知道了，在香港的警察沒警徽，沒有編號，不說話，穿著香港的警服。大家想想擱六四，

當時在天安門上有多少的便衣，拎著塑料袋子，那時叫做網兜似的，叫什麼，尼龍袋，還有塑料袋，到處轉悠。就像劉彥平

裝公安大員，現在的安全部的紀委書記，在我紐約家說的一樣，我當時就在天安門吶，我三進三出啊，其中有一次，是民運

領袖王丹把我送出來的，王丹把他送出去的啊。所以說，我放王丹出去，對吧。大家看到了，如出一轍。當時劉彥平是扮成

清潔工進去的，然後再代表領導進去的。你去想想三十年後，如出一轍，又是這些人混進去了。 

 

5.有人会制造暴动嫁祸西方和爆料革命。【反送中】【爆料革命】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38dfc19-ad5e-476d-9291-6651542afc2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8GjYJE7g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38dfc19-ad5e-476d-9291-6651542afc2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BfnGZwLF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014d970-b135-44e0-bf35-cc05d99b8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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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故意製造暴動，然後定義有暴動，而且是流氓土匪，在這個時候，大家就會看到，這就不是所謂的現在抗議的問題啦，

你已經是由美國 CIA和極少數的海外組織，咱就是說 SteveBannon和郭文貴嘛，我們爆料革命嘛，要在背後操縱的。然後就

變成了暴力革命，然後接著給你蓋高帽子，然後可能還死兩個人，這人就死的，也是幾個小子乾的，然後在各個官方樓下布

下了重兵，這已經不是木馬了，不是木馬進城了，這已經進城了。 

 

6.美国将停止承认一中政策。【一中政策】【美国行动】 

大家現在你們還要看到，從這幾天，美國國會全面法律行動，要推出法律。是什麼，因為你南海東海的問題，一直在備受爭

議，現在要停止承認一中政策，停止承認一中是什麼概念。那就是好幾個中國，是不是就是一個台灣中國和一個大陸中國呢，

還是一個香港中國。我相信肯定不是，一定成為西藏中國，也叫什麼藩國，什麼國，一定是西藏獨立，一定是新疆國、維克

國，一定會承認香港國和台灣國，包括廣東國，我認為就叫粵國吧，挺好，粵語的粵。 

 

7.西方国家将采取各种紧急行动。【西方行动】【反送中】 

第一獨，一共是五獨，五個程序。第一個，最後一個總統簽的。中斷你，考慮你美港關係。哎，這事兒大了，誰能停的了，

上帝都停不了。這個結果是什麼，香港的股市，港幣，你往哪去，你能怎麼著，你再吹狼蛋，你繼續吹。這還不算數，香港

整個的所有的香港的官員在整個歐洲和西方的個人賬號和資產，馬上也要立法。只要是涉及這些國家的，跟你香港過去有貿

易協議的，所有個人賬號必須公開，大家看著，記住我說的話，必須公開，這是美國和歐洲歷史上前所未有，強制性的公開。 

接下來，這還不算數，港幣，香港交易所。將禁止任何一個美國歐洲的公司投資到香港，限期內，把機構性投資必須撤回，

比如說美國的養老保險、退伍保險、社保任何保險機構，把錢必須退回，然後歐洲肯定跟隨，日本肯定跟隨。接下來，就像

對待伊朗一樣，對石油禁運，制裁對香港。所有香港的運輸船、貨輪，不允許再停靠這些地方。最後就把你香港變成一個叫，

准恐怖組織的標準，現在已經是恐怖組織了。只要下一天，只要明天跟後天，他只要再繼續搞，肯定變成恐怖組織。我不希

望香港同胞受到傷害，但是說實話，那一天要是發生了，對滅共產黨來講是有幫助的。 

這還不算數，英國的將退休的這位梅姐，已經表態了，很軟弱。但是她表態了。接下來，不但如此，我已經瞭解到，世界上

將近上百個 NGO 組織正在全面聯合，對媒體，現在在呼喊各個媒體，我聽說壓力太大了，說必須停止在香港的所有媒體運

作。莊烈宏先生記住啊，細絲哥，咱現在報仇了，他們黑咱的推特，黑咱 youtube，咱給他關了。 

現在有議員要立法，呼籲，緊急立法。大家知道，美國這個國會是有緊急立法程序的，緊急立法，就禁止任何一個美國的現

代媒體或媒體在香港進行運作，而且禁止共產黨的媒體運作，而且現在馬上要求共產黨，還必須把社交媒體打開，就是防火

牆取消，不取消，連中國國內所有媒體給你停掉。因為美國歐洲很震驚，中共完全屏蔽。 

這還不算數，戰友們，大事在哪呢，大事是明天後天的行動，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然後星期一。香港的朋友們意識到，也

相信了文貴說的話，他們是很多就是大陸警察、大陸解放軍。他們也深信，他們會繞過彎去，強行通過這個惡法，他們也知

道他們（CCP）正在布下的天兵天將，想盡辦法要對上街的咱們的香港同胞採取措施。 

而且，香港老百姓，咱們同胞們都知道了，香港警察和解放軍正在摸底，包括威脅。我們的戰友在香港，那天停在馬路上車

的那些人，還欲起訴他們。現在我給這些歐洲國家，美國說了，如果他（CCP）起訴這大客車，意味著什麼，完全視法律於

不在，那就是恐怖組織了。只要他敢對咱們香港停在馬路上車，自然熄火，很正常，再個，你現在香港政府威脅整個社會，

那太正常了，是吧，但你要想定罪那是不行的。 

 

8.呼吁香港市民把车停到马路上阻止解放军、假警察。【游行策略】 

第二個核心，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的行動，是否得到香港的電、水、交通徹底地阻止解放軍的進來，徹底

地阻止香港假警察殘害學生和老人。是否能揪出假警察、解放軍藏身的地方，包括軍營。 

 

如果是解放軍、假警察，對香港的所有同胞們動手。那就意味著全面的，對全世界的人道、法律和人權的挑戰。美國會馬上

緊急採取措施，我希望那個時候，就馬上停止“一中”政策，停止香港自貿區協議。對香港的官員及家人進行制裁，對香港

的投資馬上停止，然後，馬上對媒體進行緊急立法。 

 

這個時候，香港的同胞受到了威脅，只有香港同胞需要你們暫時站出來。香港同胞，但凡你家有車的，香港的車很多，幾百

萬台吧幾百萬台。幾十萬台停在那就可以啦！目的很簡單，就是阻止假解放軍、假警察穿上香港警察的衣服，非法地侵入香

港，威脅香港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我現在告訴大家，如果你有種，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敢把車停在馬路上，阻止解



 921 

放軍、假警察。咱不能危害別人安全啊！不能危害公共安全，你將成為歷史的偉人。 

 

9.文贵先生视频宣布赔付因阻止屠杀造成的损失。【游行策略】 

我在今天視頻正式宣佈，如果是阻止共產黨進城阻止共產黨製造八九六四同樣的血腥屠殺的，按照你大客車司機和大貨車司

機，或者香港的私家車過去營運的標準，咱有第三方認可的，你確實有證據你停在那阻止這事兒了。只要是這個事兒，明、

後、大後天找我來。我付錢。直到我不能付為止，我郭文貴去要飯吃垃圾為止。 

 

我多了拿不出來，我借個兩三百億還是沒問題的。借個四十億、五十億美元絕對沒問題。大家現在以我視頻為證。看我是放

屁還是來真的。我在這再重申一遍，多了沒有，我在這兒四十億到五十億美元絕對沒問題。我拿現金。至於說怎麼給你付錢，

你找你的律師，你找你的當事人代表，到美國來指定你的貨幣，港幣，美元，除了人民幣之外，港幣、美元、日元都可以。

當然委內瑞拉錢咱不算數。英鎊也中。我很嚴肅地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前提是你不是開著大貨車拉解放軍去了。你是開著大貨車、大巴車、大客車、私家車阻止解放軍進城屠殺百姓，阻止解放軍

穿香港警察衣服在香港非法執法，阻止香港的警察非法使用暴力，侵犯香港人民和孩子、老人、學生的利益和影響他們的人

身安全和造成的危險。證據很簡單，視頻、見證人、時間點。就這麼簡單。任何人都可以找我。我的地點很簡單，就在美國

紐約的 64街 162號。小哥和莊烈宏先生可以作證。我們戰友當中的證人細思作證--多了不敢說，不低於四十億美元，四十

億到五十億美元。 

 

10.世界大势已定。【西方行动】【反送中】 

昨天直播完我們跟班農先生聊興奮了，聊了幾個小時，很重要。今天發生的很多事實際上跟昨天晚上是有關係的。你倆已經

見證了歷史。幾週以後世界大形勢已定了，已分上下，英國那邊已經是明顯出來啦，法國那邊也出來啦，歐洲那也出來啦，

華盛頓那邊，他老人家終於低下頭，事情往回改了--所以說這些事都在發生，等發生完了，你倆就可以往這一坐說一說這事

兒是怎麼回事兒…… 

 

11.刘呈杰和贯君的股票从没有转到美国。【海航】【慈航】【刘呈杰】【贯君】 

更夸張的事情，人家不讓我說，我就爆爆料吧。當時我爆完料，他跟劉呈杰把股票移到這邊來了嗎？他向美國政府申請，從

來沒有轉過，這在美國是大事，你公開聲明，紐約時報采訪，股票已經捐到所謂的紐約慈航！結果根本沒有！更夸張的事情，

慈航基金，一分收入都沒有。姐妹兩個，20多萬的工資，還有楊光。這在美國這可不是開玩笑，你偷 25萬和你偷兩億五千

萬沒多區別，你殺一個人，跟殺一百個人，那基本都是死刑，都是要進監獄的。 

 

12.检察长投诚，爆大连审判内幕。【大连法院】 

你比如說，頭兩天一個咱們戰友，曾經是檢察院檢察長，光榮退休，過著很安享晚年的日子。在九寨溝，經過了一段時間，

貓起來看了咱們的視頻，包括你們，咱們戰友路德，sara的，你的，大衛小哥，卡麗熙，澳洲新聲的這些視頻，呱唧人家看

完，這人決定投誠了。覺得咱們這個爆料革命是正道。 

特別關鍵時候，給我們出了個主意。說這個大連的 600億罰款實際上你是有太多可用之處，這就檢察官就能看出來。然後邦

邦邦邦，然後他還給我們瞭解了更多信息。我真的不知道，我不可能每天那麼細心，我才就問我們被審判的同事們，我說有

沒有這事兒啊，說在審你們之前，不頭兩三天去嘛，去大連先報道嘛，準備開庭嘛，公開開庭嘛。公開開庭不就給你演好了

嗎，拿槍逼著你按照稿子念嘛，還在那塊裝，還排練頭一天，你知道嘛，但真的細節我也沒問那麼多。 

他告訴我說，他瞭解情況，說我們這些員工，被提前在黑屋裡邊，拿鞋底抽，踹臉，然後按照稿子念，其中在牆上放電視，

說你看，李洪寬、夏業良、郭寶勝、美猴王，就是還有什麼成斌麟、一個法國的傢伙，還有什麼，韋石、博訊，熊憲民，所

有我告的這些人，推特、youtube賬號都在牆上，你看到沒有，這些海外信息，都是證明瞭郭文貴叛國。你們這幫丫挺的跟

一幫叛國賊工作，你們就是叛國賊，你們已經是刑事罪了，叫你們活著那是現在是需要你們，分分鐘把你們埋了，把你全家

活埋了，一頓給揍。 

所以你看我們，你再回頭看我們那些人的時候，統一穿的他們給買的白襯衣，很好笑啊，統一給穿的白襯衣，統一給理髮，

統一上去，還統一表情。你再仔細看，那天我回去看，那是很難受的。說到這，就是，他們臉都是被打了的，但是打的證據

竟然跟這些偽類都有關係。你能想象嗎，細絲哥。如果有一天，你面對著這事，你會是什麼，多痛苦，你去想想。然後這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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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罰款，600億啊，那是小錢，現在把你們這所有的資產全部都要沒收。所以說，你看，在這一系列事情上，看出來共產黨，

就咱們都在這講人權啊，講法律啊，共產黨是半點底線沒有的。 

 

13.共产党组织内研制了各种药，还有各种“联谊处”。【共产党】 

共產黨的組織內是發放中藥的各種藥的，這種所謂的壯腎藥，最多的，比 TM心歡死、腦天堂多了去了系列，都是安全部門

研發的，你說他什麼是真的啊，床上是假的，床下是假的，講台上是假的，辦公室是假的，人民幣是假的，講得話是假的，

頭髮是黑的是假的，穿的衣服都穿夾克，都是一樣，你覺得那是真的嗎？那都是演戲的嘛。 

細思小哥：安全部研究這些藥除了殺人的，除了壯陽的，還研究別的藥嗎？ 

郭先生：太多了，他研究所裡邊是幾千人，各地安全廳，原來各地很多省是沒有安全廳的，它成立安全廳以後最快是叫做社

群聯誼，叫十二處，安全部叫十二局，就社會聯絡局，後來出十八局。這個十二局，所謂十二局，就是社會聯絡局，老闆啊，

名人啊，所謂帶有黑道背景的啊，非法組織啊，再一個當地給領導服務，秘密接待，再一個發展各種點兒，點兒就是秘密的

院兒，你說那乾啥啊？裡邊得有服務員吧，得有廚師吧，你得有員工吧，這不是安全人員吧，你說他能找不喜歡看的嗎？他

都找最好看的。你說那時間看長了甭說他是壞人，連咱這樣的好人看時間長了都能看出事來了你知道嗎？你說這院子，這麼

大個院子，就接待領導一年可能不來幾回，領導來了可能要自帶糧食，這糧食就在這塊擱著他老不吃你覺得好嗎？所以說孤

男寡女的時間單獨相處它就出事。所以這個十二局它是最大的局。所以你看這些你瞭解共產黨以後你就發現，它這個組織就

是讓你當壞人的，造就一切環境。 

 

 

2019 年 6 月 13 日 

谈香港反遣返游行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teLru6Me8&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7b86d3f-ce81-4933-81d8-78dfb6996371 

1.中共认为香港分为三类人，百分之七十六的香港人该杀【反送中】 

一種是原來的居民，狗屁啥也不是，傻瓜，甭理他。第二種就是當年共產黨搶奪了財富，用他的話說是被清算去香港的，這

王八蛋，你說是人話了！它祖宗我不知道是誰殺的，那是被搶劫人家僥倖逃到香港的人，這 1/3，就香港今天的李嘉誠李兆

基，他們說自己不是逃犯，按他的規定你全是逃犯，我原來說過這話吧？按照共產黨的逃犯法這些人全是逃犯。所以李嘉誠

家族第一個出來我們支持逃犯法，因為我不是逃犯，你多無恥多可憐！看著解放軍說了吧，定義為你就是逃犯，頂著西瓜皮

來的，香港絕大多數是這樣來。 

 

另外的三分之一，大家看到的是英國人當年殖民留下來，這些人更得殺。按照這個解放軍的說法，駐港部隊的將領說法，香

港 76%人該宰，最壞，比台灣人還壞。台灣人有吃的給他點吃的，低著頭，啥也別管。在中國共產黨眼裡，看著台灣了嘛，

台灣就不是人，就是畜生，給點吃的你就低頭了。而且不恨共產黨，你發現了嗎？台灣不恨共產黨，都藍金黃了。因為他看

到都是被藍金黃的人，真正的台灣是沒看見，絕不比香港人有一點差。 

2.中共镇压香港示威的手段将极其残忍【反送中】 

你想想現在的香港老百姓還在那邊上街抗議呢，他會怎麼對待你啊？他會打那催淚彈？放點布袋彈？我前天直播就說了，還

有更高級的武器呢，叫納米式的，就是准激光武器，你根本不知道。從上面「叭」一放開，所有人全身疼，疼完以後就是你

神經麻醉，你們根本渾身無力。 

 

第二個就是准化學武器，你根本不知道，從樓上「啪」一放，風一吹，然後你就覺得，哎，突然覺得自己沒勁兒了，然後你

就馬上就癱下來了，永遠查不著，就是准化學武器。我原來不說，我現在告訴大家。香港的同胞們，大家回憶回憶，我過去

兩年說香港里有一件事是錯的嗎？我現在告訴你們這幾種武器現在就在香港呆著呢，就準備好你接下來，你星期六星期天你

下週一的，整個大遊行的時候對付你的。而且要找出理由來，香港警察受到傷害，暴動分子，我們針對暴亂分子，維護香港

利益，而且你無證可查。 

3.中共将再次拿出镇压八九六四的手段镇压香港【反送中】 

八九六四的時候，一模一樣，"學生，極少數人是壞蛋，極少數人是壞蛋，我們可以談。"一開始是想鎮壓，威脅，最後鎮壓

不了了，談吧。談的時候不要被人家鼓慫，這是外國利用。最後拖，拖最後是學生靜坐，靜坐的時候，我們為了拯救學生絕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7b86d3f-ce81-4933-81d8-78dfb6996371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7b86d3f-ce81-4933-81d8-78dfb699637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teLru6Me8&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7b86d3f-ce81-4933-81d8-78dfb69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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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學生是被人家綁架了，學生這個有生命危險，我們去救她。結果派啥去的？派坦克去的，直接把人給碾死了。這就是共

產黨。談著談著坦克就去救人去了，以釋放絕食的，被綁架的學生為名，把他弄上了。完了以後大家知道中央定性："大家

都知道吧，這就是西方世界操縱了一場，推翻共産黨，推翻這個国家政權的革命嗎。"一模一樣。 

4.香港是灭共的第一道大门【香港】【灭共】 

大家一定記住啊，前提是，包括現在香港的同胞，我們支持你們的所有核心，就是讓你們，合法地避免共產黨(將它)變成八

九年「六四」那樣，變成大屠殺，違法地傷害香港人民生命、利益和安全，這是我們幫助你們的目的。香港一定會贏！香港

絕對是共產黨當年革命的時候，得到醫藥、後勤保障和補助最重要的地方。噢...他現在背叛了，沒有香港就沒有共產黨，

絕對是這樣子的。 

 

但是，現在肯定地說，香港就是會滅掉共產黨，這就是輪迴，這就是輪迴！這是共產黨的地獄大門，不信咱走著瞧！陽谷莘

縣縣搭縣，咱騎著毛驢走著看啊！ 

5.反逃犯法是林郑月娥写的【反送中】【林郑月娥】 

看明白了嗎？是我郭文貴蒙的嘛？全人類就我一個人說這話了，你不覺得悲哀嗎？我可不想偉大，偉大頂個屁用啊，當飯吃

嗎？都知道郭文貴你說的對！你太偉大了！你說的太厲害了！你都說的正確了！頂啥用啊？我該平板撐平板撐，我該吃啥吃

啥，我該花花，沒人給我錢，我該花錢買吃的買吃的，有用嗎？我不想人說我偉大，這種偉大簡直對我來說是侮辱！ 

 

就是林鄭月娥親自一個字一個字寫的，要求乾這事，為啥呀？她就是自己很明白，她要退下來她要被清算，她太多錢來自大

陸了，她在上海已經有房子了，就把香港給你賣了，老子還有兒子呢！別忘了林鄭月娥是為的是倆兒子，你甭想影響我兒子

Billionaire的生活，百億富豪千億富豪的生活。這是本質，我讓你們所有人都不安全，我全家我兒子和我最安全；我讓你

們所有人都沒有錢，我家的錢想怎麼花怎麼花。 

 

而且她要成為創造歷史的人物，她的信中報告最後就說：「由我將代表香港的這一屆政府，創造一個中國和香港的新曆史。」

林鄭月娥這話是不是你寫的？如果我說錯差倆字有可能，差仨字你就把我抓起來！她要創造歷史啊！據說中央某領導看完以

後，說這個女人心夠毒的！不是說夠牛，是心夠毒的！你以為她們傻啊，他們也不傻，知道你想玩啥呢。你上海那房子你都

準備好了，現在林鄭月娥就差沒說出名了，就把我們這些人定為叫：操縱暴動分子！林鄭月娥親自立法，她要求的立法是完

全和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是完全違背的。她是違法犯罪，她卻定義為人家，反她違法犯罪的人是上街暴動。這天下有這種

荒唐的事嗎 

2019 年 6 月 14 日 

【二丫整理】 

文貴直播，林鄭月娥提出辭職，取消「逃犯條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A8fAMpTmE&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c16eddf-c2cd-4cc2-99b8-625f3190d5e4 

1.卢比奥议员发起在欧美冻结香港发起反逃犯法官员的资产【美国行动】【反送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這個盧比奧議員發起的對香港涉嫌製造和參與所謂返逃法的官員和個人資產，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進行查

封、凍結，提起了制裁法案。而且必須中止在歐洲和美國，大家注意這詞，歐美，這個「歐美」這倆詞可就大了去了。相信

絕大多數的參與者，比如說現在的林鄭月娥，李家超，盧偉聰，鄭若驊，絕大部分資產，甚至可以說是 99%的資產都是在英

國和美國加拿大，主要是這地方。 

 

現在這次立法全麵包括，這在美國歷史上幾乎是沒有的。即使 911立法，當時立法這個時間之快，範圍之廣也沒有跟這個比

的。這就是現在在華盛頓，每時每秒在發生的事情，這也是文貴在兩年前就說到的事兒，。兩年前啊，兩年前直播就說到的。

我們的爭取目標，就是要通過美國和歐洲對待這些叛港賊、賣港賊，對他的個人進行制裁，對他家人和個人資產進行查封和

凍結。 

2.中共操纵香港金融经济【CCP金融】【反送中】 

那麼 KyleBass 講的這些經濟數據，大家可以看到。6 月 8 號的時候我和很多戰友在一個群里說，誰敢給我打賭，恆生指數

會下跌百點，結果沒人跟我賭。那天還反而升了，結果現在叭叭下來了，400點，180點，現在已經將近 600點了。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c16eddf-c2cd-4cc2-99b8-625f3190d5e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A8fAMpTmE&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c16eddf-c2cd-4cc2-99b8-625f3190d5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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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共產黨每天數以 500億到 800億之間現金放進去，來拖市場的情況下，才能保持住這樣。我相信，星期一星期二星期

三可能回到歷史上，它歷史上最高是三萬一千點，最低兩萬四千多點，我相信很有可能就跌破這個最低點。那就不是 2015

年的大陸的整個的金融市場的危機，30萬億人民幣一夜之間沒了，可能比那還要誇張。 

3.林郑上台后推行一地两检【林郑月娥】 

有任務。為什麼要修改出入境條例呀，為什麼要改變香港出入境的，大家要看看，香港出入境的軟件改了。就是大陸來的人

不用登記，情報人員，更誇張的事情，大家要記住，一切發生在林鄭月娥上來主推的，叫九龍站，一地兩檢。啥叫一地兩檢，

大家要記住，就是香港政府允許了共產黨在香港，可以在九龍站在上邊抓人，到下邊就可以歸大陸管了。九龍站已經成為了，

準備好到香港抓人、執法的第一關。精神執法--廢除英國教科書，真正的司法行動，備好了抓人的工具就是高鐵，直通九龍。 

大家你去看一看，九龍站通了第一個就是林鄭月娥乾的好事，九龍一地兩檢通過，香港的移民局修改軟件，香港教育修改教

科書，然後啪把盧偉聰延遲一年退休，李家超上位，鄭若驊律政司司長，然後淺見毛事。 

 

這一系列的行動在乾嘛，大家要看到，香港老百姓，香港律師界，香港的專業界，還有香港的這麼多聰明的人，你們難道沒

有看明白嘛。短短的兩三年時間，林鄭月娥就把整個香港，出賣香港的框架全部給你搭建好了。高鐵進九龍，高鐵進香港，

運食品運供給，包括抓人、運當兵的，所有的條件全部具備。硬件，駐港部隊在赤柱大量擴建。然後在珠海，準備了大量的

水船。在深圳上萬輛香港一摸一樣的警車。然後大量的制幾十萬套香港的警服。然後香港的防爆工具，納米聲彈，這布袋彈

這都不算啥，催淚瓦斯。在珠海，在深圳大量的所謂的維穩的武器制供廠，開了十幾條線吶。就在宝安，有個一比一的演練

場。 

3.香港的港币已经完全被共产党控制 

這一系列立體的行動，你們覺得是，真的是都是林鄭月娥一個人乾的嘛。那個反逃法是她寫的，這些人事的安排，一地兩檢

和廢除教科書，深圳和珠海和香港建立這些準備抓香港人，和執法和封鎖香港的機密的方案是你林鄭月娥能協調的了的嘛。

當然不是，從這些事情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香港的金融和經濟這方面，香港的金融經濟，到現在還能被拖市，那說明

共產黨已經徹底的控制了香港的股市。 

 

到現在港幣還在區間波動，那說明香港的港幣已經被共產黨徹底的控制。 

4.林郑月娥主动向北京政府请辞【林郑月娥】 

我剛剛獲得消息，剛剛獲得消息，幾個小時前，香港的林鄭月娥同志已經向中央正式申請。記住啊，正式申請啊，我是第一

個說的，說我自己辭職，撤回返逃法，中央沒有回復。 

5.香港人的终极追求【反送中】 

第一個，香港特首必須要香港人普選！不普選絕不拉倒！ 

 

第二個，中共必須承諾香港基本法真實的兌現，是由美國、歐洲和英國，兌現承諾接受國際監督。還有一個，同時要附上的

第二個條件，外國人在香港投資，和在香港居住的安全保障，這是兩個。 

 

第三個基本面，就是關於香港的金融獨立，絕對不能受中共的控制。你看香港證交所的李曉佳，那百分百共產黨，對不對啊？

李曉佳想乾啥就乾啥，那能行嗎？香港的恆生、香港的證劵交易、證劵所，全被他們控制，香港還能活嗎？香港的法官、香

港的檢察、香港的律師，包括律政司，逐漸在被 CCP摻沙子。這樣下去能行嗎？這肯定不行！所以第三個基本面，香港必須

保持金融的徹底獨立 

 

共產黨必須兌現《基本法》當初的承諾，保持香港的法治獨立。必須保護在香港的來自海外投資的外國人的經濟和人身安全。

然後，香港特首一定是要普選。 

6.呼吁有能力的人在 616上街保护香港老百姓【反送中】 

另外一個，我再次重申，我在視頻中說過的，只要是在 616，包括 616往後延伸幾天，上街保護香港老百姓，反對 CCP殺害

老百姓的，維護香港法律和公益的，任何人開車上街了，這個時間內你損失的工資、和車輛、和成本，我全付！請直接通過

郭媒體，給我留言，或直接到紐約我們喜馬拉雅大使館，我們 64街 162號，直接跟我們聯繫。我再次重申，多的錢我拿不

了，借款我能借到 45億美元以上。戰友們，一定要記住，只有用大貨車和私家車橫在路上，切斷交通，才能阻止 CCP的假

警察、假解放軍到這來對大家造成生命威脅，和對香港的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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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呼吁战友传播香港真相【爆料革命】【反送中】 

我們戰友們的努力，可以說對歐洲西方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戰友們現在要堅持，多發英文的推，多轉發帶英文

的照片和現場照片，多製造帶英文的視頻，細思哥你回去，不要再講中文啦，你這講中文帶上英文字幕，短評快，推到參議

員那邊去，這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說，我們的戰友有很多美女帥哥，你能出面的盡可能出面，盡可能的把 CCP的惡毒、不要臉給他傳播到全世界去。你不

要小看我們戰友的信息，你去看看美國立法委員會里面，使用的社會收集的證據，我可以告訴大家，超過 50%都是我們戰友

發的。幾乎沒有欺民賊，什么民運哪，王八蛋騙子，他們這個騙子逐漸已經掛到腦門上了，他摘不下去了。所以說我們還要

大膽的發聲。 

8.香港银行最担心的是挤兑【香港】 

香港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哪裡？香港銀行現在最擔心是擠兌。按照這個國際上的規則，就是香港現在銀行已經出現極不健

康狀況。但是香港就一個銀行上漲，全往下跌。匯豐銀行漲了！那為什麼，因為匯豐銀行的儲備還是夠的。這就是，而且大

家呢不相信大陸銀行，不相信本地銀行，還相信英國人，本質性的，還往那個匯豐去。所以匯豐的股票在漲，你看到沒有？

這就是竅訣。 

 

那麼我們到匯豐去取錢去，大家還能取個五萬到十萬。比如說我們有個戰友去了，提前說要取一千萬港幣，它說“那你得明

天來拿”，人家就給了，一千萬就給了。另外一個戰友去取是六百萬。也是說“你隔天來拿”，就給了。這也算正常，但是其

他銀行，南洋銀行啊，中國銀行啊，建設銀行，門兒都沒有！門兒都沒有！所以在香港最愚蠢的是到中資銀行開戶，到中資

銀行取錢。和中資的企業打交道，那你算是，真的是傻到天了！ 

9.将要推行新疆西藏的法案【新疆】【西藏】【美国行动】 

然後再一個就是關於新疆的各種法案現在馬上也要推進，對西藏的法案馬上也要推進，所以這一系列的集結她是受不了的，

所以我認為的大概率她要退，然後撤消這個惡法，這共產黨的招兒，這時候也能裝孫子，共產黨也能裝孫子你知道嘛，裝孫

子了，我趴地上了，然後呢眼睛瞅著你擇機再來一刀，這是肯定的。我認為香港的同胞們不會那麼傻。 

 

2019 年 6 月 15 日 

郭先生紧急喊话香港 616必须上街 

【二丫整理】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9bd778c-6f29-4eef-926a-897d5d626de0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pgpxaPDy8 

1.林郑政府提出辞职并撤销反逃法【反送中】【林郑月娥】 

所以當看到林鄭月娥這個新聞發佈會的時候，我非常清楚，就在她發佈會的前幾個小時是我，在直播上明確告訴香港同胞，

林鄭月娥已經提出辭職並撤銷返逃法。最後北京作出決定，無限期推遲返逃法，林鄭月娥先不要提辭職，對香港和中央政府

的 CCP的衝擊太大。並承諾一定會保證林鄭月娥的安全，永遠以國家的力量，並給她最高國家領導人的地位，那就是未來的

副主席或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 

 

林鄭月娥啊，高興萬分，召開了這個新聞發佈會。家人的安全和自己家人的財產和林鄭月娥的仕途，和目的她已經達到了。

這次不管誰付出代價，她已經成功了。 

2.不要相信中共政府【共产党】【反送中】 

 

但是我想告訴香港同胞和戰友們的事情，看一看當年的八九六四，看一看當年的法輪功，看一看這些年來所有的共產黨對民

主運動和對世界的承諾，WTO 世貿協議和奧林匹克運動會，共產黨有一樣兌現的嗎？對香港的 50 年不變的保證，他兌現了

嗎？對香港保持法治和經濟獨立他兌現了嗎？銅鑼灣被抓回去的事情有真相嗎？ 

 

香港幾千人，將近 8000人被大陸被抓被邊控有真相嗎？在香港過去幾年被抓回去的人上千人，是直接從香港綁架回去的，

有說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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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香港人再天真，那就是上天會懲罰你的，你就應該受到共產黨的虐待。看到徐焰作為一個將軍怎麼說香港人了嗎？76%

的人都是要被懲罰、被消除的對象，他是代表他個人的觀點嗎？香港的恆生指數是如何被操控的？香港中環大街上華潤大樓

等灣仔一個個大樓，那裡藏著的都是正常工作人員嗎？那天在遊行當中看到施惡法的警察是香港警察嗎？ 

3.望香港同胞取消四个坚持【反送中】 

第一條，香港政府必須正式取消那天參與遊行的，所謂的"暴動罪"，這個大帽子一旦不取消，所有參與到香港街上遊行的老

百姓，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被抓回大陸去，不用返逃法就可以抓你，香港政府就可以抓你。而且抓起來的時候把這些發起運動

的領導人，隨時可以讓你手淫死、躲貓貓死、喝水死、心臟病死······這個大帽子不摘掉，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對那幾個

優秀的立法委員，我希望你聽到這儿記住，你們的生命岌岌可危，這是第一個必須取消。 

 

第二個，徹底取消反逃法，沒有什麼推遲，撤換。只要是不徹底取消，隨時可以捲土重來，這是共產黨這些年來演得最多的

戲。 

 

第三個，必須徹底取消，也就是徹底讓林鄭月娥和鄭若驊律政司司長，還有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還有香港的已經延期了一年

退休的盧偉聰，必須辭職。必須辭職。 

 

第四條，香港特區長官必須，必須要取消政府的直接欽定，由香港普選。 

 

這四條，必須，必須兌現。不兌現，明天一定要繼續上街，而且我在這裡向香港和我合作的所有戰友們，我正式向你們要求，

你們一定要繼續上街，不能停止！我對你們的支持不會停止，我會加大對你們的支持，這四條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如果這

四條，你們放棄一條，這場運動的成功者，最大受益者就是林鄭月娥、鄭若驊、李家超、盧偉聰！ 

 

2019 年 6 月 18 日 

文贵纽约时间 8点直播关于香港 21日再次上街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9KN3ZSqTPM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e60ef8f-8712-4332-b315-8d23eecbdc92 

1.香港两次的游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板块【反送中】【西方行动】 

這兩天我見到所有的西方的人，包括剛剛的我分手的美國朋友，他們都是極為震驚。就為什麼，這兩次重大的香港抗議遊行，

可以說影響了世界的政治板塊的，政治格局的這樣的抗議行動。第一次讓共產黨低下頭來的這麼重大的行動，西方媒體幾乎

是沈默。剛才就是，今天下午，幾個人跟我就生氣，憤怒，為什麼西方媒體會這樣，，中國媒體就別提了，那就簡直是胡說

八道。 

 

這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大家要看到這個世界媒體和香港的抗議活動，和這兩次抗議成功的活動，這背後隱藏著巨大的意義。

共產黨在世界的影響和藍金黃，和各個領域的滲透的力量震驚了世界。這個禮物，我可以告訴大家，巨大無比。它遠遠的超

過了大家所想象。 

 

因為我們講多少遍，也不如讓共產黨親身來表演一下，，這個太重要了。這回讓西方可是看明白了，我的天吶，這個 CCP可

了不得。包括剛剛的幾個宗教領袖出來講話，說讓大家接受 CarrieLam的道歉。讓（其他）宗教領袖也傻眼了，你去想想他

們是被威脅的，肯定不是發自內心的嘛。 

 

2.拒绝林郑辞职因为中共担心骨牌效应【林郑月娥】【反送中】 

所以說戰友們，我們要把這些信息一定標準化，統一化，擴大化，讓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意義重大。香港人了不得，香港

人太讓人佩服了。咱們說到這裡，咱再說說，昨天的林鄭月娥。在這之前，我發了個郭文，我推出去以後，我說 CarrieLam

要辭職，然後再開發佈會，本人不辭職，還要再乾三年呢。戰友們，我可以告訴大家的事情，CarrieLam在 6月 9號之後時

間，她就申請了辭職的，現在是共產黨不敢讓她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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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擔心那個骨牌效應。一旦他們叫 CarrieLam馬上離開，這 4個人離開，香港政府將失控。香港社會的整個基礎徹底

崩潰，，香港的金融徹底會崩潰，那會導致什麼。整個大陸、香港可能就直接動亂了，就是整個廣東，那就真的是動亂了，

共產黨就完了。現在，他們要想盡一切辦法，繼續讓 CarrieLam這 4個人，鄭若驊、李家超、盧偉聰繼續欺騙，繼續玩弄，

分化治之。 

3.中共利用沉默的力量蓝金黄香港【蓝金黄】【反送中】 

我們會把這些領導這些運動的人一個一個擊破。他們現在要用國際的力量，香港的沈默的力量和巨大的經濟利益來進行藍金

黃。同時也給了林鄭月娥這些人銷毀這些事情的證據，到底有沒有大陸警察來香港，穿香港警服啊，這是多大的事，戰友們。 

 

難道香港人找不出證據嗎，是不可能的，一定會找出證據的。另外一個，香港人難道搞不明白你有沒有用，在大陸製造香港

警察警車嗎，有沒有冒充香港的警號啊。這些東西林鄭月娥、鄭若驊、李家超、盧偉聰是根本不可能讓它全部消失的。現在

要把很多證人，要開始同謀，要開始銷毀證據，銷毀文件，準備好一旦這事兒出來，我們怎麼對付，或者把知情者消滅。他

們絕對知道他們沒有未來啦，絕對知道他們完蛋了，只是如何保護家人、私生子女和大陸的利益，這是人的本性。同時，等

待著共產黨使用沈默的力量和藍金黃的力量，來遊說，來各個拿下，各個擊破，分化。 

4.中共不会兑现 G20上签署的任何协议【G20】 

我說我可以告訴你包括戰友們今天我說，今天在 G20你做什麼交易，你簽什麼合同，我今天可以告訴你，沒有任何人可以說

共產黨能兌現的。G20簽什麼合同？你答應了美國的要求，你等於自殺。你不用想，黨內人就把互相就給滅了。那是真正叛

國了，那就實際是賣黨賣國了，那就完了，就這個理由就把你乾掉了。那他必輸無疑啊。那他簽了以後我不兌現。川普總統

這個性，還有副總統 Pence、JohnBolten、Pompeo，這樣的人能讓你拉到嘛，Lighthizer，一定把你滅了。我就立馬關掉所

有郭媒體了，我就真的是到農場去了，我就等著他們完蛋了。 

 

那么 G20 要不签呢？不签是什么结果？大家去想想，3250 亿立马加税。然后美国会立马一系列行动措施让美国卖掉所有的

中资股票。郭文贵在两年前和一年前都说过。郭文贵都蒙过，都发生了吧。美国的一系列立法都会发生。对香港的自贸区协

议马上取消，自贸区地位。对香港的官员进行完全最快的立法制裁。马上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马上见西藏出来的领导人代

表，马上见台湾领导人。甚至副总统彭斯去台湾去访问一下去。什么结果？你还得回来，乖乖地跪那儿，就这么简单。不信

就试着看。就俩结果，签了多活几天，不签马上死。谁能改变的了？上天都改变不了。 

5.香港时代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是台湾【反送中】【台湾】 

只要不承認一中政策，台灣就是有了新生命。今天香港上街最大受益者之一就是台灣。你再敢動動台灣試試，你再敢動動試

試。蔡英文在全世界指數全上高，我們在歐洲所有我們開這會今天說，講到台灣篇的時候，他們都同意我們的觀點，我說你

們只有支持台灣，只有支持台灣的真正的民進黨和護台人士，包括國民黨，你只要保護台灣就可以。確實在經濟上，在國際

NGO上，在國際政治地位上，確實支持台灣！保證 2020年選舉不共產黨徹底控制，讓台灣人有更多的國際空間。 

6.灭共要忘掉我【文贵价值观】 

我讓我的每個朋友你趕快走吧，我不能跟你吃飯，我得趕回去直播一下，我就是怕咱們爆料革命被帶偏了。像袁紅冰一樣成

立組織，東京搞個爆料協會，然後郭寶勝到處去搞募捐，搞什麼後援會。他唐柏橋第一個就是要推出後援會，就是騙人的嗎？

我們不要乾這種事情。就首先記住不要邀功請賞，搞錢搞權，咱不能要，要不然的話爆料革命早被這幫壞蛋給帶偏了，不是

帶溝去了，早就沒了！如果是我們的真正的戰友們，忘掉「我」，我從第一天我開始爆料，忘掉「我」---我這個字，沒有我，

只有無我了才能真正的乾倒共產黨。然後再無「利」，沒有利益性，沒有任何的慾望和目的，只有一條乾倒共產黨。 

 

2019 年 6 月 18 日 

文贵纽约时间 8点直播关于香港 21日再次上街 

【二丫整理】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2990200-228c-4610-93d5-60e218f00b5c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w1Rayc-S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f4PzOyMwCw&feature=youtu.be 

1.孟宏伟开庭和此案的启示【孟宏伟】【反送中】 

親愛的戰友們剛才看了一個，孟宏偉被審判的這麼一個照片，被審判的照片，這個很有意思，我就不多說了，大家都明白啥

意思。孟宏偉的這個照片和審判傳達出了什麼消息呢？親愛的戰友們，還有在國內的黨內的戰友們，要記住保你命的唯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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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要掌握他們的資料。你想活下去，你想自由的活下去，只有跟我一起推翻共產黨。 

 

但是你在被他弄住的時候，按倒在地上的時候，唯一能讓你活的方式那就是說你手裡還有料，所以他不敢弄死這個孟宏偉。

像有些必須弄死的，必須快點死的那就是確定你沒料了。包括孟宏偉聽說開庭之前啊，孟宏偉先生經過了大量的交易和思想

工作才配合開庭，很有意思。這個法庭在哪大家也都看得很明白，聽說這個法庭也經過特別的裝修和設計，因為國際關注太

大。 

 

所以說親愛的戰友們啊，孟宏偉的事情給了我們一個簡單的邏輯，共產黨內的所有的人只要你乾過壞事兒的，得到好報應的

不多，好報應的不多。 

戰友們，這個，孟宏偉先生被審判這件事情對黨內有巨大刺激，各政治幫派之間的較量，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大家別小看了，

孟宏偉先生被抓，在國際上對共產黨的傷害，和阻止共產黨在國際上殘害我們戰友們，以及非法抓捕和非法的綁架，制止了

多少好人被陷害。 

 

如果說今天孟宏偉的被宣判，他是個什麼概念？就是提前四年版或五年版的國際「反逃法」的其中一環，今天香港的「反逃

法」都是在過去我說的喜馬拉雅這個目標之前，也就是我擁有的中共的潘多拉盒子計劃之一，在國際上實施今天香港的「反

逃法」，就是「逃犯法」，就是今天香港人民上街抗議的，這個「逃犯法」。 

 

國際上的「逃犯法」的代言人已經給滅了，就叫孟宏偉，今天已經坐在了宣判庭上。這說明什麼呀？不管共產黨有多麼偉大

的計劃，在跟個人政治利益，個人政治鬥爭，內部政治鬥爭在較量上，他選擇保護個人，再選擇保護個人之間的政治團體。 

更重要的大家要看到，這件事情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的控制得住，就孟宏偉如果不被抓，不僅要在國際上徹底的，推翻他或

影響他，甚至成為他的敵人，不去執行他的「逃犯法」，甚至會把他「逃犯法」的計劃公佈於眾。由於孟宏偉和殺害王鍵先

生，在南法這件事上高度參與，我今天說話負法律責任再一次聲明，高度參與，因為這件事情是王岐山個人一人所為，保護

自己的經濟和利益和安全信息。通過他掌握的孟宏偉個人的各種腐敗信息--所謂的，威脅他必須做。由於他執行了王岐山個

人利益的滅王鍵的行動，破壞和威脅了共產黨以及現在共產黨在海外佈置的全國際化的「逃犯法」，和正在執行中的「逃犯

法」，其中郭文貴和很多戰友都是被他們通緝的，就是國際「逃犯法」的版本，先控制了紅通，控制了國際刑警組織，那不

就是在國際上實施「反逃法」了嗎？ 

 

但是由於孟宏偉對，中央的領導，由於他對現任領導，我就不說誰了，造成了重大的威脅！威脅！必須拿下，然後坐在了法

庭上，這是好事兒。國際上共產黨的逃犯計劃和滅嘴計劃徹底偃旗息鼓。但這件事隨著孟宏偉先生的宣判，會在國際上掀起

軒然大波。 

 

國際上不會拉倒的。親愛的戰友們我可以告訴你們，跟國際刑警組織的能影響國際刑警組織的，這些國家都在調查中，這場

博弈剛剛開始，最大受益者就是我們爆料革命，所有很多人卸下去了，無形中由於他內鬥，一個在我們旁邊隨時爆炸的一個

對我們威脅的炸彈被拔除了。另外一個在黨內這個幫派之間的鬥爭，加劇！更加會促進，分分鐘鐘的裂變，脆變，這是好事

兒，孟宏偉的事情我先說到這為止。 

2.王毅说出潘多拉盒子【王毅】【潘多拉盒子】 

大家剛才看了這個，王毅先生，王毅外交部長這個鱉孫真是壞到家了，這個鱉孫真是壞到家了。這個你看他在加拿大他在講

話，他到各地講話，越發越狠，越發越極端。就好像中國人民跟他天生有仇，香港人民就欠他的。中國人民就是豬狗。王毅

已經成了一個全世界上談之色變，一個笑話。他越來越像伊拉克戰爭之前那個發言人了。 

 

他所說的「潘多拉盒子」是什麼？戰友們去想想他所說的「潘多拉盒子」是什麼？在什麼情況下他講出了不要打開「潘多拉

盒子」，中東的「潘多拉盒子」，後面是個伊朗的國旗。很多人都以為說--啊，他就是這個支持伊朗嘛，支持伊朗擁有武器，

挑戰美國嘛，沒那麼簡單，沒那麼簡單！ 

 

我發了一個郭文我說，他所說的「潘多拉盒子」和文貴擁有的潘多拉盒子是有關係的，為什麼？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再次重申，

咱能拿出來 100個小時中央中南坑里的人做愛，亂倫······這些視頻，共產黨害怕，對個人會有影響，但是你要說把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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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就灰飛煙滅，不可能！會讓大家很熱鬧，會讓共產黨掃盡面子，會把一部分人滅了，弄不好王岐山上去了，弄不好比王

岐山還壞的像王毅這號人也上去了。 

 

讓共產黨能滅的那是其中一部分，這些小視頻很關鍵，這些亂倫，性愛，強姦，輪姦，變態視頻很重要，會失去國內咱們同

胞的信任，會對共產黨置於信用性的打擊，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在國際上讓大家堅定的把共產黨給滅了，那不僅僅如此。 

 

我期待的事情和我認為「潘多拉盒子」能發揮，瞬間能讓他滅掉的事情，正在往那發展。當王毅講完這個話以後，我極為的

興奮啊！我極為的興奮！當這個決定，訪問北朝鮮的時候我極度的興奮，我昨天就想直播，老按不住！這個直播上癮了你知

道嗎？不和戰友溝通，就上癮啦！昨天沒給來個直播就覺得癢癢的慌，你老想說，嘮叨嘮叨，跟誰嘮叨去呀我現在？沒人嘮

叨，只能和戰友嘮叨現在，啊，是吧？看到他們這樣的表演你去想想，那是什麼樣的衝動啊？內心啊？控制不住。 

3.潘多拉盒子和伊朗和中共的关系【潘多拉盒子】【伊朗】 

我先說說這個潘多拉盒子，跟伊朗和我們啥關係？我簡單給大家說一下。北朝鮮，我一再說過它沒有製造核武器的能力，就

這一個重水，核燃料的重水和導彈發射技術，就是把核彈頭放到導彈上的發射技術，和導彈能移動發射技術，和導彈能在火

車上，汽車上移動發射的技術，非固體發射技術，我可以告訴大家，沒有幾個國家可以掌握的。 

 

美，俄，中，以色列，日本是可能就能掌握的。但是掌握最好的就是美國，俄羅斯和中國。但是所有這些技術基本上都是偷

著美國的。北朝鮮的核武器，核武器的包括研發到做成這純粹瞎扯淡的事，這全部都是有中共，在潘多拉盒子我計畫之一，

間接還有直接，有成品有半成品送給了北朝鮮的。這些執行人有些人已經被滅了，有些人還在。 

 

2008年是中共潘多拉盒子最最瘋狂的一年，到了 2010年全面實施在全世界開始進行軍事化的佈局的時候，也就是大家看到

的安哥拉，吉布提，阿根廷，巴勒斯坦，伊朗，還有五十幾個軍事基地的時候，包括中共曾經嘗試要和美國坐下來聊聊，就

是讓你認為我是一個大國，就是大國關係，就是大國夥伴關係方案提出的時候。也就是習近平先生當了國家主席以後，習近

平先生和彭麗媛女士第一次到美國訪問，大家一定看這個，一定再翻回去看中央電視臺直播片段，現在已經被刪盡了。當時

到達洛杉磯，沒有領帶，和彭麗媛女士從一個機場下來，從這個飛機上下來的時候，彭麗媛女士穿了一個白色的褲子，由於

踩到褲腳差點摔下去。後來在莊園會話，從那天回去和奧巴馬總統見面以後，中美關係進行了極端的方向的發展，這裡面的

故事大了去了，未來慢慢講，大家要注意這一段啊，很有意思。 

 

可以說中美關係就在那一刻鐘，徹底改變了。其中在這個之前，就是在飛機上來的時候才收到米歇爾第一夫人不參加洛杉磯

的會談，因為孩子要考試。本來中國外交部楊潔篪和王毅還爭取必須見，你不見這不行，但是飛機又不能回去了，再加上飛

機這個事情，後來又幾個極為尷尬的事情發生。後來在談的當中，幾乎…，在…，花園散步，可以說是一次巨大的，人類的

命運的轉變。回去以後實施，國內開始，共產黨實施，一系列的計畫，就叫潘多拉，我們就說，暫定潘多拉計畫之一吧。 

 

當時美國和伊朗，美核協議簽订的時候，哇我真是告訴大家，我那時幾乎天天喝酒啊，我興奮到不行，我天天喝，喝的真是

就把酒當水喝了幾乎是。我覺得這是天賜良機呀，我認為當時啊，美伊的這種核合作，核協議，最起碼提前 20年幫助我們

中國滅掉中共，為什麼?美伊核協議這個計畫絕對做不成，根本不可能執行下去，衹是什麼時間決裂，所有人在跟我們基金

合作的時候說是到伊朗投資計划去，啊，如何如何，太多人了。我一概說：一，我們不投資，二，我說伊朗這個核美伊協議

一定執行不下去，都覺得我是神經病，因為他們不知道背後還有了多少的力量的介入，他們不知道共產黨和伊朗之間，和那

些伊朗的獨裁們有什麼合作？ 

美國當時的有些政客太天真了，他們不知道在多快的時間，北朝鮮就會宣佈真正有核武器，而且高技術的核武器，不但有核

武器，還能移動化裝置，甚至有氫彈，氫彈裡面中國有…SS我不能說，說漏了啊，某個彈型，北朝鮮馬上也會有，大家已經

看到過去幾年了，北朝鮮以多快的時間掌握了導彈，中遠程導彈和導彈加載技術，和移動發射技術。接下來不管你是東風 21

還是東風 15，還是東風 41，大家看到也門的戰爭當中有多少技術是來自於中共給伊朗提供的過去的 15的演變，15B和 15A

的演變，就是代言人嘛，就是代言人嘛，在敘利亞，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不僅僅是俄羅斯，中共有多少？ 

 

現在當美國徹底停止了美伊協議的時候，就是伊朗別無選擇，伊朗人民太可憐了，完全被中共还有俄罗斯玩弄于股掌之中。

几天前有人跟我说伊朗，因为中共愿意在伊朗每年拿一千个亿美元的利益，所以说不愿意让伊朗改变。我说你这简单了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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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千亿美元在中共眼里边根本不算钱，小钱，一个小小钱。 

4.今天的中共是全世界的威胁【共产党】 

今天的共產黨，已經成為了全人類認為的威脅。那個時候的共產黨，或者說那個時候的中國，全人類都忽視了你，或者當你

不存在，沒認為你是威脅。現在完全不同了，你想再渾水摸魚，你這個黑手！王毅不是說：西方的黑手不要染指香港的事情

嘛。你這個王八蛋，說話太混賬了啊。 

 

誰染指你家事情？誰是黑手啊？誰染指你家？香港是國際城市！要不然你乾嘛簽「50 年不變」啊？什麼叫內政事務啊？只

要是侵犯人權的，只要是對人類帶來威脅的，根本不存在內政和外政！人權大於主權！第二條，國際協議，國際承諾，不存

在人權和主權，只存在承諾。第三個，你的返逃法，已經是威脅到全人類。這種荒誕，這種無理，這種流氓的語言，你竟然

敢拿出外交部來說，你還要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 

5.中共希望搞乱中东时局，浑水摸鱼【中东】【共产党】 

伊朗底下搞核武器，你想把以色列，你想把中東時局搞亂，你好渾水摸魚。我告訴戰友們，我們唯一知道戰友和我們站在一

起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敵人，這才是偉大的戰友。不是和我們共同敵人的戰友，絕對不是最好的戰友。現在共產黨把全世界

最偉大的權力，最厲害的權力，最有實力的權力，和我們團結在一起，和我們一起有共同的敵人--共產黨！這中央電視台的

視頻，這在全世界播出，你想想川普總統怎麼看的？咦喲，這個好啊，王岐山這手摸著，咋地，我來了，我就不願意看。總

設計師是王岐山！千萬別小看了王岐山！王岐山這能量大了。剛剛去黑龍江，見俄羅斯，有人告訴我。王岐山又在黑龍江放

狠話了，說做好準備，打仗是肯定會發生的，只是大仗和小仗。不打仗，共產黨能在中國繼續？ 

6.在法庭上夏业良代替王岐山问话郭文贵先生【夏业良】 

你看王岐山的前翻譯夏業良在叫他律師問我話的時候問的問題，郭文貴你納稅了嗎？有沒有向美國交稅啊？你的錢是哪來

的？用什麼作擔保的？都是王岐山讓夏業良問的。我當場就跟他律師說你是在替王岐山替共產黨問話。 

 

最後是夏業良讓他的律師繼續這麼做的時候他律師不乾了，找法官辭職，老子不當了。這個律師本身就不願意乾，主律師是

葉寧，結果法官把葉寧給 fire掉了，指定他當這個律師。昨天人家去了說我不乾了，說我不能代他乾這種事情，提出無理

要求。最後法官說不行你還得繼續當。 

7.王岐山将把香港折腾到筋疲力尽时【王岐山】【反送中】 

這就是讓香港折騰地精疲力盡，這是他真正的精髓。他認為香港的老闆和香港的股市，你跌吧你跌吧，跌到最後香港人反香

港人，香港人來反這些上街的學生。王岐山說的不是沒道理的。因為香港的富豪香港的宗教界已經出來說話了，別在折騰了

接受道歉吧。這就是共產黨陰和壞的地方。這就是讓伊朗整核武器。美國一看他為啥和金正恩坐在一起了。 

 

2019 年 6 月 23 日 

【白天整理】 

2019年 6月 23日聊聊细丝小哥和庄列宏先生这＂两只黑手＂，路德先生直播中发生的紧急事件。念从心起，力量无比，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p0BV12JII&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2e7b7f-273e-4ced-85b1-15fd97597b4a 

 

无大事件 

 

2019 年 6 月 25 日 

文貴報平安--从香港的成功抗议行动，和近几天共产党的统一宣传口径，让我们看到了过去两年爆料革命所面临的挑战！但

是我们赢了过去的两年……以法灭共，以美灭共……郭七条，是我们最核心的战略！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bRM77FWH8&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e62268a-86fd-4152-ba77-7fa642e57456 

 

 

1.共党先舆论造势，试图把抗议者描述成暴徒【反送中】【CCP大外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p0BV12JII&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02e7b7f-273e-4ced-85b1-15fd97597b4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e62268a-86fd-4152-ba77-7fa642e5745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e62268a-86fd-4152-ba77-7fa642e5745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bRM77FWH8&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e62268a-86fd-4152-ba77-7fa642e5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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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在有人到稅務局大樓，警察總部，繼續抗議，要求撤銷逃犯法，反送中，影響了居民的生活，這是一個普遍的調子。

然後中國人大，李飛出來講話了，立法的，管香港的，基本法小組的，看看基本法小組都是什麼人。。你可以遊行，但你不

能搞暴力，我反對。怎麼樣，人大出面了吧。然後香港的所謂的名流，到處說，可以抗議，不能有暴力。然後盧偉聰首次出

來說話，跟警察協會：我一定要查清楚，那些抗議行動的違法行為。英國西方的媒體，要求獨立調查。更誇張的是，在香港

很多地方，打著橫幅，支持香港警察，執法，反對暴力。大家發現了嘛？藍金黃的力量就這麼大，共產黨就這麼不要臉，操

縱媒體的能力就這麼強。而且沒有一樣，脫離文貴對當時的預測。 

 

2.共党要用舆论武器杀人：香港警察总部里面是老弱病残，武器都藏起来了。就等待香港示威者冲入，以制造“暴徒”舆论

【反送中】【CCP大外宣】 

 

大家想想，那天如果把警察門撞開，那裡邊埋藏著什麼呢？孕婦，老弱病殘。完了，香港完了。包括，如果有人借機真的放

毒了，在香港警察要是放點毒，你說有毒，你去砸香港總部去了，事大了。那已經不是反革命罪了，那是反人類罪了！ 

 

3.民运搞全民共振如出一辙，都是陷害敢于示威的良知群众，吃人血馒头。民运两头骗，一边陷害群众，一边骗共党维稳费

【伪类】 

 

所以再看我們過去兩年的爆料革命，如果我們去搞什麼共振，上街，在大陸，大家想想什麼結局，那個吳建民那個王八蛋，

那個死鴨嗓子，還有什麼加拿大李一平那個畜生。還有唐柏橋這個混賬，郭寶勝這個假牧師、騙子，夏業良這個畜生，韋石，

像博訊宣傳的一樣，還有熊憲民、屎諾，還有什麼胡平這個畜生，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得多少人死啊？聽了他們的得多少人

上街啊？得多少人被抓起來啊，共產黨就等著你冒頭呢！拿著你人頭，來領維穩費，騙共產黨的錢，黑吃黑 

……還有一個，再想想這兩年，所謂的什麼，國內的一個個的，民主民運分子，最後一結局出來，全捐錢，全要錢。你再看

這兩年她們發起的活動和行動，全是死人的要，而且死全家的要！ 

 

4.郭文贵决定扒开夏业良的伪装，查清楚他是否为 ccp间谍【夏业良】 

 

夏業良這個王八蛋，這個畜生，你說不要臉到什麼程度，要到處捐錢，要把錢送到美國海豹突擊隊，到中南海上空去炸掉中

南坑，這是夏業良！夏業良的老婆還在北大教書呢，兒子在美國上著大學呢！還要教博士生呢。 

……接下來我們對夏業良的訴訟，一個接一個，其中就包括這個。直到讓夏業良哪天在美國人面前徹底交代，你拿著美國身

份，美國護照怎麼來的，你到底是反共產黨，還是你就是共產黨。然後海外的這些共產黨佈置的藍金黃力量，沈默的力量，

美國之音裡面的張晶，都得說明白。 

 

5.目前香港群龙无首是大吉，若是 64民运带头，运动必然被出卖，香港完蛋【反送中】【伪类】 

 

香港的倪匡先生，歷來對香港和共產黨的問題看的很清楚。有一段視頻，抗議行動，反映了香港的內心世界，和真實香港人

的素質。還有一句話，群龍無首為大吉，這句話說的太好了！香港如果有人挑頭，有六四那群王八蛋，假的，打的六四幌子

的，吃血饅頭的，六四血卡的欺騙者，完了，香港完了。 

 

6.指出香港 200万人示威的关键是美国取消香港自贸区地位【美国行动】 

 

所有香港人說，香港那天 200萬人的贏，不是說你 200萬人上街就贏了，核心問題在美國！如果美國不想取消香港自由貿易

區的地位，100%這個法不會跟你停。這是郭文貴第一個向美國政府，向國會提出來的，我是第一個提出的觀點。 

我們的班農先生，我們的凱爾貝斯先生，我們的當下危機委員會，我們的美國 N個朋友，在兩年前我就開始說。沒這個，香

港不可能，香港已經認識到了。這些人都認識到了。那天香港的最終的結果，還是在美國。香港贏與輸，關鍵在美國。台灣

的未來是否和平，是否安全，是否能選出一個賣台的總統，還是一個給她未來的總統，關鍵在美國。中國人民的喜馬拉雅目

標是否實現，是否能實現真正的依法治國，信仰的自由，關鍵在美國，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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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银行要出事。【中国银行】 

 

接下來，你們會看到美國，不僅僅對華為，不僅僅對中國銀行。剛才我也看路德先生馬上直播了，4家銀行在美國立案他們

不理。你讓他別理，跟李紅寬那個畜生一樣。別理，缺席審判，缺席審判隨時可以抓你。不是缺席審判完這事就拉倒了，判

完你輸了，法官隨時可以抓你，永遠，沒有中間期，隨時可以抓你，隨時可以在全球查封你的資產。我是第一個說中國銀行

要出事的。 

 

8.绝不能卷入中国的政治斗争【爆料原则】 

 

千萬別摻和內鬥，政治鬥爭。一旦香港，一旦中國國內的問題，變成了政治鬥爭，美國就不能管了。咱不摻和，他們鬥死才

好呢。大家往回看，昨天路德先生也說了，他現在要回復，當時有人把我定為這派、那派，用心險惡。 

 

 

2019 年 6 月 26 日 

郭文贵先生直播--谈香港游行的中共黑手，东南西北四方围剿中共正在收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8MI-3Et2fw&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141d868-c320-475b-bd23-db9046c7f765 

1.G20威胁各国不让提香港，导致中共国被认定为各国的威胁。【G20】 

我還是那個原則，絕對不能暴力，絕對不能授共以柄，被共產黨抓住咱的把柄，抓住咱的小辮子。雖然外交部的那位張斌先

生，還有耿爽、王毅先生，他們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威脅了，過街的老鼠！就是公開威脅，在那個地方不准提香港，已經

引起了世界的震怒！ 

 

2.英国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必须执行【英国】 

 

前天，我視頻說歐洲、美國將會有聯合行動。大家知道我在英國朋友太多了，不論是過去的元首，還是下一個元首，我可以

說，都會是咱朋友。不但是咱朋友，我可以告訴大家，還是我們的戰友！ 

 

大家可以看看英國政府過去 22年，從未敢這麼嚴肅表過態：香港的事，不是不關我的事，是關我事。香港的事，咱簽的協

議有效。這是繼中國外交部扭腚康，還有王毅，耿爽、多次說明中英簽的香港移交協議翻篇了，不算數了！ 

 

現在是英國第一次，荒唐啊！才敢出來說，那沒廢，合同有效！大家千萬記住啊，不是你嗓門高，你罵兩句人你威力就大。

這個意義大到你現在好好去想想去，英國的下一個首相和兩年後的首相，他只有一條路讓他可以活下去——全力的反共，和

全力地清除共產黨在英國的滲透，徹底清出共產黨在英國的勢力！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要讓美國和西方盟友看到，英國人回

來了，英國確實還是個正常國家，是個獨立的國家，那就在香港上爭取自己在中英協議當中的所有的利益，和讓中共兌現所

有的條款，這沒有選擇的！ 

 

3.共产党杀掉了中国 25-27%的人口，毛泽东世界第一。【共产党】 

西方社會，最起碼是絕大對數人認為對的標準，法律、自由、民主，這就是真理。斯大林當年成為全世界殺人最多的魔王，

然後就是我們中國的毛澤東，都是共產主義。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平均殺人是 13%-15%，只有中國共產黨殺人是到 25%-

27%。就是中國人的 25%被殺掉了。任何一個中國人，你去想想，一個政黨，它要靠殺掉 25%的人來保持它的政權，你覺得它

還有合法性，還有是真理嗎？它說的每個字都是流氓！ 

 

4.香港保卫战，首先应该夺回外交权【反送中】 

 

我說香港只有一條路可以贏：把香港問題變成世界問題。只有把香港問題，變成世界問題，你才可能贏。但是我接觸的香港

人，各個沒這自信，沒見過一個人有這自信的。甚至都認為，不可能。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141d868-c320-475b-bd23-db9046c7f76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8MI-3Et2fw&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141d868-c320-475b-bd23-db9046c7f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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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興的看到，香港昨天晚上，終於有人說了，我們要發展民間外交，把香港問題變成世界問題，要和世界有聯繫。牛，這

位李先生！這個做得好，這幾個小伙子上去演講得好。看來是真對香港好的，不是想爭當領袖，弄諾貝爾獎的。這個好，為

什麼？香港民間外交，就事實上把香港外交權從共產黨手裡邊，依法掠奪的香港外交權給奪回來了。 

…… 

 

這個就呼應了香港昨天發生的事情和這幾天發生的事情。香港一定要把外交權拿回來。所謂的逃犯法，就把你所有的在沒有

外交權的情況下，把你抓了，你外國人不能碰，這屬於我的內政。內政這句話，已經把香港人變成了內陸省的一部分。香港

的外交權和防衛權交回去，基本上香港人什麼都沒有了。你的槍交了，你的說話權交了，然後就剩下看你有沒有錢了。 

 

5.ccp现在急需用钱，试图夺取香港台湾目的是抢钱【CCP金融】【香港】【台湾】 

 

現在共產黨窮得像要命似的，狗屁沒有，現在眼睛就盯上了。槍給我了，錢給我吧，現在就盯著你的錢袋子呢。對台灣也是

這樣，得把台灣香港弄回去，這多大錢，怎麼吹牛，香港台灣事實上都得兩萬億美元的 GDP，人家那 GDP是真的，到共產黨

手裡一編就成十萬億了。 

 

6.ccp以内政为借口，掩盖抢夺人民财富的罪行。【反送中】【CCP维稳】 

 

現在香港人沒有意識到，他把真正的外交權和軍權拿回去以後，是要你命的，搶你錢的，然後變成內政，你就不能管了，台

灣人不能上當啊，台灣人上當，變成一國兩制，你就跟著香港一摸一樣了，不是逃犯法，那是逃逃犯法，所有跑到香港去的

國民黨的家人，全都逃犯，整個台灣，可以說基本上，除了當時親日的，叫賣國賊，賣他們的國啊，不是我們的國，他們定

義的。然後隨國民黨去的，這叫逃犯，都得抓回去，都得槍斃了。按照逃犯法，他要適合於台灣，台灣基本殺乾淨了，而且

沒有追溯時間控制，要命不要命？要命！ 

 

7.吸入 ccp绞肉机的进度：台湾->香港->西藏->新疆【CCP维稳】 

 

為什麼要搞逃犯法，為什麼台灣搞滲透，不是為了讓你家過的更好，是你家過的越來越差，掩人耳目，紅色媒體就是讓你閉

嘴，閉眼睛，封你耳朵，然後搶你家東西，就這麼簡單。要不他乾啥去啊？搞什麼紅色媒體控制啊？台灣香港如出一轍，今

天的香港正在往過去西藏的路上走，正在往現在的新疆路上飛奔，香港人現在聰明了，台灣人正在飛奔的向香港的方向跑，

這就是共產黨。 

 

8政治智慧：不能变成对手利用的工具，绝对不能搞暴力【游行策略】 

 

编者备注：香港人正面教材，中共反面教材。所有人一看中共在香港如此的暴行，还谁敢跟中共站一起？支持中共即支持恐

怖主义，马上成为把柄，被政治竞争对手干倒。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學生運動，現在真正的變成街頭政治，跟共產黨如果你不搞街頭政治運動，你根本沒有機會。但街頭政

治運動，只要你跨過那個紅線，你就輸了，絕對不能搞暴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智慧，你絕對不能變成你那個對手利用的工具，

就是你犯錯，你說假話，你製造社會動亂，你殺人，刑事犯罪，你涉嫌有不明來歷的錢，還有你嚴重擾亂社會。 

 

9.ccp的无底线流氓手段，逐渐的把中间派逼成极端反共。【共产党】 

 

如果共產黨在兩年前我們開始爆料的時候，共產黨意識到這件事情真的會發生，共產黨立馬收手，進行輓救。第一個我不挑

戰你美國，第二個我要把這個現在乾的事給你商量，咱們解決。繼續鄧小平先生韜光養晦，然後找把政治上一些存在問題和

西方的極端性的衝突，進行。 

 

可以這麼說吧必須有捨，必須有得，捨得這麼個交易，是完全可以百分之百能做到。我可以有資格說這話，因為過去兩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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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過所有的人，現在反共最積極的人，曾經都是猶豫者。極端反共的人，我看了過去都是希望中國好和中共能達成交易的。

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分又一分，都變成了堅決要把中共給滅了的人。 

 

剛才我跟那個法國朋友，我跟他聊的時候我說怎麼突然間就撤回這麼大的投資？這個哥們在南灣，在香港的南灣，我是全香

港最大的房子，比李嘉誠先生房子還大，現在被他們給查封，但是人可以進就在手續上查封，你就耍流氓，耍地不要臉！房

子不在我名下是吧？在家族基金名下。就這麼不要臉！上千次的人進去拆拆拆都拆爛了房子都快。 

 

10.国内政治运动破坏性极大，“官不聊生”，导致外商撤资。香港事件导致更多外商撤资。【中国现状】【反送中】 

 

他特別嚴肅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你知道我過去，我每年在香港和大陸我們這個家族裡面最起碼五億到七億的純利潤，他說

到去年也沒有減少。他說就在過去這幾月他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說我到中國去到香港去，他說跟我談生意人已經沒有興

趣跟我談生意了都在想著逃命，都在想到想盡辦法跟我商量幫他轉點錢出來。他說我認識共產黨的高官，成天給我講共產主

義偉大的。成天給我講如何如何要愛護中國的，他說私下現在都說能不能幫我轉點錢出去，他說這個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兩個

了，它困擾著我了，它是騷擾了我的生活了。 

 

他說更讓他感覺的就是香港那個逃犯法。他傻眼了，突然就是全家人，法國這個家族企業稅，法國稅 70%到 75%，對絕大多

數不待在法國都跑外面來了，沒有前途的國家都在這。這些人都是家族性企業，都是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家人決定開會，

跑了第三國去開這個家族基金未來投資。最後一致百分之百的決定，全面撤出香港。然後在這曼哈頓買了一個大的房子。然

後告訴我 Miles現在我不能說別的，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我們全家看你爆料，我現在我要做點小貢獻，其中一個貢獻，就給

法治基金捐錢，我說你捐一美元和捐一億美元。對我來講現在我說雖然數字不一樣，但是你今天告訴我的你這個信息遠遠超

過了價值。我太驚訝了，這是絕對動了共產黨的根基。這絕對是家族性的親共份子。現在要支持法治基金。 

 

11.共党竟然还心存幻想，觉得香港事件能控制、不会国际化【共产党】【反送中】 

 

大家看一看啊，外交部用罕見的語氣，“外交部部長 24日表示，絕不允許……害怕（香港）這一問題國際化”。大家看一看

這個，大家看整個這篇報導。我可以告訴大家，這篇報導是真實的，對黨內的判斷是真實的。據文貴的情報，難以想象的驚

濤駭浪，哈哈！難以想象。去年十二月……這個驚濤駭浪來嘍！所 

 

12.ccp 最怕的三个陷阱：过度产能，大国，塔西佗。ccp 经常造假，信用已经坏掉。在爆料革命推动下，真假对比高下立

判，ccp彻底掉入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 

 

我可以負責地告訴你，他在內部開會時，說的比這個還嚴重。其中有一句話，這些報導都沒說到的，其中一句話非常嚴肅，

就是說到我們“爆料革命”。說“社交媒體在過去兩年，在國際上造成的、形成的輿論，已經造成了共產黨的「塔西佗現象」

“。——「塔西佗現象」，大家一定要看看我當時發的推文，2017年剛開始的時候，我說我們一定要把戰場拉到國際上。他

們當年最怕的三個陷阱，我們一定要讓他們掉入三個陷阱，——過度產能、大國、塔西佗。 

 

“塔西佗陷阱”，今天已經徹底形成，這就是對我們“爆料革命”的害怕和恐懼的原因。啥叫“塔西佗”大家都知道，就是

當你政府一直撒謊、一直欺騙，你就是幹了好事兒，你再說的時候，老百姓都不信了。就是你完全失信於民，然後，你的合

法體制就不存在了。這是為什麼，香港說民間外交和國際上一起反共，爭取自由香港的力量了。因為在香港，二百萬人上街，

事實上，按照人類今天的文明，覺大多數人認可的標準，就叫“真理”。你共產黨在香港已經沒有合法基礎了。就像共產黨

今天讓十四億人民投票，一投票你就死了，你就沒有合法執政基礎了。 

 

……這就是今天，共產黨能講出喪失人格的話，罵蓬佩奧。說香港大街上，80萬人是支持他們“逃犯法”的，香港的幾十萬

個媽媽，是反對美國的。它自己徹底的，它的歷史和作為，讓它掉入了國際的“塔西佗陷阱”，和國內的“塔西佗陷阱”。這

習主席同志說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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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揭示香港事件起到的标杆作用，后续的影响。【反送中】 

跟著“塔西佗陷阱”的就是，freeHongKong，freeTaiwan，freeTibet，freeXinjiang，新疆獨立。還有 freeGuangdong，廣

東要獨立，台灣要獨立，新疆要獨立。親愛的戰友們！昨天香港的上街行為，冷靜而智慧。還是“群龍無首“為大吉呀！只

有演講者，沒有領導者，只有組織者，沒有領袖。 

 

14.关注被抓、被消失的战友。【反送中】【塔西佗陷阱】 

 

我們的兩位“陳氏兄弟”，現在還沒有放出來呢。我們在廣州的多少兄弟被抓呀？我們的合夥人“阿嬌“，現在還在丟失狀

態。我們香港多少戰友被抓呀？無數個背後的戰友，和你們知道與不知道的，你們知道的是“天愛”，你們知道了很多戰友，

還有你不知道的是絕大多數。還有我們現在，今天在前線工作的戰友，哪個家人沒被威脅過？這些戰友，我們大家在努力。

大家沒有意識到，就是因為我們這些人的點點滴滴，創造了共產黨今天它無法改變，絕對無法改變的“塔西佗陷阱”！ 

 

15.台积电会因为给华为提供芯片，充当 ccp技术走私后门，被美国制裁【台积电】 

 

我們再看一看這幾天英國外交部和中央電視台和香港廣場和 G20現場和美國一個個的制裁，我再告訴大家香港、台灣很多企

業將被制裁，只要你跟共產黨合作的就被制裁。台積電你不用裝，你也不用弄，你不跟華為切清楚，你只要不切斷給共產黨

的供應你一定完蛋。 

 

16.郭台铭目的是出卖台湾给 ccp【郭台铭】 

 

郭台銘啊，韓國瑜啊，看著吧啊看著吧，他倆要是能當上台灣總統，那台灣的海水都得乾了。台灣 2300萬人的羞辱，郭台

銘說，我現在宣佈辭去鴻海的董事長，選出新的董事長。親愛的在座的老少同胞們，我要把過去所有的得到的在中華民國得

到的東西，在未來四年當選總統全還給中華民國，然後下台了。真把台灣人當傻子啊？你不去當鴻海的董事長鴻海也是你控

制，你沒說最重要的計劃，你當了總統了你把這給中華民國了，中華民國你給誰呀？你給共產黨了，重要的話沒說。 

 

現在郭台銘又來這個來了，一切都是中華民國的，我把鴻海都給中華民國了，中華民國是我的，我又跟共產黨進行勾兌，要

臉不要臉吶？ 

 

17.韩国瑜在北京大学“办公床”。夏业良给王岐山当秘书【韩国瑜】【夏业良】 

 

韓國瑜那更不用說了，跑北大去學習，北大你學啥？北大你學什麼？跟夏業良一樣搞學生？啊？然後弄錢？天天搞捐款？他

給王岐山當秘書，他跑到美國拿美國護照，你不覺得這是開玩笑嗎？這是？你在北大你學的啥韓國瑜？韓國瑜在北大學的就

是厚黑學！韓國瑜在北大學的就是騙民之術！韓國瑜在北大學的就是共產黨讓他執行的任務！就是如何拿下台灣！你說韓國

瑜坐過幾次椅子上聽課了？不就是酒桌上餐桌上嗎？然後在他學習的地方可以沒有辦公桌不能沒有辦公床，共產黨的文化，

可以沒有辦公桌不能沒有辦公床。我估計在北大學習期間，那就像咱們的郭台銘一樣在所有的鴻海廠子裡面可以沒有辦公桌

不能沒有辦公床，也一樣有辦公床。經過辦公床上勾兌的事兒，你說他是啥事兒？他想到說我對台灣好？我要把台灣的明星，

你們都不能制裁都可以講話，有一個敢放出人屁的嗎？韓國瑜還有郭台銘。 

 

18.香港飞虎队实际是大陆警察和解放军冒充的。【黑警】 

 

在香港這次抗議上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沒有追究，共產黨到底有沒有讓解放軍和大陸警察穿上飛龍隊的衣服去執法，這是他們

的敗筆。我們要呼籲歐洲和美國一定要站出來說話，到底香港那天抗議有沒有，存不存在執法的問題來自於大陸。這可不是

法律問題，這是犯罪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有些聰明人士要求獨立調查，盧偉聰、鄭若驊、李家超、林鄭月娥一定會下

台！但是你下台不把這事兒搞清楚那這事兒沒完。這是為什麼我跟法國朋友剛才，他說我百分之百同意你 Miles，他說他百

分之百同意，他說我絕對知道他們有來自大陸的。我說哥們兒你一定要想辦法去歐盟，去美國國會去遊說去，一定在香港查

清楚存不存在大陸解放軍和大陸警察在香港執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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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郭文贵被大连法院罚款 130亿美元，大陆企业家和外商彻底丧失信心，低价甩卖股份跑路【CCP治国】 

 

這叫以警治國、以黑治國吧？以假治國大家都看到了吧？大街上兩百萬人他說 30萬人，還弄幾個小紅旗在那塊兒晃晃晃，

然後說支持香港警察執法，然後照個照片去領錢去，這是假到什麼程度爛到什麼程度了？你怎麼對待我們大陸人民你可能想

象的到嗎？大連法院的審判，開封對我們的審判，罰郭文貴 130億美元，這種流氓行為全人類的笑話，哪個企業不害怕？ 

 

法國這哥們兒說我告訴你 Miles你沒有意識到，大連法庭罰你的 600億人民幣，對所有企業家造成的影響多大！我見過所有

的大陸企業家說起你的時候說，當他們決定罰你 600億的時候，還有開封開庭的時候，大陸私人企業家沒有任何人不看，所

有的企業家跟他講都看這個。 

 

包括三周前我在華盛頓在一個重要的晚餐，晚餐之前我見過兩個最牛最牛的記者，他們接下來還會有一系列的文章出來。他

們採訪的所有的大陸企業家裡面，他問他們幾個問題，其中有一個就是你怎麼看待郭文貴現象，郭文貴被罰款的事？所有企

業家都告訴他說，他給郭文貴罰這 600億的時候，他給郭文貴家族定這個罪的時候，和把他家人抓起來的時候，我們就已經

決定放棄這個國家必須走人。有幾個是在銀行裡面有股份的，全部 5折打折把股份賣了跑人，他說郭文貴這個事兒罰 600億

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共產黨的諷刺一個笑話。 

 

20.神秘的空中取钱计划，只提了一句，没说具体方法【隔空取钱】 

 

我要空中取錢，我就是讓你共產黨知道你這種愚蠢的流氓行為，黑社會行為，以黑治國呀，以警治國，我們要依法滅共，你

看形成的對比我們反而是依法滅你這個共，知道你是黑社會，知道你是流氓，知道你是騙子，我們就要依法律滅你，以美國

西方的文明、法制的方式來滅你，我們不搞黑社會不搞以黑滅黑，以假滅假，不不不，我們要以真滅你假，以善滅你的惡，

以我們堅定的決心叫狠，滅你的共！ 

 

就是因為這麼多偉大的智慧的戰友，在前面和在後面的，有執行者，有後者，我們形成了巨大的一個積極的波浪。一浪推一

浪讓我們更加完善，把爆料革命形成一場運動，喚醒了香港人民、台灣人民和國內黨內有良知的人和所有有智慧的中國人民。

也讓美國人、歐洲人看清了共產黨的真相。所以說我當初說 2020滅共啊，以美滅共啊，這個事有很多原因的。這不多說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實在太好了。 

 

21.郭文贵 600亿“罚款”引起了美国人极度的担心【迫害文贵】 

 

那位記者說他非常非常震驚，他說他私下走遍了中國這麼多的城市，大家會看到連篇的報道來自於他，寫的對中共的。他做

了將近一年的採訪來報導中共。而且這個哥們兒更誇張的是，竟然牛到啥程度，他做為首席記者竟然能在郭媒體上持續一年

就乾一件事兒：報導中國，一年後再回來。你說美國這媒體恨中共恨到啥程度了。而且兩個大報，最大的報，都是這個結果。

他們採訪了記者說：「郭文貴 600億被罰款和他家族被抓和香港的合伙人被丟失和香港的資產被查封。我們對香港對大陸半

點信心都沒了。」 

 

22.预测到 6/9、6/12的运动彻底改变香港。【反送中】 

 

只有我，他們認為我是瘋子、神經病，但是又不好意思說。我說：「我告訴你 6月 9號、6月 12號將徹底改變香港，共產黨

的第一個地獄之門就是香港。」我過去六七個月前我在美國華盛頓，我在所有人來我每次都這麼講，他們覺得我神經病。我

說：「你不瞭解中共，我瞭解中共。」現在每個人都覺得郭文貴蒙對了，覺得我太了不起了。不是，這是個正常的。香港一定

會成為滅共的第一道大門。第二道大門就是台灣。群起攻之就是西藏和新疆和廣東。 

 

大家要記住為什麼說香港是共產黨的死亡地獄的第一道大門？我知道共產黨要在香港要幹什麼，我知道他在要台灣幹什麼，

我知道他在新疆和西藏幹什麼。郭文貴是全人類上第一個告訴新疆關大集中營，而且是過百萬人的。我是第一個。而且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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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是在大家所有信息之前。大家去看我發的文章和視頻去。我告訴過所有跟我聯繫的新疆朋友，我說：「你們的災難剛剛

開始。」當時大家都覺得我是誇張。 

 

23.新疆和西藏的灾难：为 ccp做走狗的，第一个被弄死。【新疆】【西藏】 

 

大家看看我那視頻我說過。他爸爸是新疆的高層的官員，他回到家了，在家被抓走了。抓走以後給查了半天回去了，半夜又

給抓走了。他簡直受不了。他本人一點都不喜歡新疆，事先聲明，但是他覺得這也太誇張了。他說：「這怎麼會這樣啊？」

我告訴他：「你們新疆的噩夢還沒有開始。我說明年開始將大量地抓捕，包括你家人。」結果是他爸也被抓了。共產黨是不會

相信你新疆幹部的。新疆什麼白克力，那傻瓜，我見過他 N次，就在那傻喝酒。他以為共產黨：「哎呦，你是我們的兄弟，

你跟我們喝酒。」，一喝酒就說，「共產黨是我們的親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美好的新疆啊。這個我們希望新疆人跟漢族

人多通婚吶。」你這王八蛋，聽著我都想扇他。他根本都不知道人家刀都插到你心臟上去了。這個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就是喪

失良心和原則——可憐至極。我看過無數個新疆幹部的可憐。 

 

24.反对新疆独立，但是一定要新疆实现真正的自治。新疆西藏虚伪的 ccp走狗，最后被 ccp干掉【新疆】 

我絕對反對新疆獨立，但是新疆一定實現真正的自治。新疆人管新疆人。你看那都什麼玩意兒，結果都進監獄了吧現在。西

藏的幹部也是這樣。 

 

25.呼吁美国和欧洲支持新疆、西藏，制裁打压杀害人民的官员【新疆】【西藏】 

 

最近我一直在遊說，美國歐洲要全面地恢復對西藏的支持。政治上、經濟上、行動上實施支持。包括制裁對西藏進行打壓殺

害西藏人民的這些官員，進行制裁。而且我強烈呼籲這些國家要馬上見達賴喇嘛——HolinessDalailama。達賴喇嘛必須要

得到最高接見，最高待遇。包括新疆 N 個人要見。大家也看到了國務卿也見了，JohnBolten 他們也見了，然後接下來我相

信總統也會見的。總統一定會見達賴喇嘛和新疆的領導人的。 

 

26.G20是国家之间做交易、勾兑的大会。【G20】 

 

然後跟台灣之間的互動你們會突然發現你想象不到的層級的人到台灣了，你想象不到台灣人就出現在白宮了。擋不住，什麼

G20 啊，你 A20 也沒用，你 G250 也沒用。擋不住，我可以告訴大家，擋不住。但是 G20 是分水嶺。為啥是分水嶺？這場較

量大家要注意到一個信息，每次 G20之前有兩個特別重要的會議，一個是叫部長級會議，部長級會議就包括財政部長。啥叫

G20啊？利益講數、國家之間講數、做交易、勾兌，你也可以稱為勾搭，就這麼簡單的事兒。前所未有在 G20前的部長級會

議上，20個國家 19個部長集體來對中共的財政部長。聽說是罵娘啊，大罵啊，嗷嗷地罵啊。你別以為開玩笑呢，G20它的

是個講數的地方。 

 

G20它只是個國家組織，也是勾兌，也分贓。分贓這回是集體對老共。我們是依法分贓，你這耍流氓。 

 

27.贸易战只是开始，四个战场：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政治战。【中美贸易】 

 

最可怕的事情，現在川普總統提出了新的概念。我以為得到今年 10月份到 11月份提出來，就是匯率問題。匯率的問題太大

了。當把匯率提出來的時候那就是大戰了，就叫金融戰。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大家要記住啊，文貴在兩年前就這麼說。 

第四個戰——政治戰。政治戰就是信仰之戰，意識形態的戰鬥。來得很猛烈啊，來的速度非常的快，來得正好，來得很舒服，

恰恰的是時候！所以 G20在這個時候開，就是讓我們能否實現明年 6月 4號成為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叫新中華憲政國，

還是叫新中國，14億人民得到釋放的建國日，可以說 G20起到關鍵作用。 

 

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是 50對 50對中共，能否到達 51就看 G20了。G20後就決定了香港的去處，香港就會點燃台灣，台灣

就會點燃新疆和西藏，然後就點燃了廣東，然後就變成了金融戰，金融戰、政治戰最後就是信仰之戰，中共和美國之間打成

火拼啊、放核武器、導彈根本不存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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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cp这几年是政治上自杀，反腐运动、修宪、毁灭私人企业，彻底导致 ccp彻底失去了人心【CCP治国】 

 

很多歐洲的朋友說：Miles 我特別喜歡你說的當一個國家把財富公有化的時候，把權力私有化的時候，人民就進入了災難，

國家就出現了災難，政權更迭的時候。他們特別在乎這句話，因為這是西方的政治哲學和信仰的一部分。 

我說共產黨用短短的幾年 18大 19大修憲，他一修憲他就完蛋了，修憲那一刻反腐運動那一刻和他把整個國家所謂的按規矩

辦事，黨內要講規矩不妄議中央，然後大量的掠奪錢財，一帶一路、2025、2035、2050，我說共產黨這就滅了，更重要的事

情他把國家整個私人企業全給毀了，抓那麼多私人企業家，要把中國的 GDP當中佔據 80%貢獻的私營企業改成國有企業，然

後大力地扶持他們盜國賊的家族，大量的財富外移，只有一個結果：滅了他！這個得到了西方和美國的高度重視。 

 

 

2019 年 6 月 28 日 

郭文貴先生直播 G20有….協議爆料革命大勝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9Q4uuuzas&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17b8851-6a65-49d3-aca4-b7634980c0db 

 

1.东京 G20谈判可能会达成三个核心条件【G20】 

 

那麼這次在日本東京的談判，全世界高度關註的，不僅僅是兩國關系、兩國政治、兩國核武器，或者兩國發生戰爭，更重要

的關系到全人類上，未來貿易的形勢和政治的版圖，已經涉及到了全人類 70多億人口，所有人的福祉還是災難的問題。用

什麼話形容今天的 G20 實際上都不為過。因為大家要知道在 G20 之前，大家要看到壹系列的事情發生，都是在人類的歷史

上，和兩國關系上，即使在戰爭狀態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麼樣的戰爭，也很難像壹個協議就能影響到全世界的未來的。

二戰以後，達成的停戰協議，它事關著人類的福祉，但是戰爭協議，戰爭後的和平協議，和瓜分世界版圖利益，事關各國政

治利益，和各民族未來的各種的。但是沒有選擇的是，是在美國主導的新世界秩序的情況下，它達成了所謂和平協議。而今

天要面對的事情不是這樣子的。到底是中國還是美國贏？東方贏還是西方贏？是中國人贏，還是共產黨贏？是中國這個國家

人民贏，還是極少數的家族贏。事實上這件事情，絕不是僅僅習近平先生就能決定，做了決策的，因為它是各種利益的平衡。

那麼同樣的是，美國也不是川普壹個做決定的。他事關著美國所有人的利益集體的平衡，和美國國家的安全未來，和中國國

家安全未來，和中國人民的幸福的未來，和美國人民幸福未來，全世界人民是幸福還是不幸福的未來。那麼共產黨這個流氓

體制是必須要消滅的。從過去的川普總統當上總統以來，中美之間的爭端，都在用著盡可能的外交手段，和新型的國與國之

間的鬥爭手法。中國叫打太極，現在是玩個人外交。但事實上，從美國開始跟中國要求貿易談判，增加關稅，制裁華為。事

實上兩國之間戰爭早就開始，開始於十八大以來的對西方的挑戰，和對西方利益的挑戰，和西方國家安全的挑戰，因為共產

黨要領導世界。這壹次 G20峰會，說白了就是到底是讓共產黨的極少數人領導世界，再加上領導全中國的 14億人民繼續下

去，還是不繼續下去。我們現在有很多核心的信息，據我所了解協議是壹定達成的。達成協議條件是中方簽署協議，同意。

有三個核心條件，沒什麼四個條件，三個核心：第壹條，互聯網開放，不行，或者只選擇性的對美國開放。這壹條。第二條，

大家庭都關心的華為，孟晚舟。美國取消引渡，讓加拿大他們拿出辦法，讓孟晚舟回去。但是對華為將逐漸解除。華為交出

技術和美國分享技術，這是今天的第二個核心。第三個事情，就是向美國宣布，對美國壹系列的貨品免收關稅。美國對中國

免收關稅，就叫貿易新條件，叫兩國人民都舒服。這三個條件基本現在可能說是會達成。所以今天我們直播的題目是：G20

有協議，利爆料革命。 

 

2.CCP将会把香港的事情栽赃到战友身上【CCP维稳】 

 

我那天直播完我就知道，我給大家說過，接下來就會栽贓到戰友們身上，挑撥離間戰友。然後再找戰友出來，電視認罪。然

後再指證——郭文貴給我錢了。路德給我錢了，Sara妹妹給我錢了。鳳凰九天給我錢了，北京姑娘給我錢了，還有那個大衛

小哥也給我錢了。弄不好痘痘也出來承認，什麼得到了錢了，我支持香港，壹定編這種故事。然後，就是圍攻香港警署的那

些“暴徒”，都是郭文貴的人。然後，又找出某些事兒來，拿出郭文貴的視頻，拿出郭文貴的東西。忘了是哪家新聞報導說：

郭文貴說美國人跟我們站在壹起，美元大大地。神經病！我從來沒說過這話啊。我想這麼做啊，當然了，我壹點兒都不忌諱，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17b8851-6a65-49d3-aca4-b7634980c0d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9Q4uuuzas&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17b8851-6a65-49d3-aca4-b7634980c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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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想這麼做了。 

 

3.爆料国内战友告知的国内一年来的变化【中国现状】 

 

原因特別簡單，因為他告訴我說，在壹年以前去這個地方的話，他感覺到天下都在恨習，官員狠王岐山孟建柱。當然醜話啊，

恨死孫立軍這個小人了。那麼現在這次回去，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很對人都變了，說變得最大的是私人企業家大老闆，恨習，

絕大多數百姓不反習，過去很多人反共，現在很多人不反共。很多人知道王岐山孟建柱孫立軍是大壞蛋，江家江誌成有錢，

朱鎔基家有錢。但是老百姓認為，現在最可恨的，他們認為現在最可恨的，是王岐山、孟建柱、孫立軍，太壞了。但是私人

企業家不太這樣，他們恨習。這是個反映，這是政治上。變化巨大。說是 APP的學習，風靡全國，有的人真的被洗腦了。而

且更大的變化，我認為現在這是非常真實的，說前所未有。國內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壹致反美，壹致反美。反美情緒高漲，

不是壹般的高。而且現在覺得美國人，川普總統太壞了，蓬佩奧太壞了，萊特西澤太壞了，斯蒂夫班農太壞了，還有彼得•

納瓦羅也太壞了。彼得現在在日本。還有，讓他們感受到，現在反共、反習、反王岐山、反孟非常的旗幟鮮明，旗幟鮮明。

這壹年的變化太大了。那麼反美是前所未有。這個是非常誇張的。經濟上，他認為比壹年前遠遠要好得多。就國內呀，醫院，

各大醫院，人滿為患，醫院裡到處人都排隊等著的。到處擴建醫院，現在國內買房子的人也很多，說很多老百姓都有工作，

據他所了解，北京、西安、廣西、重慶、成都、河南鄭州啊、福州壹帶的嘀嘀行，火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在排隊。甚至壹個

城市幾萬人，十幾萬人都排隊等著滴滴牌照，被批準，因為很多被限制了。餐廳生意好，餐廳生意極好。去了壹些酒店，中

級酒店餐廳生意特別好。還有在經濟上體現的事情，他說，銀行是大麻煩，證券公司是大麻煩。現在地方已經到處，地方政

府說，不允許再把私人企業國有化，停止了。所以大陸企業形成了壹個快速的循環。就是老壹代的企業家基本都被滅了，現

在都在享受講述自己——都快成為歷史的——那壹段富豪的過程，基本沒人搭理了。第二次創業的，或者說創業成功的人極

少。然後第二代，也就是說三十歲到五十五歲之間這個牛叉的人，少數，幾乎讓位給七零後到 2千後，這些人現在壹心賺錢，

都累得要死，完全不感謝共產黨的事。這是壹個核心的變化。 

另外壹個金融機構出事兒，大家也都知道，大家也都很聰明。但是由於共產黨的嚴格管理，很多人是不說話的，不談論政治，

就面對現實。另外壹個對外移民現象，基本分的很清楚，只要賺到錢的，有什麼辦法，甭說美國歐洲，哪怕能跑到北歐去，

跑到非洲去都想跑，能走就走。另外壹個，走了的人都不想回來。現在年輕人能賺錢的都撈，撈完以後都走。就是國內醫院

多、癌癥多，年輕人賺錢是拼了命，盡量自己別走進醫院去，賺了錢的能跑就跑，哪怕去非洲也不待在中國。所以中國現在，

成了壹個政治上閉嘴，成了敏感地區，徹底被洗腦，利益輸送收買絕大多數的人，殺雞取卵。凡是私人企業家都給他滅了。

然後形成了壹個，中國現在是壹個搶錢騙錢的壹個大戰場。說監獄裡面很多都是搞金融的，搞 P2P的，搞金融網絡的全進去

了。另外壹個官員，很多官員都當成只要能活著出去，堅決不在大陸；能撈多少撈多少。現在是從過去的直接貪、直接撈，

到變成了間接性的持股，和間接性的貪和撈。長期投資，長期腐敗。也就是說現在的腐敗已經上了層次了，已經現代化了。

另外壹個爆料革命，說爆料革命壹年前人人談，現在很多人不談了。為什麼？在國內上個 VPN太難了；還有壹個就是到處抓

到處查。但是在國內的知名和傳播，是飛速的，瘋狂的，讓共產黨感到害怕的。具他了解的企業家，私人企業家和官員，都

寄希望我們爆料革命，都深信不疑能推掉共產黨。年輕人吶，關註的不像以前那麼多，都在撈錢；另外壹個就是普通老百姓，

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關註特別多，老年人特別多，到廣東深圳這壹帶的人大多是企業家關註的多，而且深信不疑我們能把共

產黨給滅了。這是咱們戰友們的反饋。另外壹個戰友的反饋就有意思了。在北京，談誰都可以，別談郭文貴，有人在桌子上，

吃飯的時候喝酒，喝幾杯以後，就是壹切都是剛剛開始啦，我們是戰友啦，妳健身了嗎，還有孟建柱這個這個掏肛芳啊，這

些什麼都來了這詞兒……很多人醉酒以後都這詞兒，成了流行詞。醉酒之前不能提，不能提爆料革命，不能提郭。另外壹個，

國內現在網絡上，只要是能打開，留言的，基本上都是。現在反對王岐山的孟建柱的和孫立軍的。 

……國內經濟不是不好，是非常不好！ 

 

4.海航成了国内企业家对比的对象。海航可以不付国内贷款利息【海航】 

 

海航的事件成了國內，國內的企業家幾乎每個人都要對比的壹個對象。對比什麽呢？第壹條就是王健之死，王健之死對這個

中國的企業家影響太大了，不是壹點的大。大家都怕被拍照死，再加上胡舒立還活著呢！是不是！胡舒立這個女人簡直糟糕

到了家了啊！很多國內私人企業家恨王岐山恨孟建柱恨孫立軍，再恨這個吳征，再恨胡舒立。吳征胡舒立成了國內現在成了

瘟疫了。幾乎胡舒立在她這個行內基本上就是真的過街老鼠了。吳征這個跟狗屎壹樣，吳征現在到處領著共產黨的官員各地

的官員和特別多安全部公安部的人到處旅遊外事訪問，主要玩這個呢！所以說海航的事情讓大家警醒，讓大家害怕，但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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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能把國內銀行幾千億的貸款完全不付利息。妳想想戰友們幾千億貸款利息是多少錢？妳們算過沒有，幾百億的利息。幾百

億的利息他得拿多少利潤賺，賺幾千億上萬億的營業額才能，他怎麽能夠還的了，還不了。所以就耍流氓。王岐山替他 hold

著，我們大家不知道海航的金蟬脫殼包括出賣海外股份，包括給中共上層說妳看看當初我們買的東西現在妳買不著吧，說明

海航是對的。然後我們賣出是迫於無奈，是錯的啊。但是就不談妳的貸款是真是假？妳貸款為啥不還？這就是共產黨的邏輯，

就在香港說郭文貴和梁頌恒是黑手。郭文貴和梁頌恒要能把兩百萬人都能街上去我還當黑手嗎？還當妳心中的黑手嗎？我

直接就把妳給滅了，我當這黑手幹啥呀？是不是耍流氓嗎！所以海航到現在拼命地說自己過去的正確從來不說自己的犯罪。

拼命的說自己多偉大就不說王健怎麽死？拼命地說自己對國家多重要從來不說對中國人民的危害和殘害的程度。 

5.今天的 G20协议就是当年的广场协议【G20】 

 

不管今天怎麽整大家最後都要去的，就是都搶著身上的那把槍，就是所有電影最後結局啊，兩個人物打差不多的時候啊，就

像那個權利遊戲啊，權力遊戲裏邊那倆人啊，都是瑟曦的男人，壹個是自己的親弟弟。最後打到最後壹分鐘的時候都去想辦

法搶那把劍去，把他給紮死。現在中美之間都搶那把劍，誰能抓住那把劍就是掉在地上的那把劍，那把槍。就是金融戰就是

貨幣戰。今天中美簽個這個協議就是 1985年的東京廣場協議。 

 

6.党内念稿子的传统【习近平】 

 

第壹個我認為對習不易那麽多個人攻擊，還有壹個念不念稿子問題跟他能力還真不壹定就壹樣。共產黨的這個體制是妳不念

稿子妳出事，妳都出事兒。妳見過薄熙來不念稿子，薄熙來不被滅了嘛？！妳還見誰沒念稿子？當年那個叫成克傑，成克傑

講話講得非常好，最後被槍斃了成克傑。妳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去，那成克傑能侃的很，講話不代表能活著的人，祇有壹個王

岐山。真的祇有王岐山，王岐山有時候真正在內部講話的時候還真的是講稿子。這共產黨這個體制啊，我覺得他這跟這個不

是有多大關係，他們很認真。據我所知道習這個人在這個工作非常勤勞，可以說這麼多總書記當中他是最勤勞的，那麼另外

壹個做事很認真，非常認真，對待朋友也很認真，工作非常認真，絕對不是王岐山這個大忽悠型的，但是他最大的缺點，他

這個人就想表現義氣，他想表現義氣，結果這表現這個義氣呢，就王岐山這人，孟建柱啊，再壹個他非常這個信守承諾，對

待這個黨內人士，以此啊，這也是拉動手段嘛啊。但是王岐山不念稿子早晚也得被滅，他的命運壹定被滅。還有這個我覺得

我非常尊重的胡耀邦同誌，是個非常感性的人，但是最後被共產黨滅得那麼慘。趙紫陽有時候也想脫脫稿，也挺慘的。 

 

7.马云是个失败的骗子，学哲学去了【马云】 

 

馬雲是靠金融牌照，這個金融牌照是表面現象，馬雲靠的真正的說實在話，馬雲靠的是真正的是英語的優勢，裏外騙，是英

語的孫正義聽不懂共產黨的事，共產黨聽不懂英語的事，他從中間壹說，這叫英語優勢的 Agent，人家騙成功了。大家知道

馬雲現在幹什麼呢?馬雲最近潛心修學-中國哲學，然後學道教，道學，然後呢，偶爾的學學佛學啊，學學佛學。這是馬雲最

近幹的事兒，被弄出局了嗎。實際上我告訴妳所有的失敗者最後，壹定是去倆個地方。失敗者要麼就是吸毒，然後去了精神

病院，這就是這些所謂的天才的這個失敗者。第二種人找個藉口出家了，然後學哲學去了，當講師去了。說敗了就是找了個

臺階下，妳鬥不下去了，妳沒本事去面對妳的使命，和完成妳的使命，妳害怕了。好人，就是沒有吸毒的人，就去玩什麽哲

學去了，搞宗教去了，再不行就吸點毒進精神病院了。吳征也是英語好，吳征就是靠英語兩邊騙嘛，完全兩邊騙。吳征這 100%

的就跟馬雲就是占了英語的能力兩邊騙。 

 

8.爆料英女王挺安德鲁王子的事【英国女王】 

 

說實在話這個世界上真的是領導人其中，就是有影響力的領袖，女王我覺得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女王太厲害了，有壹次女王

就是在她那個郊外的宮殿裏見所有的人，大概六七個人吧，那時候她兒子安德魯，也是我的好朋友，王子，安德魯的性醜聞

當時傳得很厲害，結果呢人家媽媽啥也不說，誒突然出來打完招呼了，女王不愛每天點火爐，她覺得那個火會讓她失去氧—

—偶爾就點壹下制造制造氣氛，結果那壹天呢，就點著火爐，大家來聊聊，寒暄完，誒突然說“我要給安德魯打個電話”，

然後馬上管家打通，“餵，妳在哪兒啊？妳挺好嗎？“，然後”這兩天妳回來吃飯吧”，在座的所有人都互相看，啥意思？老

娘挺兒子呢！但是不直說，這幾個人互相壹(看)明白了，在那個晚餐之後，馬上就去很多人都約了見安德魯王子。然後呢，

帶著人參觀壹個很……，我就不能具體說了，帶著人妳們看看我有壹個中國的家具，剛買來，妳們看壹看，帶大家去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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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般人不能去的地方，看完以後給了大家很大的面子，又給兒子打個電話。後來兒子在北京，在我們盤古四合院，第八單元

四合院吃飯，來得都是領袖也是，都領袖，都牛叉的人，吃飯的時候我旁邊的這位朋友說著說著，壹說話說噴了，結果噴了

他壹頭發的飯。哎呦，安德魯，我說妳媽太厲害了，我說那天看到了妳媽的偉大，這個女王真了不起。生活中妳壹旦跟查爾

斯王子見面，妳就發現查爾斯王子最關心的就是什麽？這個環境汙染、良性循環、農業、花花草草，他真的不食人間煙火，

人真的特別特別好，但是非常恨共產黨，非常恨共產黨，妳讓那樣的人當領袖是挺難的、挺難的，但女王實在是了不起。 

 

9.协议达成了，未来会如何发展戰友們【中美贸易】 

今天文貴這個“蒙對”呀，這個有意思了。這個“蒙對”，首先壹點，戰友們，中國和美國達成這個協議，我剛才說了，最

核心的問題是什麼？就是現在真心真意他要給美國低下頭來，開始要把 2025、2035、2049這些計劃，徹底的要有個說法。

然後，對孟晚舟的事情，孟晚舟真的能回國了，真的能回國了。然後，美國在技術上，有些事情要進行讓步。但是，背後做

的讓步，表面上看在互聯網、在金融和在匯率上，答應美國。然後，雙方取消壹些關稅和壁壘設置。所有這些好條件，都是

要到明年十月三號的美國選舉，美國的總統選舉，在這之前，絕不會允許這個有變數。那麼，如果明年 6月 4號，中國共產

黨還在中國的話，中國共產黨就可能要面對著如何向美國……每個月接受美國……協議他已經接受了，剛才說他已經全接受

了啊！全接受了。接受美國的分月的、分時的、定向的監督，而且是雙方建立工作小組，剛才已經很明確的建立工作小組。

這個工作小組就是隨時的向兩邊報告，如果違約，那就立馬恢復到會議之前的懲罰上去。這意味著什麼？共產黨已經放棄了

所謂的——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然後扇對方的臉。壹切都放棄了！包括對互聯網的放鬆和管理，包括對新疆和臺灣，

包括香港問題全在這話題中，都有了承諾，大家會看到壹個壹個地會出來。現在是，如果共產黨兌現，共產黨過不了明年六

月四號。共產黨不兌現，那它也很難過六月四號，長也長不過明年十月三號之後。美國，作為川普總統個人，作為美國現在

國內，絕對希望它們能在明年的十壹月三號之前，能信守承諾，表現給全世界。讓美國的經濟持續增長，股票持續上漲。然

後，川普總統這屆政府會贏得選舉。通過昨天和幾天前，民主黨目前他們內部的這幾個辯論會來看，川普總統目前在國內說

是有可能贏的，贏的幾率非常大。但是現在說，太為時過早，變數太多。伊朗問題、北朝鮮的問題，現在共產黨壹系列的大

外宣，恐怖分子，所謂的現在川普總統得到了習主席和團隊的正式確認，我在北朝鮮上，我壹定幫妳，我壹定幫妳在北朝鮮

問題上。大家未來會看到，在會議之前我不能說，北朝鮮上我能幫妳，伊朗的事兒我也能幫妳。我跟妳合作，說白了就是跟

妳合作，經濟上絕對全力配合妳。就是讓妳川普總統當選，美國經濟持續強。然後，妳給我點兒面子。關於協議公佈公佈的

問題。互聯網開不開放的問題和接下來美國要壹系列的所謂技術封鎖，還有壹些法案的推進特別不能停，把香港的自貿區地

位給停了。然後我的匯率，保持在 7、7左右，接下來會漲，妳看著吧，人民幣會到回到 6.8、6.7都是有可能的，然後呢控

制在 7之內。香港的港幣要保持穩定，這些承諾後，美國說：腫，這腫、這腫！現在開始，所以說兩邊是經濟要大爆炸，接

下來今天所有的場外做交易都將要賺大錢，都將要賺大錢。 

10.爆料当年美国错失策反房峰辉将军【房峰辉】 

 

美國的我們的好朋友，當時的將軍，很早和他說過，是這位將軍，細節啊，當年第壹次川普當選和習近平主席，他們在馬阿

拉哥陪著的，轉陪著，房峰輝從北京飛往馬阿拉哥的專機，陪著，這之前，我和美國 CIA的某朋友，我說，妳們壹定要註意，

房峰輝是妳們可以爭取的對象，他覺得我瘋了，壹直笑，不可能，房峰輝可能下壹個軍委副主席，壹定的，而且是習最相信

的，結果呢，房峰輝被抓了，陪著他專門飛到馬阿拉哥的將軍，我相信他明白了什麽意思，和我聊天那位 CIA的朋友，後來

說文貴，我真沒想到這個事發生了，我說他是可以爭取過來的，如果當時美國可以爭取過來房峰輝的話，直接咱就沒有爆料

革命了，共產黨就沒了，現在的愚民政策，和殺富濟貧，還有國內的網絡控制，都對我們來講，都是天大的禮物。 

 

2019 年 6 月 29 日 

【白天整理】 

郭文貴先生直播【G20有….協議爆料革命大勝】（路德社）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9Q4uuuzas&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17b8851-6a65-49d3-aca4-b7634980c0db 

 

1.G20有协议，利爆料革命【G20】【孟晚舟】【华为】【加拿大】【美国】 

第壹條，互聯網開放，不行，或者只選擇性的對美國開放。這壹條。 

第二條，大家庭都關心的華為，孟晚舟。美國取消引渡，讓加拿大他們拿出辦法，讓孟晚舟回去。但是對華為將逐漸解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9Q4uuuzas&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17b8851-6a65-49d3-aca4-b7634980c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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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交出技術和美國分享技術，這是今天的第二個核心。 

第三個事情，就是向美國宣布，對美國壹系列的貨品免收關稅。美國對中國免收關稅，就叫貿易新條件，叫兩國人民都舒服。 

這三個條件基本現在可能說是會達成。所以今天我們直播的題目是：G20有協議，利爆料革命。 

 

 

2019 年 6 月 30 日 

郭先生班農先生直播談 G20、香港、臺灣、北朝鮮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FjqGCuWvv18 

文字版链接：https://mega.nz/#!NdEwkCCA!E-7eILqnmkaHJUgtx7XHbdk925V2_e0YKqgGrPitb3M 

 

1.川普见金正恩是中共安排【川普】【金正恩】 

“川普总统亚洲之行成功见金正恩，和重回谈判桌，包括伊朗问题也会逐渐的有解决的方案，见面和沟通，都是中共的安排。” 

 

2.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CCP经济】 

在最近的几个月，或者是将近壹年里，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很多中级阶层的生意特别特别好，小餐厅、小

生意、出租车，生意好。二是很多金融犯罪。三大领域“生意好”：医院、监狱、火葬场。 

 

3.中共宣传令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共产党】 

“中国内部现在反美情绪前所未有，6个月前和 1年前我派到国内的人去了解回来和今天的人说的截然相反，就是中共的内

部的网络控制和大外宣政策已经彻底达到了反美的目的，太多人反美国了，对美国要战争的这种呼吁声极高。” 

 

4.香港是灭共第一道大门，台湾第二【灭共】【香港】【台湾】 

“接下来香港在晚上的抗议也会非常非常地猛烈，接下来香港会有壹系列的运动。共产党正在打消耗战疲劳战，然后伺机壹

定想办法把香港领导抗议运动的人各个给铲除，或者给抓起来，壹定是这个结局。香港壹定是共产党走向死亡的第壹道大门，

第二个就是台湾，这壹点绝对我永远不会改变，大家拭目以待。” 

 

5.法治基金将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法治基金】【香港】 

“我们法治基金，我和班农先生我们在这里庄严的，神圣地，正式地告诉所有的香港反送中的任何人，从壹个最小的，到包

括领导的，只要是妳们需要班农先生和我和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的支持，还有 KyleBass先生，还有我们所有董事会的成员，

包括我，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只要是我们拥有的，我们将全力以赴支持。” 

 

6.G20中美达成口头协议【G20】【中美贸易】 

G20上中美两国“不是签了协议，他这是有协议，他俩是口头的协议，叫达成了协议。这是事实，桌子后面是有很大交易的。” 

G20期间，“场外交易的股市，我告诉大家，凡是做多的，和当时在阿根廷会议几乎是同壹拨人。” 

 

7.班农代表法治基金到巴西谈合作【班农】【法治基金】【巴西】 

“班农先生正在代表法治基金和巴西在谈更多的合作，博索纳罗是我们壹个战略伙伴，班农先生希望能在巴西打开大门，更

多的能让法治基金和支持法治基金的战友们在那块得到更多政治上的庇护，甚至能争取到巴西的壹些护照啊其他方面的照

顾。能帮助更多战友们，和更多受到共产党陷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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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019 年 7 月 1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V-YTdE2xw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700f5b1-d9c1-468e-bd35-8f1cc88dc535\ 

 

1.共产党栽赃陷害香港学生，利用群众斗群众【反送中】 

 

郭先生原话： 

昨天下午，就在這個屋裡面，我和某個美國前政府官員...昨天就在這個屋，他說：你認為 7月 1號香港上街的會有多少人

啊？我說可能超過二百萬。然後，他說不可能，說我們美國這塊估計也就三十萬人，共產黨和香港政府也估計是三十萬人。

我說不會低於五十萬，而且，我說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超過百萬。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也沒怎麼睡覺，我一直在看著。共產黨的爛招，就是六月九號我說出來的，小心共產黨！ 

 

示弱，行行行！我先停停。然後，開始製造麻煩了，栽贓陷害了，然後，你搞暴動了。然後，就像對付郭文貴一樣，--郭三

秒！這小子是性無能，最後就變成了郭強姦！ 

 

最後，香港也一樣，一開始是學生，說這些人有問題，這些學生是暴民。一看你厲害啦！變成郭強奸了。香港由和平抗議，

變成了暴動！ 

 

噢！一樣的，從郭三秒到郭強奸。然後，大家看到了麼？郭三邪！我郭文貴就是郭三邪，非常有代表作用。什麼叫郭三邪呀？

誰沾誰倒霉，誰跟他好誰倒霉。跟他就是倒霉，就是這意思！結果呢？你看看，香港這個事兒，現在是香港學生變成三邪啦

--誰沾誰自殺，誰沾誰倒霉--都是暴民...反正林鄭月娥、鄭若驊、李家超、盧偉聰沒錯，共產黨更沒錯--永遠是人家的錯！

你見共產黨啥時候承認過錯誤？六.四碾壓天安門學生，它說過錯嗎？沒有說過錯！文化大革命死那麼多人，你見它說過錯

嗎？沒說過錯！現在就是找你的錯，從來不說自己有啥問題--這叫「偉光正」！ 

 

（讀觀眾留言）「有郭先生在，共產黨做不到了。」「林鄭又發佈學生是暴力。」...我可以告訴戰友們：共產黨七十年來就沒

承認過錯，連蘇聯倒了，斯大林殺那麼多人，他都不承認錯！ 

 

他們不僅是用群眾鬥群眾--這大家把這個詞可真理解錯了--乍一聽合理。現在是鬥群眾嗎？是殺群眾，黑社會都用上了！ 

 

我原來說過的視頻有些人不記得了，香港的黑社會是百分之一百地被公安部一局管的。不要忘了，當時公安部一局的一把手，

公安部的部長叫陶駟駒，一把手叫林強，林強的的親表姐就叫曾佩，曾佩就嫁給了香港的有名的，最大的黑社會老大向華強。

然後李小龍死後，他的妻子也跟他在一起的。就是他說出來的，黑社會也愛國--香港黑社會把這話當事兒啦！黑社會也愛國，

為什麼？共產黨認為咱們是一家人嘛！我也是黑社會--我是有執照的黑社會，你是沒執照的黑社會--白天我巡逻，晚上黑社

会值班！就这么简单--这叫黑白两道！ 

 

當時大家不知道，中國官場上有兩到三個人，永遠穿白褲子黑上衣--大家去看一看當年最牛的，誰是穿白褲子、黑上衣，或

者是白上衣、黑褲子--永遠：我們的公安部部長和公安部副部長！幾個人--包括當時一局的我們林強同志，經常是這打扮。

為啥？叫黑白兩道！ 

 

當時梅艷芳被香港黑社會追殺，就是林強和向華強在北京把他們給保護起來了。天天梅艷芳唱歌，據林強說，他錄了老多的

歌了--平常都不唱的。但她很少唱自己的歌，都是唱別人的歌。後來另外一個黑社會也被槍斃了，也被整死了--威脅他們的。

所以這叫黑白兩道兒。 

 

 

2.香港未来的结果，雙普選，誰也擋不住【反送中】 

 

郭先生原话：香港說現在要通過逃犯法，繼續香港特首由共產黨來指定，然後香港警察變成大陸警察，孫力軍來領導，香港

的律政司變成孫力軍來指揮，香港的保衛保安局歸政法委管，歸孫力軍、孟建柱、王岐山管，那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只有兩種結果，封掉香港，還有叫香港造反，要不然永遠會下去，不可能再回到 6月 9號以前了，只能更好，不會更壞。 

 

香港的民主已經體現了，人類上沒有比這再民主的了，香港的民主法治已經體現了，現在自由和這個香港的按照基本法的獨

立，就差這一步之遙了，然後雙普選，誰也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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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先生谈香港反送中运动的 3个原则【反送中】 

 

郭先生原话：我自以為，就像香港的幾個戰友一樣，我說你認真地聽我給你一個字一個句地給你說，你聽懂了你給我重復一

遍，麻煩你。結果我用最短的話告訴了（他們）我的想法。奧，懂了，香港人說懂了我懂了。 

 

我說咱也來個共產黨的招，叫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條，絕對不能有暴力，不能有暴力。暴力跟犯法兩回事，犯罪跟犯法，咱不講具體的。 

 

第二條，任何人絕對不要去有任何違法和傷害他人及財物的事情。 

 

第三條，所有的人要記住你在這個運動當中你不圖任何官職，沒有任何利益。你能告訴我你這三條你能做到嗎？ 

 

全聽懂了。那就是說我們可以成為戰友。其他人我可以說幫助，你們是戰友。咱戰友說戰友的話。就這們簡單那，不用那麼

多廢話呀。 

2019 年 7 月 1 日（2）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qc77p8Cki34 

文本链接：无 

 

 

1.共产党将要在香港栽贓陷害,想製造暴民，製造暴亂【反送中】 

 

郭先生原话： 

所以說，戰友們，昨天的香港啊，又一次證明瞭香港是共產黨走向地獄大門的第一戰場，極為重要，極為重要！而且大家一

定要看到，香港的警察嚴陣以待。這回改變策略了，主動出擊，而且黑社會全上。 

 

戰友們，我 6月 9號當天我就說過，千萬不要高興，共產黨接下來栽贓陷害，連郭文貴的黑手都出來了。從郭三秒，到郭三

邪，到了郭黑手。 

 

然後這個，從現在的郭黑手來看，真真正正的香港的力量，真真正正的香港的老百姓、媽媽、孩子。香港這次更加證明給了

世界看，香港人民太偉大了，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力量，比天還大。什麼黑手也無法替代，什麼白手也無法替代。這是

一個絕對的事實。共產黨想轉移視線，推脫責任，它完全不說自己製造這個惡法是對是錯，把責任推給暴民，甚至想製造暴

民，製造暴亂。我特別擔心的是像當年八九六四一樣，放到橋上，把那個人燒死，掛在橋上，然後說暴民來了。我特別擔心

又是這樣！ 

 

 

 

2019 年 7 月 2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FgG2V7QyOQ 

文本链接：无 

 

1.华盛顿讨论取消香港自贸区协议，香港问题将引起世界經濟大變【美国行动】【反送中】【世界金融】 

 

郭先生原话： 

現在，整個華盛頓都在探討，香港自貿區協議的問題。據說，當我們推出了取消自貿區協議，國會真的要立法的時候，聽說

當天，中共就直接打電話給川普總統，聽說是習主席，或者是誰打的。直接說：你們想乾啥啊？你們是不是想開戰啊？等等

等吧。很嚴肅，美方也覺得這事很大，所以香港要是把自貿區協議給取消了，那不是千億、萬億的問題，那是天下的大事。

所以，香港人有多重要。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昨天瞭解到，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香港的問題，現在已經跟美國政治上，和世界的政治、經濟上，帶來了巨大的

機會和挑戰。機會是什麼，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把香港問題解決好了，世界經濟會非常好，美國或者英國在世界上會受到更

大的尊重。如果放棄了，這世界的經濟將大變，華爾街會大變。（指著白宮）說白宮這個地方，不是老闆，老闆在華爾街呢，

華爾街將大變。 

 

 

2019 年 7 月 2 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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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Yfg-Mimi0 

文本链接：无 

 

 

1.对伪类的诽谤案件成了美国案例法伪类【伪类】【法治】 

郭先生原话： 

今天我们这个案子赢的意义真的是太大了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告诽谤案第一次赢中国人告的案子也是第一次赢而且在社交媒

体时代大家完全不懂规则的时候这成了美国案例法对所有的美国人影响巨大我现在是收到了太多人美国各层特别是很多人

啊给我带来恭喜跟高兴 

 

2019 年 7 月 3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ZhdsNb9HU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de067f1-cb55-4ac7-ac24-f3024ff04f01 

 

1.郭先生亲自经历陪審團制度【伪类】【法治】 

 

郭先生原话：這裏給大家說一下關於陪審團的問題，當時決定開庭，不和解的時候。就是美國的法律，你可以選擇兩個方式。

一個是陪審團，一個是選法官，法官做判決，一個是陪審團做判決。當時我就非常詳細地了解了陪審團，我告訴律師，我特

別想學習學習陪審團。因為中國需要法治，我應該了解什麼叫陪審團。陪審團呢，他說是六個人，民事案子是六個人，刑事

案子是八個到十二個。然後說，可能是屋子裡面給你二十個到三十個人供你選擇。你選一個，對方選一個，你再選一個，對

方再選一個。選完以後，有機會再拿走一個... 

 

2.誹謗案按照原告百分之百的要求，從來沒有過【伪类】【法治】 

 

郭先生原话：大家要注意到的問題，這裡邊是在美國歷史上，這個誹謗案按照原告百分之百的 10萬美元的要求，從來沒有

過，從來，甭說是中國人來這告了，沒有過。你可見葉寧的表現，夏業良的表現和背後這些人自以為得意的表現，對整個美

國法官和整個陪審團有多大的影響，現在你說人家法官你知道有多荒唐嗎？他說這是法官不公允，大家要知道這個審判書跟

法官半毛錢關係沒有，全是陪審團。未來這個錄音啊全庭的錄音我們都有，我希望戰友你真有興趣的你要從頭到尾的去聽，

這絕對是你要真希望中國有法治自由你一定要聽，太重要了！ 

 

3.我們本身的內心和內身的毒，培養了共產黨【中国现状】 

 

郭先生原话：就是到底兒這個過去的 70年，是共產黨綁架了中國人民，讓中國人擁有 4000年的文明文化變成今天的如此不

堪，不分真假，不辨善惡，沒有正義之心，各掃門前雪，出現了中國大媽，中國孩子到處拉尿拉屎，文化大革命死那麼多人，

現在還有人歌頌共產黨，還為共產黨工作，還有人唱紅歌，都是共產黨的錯？所以，核心的問題，我人生第一次，即使我要

滅共產黨的時候我也沒想，認為都是共產黨的錯。 

 

我在想，到底兒是共產黨，綁架了中國人民，還是中國人民，我們本身的內心和內身的毒，培養了共產黨，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所以我的律師後來問我你一直在想什麼？我說我跟你講我一直再想一個問題，到底兒是中國人培養了共產黨還

是共產黨培養了中國人？ 

 

2019 年 7 月 5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ZnxHMszU8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eebdc54-b8ca-47a5-88ca-c76070a95281 

 

 

1.美國和中共的冲突是價值觀【中美贸易】 

 

郭先生原话： 

美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不僅是貿易，他不僅僅是貿易，嚴格講就跟你說白了，跟你衝突根本不是貿易問題，那個太小了。

我們所有戰友老關注這個中美貿易協議，，這個實在是太小了。 

 

它是宗教的，它是一個人的價值觀，一個人類的生存死亡的基本的人性的標準，公平和非公平，活著和死了的感覺。這是真

正的核心。而且從貿易戰，科技戰，然後開始打金融戰，匯率戰，希望千萬別打火戰，火戰就傷及老百姓。一定是這結局。

最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價值觀體系，也就是猶太基督教的體系，和共產主義爹親娘親不如黨親，玩處女不如玩幼女，這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ZnxHMsz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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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它必定又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 

 

2.共產黨殺掉了這個國家 25%的人口，推翻共產黨中國人民必須站出來【灭共】 

 

郭先生原话：全世界人類工作時間最長最勤勞最老實的就是中國人，現在中國人遇到了全人類上最大的災難，人道危機，司

法危機，醫藥危機，糧食危機。這一切都在伴隨著我們，你看看昨天那個葡萄，那些假，老百姓都學會做假葡萄。中國為什

麼醫院火啊，中國監獄火，醫院火，大家看明白了嗎？所有的監獄關了那麼多新疆人、西藏人、關了那麼多知識份子、關那

麼多律師，監獄火，共產黨以殺人為樂。 

 

只有一個共產黨殺掉了這個國家 25%的人口，人類上希特勒都沒這麼做過。再一個醫院什麼都是假的，假食品、污染，很多

人到醫院去，火不火？大家醫院火的時候監獄火的時候，你想想咱們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都不行動，都等著，都寄希望於

別人。你看看湖北這個，有人上街他們害不害怕，哐哐哐敲鑼，真以為能把人嚇倒，中國人兩三百萬三四百萬堅持一週兩周

結束了。 

 

我見過很多美國人，上層人士說中國的推翻共產黨中國人民必須站出來，我們將跟他們站在一起，但是你不站出來，讓我們

去乾翻它去，那不可能，那不可能，這就是基本的事實。它也是公正的。 

 

2019 年 7 月 6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etsfGsvVM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b6512d5-7ae6-4397-926b-a1e453126f2e 

 

 

1.台湾如何做到伟大，需要做到 5点【台湾】 

 

郭先生原话： 

什麼概念呢，文正先生和台灣的同胞們，所有的美中之間所有的交易和所有的好和壞，最後對台灣人全是壞的！台灣人 5800

億美元的 GDP，將近 6000億美元，2300多萬人，而且台灣是有本錢做好的，什麼能做好？我說，有五個心，這五個心要保

持好了，台灣什麼都是最偉大的。 

 

第一個、台灣是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保留下來的文化中心。這就能看出來共產黨，共產黨是流氓中心，爹親

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現在共產黨去乾嘛去了，玩人家奶奶，玩人家媽，玩人家姐姐，玩人家妹妹，還玩 9歲姑娘去，他是流

氓中心！台灣是什麼，台灣是儒家、道家、佛家各種歷史優良的文化的中心，這個絕對不能丟，這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台灣

最偉大的價值。 

 

第二個、台灣是中華民國保留下來的最重要的是，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最需要的宗教中心。台灣到處有廟，到處有道場，

有儒家中心。最後一個可以說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就是最後留在了台灣。那麼你去想想，這是個什麼概念，中國人民幾千年

的文明，共產黨到處瞎胡吹，它知道什麼呀，它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一個黑社會中心，玩的是厚黑學。那麼中國人民文

化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個佛教道教儒家，這些東西的真髓在哪，在台灣，這些東西不能失掉。 

 

第三個、中國人民在全世界最有地位的是什麼，科研人才多，教授多。說白了，一大半江山是台灣人撐起來的。台灣是中國

人，亞太人的科研中心。共產黨是什麼，是科技的偷盜中心，專偷人家技術。所以說華人的這個牌子是被共產黨徹底給砸了，

這個王八蛋徹底給砸了。凡是中國人的地方，就像聯邦法庭，韋石、熊憲民這幫傢伙一樣，罵人粗口碰瓷。 

 

那麼台灣出來的都是教授，你到硅谷，到曼哈頓的醫院很多都是台灣人醫生，結果共產黨一吹牛都是，這是我們華人，台灣

大陸都是華人，但是台灣現在的華人和大陸的華人真的不一樣，這 3個中心是台灣的基礎。 

 

 

現在我們還有第四個中心，共產黨最害怕的最不想要的，它是一切都聽黨的，一切都是黨的。這全人類都到什麼時候了，它

還一切都是黨的，一切都聽黨的。這叫什麼，這是強盜中心。土地歸國家的，政治私有化，政治先給黨化。企業給黨化，黨

化完了以後再家庭化，家庭化了以後給幾個個人化。所有私人財產全部被公有化，公有化了以後被國有化，國家的權力被私

有化，這不是強盜中心嘛。而台灣是我們中國人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中心。 

 

台灣人用過去的幾十年證明瞭，我們黃皮膚的 DNA細胞思想文化沒有問題。到了台灣你看到了，我們做到了，而共產黨一直

在綁架中在黑社會中在耍流氓，所以這個中心要保持住。 

 

第五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台灣還保留的現在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全世界是一個現代化的文明社會，走到哪都有設計，我們為

了今天跟你直播，昨天 Joe莊同志一下午，七八個小時，一二十個人工作，把這個屋清理乾淨，因為我們有一個我設計的 B52

飛機的桌子到這來，這個桌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現代的桌子之一，我花了 1000萬人民幣當年做的，大概現在只值幾千萬台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etsfGsv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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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這塊組裝，我們要把它弄好。我這些東西震撼了所有人啊，你們沒見過這個桌子，為什麼呢，我是來自於台灣，台灣

教育了我，台灣是亞洲最大的設計中心，或者叫設計藝術中心。在全世界的公司裡邊，有多少設計師都來自於台灣的，多少

偉大的建築師都來自於台灣的。 

 

2.共产党用内政统一台湾就是耍流氓【共产党】【台湾】 

 

郭先生原话： 

這就叫統一台灣，他想搶劫台灣，而且搶劫時要告訴全世界，我要依法搶劫。你美國不能管，你絕對不能管。就像香港一樣，

誰也不能管我，我是內政。你一管，哎你搬起石頭砸自己腳了。你不能管。人家英國大臣說這協議我簽的我得遵守，共產黨

說你不能遵守。咱倆簽協議，彭文正先生咱倆簽協議，今天說我要毀約，你說你要守約，我不讓你守約，不允許守約，你有

這流氓嗎？ 

 

 

3.中美的问题是台湾香港和华为，台灣 2020選舉，郭，韓，柯仨傢伙上去全完蛋！【中美贸易】【台湾】【香港】【华为】【韩

国瑜】【柯文哲】【郭台铭】 

郭先生原话： 

2020年大選，美國總統談的話題，絕不僅僅是共產黨和中美貿易和中美科技和中美經濟的問題。台灣是 2020中美大選最最

重要的話題！我在華盛頓最近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為什麼？共產黨最怕的就在兩個問題上美國出招。 

 

第一個就是台灣問題。現在整個華盛頓的那個 K街，老 K的街，騙子街，到處都是來遊說的。第一問題是台灣，第二問題是

香港，第三是華為。共產黨早就沒有什麼興趣跟你簽這個什麼貿易協議了，它已經通過貨幣操縱把你家的蕭條掉了，它保持

讓你不加就行了，你別再增加就行了，就增加我也能撐下去。技術偷盜、技術封鎖，這是一直以來的事，別打金融戰，這就

夠。很核心的問題，台灣問題。 

 

第二個就是香港問題，第三是華為對他們是致命的。所以說文正先生我想告訴你的事情，台灣人如果在這時候還天天呼呼啦

啦地把這個選舉當成選舉政治、選舉娛樂，那台灣要出大事！台灣要趕到 2020年，是極少台灣有的機會，讓美國人真正的

有行動的把台灣實現，我說的這種自治法成立起來，還是讓台灣人民有一個新的未來。 

 

比如說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文正先生請注意到，在台灣保護法剛剛通過的時候，參眾兩院······文正先生你這個事情有多

大？看我的視頻，我在一年多以前我就說過，我當時說這話的，我很多朋友打電話問，說文貴，這話說早了，這話說的過了，

就有些人批評你一樣，說的過了，我說一定會發生的，一定會！為什麼文正先生我總是老蒙對呢？他有個常識，當川普總統

上來的時候，我對川普總統我還是有些瞭解的，我對他周圍的彭佩奧、喬·拜登，包括原來的 XXX，包括你們史蒂夫·班農，

我們的朋友，包括現在的身邊幾個核心人物，我是瞭解的，他們的內心世界，對台灣認識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其中我在國會山見幾個人的時候，他們明確的告訴我說，台灣問題，如果我們不要採取立法行動，台灣一定會被哪個瘋子總

統給賣掉。為了不賣掉台灣，讓台灣有信心，他說我們得採取行動。這些人一再告訴我，不管共產黨以什麼理由，只要侵犯

台灣，只要台灣人反擊，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衝上去。但是你國會山，你有發動戰爭的權利，但你沒有一個切實的行動，沒

有用。 

 

我可以說是最早呼籲的，那麼現在大家看到結果了。在這兩個前提下，文正先生你覺得台灣 2020選舉，不管是郭，韓，柯

哪個上去，對台灣能有實質改變嗎？對台灣有實質性幫助嗎？只有傷害沒有幫助，這仨傢伙上去全完蛋。 

 

4.2020會讓 CCP徹底輸掉，而且會激怒川普總統和他的團隊【川普】【美国行动】【灭共】【伪类】 

 

郭先生原话：最終的 G20，事實上是什麽概念？我告訴大家，對我們真的是、當時很多人所謂的失望，真的是、完全是、這

種失望是很無知的，對我們來講是天大的禮物。G20 達成的美方的妥協，暫時給他的時間。由於共產黨壹貫的流氓、欺騙、

碰瓷、假文化，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在、剛剛在幾天前，在美國聯邦法院佛吉尼亞，這個大法官宣判的結果壹樣，他全輸。

他會激怒法官，就像那個韋石、熊憲民、夏夜良、江濤（Stephen），在那塊兒，郭寶勝碰瓷、罵人，你覺得自己很囂張、好

像占了便宜了，最後陪審團 8人壹致通過，輸！因為你激怒了人家，你玩弄法律，你騙人家，你這證據都是假的，假證人、

都是假的，在壹個有良知、正義、有法治的社會，就是不能玩假的，共產黨在 G20玩的是碰瓷、假、忽悠，許諾、推遲，就

像羅伯特.斯伯丁將軍(RobertSpalding)說的，你不就是想等到 2020嗎？我們早知道你幹嘛了。 

結局是 2020會讓他們徹底輸掉，而且會激怒川普總統和他的團隊。哪有一個被玩過以後還很爽的呀？只有我們被蒙蔽的這

些中國國內的老百姓會那樣，天天還喊著爹親娘親不如黨親。但是，但凡有良知的、知道真相的是不願意的，所以說，這是

個好事。 

 

5.台湾一定要靠自己，所以走上街去，共軍的導彈不會打過來。【台湾】 

 

郭先生原话：戰友們，台灣人民現在是前所未有，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個大好的機會。在美國、在歐洲對台灣的關注前

所未有。當年中美之間和核心文件叫什麼--《上海聯合公報》，聯合公告是一中政策的開始。但是，今天香港的「反逃法「給

了台灣人民一個機會。共產黨人簽約不算數，跟英國簽約，他不但不算數撕毀合約，你想履行合約他也說不行。他也罵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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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搬石頭砸你的腳，我搬石頭砸你的腳。美國在中美聯合 5個公告上，這回要有大動作。只要中美之間，美國說了你對

香港的反逃法超出了，已經違反了公約，違反了兩國之間的合同，影響了國際利益。你現 

在還不讓英國不履行這個國際協議，那我也可以不履行中美聯合公告，基辛格是我的老朋友，坐我私人飛機到盤古去，我們

是老朋友。你問問他，他現在心裡想什麼？基辛格他最近自己都想，《中美聯合公報》可能不都是好事，沒想到傷害有那麼

嚴重。 

 

現在共產黨是利於我的我全用，不利於我的老子都推出去。香港 50年一國兩制不算，一切翻篇已經沒有約束力了。《中美聯

合公報》我有用，我對台灣管用，什麼流氓邏輯啊？如果是中美，現在把五個聯合公報給取消了，你台灣是什麼概念了？台

灣若按照世界人權法、國際法，2300萬人必須自決。這就是全世界的規則呀，台灣自決--到時我跟誰，我不跟誰。我跟美國

成為美國一個州，我成為台灣叫中華國還是叫中華民國，我自己決定。或者讓國際監督下我自己決定，誰也沒權力來約束我。

這是一個真正可行的。 

 

所以，抓住這個機會最後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文正先生，香港兩百萬人上街和兩次上街，告訴了台灣一個最好的辦法。只

要台灣人民別像陳文茜說的一樣，你假獨，你假要自由，你假勇敢。你走上街去，兩到三次，你啥也別說，文正先生，你直

接可以飛到美國紐約來，然後咱們就可以喝酒了，喝完酒以後咱直接飛到北京去。共產黨沒了，新中國來了，台灣也就事實

上獨立了。 

 

這時美好的事就來了，靠誰啊？還得靠自己，所以您一定要告訴台灣人民，你們走上街去，共軍的導彈不會打過來。不要像

香港人民似的，台灣會更強大，如果台灣四百萬人上街，連著一星期要求獨立，你告訴我全世界會發生什麼？會像陳文茜說

的，會像劉家昌那個傢伙說的嗎？劉家昌當時說的非常清楚，當時說陳水扁、馬英九競選的時候，我記得特清楚，我那還有

個報紙。說是馬英九給陳水扁申請要台北一個什麼經費，被陳水扁給拒了。馬英九拿著個筆手，握著報紙拍的照片，說咱們

走著瞧，然後就閃身離開了。 

 

 

2019 年 7 月 7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cO4oCda6pg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5cb6d2b-425b-4290-a8ee-9f9c497f505c 

 

 

1.2020年川普總統贏，只有一個選擇--滅共！【川普】【灭共】 

郭先生原话： 

再告訴大家，共產黨就是吹牛叉吹慣了，它自我感覺忒良好了。坐在北京城，這個國家 14人民都聽我的，想乾啥乾啥，這

世界都得聽我的。錢搞不定，女人搞定，錢和女人搞不定，網絡抓你醜聞搞定，藍金黃搞不定，把你殺了，像王健似的。弄

死你！但是，這個世界不可能永遠被你給強姦下去。 

 

大家看明白了吧？不像它們想象的那樣，有明白人。還有一個川普總統美國政治的大選，現在很多資本者都鬧明白了，川普

總統當年贏，就是所謂的中國話題，現在是變成中共話題。2020年川普總統贏，只有一個選擇--滅共！他不滅共，他絕對贏

不了，剛出來的檢查官已經來挑戰他了，肯定贏不了！ 

 

2.香港九龍地鐵站就是香港人死亡的通道，共產黨是黑社會【反送中】【共产党】 

 

郭先生的原话：香港九龍地鐵站就是香港人死亡的通道。九龍和平抗議到現在已經落幕，未來要把九龍地鐵站給他乾掉，然

後把九龍到中環的地下通道封鎖，再把香港的國際機場封鎖，交易中心封鎖，這是香港人民的權利，因為那個地方是威脅香

港人民安全的，香港人民完全可以說九龍火車站你能抓人，你能這樣抓人，就是香港人的危險，危機。 

 

說學生是暴徒，你共產黨是黑社會，你是犯罪組織，你是不合法的政府，你沒資格說香港任何人是暴徒。如果你要說香港人

是暴徒，看看共產黨在發家的時候，殺地主，合法嗎？共產黨犯得是殺人罪，全人類都可以把你斃了。南昌起義、武漢運動

哪個不是暴動啊？你拿槍，你殺人了都。當時的合法政府是國民黨政府，共產黨發動了一次次的所謂的運動，在當時全叫暴

動，今天回去審查全是暴動。當時的南昌起義、武漢學生運動、北京運動跟今天香港的這些學生比，你那些全是犯罪，香港

這是真正的民心，民主，和平的遊行，全世界對此都有定義。 

 

我這兩天跟世界上的這些外交大使們說，你們能不能長點腦子啊？你們問問共產黨，如果香港的這叫暴動，那你共產黨發家

時的南昌起義叫什麼啊？在北京發動的所謂兩萬次遊行，打砸搶叫什麼？是不是暴動？是不是反革命？武漢起義殺多少人？

你們推翻了多少地主？是不是暴力？殺了多少地主？那時候你還沒有政權呢。所謂的兩萬五千里荒唐的長征，在西安，在延

安你徵用民地，強姦民女，算不算犯罪？一人共妻，強姦人家的媳婦，孩子，算不算犯罪？你那是黑社會罪，你共產黨根本

就不合法。 

 

然後再回到我們的 Spalding將軍說，你共產黨現在是一切都是黨的，一切都是國家的，一切都得聽黨的，這在西方是很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cO4oCda6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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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70 年來跟西方打交道的是一個黑社會，根本不是一個國家的政府，他也不代表政府。所以今天在西方應該要把那些

不代表人民的所謂領事館立馬關門，全是黑社會組織。 

 

3.为什么说香港是共產黨走向地獄的第一道大門【香港】【灭共】 

郭先生原话： 

以說我們接下來有一系列的事情，說到這大家都明白了嗎。香港九龍昨天最有意義的，更加向世界展示香港的守法，和香港

抗議活動的合法性，和展現香港人的高素質，和徹底的影響了世界對香港的看法。接下來香港將開始，九龍，中環大會師，

香港將停擺，然後美國再取消它的自貿協議，然後對官員制裁。 

共產黨只有倆選擇，血洗香港，第二答應香港立即雙普選，你看咋樣吧，看誰拖得起，香港的經濟就這樣下去，能拖得起嗎？

香港是共產黨走向地獄的第一道大門，大家明白其中的意義了吧！這是香港的事件。接下來咱們在美國一定要做好助手，我

們啥也不是，狗屁都不是，誰要在香港沾便宜那是找死呢 

 

4.CCP对王健死後的定调。王岐山、陳峰百分之百會死在王建之死上面【王健】【王岐山】【陈峰】 

郭先生原话：大家今天再記住郭文貴說的話，7月 7號我剛剛的和中國的一個政府官員政法委的剛剛跑出來的，過一段時間

他可能會出面。他明確告訴我，說他親自參與了幾次會，就是討論王健死後對他家人親戚所有的瞭解，幾張紙。定的調調就

是，一個也不允許讓他在國外呆著，不管他拿哪國護照，都要想辦法讓他回來，不讓他出鏡讓他閉嘴。所有王健在海外的錢

都要查回來，王健在海外最起碼幾百億美元他現在還沒找回來呢！他們現在看的所有跟王健聯繫的人，他都覺得你都是我要

收拾的對象，王健的死害了太多好人了。未來，你們會看到他所有的家人朋友都會被共產黨追殺，因為所有人都相信乾掉王

健的某個家人就能找到阿里巴巴（不是咱們馬雲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那個大門的鑰匙，找到無限珠寶。王健之死的追殺只是

剛剛開始。陳峰已經在昨天打開了這個大門。 

 

陳峰昨天所有這個採訪，大家看上去很好玩，但是除了我剛才說，他把文字變成了西方調查的證據，他證明瞭我們爆料的絕

對正確，還有他替王岐山洗地之外，他暴露了核心的四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王健是貫軍他爹嗎？是劉呈傑他爹嗎？誰是

貫軍劉呈傑他爹？為什麼紐約慈航造假欺騙紐約政府，你壓根兒就沒轉股票，你說轉股票，是你兒子陳曉峰和你女兒簽的名，

這跟人家王健有關係嗎？ 

 

第二條，紐約慈航股權，最後去哪兒了？你有交代嗎？這跟人家王健有關係嗎？王健都死了！王健死了之後你們把股權弄過

去的，王健持股的股權去哪兒了？王健死之前你乾的事你怨王健，王健死了之後還是王健乾的嗎？王健晚上給你打電話啦？

你這個王八蛋！你推給人家王健？ 

 

第三條，王健死之後，海航的債務處理，和海航海外的並購的處理，是由誰乾的？是你陳峰乾的嗎？按照任何一個國家，包

括你共產黨的流氓法律，綁架國家的法律，你欠銀行的貸款，你在海外的貸款，你必須有債權人來共同協商，整個過程，賣

的價格和資產和銀行賬號划撥，包括王健本人，家人公司和他在銀行的存款，划撥，都要有法律手續的。陳峰你知道你有沒

有。你拿著共產黨的政府的文件，你到各大銀行，把資產就給划出去了，這全是搶劫犯罪。 

 

第四條，陳峰，你能不能回答回答，你能不能解釋解釋，現在的海航的股權是誰的？跟王健有關係嗎？現在的海航股權！怎

麼分配的？能不能公開說一下？幾家上市公司是不是你該公佈呀？所以說陳峰你個王八犢子，你個老 B養的，你裝，你惹！ 

 

王岐山為你，人家王健不配陰謀死，我真是，我看這詞兒我惱火啊。王健死的太不值啦，太不值啦！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們，

這些自私的貪婪的傢伙，你們這幫人都應該變成王健。昨天我跟班農先生，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吵架。他說為什麼中國

私營企業家，給法治基金的捐款怎麼怎麼，我說中國私人企業家他害怕。「我們做那麼多事情，中國私人企業家應該捐多少

多少，支持法治基金。」我說，中國私人企業家太可悲了，比妓女還可悲！如果讓我說最偉大的人就是妓女，我要是女的我

去當妓女去。因為什麼，我靠我身體掙錢。中國的私人企業家大多數都是懦夫！出賣靈魂，然後跟那個什麼一樣，玩 9歲的

姑娘，變態！ 

 

多少私人企業家，你們都看看王健之死的結果，你們敢行動嗎？你們有行動的嗎？香港這麼大的事，香港有一個企業家敢站

出來的嗎？怪不得中國人這一輩子啊真是看不起商人，真是有道理的！王健一個人死了，沒有一個人替他出來說話，老婆孩

子，家人兄弟，同事親戚，全部閉嘴，同事全部閉嘴。王健曾經幫過多少企業家呀，全部閉嘴！這個民族啊， 

 

這個國家啊，被共產黨污染到現在的如此之冷漠！所以我真的想，到底是共產黨強姦了十四億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培養了這

麼一個完全不合法的流氓黑政府，這個黑社會，他到處指著別人，搞暴動，非法。天下之荒唐。Spalding將軍說了，這是一

個完全不合法的政府，他不代表中國，不代表中國人民。他說香港，你不合法，你暴動，動不動就要搬起石頭去砸人家的腳

去。一副流氓嘴臉。 

 

親愛的戰友們，你們看一看王健之死這個事情，他陳峰百分之百會死在這上面，王岐山等盜國賊會死在這上面。但是這個故

事讓我們多觸目驚心啊！真把中國人當豬狗啊！ 

 

 

2019 年 7 月 7 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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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我们的郭媒体，感谢战友们的辛勤付出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8aeJ9ku_SY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2c9abaa-8749-4b43-b5c3-f776a7fac00c 

重大事件：无 

 

 

2019 年 7 月 8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aYu8RRLJ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dbe142e-0865-4bc5-bc35-99dba70fc549 

 

 

 

1.18大以來，這個戰略佈局，第一個就是封喉【CCP治国】 

 

郭先生原话：所以說戰友們，你看看 18大以來，這個戰略佈局，第一個就是封喉。在媒體上施行網絡管制，對媒體人大肆

抓捕、對律師大肆抓捕，然後建起了最嚴苛的防火牆。然後一旦要有跑出去的，要抓回體制，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抓捕。18

大以後電視台，第一部有名的電視劇叫《戰狼》，最後一句結局，犯我者雖遠必誅，你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你抓回來！ 

 

2.王健死之後会成为替罪羊【王健】 

郭先生原话：親愛的戰友們！所以，你看這幾天的報導。我在王健死之後我就說過，未來王健會承擔一切，海航盜國、騙貸、

P2P、海外行賄、間諜系統，一切的罪責，替罪羊。在他沒死之前，我說他一年後，一年內他可能被抓起來或會被殺掉。結

果，差一天一年，他被殺掉了。然後完全在兩年前 2017年文貴講的話，大家從第一天開始，我所有對王岐山、海航，我運

作全部都是對的。不是我神，我沒那麼神，是我瞭解王岐山，我瞭解共產黨。 

 

2019 年 7 月 9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EU_GOvuMc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e1315c9-374e-49f9-9d15-9188fda9f8e8 

 

 

1.香港四大不要臉太自私。希望像個人樣站出來。【四大不要脸】【反送中】 

 

郭先生原话：所以戰友們，我介紹一下香港接下來的上街運動，大家會看到，香港經過這些富豪這些不要臉的，還有那些王

八蛋明星們，壞盡了良心的，他良心會受到譴責。 

 

香港就在中環到九龍車站隧道一出去，有一個最大的火葬場，大家看到了嗎，一出去就是火葬場。當你我從看守所出來，第

一個要跟我合作的就是火葬場的家族，後來是沒合作成，還好跟他沒合作成，就跟別人合作了。 

 

那個火葬場...未來大家要看到，更多的人是因為在香港這次正義的抗議上街行動當中，因為你失去了做人的良知，你太自

私了，有些明星太不要臉了，還有富豪，你就要提早進入到那地方去。香港怎麼能埋葬你們這種垃圾呢？這麼香的香港。 

 

香港接下來的上街運動，各種車輛交通的運動，還有香港的更加和平的和平運動，希望香港的明星和香港的所謂的富豪們，

像個人樣，站出來。 

戰友們，香港啊，連開始都沒開始的運動，大家記住，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2019 年 7 月 10 日 

文扬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2GE-aH0sc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665f837-4e30-4a0a-b502-e4d89b157805 

 

 

1.只要香港沒有雙普選，一切都是零【反送中】【美国行动】 

郭先生原话：所以說戰友們，不要在網絡上，很多戰友跟人家爭，香港這回是大贏小贏啊，「反送中」到底是階段性贏還是

大結局，早著呢。第一個只要香港沒有雙普選，一切都是零，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香港雙普選的可能性佔百分之 10都不

到，只要他不讓雙普選，美國一定取消自貿區地位，然後美國和歐洲和英國一定發動一場外交戰，政治戰，那是我們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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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人民最終會成為共產黨死亡的大門。【CCP治国】【灭共】【香港】 

 

郭先生原话： 

共產黨給中國人民的許諾，推翻地主你就可以當地主，就可以睡地主的老婆，睡地主的閨女。這當年是毛澤東同志，李立三、

張國燾在鄉間打的口號，還有這許諾再大的嗎？ 

 

他們是偉人，代表了太陽，他們拯救了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全人類。中國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都已

經是共產主義了。他們都已經用完了，他們已經掉入了塔西佗陷阱。我們戰友們千萬自己別把自己給掉入塔西陀陷阱，在網

上吹牛這是我們乾的。我們乾的有意義嗎？都是你乾的，地球都是你家的。 

 

現在地球的運轉你說的算，太陽出不出來你說的算，你能咋地啊？你能咋地戰友們。給你點錢花，你缺那兩塊錢？沒意義，

我希望咱們千萬別整這事，就是一個目標，滅共。香港持續下去的雙普選，這是一個贏。然後香港人民最終會成為共產黨死

亡的大門。香港不僅跟台灣已經連為一體，香港、台灣已經要和美國連在一起。把香港和台灣連在一起，這是腦子進了狗屎

的人，過去幾十年你咋不連呢？你連呢，你連一起了嗎？國民黨把整個中國都賣了，國民黨又把台灣賣了，他能忠於你香港？

放狗屁呢，忽悠誰呢？ 

 

3.台灣不要指望什麼黨，台灣要指望台灣人民，香港要指望香港人民【台湾】【香港】 

 

郭先生原话： 

戰友們有點自信。可以今天告訴大家，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爆料革命，沒有任何人。另外一個，我要給大家說的是，接下來

你看台灣的武器，我這幾周前我都知道了，歷史上最大的武器的對台軍售。接下來你還會看到，我在一年前就說過，對台軍

售將徹底改變局面。美國的潛水艇，核潛艇都在台灣周圍轉悠，都已經常態化了。航空母艦已經是在美軍駐亞太的叫印太地

區，已經常態化。 

 

哪一天突然就航空母艦停靠在高雄和台灣，一定會發生。台灣不要指望什麼黨，台灣要指望台灣人民，香港要指望香港人民。

凡事什麼大佬的，凡是在那吹牛叉的，你問問他過去幹什麼了，扯淡的事。給點錢都跪下啊。只有暴力革命是不為了錢的，

不為了利益的，都有利益，都有訴求，只有爆料革命不是啊，好好愛自己吧親自己的臉吧，只有我們是光明偉大的，因為我

們是無私的，就是一個目標滅共的。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4.滅共，反共將成為永恆的主題。【反送中】【灭共】 

 

郭先生原话：所以親愛的戰友們，不要著急，啊別著急啊看著，大戰的時刻。今年大戰的時刻，大約在 11月份。香港事件，

到達一定程度也在 11月前後。8月份、9月份會很掙扎。但是就像我過去說的，香港是滅共的第一站，和他走入地獄的第一

道大門。接下來美國內部的政治鬥爭，美國明年的大選，最後雙方都打這個牌。最後香港、台灣，還有滅共，反共將成為永

恆的主題。 

 

 

 

 

 

 

 

 

 

 

 

2019 年 7 月 10 日 

尊敬的战友们好，不要计较任何的名、利，不要评价香港的抗议运动的阶段性的得失……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灭共！其他都

不重要！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2GE-aH0sc&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665f837-4e30-4a0a-b502-e4d89b157805 

 

1.给法治基金捐钱的留言的一定会收到郭战装【法治基金】【郭战装】 

從昨天開始起，「法治基金」有專門兒的人，從上面抄錄下來。捐款戰友要郭戰裝的，我向大家保證--100%地會給你寄過去。

但是，大家請記住！你收到以後，無論如何你給我一個回復。或者想辦法你給我個回復，就在那個郭媒體的私信，或者「法

製基金」留言欄裡面，你給我一個回復說：「誰誰誰收到了「。我會在給你們寄這個郭戰裝的時候，我會按照你那個地址，

按照你要的件數給你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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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美派发的郭战装出现了问题【郭战装】 

這裡邊說明問題了:第一個，咱這個所有的郭戰裝，在全世界有五個中心。那四個，連凱琳和王雁平都不知道，連我們「法

製基金」都不知道，沒人知道，沒有一件出事兒的。就在這個美國出事兒了，因為我們讓他發出去多少郭戰裝，他寄出去。

如果安平不跟我們說的話，我們就以為寄出去八件了，現在少了六件。就按 Sara說的，還少了兩件，還用了十件的包裝。

這不是被偷了麼，被騙了嗎？所以說，大家如果收到了要回復。 

 

另外一個，我們英國的小扎。Sara那塊寄出去，寄了幾次，小扎沒收到。小扎還誤會 Sara了，當時我還說了 Sara，怎麼回

事收不到啊？然後呢，從 Sara那塊拿回來，又到凱琳這來寄。凱琳現在寄過去，這個快遞公司回復，五次來回--五次！都

是找不到小扎。 

 

原來我還以為 Sara是搗鬼呢，完全冤枉人家 Sara了！我真向 Sara道歉，真抱歉！我老以為 Sara故意搗鬼，嫉妒美女，嫉

妒我們小札美女。結果昨天我是發了從來沒有最大的脾氣，我跟凱莉。結果我才知道凱莉跟小札倆人壓根沒聯繫，但是寄了

五次小札都沒收到，地址是對的，手機是對的，那怎麼會沒收到呢？對不對？寄了一百多件，怎麼可能呢？所以說寄郭戰裝

在北美這兒出問題了，亞洲的沒問題。 

 

你看寄到台灣的 200件沒問題，寄到日本的 100多件，200件，500件的，還有 1500件的都沒問題。寄到大阪的 500多件的

沒問題，寄到台灣的 N次都沒問題。我們大陸的戰友沒有一個有問題的，那個渠道是最好的。看來發現這個渠道很重要，渠

道很重要。所以說戰友們，郭戰裝的事情，我在這塊已經重申完了。這個太荒唐了太荒唐了。 

 

3.取消《逃犯法例》不是大胜利，有真的双普选才是赢【反送中】 

有《逃犯法例》取消是不是大勝利，有意義嗎？有半點意義嗎？沒半點意義。香港只有一個結果，雙普選！沒有雙普選，香

港都是扯淡的事。那 4個人退休了，還再來 4個。他肯定退，肯定辭職，肯定林鄭月娥滾蛋，我告訴過大家的。不用想的事，

只是看用什麼藉口，什麼方法。 

 

4.美国各界都在给总统因香港的问题上施压【香港】【西方行动】 

有這麼多戰友，美國有這麼多朋友，你看一看全美國前所未有的像現在，媒體、官方大肆的給總統施壓。說這回在香港的問

題上你沒好好談，你要跟中國重啓貿易談判。看到昨天的文章了嗎？川普總統沒有跟習談這個香港問題，為的是貿易談判，

媒體這是批評他啊，大家見過這動靜嗎？過去有人替香港說話嗎？見過嗎？昨天，華盛頓郵報，我不知道出沒出來，大概今

天、明天出來，他們已經確定稿了，由美國最有影響力的 150~160個人，要把中共列為是美國的敵人，不是夥伴。他們本來

要把中國列為敵人，我說中國不是敵人，你們要把中共列為敵人，但是我不知道結果啊 

 

5.战友们千万不要掉进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 

戰友們，千萬要記住，欺民賊 70年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綁架中國人民幾十年，在海外 30年的所謂民運，欺民賊，把所有

的人類上最偉大的口號、最好的詞、最好的思想理念都用爛了。結果他們掉入了塔西佗陷阱。共產黨給中國人民的許諾，推

翻地主你就可以當地主，就可以睡地主的老婆，睡地主的閨女。這當年是毛澤東同志，李立三、張國燾在鄉間打的口號，還

有這許諾再大的嗎？ 

 

6.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台湾】 

我要給大家說的是，接下來你看台灣的武器，我這幾周前我都知道了，歷史上最大的武器的對台軍售。接下來你還會看到，

我在一年前就說過，對台軍售將徹底改變局面。美國的潛水艇，核潛艇都在台灣周圍轉悠，都已經常態化了。航空母艦已經

是在美軍駐亞太的叫印太地區，已經常態化。 

 

哪一天突然就航空母艦停靠在高雄和台灣，一定會發生。台灣不要指望什麼黨，台灣要指望台灣人民，香港要指望香港人民。

凡事什麼大佬的，凡是在那吹牛叉的，你問問他過去幹什麼了，扯淡的事。給點錢都跪下啊。只有暴力革命是不為了錢的，

不為了利益的，都有利益，都有訴求，只有爆料革命不是啊，好好愛自己吧親自己的臉吧，只有我們是光明偉大的，因為我

們是無私的，就是一個目標滅共的。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2019 年 7 月 12 日 

尊敬的战友们好，不要计较任何的名、利，不要评价香港的抗议运动的阶段性的得失……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灭共！其他都

不重要！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EvoTgyVFM&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d8df7e7-f29a-4278-ba3a-7254884759da 

1.蔡英文总统访美受到中共流氓骚扰，但也抓住了中共走狗作恶的证据【蔡英文】 

另外一個大家要看的事情，可能是我們台灣的小蔡總統，來到了紐約，兩派對陣了，大家能看得到，流氓與民主開始對立了。

在整個君悅酒店門口，大家看到了兩陣對壘。一個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領導人，一個是在全世界都被認為是黑社會的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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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養了一幫走狗，拿著美國護照。特別是那個梁冠軍，帶著一些福建的黑社會，竟然唱著國歌要打倒美國，打倒台灣，

打倒蔡英文。大標幅上寫著不承認一中就是賣國，賣國求榮。當然承認一中了，一中是中華民國，不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你共產黨，對吧？ 

 

這種流氓，但是大家千萬記住，別看他表面鬧得歡，都是弄點小錢。共產黨給狗的糧食從來不是給夠的，甭說是給人了。你

看梁冠軍會非常慘。蔡英文總統選的很好，因為那個地方是現在整個美國曼哈頓反恐核心部門。特別是調查所謂的現在中共

在美國的養的這些走狗們，都在那兒。所以說在那一鬧把我開心壞了，這高興了。人家都不用下去，直接看攝像頭就行。都

不用去取證。所以說大家看到這個太好了，上天給我們送來了禮物。就連這些垃圾也得把他們清理掉，你別看他們鬧得歡，

就為那幾點小錢。 

 

當然為了小英總統來美國紐約，這幾天聽說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你不得不說川普總統和他的內閣之間，現在出現了巨大的爭

議。事實上是很多人建議，讓小英總統，包括文貴給朋友也建議，應該去華盛頓。不是光光來紐約，紐約離華盛頓就是一個

小時的飛機行程嘛，46 分鐘嘛，有啥不可以的呀？為啥不行啊？上海三個聯合公報已經是不存在了，對不對呀？三個聯合

公報的基礎已經被毀了，為什麼不能讓小英去呢？對不對呀，就這麼簡單吶。 

 

2.美国政府因 G20引起内讧，高层将有人离开【G20】 

我為啥說戰友沒有反應呢？我今天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大阪 G20已經造成美國內部的巨大的內訌和不和，可不是大家想

象的那樣。然後回來以後採取措施，有幾個激進派，像蓬佩奧先生那是堅決不同意的。非要弄大發了，要弄大發了，要弄大

發了。和某人有吵架，大吵。包括有幾個跟咱們一個戰線的人堅決要求應該臨時改變讓小英去國會演講。我告訴你吧，台灣

人沒有一個人知道的。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小英根本不知道。小英對美的工作完全是被動的，這完全是被動的。 

 

吵架，因為中共的大阪 G20欺騙了美國玩弄了美國，因為小英訪美事件內部要把它升級沒升成，因為現在要採取對香港自貿

區馬上停止。對香港自貿區內部吵得非常激烈非常激烈。白宮的高層沒辦法了，吵完以後呢，大家認為的強硬派在香港問題

上卻沒那麼支持，對小英訪華卻沒那麼支持，主要對於伊朗強烈支持，兩邊對陣。對陣之後沒辦法了，表演式的見了一下香

港的黎智英先生。但是我覺得、我聽說、我認為、我瞎蒙，接下來會造成美國高層有人離開。 

 

3.大阪 G20是上天送来十分重要的礼物【G20】 

蔡英文總統選的很好，因為那個地方是現在整個美國曼哈頓反恐核心部門。特別是調查所謂的現在中共在美國的養的這些走

狗們，都在那兒。所以說在那一鬧把我開心壞了，這高興了。人家都不用下去，直接看攝像頭就行。都不用去取證。所以說

大家看到這個太好了，上天給我們送來了禮物。就連這些垃圾也得把他們清理掉，你別看他們鬧得歡，就為那幾點小錢。 

三個核心原因：小英訪美；和香港的民主運動，要取消自貿區；和立馬對中共進行 3250億的懲罰性關稅，然後繼續對華為

和其他幾家公司馬上進行不可修復的不可逆轉的懲罰。就這幾條會導致某人、某幾個人甚至離開。所以大阪會議重不重要？ 

 

4.G20会议暴露了中共的流氓和傲慢【G20】 

為啥江山之上？來美國了，在 XXX呢，擠兌蔡英文總統呢。全人類上連恐怖分子都不會乾這種流氓的事，這樣對待一個女總

統，一個女博士，人民選出來的總統。共產黨對她大喊流氓話，暴粗話，而且這些暴粗話的人全都是在中共領導下沒飯吃甚

至是蹲監獄的人，跑到人家美國來，拿著人家美國護照，現在為了錢被中共利用來反對常年被中共迫害的，台灣人民選出來

的領導，你說這災難不災難？笑話不笑話？咱們中國老百姓你們想一想，蔡英文惹你啥了？她有強姦九歲小姑娘嗎？蔡英文

把你家共產了嗎？蔡英文拿你家錢了嗎？給你家孩子打假疫苗嗎？賣你假奶粉了嗎？她在台灣惹過你嗎？你看看梁冠軍那

些人是乾啥的？他們全是怎樣從福建來美國的？ 

 

5.梁冠军骗取美国护照【梁冠军】【反送中】 

梁冠軍是犯罪分子，是刑事犯罪，騙取了美國護照，永遠蜷縮於 ChinaTown。是個犯罪分子。你有本事你到法庭告我去，梁

冠軍。你怎麼到美國的？有沒有犯罪啊？你給共產黨幹事是真的是假的？你拿錢了沒有啊？你在中國有多少資產？你在美

國報稅了沒有啊？你過去打人的事情怎麼回事啊？現在蔡英文招你惹你了？ 

 

昨天半夜了人家還跟我聯繫呢，人家問這個人是誰？這個人怎麼回事？我說你真的是非常容易查到，這些人全都是利益驅使

Drivenbyprofit，都是利益驅使，都是共產黨的走狗。查一個靈，關鍵要查他家人名下的錢和他家人名下所持有的公司下面

的錢，這些人全偷稅漏稅，全洗錢，就這麼簡單。 

 

6.郭台铭落选哭【郭台铭】 

現在郭台銘大家覺得怎麼樣？郭台銘在那哭的時候把我笑噴了你知道嗎？你說你郭台銘好好當你的 Billionaires唄，好好

當你的富豪唄，結果去參選去了，參選把你給選哭了，60多歲的人被選哭了。 

 

你說這個時候就哭的總統他能領導台灣四年就搞好經濟？郭台銘太搞笑了。大家能想象嗎？郭台銘 60多歲了馬上就 70了，

他說他能把台灣經濟搞好，結果跟韓國瑜和柯 P，PK不下去了，然後就哭了，然後說你待在高雄吧別回來別跟我競爭，給我

四年，四年後我讓給你。天下有這種謊言嗎？他當這個富豪簡直天下荒唐，就這種道德。 

這在美國你想想，一共才 6，7百人，將近 5百人是來自於中國和亞洲和台灣，這些是精英，是考出來的，在美國的精英是

真是精英，你像郭台銘這是什麼？第一敢騙，第二敢忽悠，第三不要臉，第四個敢跨越法律紅線，那人都從樓上往下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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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餃子似的，他說，沒事兒，這人有憂鬱症。 

 

談戀愛失望跳樓，咋就你家都談戀愛失望跳樓啊，哎...沒事兒，他都敢忽悠。所以你看郭台銘我說了吧，他自從選總統那

天起，自從那個共產黨到北京去見過習主席，幾個小時後來，說我要選總統，他的人生事業就江河直下，身體健康你看現在

郭台銘成啥了，健康狀態。說話都說不清楚了，然後就江河直下，那兩個個 X，事業直下，身體直下。未來最後一個"吱".

零，大家走著看。 

 

你說哪有一個還初選，黨內初選，就給一個 60多歲的大哥哥給選哭了，還在那塊兒抹鼻涕，結果那天我一看，他背後一個

老虎，郭台銘我發現了，這個人啊，他不懂得玄學和風水，也不懂得中國文化。 

 

7.郭战装上的图案是鹰中之王【郭战装】 

我當年到非洲去，非洲有一種鷹叫鷹中之王。鷹一般大概在六十歲到七十歲是長壽了，而這個鷹是過百歲的。這個鷹叫鷹中

之王，主要在坦桑尼亞和烏乾達一代，坦桑尼亞大森林裡面有。它主要是吃蛇。在美國西部在蒙塔納那邊原來也有，但很少

找到了，因為美國是白頭鷹。它頭上是一簇紅的。它非常的小，很強壯。它衝擊力極強。從天空衝下來以後抓住蛇就走，然

後飛行速度極快。叫紅頭鷹。 

 

 

2019 年 7 月 14 日 

班农与文贵直播：共产党为什么可以强奸美国 70年？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vIFWfzaSw&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add6158-a0aa-4046-be66-e440bab0040e 

 

1.第五波香港沙田区抗议已经超过世界人民的预期【香港】 

今天跟班農先生，我們首先要開始的是剛才看了片頭，核心我相信班農先生現在已經看到了。此時此刻在香港沙田，正有香

港上街抗議的香港市民們和警察正在對峙中，在幾個小時以前，香港抗議行動的第 5 波，就是香港的沙田區，上街抗議 11

萬人，香港警察說 3000人，這簡直是謊言太大了。在這之前是上水，上水的也是幾萬人反對賣假貨、假牛奶，這個是香港

的抗議是一波一波，每次都超過了世界人民的預期。在一星期前，在中國咱們大陸的內部的武漢，又是政府強征地，建垃圾

（處理）廠建到老百姓的家門口去，老百姓抗議要安全、要未來，又是突破性的一個大抗議，幾十萬人上街上百萬人上街，

最後被警察鎮壓。 

 

2.抗议蔡英文总统来美的沉默力量和污蔑郭文贵的人是同一拨人，手法和对付香港的一样【蔡英文】【梁冠军】【蔡英文】 

那麼在同時，歷史以來，臺灣的總統，在職總統，第一次訪問紐約，蔡英文總統，在蔡英文總統訪問紐約住在了君悅酒店，

門口遇到了同一撥人叫梁冠軍，梁冠軍，中國城的福建會的會長叫梁冠軍。兩年前在文貴家樓下抗議文貴的，說文貴是強姦

犯的，要把文貴遣返的，帶著幾百號人抗議的，有組織的，就是這幫人。同時就在幾天前在君悅飯店門口，反對蔡英文訪問

美國，過境美國，並毆打了在現場支持蔡英文總統的這些朋友們。然後從這個現象在美國紐約，共產黨派出的黑手、打手，

對付郭文貴的和對付蔡英文的是同一撥人。大家要記住，對付郭文貴當年的最大規模的抗議隊伍，在美國的華人的沉默力量

和對付蔡英文總統的是同一撥人。 

 

同樣的手法，同樣的毆打和陷害發生在香港，6月 9號、6月 12號、6月 17號，然後是 7月 12、13號，7月 7號，每個地

方都是同一個手段，然後包括大陸的武漢，一模一樣。脫了警服的警察在全世界執法，共產黨的黑暗的力量在全世界進行了

黑社會手段，這個就是共產黨的假，以假治國，以黑治國、黑社會手段，以警治國，以騙治國。這四樣已經跑到全世界來了，

無處不在，假、黑、騙、警，現在也跑到班農先生他家來了，這就是班農先生在一次次的世界演講中說共產黨是世界的威脅，

中國人和中國已經被共產黨綁架。 

3.中国人不等于中共【班农】 

由於班農先生的提出的口號，全世界都改了，說共產黨是我們的威脅，中國人不是，中國不是我們的威脅，中國是我們的朋

友。但是我們要看到這個視頻當中，被威脅被綁架的中國人民和在來到了紐約被威脅的蔡英文總統和支持者，現在我們要請

班農先生談談，你怎麼看待這一系列的從大陸的武漢、香港、紐約、臺灣這一系列的共產黨的黑假警騙，威脅人類， 

4.中共控制下的台湾选举乱象【郭台铭】 

然後郭台銘哭了！六十幾歲的人給整哭了，黨內初選就給選哭了！而且竟然能說出什麼樣的謊言來？"韓國瑜你不要跟我選

嘛，你待在高雄，你讓我選，成嗎?讓我選 4 年，4 年后讓你幹"。你想想這個概念是什麼?這個郭台銘說出這話不是開玩笑

的，他為什麼說我要幹 4年，然後給你韓國瑜干，這臺灣是你家的嗎？你還沒選上就已經分配 4年後的江山了，這誰給你講

的啊?人家民進黨蔡英文總統還在那選呢。這全是北京的指示，完全是流氓、黑社會手段，這就叫三槍政策嘛，嗙、嗙，然

後後面別了個槍。 

 

但是你能看到臺灣的政治流氓郭台銘，我是在一年前我就説郭台銘會選總統，結果他出來選了，而且我說他一定是會失去他

的事業，失去他的身體，失去他的一切。現在黨內還沒選就開始哭了，身體极糟，股票暴跌，而且成了全世界的笑話。而且

跑到美国來欺騙美國川普總統還有班農先生，要給美國提供 100萬的就業（崗位），現在連開工都沒開，在那塊裝著灌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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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郭台銘這個人是中共政治的一個個性化的代表人物:假、騙，把美國總統整得那麼沒面子，把班農先生他們這個團隊騙

得一塌糊塗，然後又在大陸搞工廠，黑工廠，死了那麼多人，跑到臺灣選總統。畢竟臺灣有民主，因為臺灣的民主郭台銘哭

了，因為什麼兩三天后他就輸了，郭台銘輸了他是全世界的笑話。所以跟共產黨的沒有好下場的，不管你是韓國瑜還是柯文

哲。 

 

香港是臺灣的樣板，同樣的是香港和臺灣是全世界的樣板。郭台銘丟死人了，班農先生說絕對不能讓他當選，班農先生和文

貴對郭台銘的爆料有了很大的影響，請班農先生談談他怎么看待臺灣郭台銘哭。 

5.美国的朋友是发自内心的想保护台湾【台湾】 

說到這時候，我們要說蔡英文總統啊，這次過境美國，這是美國做的一個最最棒的決定，實際幾個月以前我跟班農先生，我

們就談到這個問題啊，我也給臺灣朋友說過，臺灣在美國的朋友比共產黨多的多了，臺灣在美國的朋友都是真朋友，是共同

的信仰，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意識形態，共同的生活方式，講共同的語言的好朋友、老朋友。我在過去的一年裡面，我看

到了班農先生和所有的美國要員們都擔心臺灣、都保護臺灣，那是發自內心的，不是你拿點錢啊。 

 

所以說呢，蔡英文總統我說過臺灣將有大禮物，一個一個的大禮物啦，臺灣保護法，然後呢一個個的做著...軍售臺灣，包

括這個到臺灣啊，蔡英文女士現在第一次過境美國訪問紐約，很多戰友們還有很多人在幾天前說，"唉呀，要不要見蔡英文

呢？"我告訴戰友們，如果你們現在看這節目當中的班農和郭文貴，我們要去見蔡英文去，你們的腦子可能就真有問題了！ 

6.蔡英文总统访美过于考虑选举错事良机【蔡英文】 

另外一個，這次到紐約來，安排是完美的，但是，蔡英文總統，沒有利用好這次機會，這就是台灣政治的麻煩，首鼠兩端，

顧前顧後，沒有把握這次機會。很多美國國會議員要把下次蔡英文訪問華盛頓，有很多看她表現說很棒很棒，但是很多高端

的政治家認為這次表現太弱了，太考慮自己台灣內部選舉了。 

 

這就是民主社會，特別是台灣，被操作選舉的代價，台灣的政客一切以自己當選為準備，為目的，台灣的這機會她錯失的太

多了，多少人為此付出了代價。所以說台灣這次，前所未有的機會，軍售，台灣保護法，過境幾天到紐約，給了你這麼多的

安排，首次到台灣美國的領事館去見面，去演講，下一步還要去台灣，很多議員要出來說話， 

當然可以。但是你蔡英文總統，這麼大一個歷史機會，你到了這個紐約來，說實在話，很聰明，很專業的政治家，但絕對不

是一個超級的政治家。你用這個，用很多美國人跟我說，太軟弱了（tooweak），太表面了（toosurface），太政客了

（toopolitician）。那麼現在我想听聽班農先生，很多戰友留言，請班農先生明確的說，蔡英文訪問美國，這次意味著什麼，

對台灣影響著什麼？你怎麼看待這次的訪問？ 

7.蔡英文访问美国让人看到了台湾的悲剧【蔡英文】【台湾】 

Toolow!Toolow!Toolow!小蔡這樣的人，如果當選了台灣總統，我告訴大家還不如郭台銘當選呢！為什麼？郭台銘要當選了，

韓國瑜當選了，柯文哲當選了，他會出賣台灣，他最起碼告訴台灣人有一個確定的答案，老子要賣台灣，就像香港的 CarrieLam

一樣。你賣香港是吧？你搞這個逃犯法例是吧？我香港人民上街！反而在巨大的威脅中找到了真相，香港人民找到了方向。

如果郭台銘、柯文哲、韓國瑜當上，絕對是台灣未來是一場香港的一場之路，大的較量，大斗爭就有大希望，就有大機會，

當然有大危險。但是你要蔡英文再當選，她不會賣台灣，當然她也幫不了台灣。一個好的政治家是領導著人民走向美好，走

向偉大，走向信仰和希望。一個專業的流氓政客，是被人民推著走，在船上成為一個利益所得者。一個爛的政治客就是製造

災難給人民，就是流氓政治家，那就是共產黨。 

 

所以小蔡這次來到紐約，我看到了一個台灣的悲劇，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多危險。共產黨已經把你家都包圍了，你周圍都被整

完了，紅旗飄飄了，全台灣媒體沒報導你小蔡這場歷史之行，沒有藉此喚醒台灣人民，你還在這秀英文呢！英文能救台灣嗎？

蔡英文，英文救不了台灣吶！ 

8.蔡英文在美国的外交范围内能做两件事【蔡英文】【美国】 

蔡英文在美國的外交要求范圍之內，她能做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蔡英文宣布：臺灣人民堅決反對共產黨。共產黨在大陸

執政一天，臺灣就不會跟共產黨有一天的合作。臺灣將對經濟上、媒體上和影響國家安全上，在大陸的投資的所有的這些事

情，將開始有新的政策和規定。絕不允許經濟、媒體被共產黨綁架，達到了現在事實上的統戰臺灣。她要在美國來宣布這件

事情，因為臺灣企業幫助華為，80%的技術現在是來自于臺積電，臺積電用幾家小公司在幫他進配件，在維持著華為的生機。

蔡英文總統要知道，臺灣現在很多賣臺賊在幫助共產黨、拯救共產黨，技術上，金錢上，媒體上。這是你在美國可以講的、

美國國會允許你講的，對吧？這多重要？這第一條。 

 

第二條，蔡英文一定要清楚，蔡英文來紐約不是因為蔡英文，是因為共產黨有這么壞，和臺灣人民現在遇到什么的威脅，臺

灣的民主價值觀已經受到了嚴重的迫害和威脅，危在旦夕啊！香港就是讓臺灣更加的恐懼和害怕。所以，她在紐約要宣布：

臺灣拒絕一國兩制，拒絕九二共識，拒絕任何共產黨！原共產黨的干部進臺灣，把臺灣在海外被綁架回去的，所謂電信詐騙

犯，包括關在大陸的李明哲，必須要釋放。然后，宣布從今日起，對香港被迫害的人敞開大門，進行全面庇護，全力支持，

支持香港就是保護臺灣。就這么簡單，我認為她應該這么做。 

9.法治基金是拯救中国的基金【法治基金】 

班農先生和郭文貴的『法治基金』，我們倡導的就是拯救中國，幫助中國走向法治、自由和民主。幫助查清共產黨陷害的新

疆、西藏、香港、台灣和中國的私人企業家的被殘害和被剝奪的資產，我們不會放棄，這是一場巨大的較量。今天，之前我

說，我要爆個小料，因為昨天晚上很興奮。從三點多醒來，到現在沒睡覺，但是還很興奮，大家看得出來。班農先生還不知

道咋回事兒呢，剛才直播前說，你今天講啥呀？我說，講講台灣和香港，香港、台灣和大陸，還有武漢。然後我說講講海航，

他說：海航啥呀？我說到時候你就知道了，有你沒看見過的人！有你沒看見過的視頻！還有令你震撼的故事！ 

10.法国调查的王建之死绝对违法【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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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貴先生：班農先生剛剛問的問題特別好。在這之前，這屋裡邊人，除了 John莊先生最早看到這個，還有剪輯視頻的人

看到，沒有任何人看到過這個視頻。而且這個視頻只有法國少部分的幾個警察看過，在法國是全部被黑掉的。法國的調查絕

對是違法的，他們把證據全部給銷毀了。我們在法國所有的卷宗中，完全沒有看到過這個視頻，也沒有任何（與視頻中）有

關係的人。班農先生，還有戰友們，我希望你能看到這錄像中幾個核心的人物關係，holdon，暫停。 

11.王建之死成谜【王建】【胡舒立】 

親愛的戰友們當看到這時候，親愛的戰友們你們可以看到，王健之死會是簡單的意外死嗎？拍照死嗎？陳峰在十幾天前公開

地說他去現場看了，「那個地方掉下去摔不死，所以肯定不是自殺。」那跳下去摔不死，拍照就能死，你覺得這符合邏輯嗎？

如果他是拍照死，這怎麼準備的這麼快？安全部、國際刑警組織、王健的兒子、王健的老婆、王偉的家人、國際刑警組織都

分別在三小時，五小時，十小時，十五小時，二十個小時內全部到達普羅旺斯？覺得可能嗎？ 

 

既然是拍照死，胡舒立乾嘛撒謊說是在醫院腳疼死呢？他根本沒去醫院。為什麼王岐山的保鏢裴男男在那兒？為什麼要把王

健的屍體扔在大街上？為什麼王健的屍體要送在幾個小時車程之外的一個停屍房？為什麼王健的屍體要運到西雅圖？為什

麼法國的報紙又說他可能是自殺死甚至心臟病死？ 

12.王建肯定是他杀不是自杀【王建】 

親愛的戰友們，我最近跟班農先生跟法國的調查團隊--法國人，我不能說他名字，我當著班農先生的面問他，我說，「你作

為調查這個案子人，我請問你一句話，」，當時就在這個地方，「你認為王健是拍照死或者意外死後或自殺或被殺？您一定客

觀地跟我說你認為是怎麼著。」他毫不猶豫，我們幾個人都在，他說：「100%是被殺的，100%。」 

13.中共高层内部洗牌【中共】【肖建华】 

最近中國还出現了个荒唐現象：鄧小平的親家，就是鄧小平的孫女女婿的媽媽，找兒子也找不著，一年了，也出來爆料了。

"明天系"的肖建華，1萬多億的資產被沒收了，肖建華死活找不著了。中國過去最有權力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兒媳婦也出

來爆料了...... 

 

這些人資產加在一起多少錢？你們算過沒有？"明天系"十几万亿，少說 1萬億人民幣行不行？控制資產十幾萬人民幣，安邦

幾萬億，也控制资产，資產也上萬億吧？海航上萬億吧？班农先生他根本沒概念，這加在一起控制資產就 50 萬億人民幣

$8trillion,這些人都找不著了。还有一个拍照死了！你們覺得這都正常，是嗎？ 

14.凡事异议的声音都被中共无底线的消失【新疆】 

我們看看新疆，這兩天我見了新疆出來的人，在新疆沒人敢談論有人被關進了監獄、集中營。他說郭先生，我們有些偷著翻

墻看你爆料的，說看著、哭著！他說他的很多朋友根本找不著了，沒人敢回復。都搖搖頭，都不敢說他死了、找不著了。當

年這個人在西藏工作過，西藏很多人消失，我是親眼見的。但是，像新疆這樣子，從來沒有過。現在，大家都知道郭文貴過

去的爆料，說這些當官兒的一玩弄就玩兒弄一全家，專門玩兒弄女人的肛門，前後開炮。然後，John莊，我對面的戰友的戰

友，(被)拿著電棍五炮齊發，叫他流血致死。 

 

香港人有幾千人被綁架回去，無一人敢報案的。香港銅鑼灣事件，沒有人敢發聲！現在紐約的大街上，同樣演著這樣的戲。

大家覺得悲不悲哀？恐不恐懼？我們還要等死麼？"王健之死"的真相是一定會查出來的，一定會水落石出的。 

15.香港的两个结果【香港】【反送中】 

香港的事情接下來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這是前天問我的。我告訴他，就像我跟班農先生說的一樣，只有兩個結果：共產黨最

終派軍隊封鎖香港，香港亡、共產黨亡、香港得新生。香港將回到國際社會，香港人民將事實上的再回到一百年或一千年的

獨立治港、港人治港的時代。第二條，香港一直在這樣抗議中，最後引發國內大面積的學習。就像今天武漢一樣，西安一樣，

四川一樣，學香港。共產黨亡，中國得新生，香港得新生，得到新的生命。只有這兩種結果。 

 

2019 年 7 月 15 日 

郭文贵先生直播：盤古大觀在 7 月 14 日被北京高院公告...將以實際價格的 10%被拍賣...實際的背後的黑手就是江澤民和

江志成，孟建柱和孫力軍...王岐山！這就是過去兩週他們要栽贓... 

 

【二丫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bEnYaOGcs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76df2f2-7963-4f8f-ab0c-b54b04f3184b 

 

1.台湾总统的候选人都是受中共控制的【台湾】【郭台铭】 

不就是圖名嘛，名垂台史嘛，名垂台史沒那麼容易啊，你得付出啊，你跟共產黨合作名垂台史那就是賣台嘛，對吧。所以說

戰友們，很搞笑。郭台銘一哭，文貴就說了，完了，完了完了，郭台銘很久以前我說他一定去選台灣總統，讓我說對了，蒙

對了。在決定選之前，頭兩天說我胡說八道呢，然後選了，然後我說他跟 CCP合作，他去北京拜見習近平，韓國瑜去深圳拜

港澳台辦，也就是軍委的七辦，柯文哲，到北京去，也是拜見台辦，看到沒有？都是有碼頭，有主人的，都是有溝通渠道的，

看明白了吧？ 

 

2.台湾未来需要打破九二共识【台湾】 

大家看到這個，所以台灣的未來在哪兒呀戰友們？台灣的未來，就需要有一個智慧，國際視野的，無私的，跳出統獨之圈，

打破所謂的九二共識的這個魔咒，與美國合作。沒有任何選擇，都瞎扯的。什麼給你未來 4年啊，像郭台銘，你給我 4年，

未來 4年你乾，胡扯那，賣台不需要 4年，4秒鐘就賣了。4秒鐘就給賣了，不用 4年，他還不如直接說你讓我把台灣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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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去當官去。 

 

3.江家因采访梁颂恒为由头拿走盘古等郭先生的产业【sara】【江家】【梁颂恒】 

他確實是我的好朋友，我絕對相信他。他說第一個我已經得到消息了，江綿恆給中央通過各種渠道，包括找了幾個人，都給

寫了報告，就說我跟當時，我們戰友之聲…Sara這回惹了大禍了，惹了大禍了，那個臨街採訪，就碰上了梁頌恆，梁頌恆在

大陸被列為港獨重要領導者。你說那天，天意就採訪到他了，然後我就發表了一頓演講，支持，包括在美國遊說。叫香港雙

普選，香港一定要是停止反送中。 

 

然後那，好，這個視頻就成了最大的證據，就是江家一直想把盤古這個樓，還有方正證券，包括政泉，全拿走。給他的孫子

江志成。大家都知道，我們從第一天和北大方正的爭論，就是李友隨便的拿了當時他們和我們所謂的融資安排，融資來的錢，

去買方正股票，定向徵發，這個錢，它是抵押給了上海銀行。上海銀行當時 45億，現在利息…利滾利可能已經 60億，70億

都不止了。 

4.盘古被折价出售【盘古】 

正要消停的時候，最近他們在拍賣，要拍賣，拍賣當中就很多社會上的反映，說在盤古周圍大家稍微看一看，二手房當年賣

8000塊錢，我們的金泉廣場現在是多少？12萬、13萬，就在盤古的西側，音樂學院的邊上，一個公共廁所，公共廁所一個

面積。多少錢？大家看一看，9萬塊錢人民幣，盤古一個超五星級大樓，IBM總部在這，年租金幾個億，他從 25萬給評到了

10萬、7萬、5萬。 

 

昨天在盛世掛牌，而且網上評估，從來沒有過的，在馬雲的這個淘寶網評估，評估完 58,000，56,000，然後昨天給掛出去打

7折賣 3萬多塊錢，整個大樓當時評估是 76個億，現在這一打折的評了 50多個億。 

 

這 50 多億什麼概念？盤古大樓當時的評估我記得不一定很清楚，當時是 360 個億，這 360個億是放在基金裡邊的。360個

億是多少錢？是 50億美元。53億美元了，就這個錢這個物業已經在基金里了，他 53億美元，他把樓拿走了，基金給我 53

億美元，就這麼簡單。53億美元我不想耍賴，他要拿走了，某種程度也是幫了我，說老實話，我真希望他拿走，他把樓搶走

了，搶的不是我的錢，搶的基金的錢，剩下是基金的事了。但是我也沒想到他這麼搶啊，是吧？這基金也不能怨我啊。 

 

江家老惦記著，越少越好。從過去願意 70億，就是 10億美元拿走，黑了你 40億美元。我說的是什麼時候的價格，我說的

53億美元是 2013年的價，現在肯定是 65億美元以上了，甚至是到 70億美元去了。這個 70億美元，他原來是想 10億美元

拿走，就是 70多億人民幣，一個多月以前。現在公告了，50億給你賣了。 

 

50個億啥概念呢？就是江家本來想花 10億美元給你拿走，現在只想拿五六億美元拿走，就這個。 

 

什麼理由？前天我直播前，老領導跟我說了，說：郭文貴是港獨的背後黑手。大家現在明白了嗎，戰友們？你以為那天視頻

完，中國所有的電視報道、媒體報道，真的是為了共產黨的事業？真的是為了所謂中國人民的安全？香港的港獨？大家今天

再去想這個事情，我要是在兩天前講，你們又當我放屁呢，那欺民賊又說郭文貴忽悠呢，我就不吱聲。 

 

5.关于马蕊强奸案【马蕊】 

第 3變強姦犯，先說了郭三秒，人家美國 FBI官員跟我見面說的清楚，我們看了所有文件，那個郭三秒視頻是共產黨錄的。

郭三邪也是共產黨錄的，很清楚包括那什麼掃地僧。他說郭文貴性無能就三秒，他怎麼強姦你？這個女孩一共在紐約工作了

不到 13 個月，旅行 27 次坐飛機。一個人在我這裡紐約家裡住了將近幾個月，說郭文貴把她綁在房子里三年半，人家都瘋

了，人家哥們說你瘋了吧！ 

 

所以說強姦犯，生理上郭三秒做不到。物理上她沒在這三年半，她自己是自由的，她自己拿著護照還見她父母。不可能的。

再一個她最後提供唯一有效文件竟然是警察的問詢筆錄，人家現在問了：在全世界哪有一個警察的刑事筆錄會給你當事人

的，你不是找死的嗎？ 

 

這都是孫立軍的水平，強姦犯沒弄成。然後說我洗黑錢。結果發現郭文貴壓根就沒有一個賬號，我就沒有信用卡，我一毛錢

都沒有，我洗誰的錢去？然後香港再找我的事，查封資產也洗黑錢，發現沒有一件跟我有關係的。然後在瑞士把我大飛機沒

收，UBSAmake發現跟我也沒關係。現在逮著機會了，大家發現是什麼？香港的港獨的背後黑手，港獨背後黑手。然後說涉嫌

台獨背後黑手。 

 

 

 

2019 年 7 月 21 日 

郭文贵先生直播爆料革命进入全球灭共的新时代 

【二丫整理】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6298477-40f7-41ca-bf02-b42fd31454a0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bHCJ7wN4fo&feature=youtu.be 

1.爆料革命进入了全球灭共新时代【爆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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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好消息，我覺得從我們過去的，在旮旯裡面的，來自郭三邪、郭強姦、郭三秒的所謂的「笑話爆料革命」，後來和我

們在網絡上一群被人家罵得狗血噴頭的所謂的窮人、沒身份的人、沒教育的人--就是我們今天的戰友們，很不幸地，被人叫

成了「螞蟻幫」，很榮幸地被人叫成了「螞蟻幫」。就是螞蟻能搬山的這種精神，形成了一個在全世界，在短短的不到兩年的

時間，形成全球共同反共大革命，爆料革命已經進入全球共同滅共的新時代。我們昨天晚上下了飛機拿著手機，我跟我們直

播團隊就說了這六七條，結果就給說出來了。 

進入了第一個，今天我講的，已經進入全球共同滅共的新時代。請大家記住，今天沒有什麼會議的內容，不能說會議的內容。

因為大家都懂的，如果我能告訴你會議的內容，這個會議基本就不重要。我這次更加感受到的事情，就在會議前會議以後他

們的提醒，文貴千萬你不要說關於這會議的事情。我真的是不高興了，特別是最後離開的時候，說不讓說。為啥呀？他們有

兩個擔心，大家一定要記住，我這次聽了最多的话，就是他們說文貴兩年的爆料革命，你讓我學到了一樣東西，堅決不要相

信共產黨！堅決不要相信共產黨！堅決的不相信共產黨！ 

這是中國人這些年來，特別是共產黨的 70 年來，信用絕對是 0！如果說中國人民被被綁架了，中國的文化被改變了，中國

的人權和人性被強姦了，第一個被強姦的就是中國人的信用。就是人家把咱們中國人的形象和共產黨的形象紧紧地扭在了一

起。 

2.中国人想得到尊重先从信用开始【伪类】【中国现状】 

我感觸太深了，就是今天就沒有了共產黨，今天嘎嘣就沒了共產黨，中國人要想在世界上得到尊重，首先要從信用開始。其

中的一個原政府官員，把他過去在政府工作當中，支持中國海外民運，幫助過誰誰誰的故事，包括幫他申請錢，包括這些人

給撒的謊，簡單地給我說了一些。我聽了我真是傻眼，就是撒謊騙人，從大到小。小到，晚了遲到他撒謊。所以他支持了將

近 20年的一個民運的所謂人物，遲到了，頭兩天在華盛頓讓他捐款，他說我沒有錢沒有捐，他說你不用捐，你來就行，大

家你認識認識，這個還可能幫助你。結果來了遲到，遲到了一個多小時，說為什麼遲到？說，唉呀，這個我家什麼事什麼事，

我母親什麼事。 

3.香港开启时代革命后经济资本大量外流，将灭共拉向了国际战场【反送中】 

在過去爆料滅共，零可能，拉向國際。進入香港開啓了國際的共同滅共。這是第三個啊，今天的主題。我們當時將戰場拉向

國際的時候，也就是我開會的很多老人家，特別是經濟領域，絕大多數人認為文貴這是個好主意，但是能跟隨者又有多少？

特別是資本這個東西，資本、金錢沒有祖國；資本、金錢沒有民族；資本、金錢沒有正義；資本、金錢也沒有忠誠，更沒有

理想和信仰。 

資本、金錢就跟著實力走。哪裡有實力它往哪去，它不管是鮮血還是正義，它也不管你信什麼教，誰有實力往哪去。說你到

國際戰場，把戰場拉向國際，幾乎不可能。 

有沒有同志啊？有沒有共產黨形容的和我們一起志同道合的戰友啊？有，但是資本方面幾乎不可能。政治領域，他們認為西

方的政治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為資本服務的，是不可能的。消極。但是這一次，我們可以確定的說，從把戰場拉向國際，到

全球，到以香港開啓國際的滅共，這是戰略性的、戰術性的巨大勝利。 

為什麼？他們忘了一點，從把戰場拉向國際，從香港開啓了這一刻的戰鬥，證明了把戰場拉向國際這個最最重要的戰術的成

功。沒有太多人過去認為香港就能開啓我們爆料革命的國際戰場，而且開啓之後無人能停。 

大家你們知道嗎，自從香港上街抗議，香港的經濟、資產、存款流失什麼情況嗎？我給大家說幾個數字。世界上最有權威的

七家，就是天天盯著世界金融資本動向的，給所有全世界大的金融機構提供信息的，無論是資金流、還是過夜拆息、還是期

貨市場、還是所有的這幾個大的證券交易行，香港的所謂百億富翁，百分之百已經全部完成了將資產移居海外，轉移到海外。

就是說千億富翁，百分之百；百億富翁，百分之百；百萬富翁，現在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香港今天一點兒不誇張，剩

下的全是空城。剩下都是房地產，凡有價值的資產，和可以保值的資產，幾乎完成了海外實際控制，和海外資金融資，將風

險百分之百資產留港，錢進西方。 

4.西藏已经被中共灭掉了【西藏】 

共產黨有足夠的把握，已經把西藏給滅了，沒人吱聲了，達賴喇嘛只能在達蘭薩拉喊兩嗓子，也沒用了。年齡也大了，不管

他報了多大的幻想想回到中共，幾乎就是玩你，玩死你拉倒，不可能。 

5.中共灭新疆的办法是掺沙子【新疆】 

新疆之所以有絕對的把握，迅速地大量移民，要移民 3000萬啊。像當年山東人闖關東一樣，當年山東人闖關東是 800萬，

佔了當時東北的移民的 80%。現在要移民 3000萬，到新疆摻沙子。給田給地，拆掉所有的伊斯蘭教堂，用移民。第二個，把

所有的有價值的地和戰略城市，全部讓漢人控制起來，要達到「三個 99」。99 的土地、資源要被漢人控制；99 的宗教設施

是服務於黨的，其它全滅掉；99的漢人控制了新疆人的一切，除了生活供給。三個 99嘛。所以他們有把握，把新疆的所謂

的上萬的伊斯蘭教堂，通通改為黨的教育設施，然後把大部分人，當時是決定是 600萬抓去進行監獄調整。說不惜殺掉百萬

人，要讓新疆再次流血，保衛新疆，保衛共產黨的新疆。這是當時的計劃，大家也看到了。三個 99，這是我在會上才知道

的。 

 

6.台湾在 2020年中共会通过物质供给实现事实上的统一【台湾】 

台灣，非常清楚，2020年前讓台灣事實上達到統一。事實上統一，不是法理上，大家記住。我這回專門探討這個問題，什麼

是事實上，說在香港要保證絕大多數人一心向黨，一心向大陸。就是心向大陸，就是靠什麼，靠外宣，靠利益綁架。 

2020 年通過國際上的打壓和台海物理上的隔斷，形成一個台灣必須依靠大陸的經濟、貿易、食品的供給鏈，事實上把台灣

就已經給你封殺了。2020年要把台灣百分之八十的企業，變成中共的叫「關係企業」，就是威脅控制的企業。 

就像大陸的企業一樣，不管你，只要你有錢了你就是我的關係戶。啥叫關係啊，就是可以控制你，可以影響你。這就是當時

台灣的政策，2020年對台企的。然後把台灣和台灣的企業，做成在台灣一旦發生運動的中間力量，都變成共軍了。然後要保

證台灣任何一屆選舉，任何候選人在候選人確定的時候，要保證 100%是共產黨的人，就絕對操縱選舉。大家再往回看看，是

做到了沒有？做到了。這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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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香港选举条例就是让香港人没有选举的机会【反送中】 

共產黨遵守了嗎？共產黨就是能綁架選票，他靠的是所謂的最後權利民主集中到幾個人大代表的身上，由他們來選出所謂人

民要選的領導，就叫中國的人大代表。中國有一個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的嗎？他都是代表盜國賊的，所謂的人大代表都是盜

國賊代表。他們要在香港玩同樣的招兒，「香港選舉條例」。什麼概念，香港人將永遠沒有權利來選自己的特首了，來選自己

的立法會代表了。就是由共產黨指定的，跟中國人大代表一樣的制度，同時要把人大代表，香港的人大代表就是選舉香港特

區長官和香港立法會委員的最後代表委員會。我滴娘嘞，我一聽這個我真懵了。 

說實話啊，在這之前我是完全沒這個信息的。（拿起報紙）這又是班農先生啊，「人大代表」，你看今天的紐約時報又是班農

先生啊，又是班農先生。這個我聽了我傻了，哎呦我的媽耶，我說這個逃犯法已經夠誇張了，還要在香港搞一個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人大代表制度在香港玩，叫香港人一輩子不要再碰選特首、選立法會委員了。我滴天，這太黑了。這是為什麼他要

先通過逃犯法，你只要不同意，我下一個的人大代表制度，也就是香港的選舉制度，就把你抓回來。這還不算數，接著下來

還有一個更誇張的，大家是不敢想象的。 

 

8.中共想将香港所有的生意都被几个家族进行瓜分【香港】 

他們要對這個香港更誇張的一個招兒，要將香港的企業，香港的幾個最關鍵的企業，水、電，包括李嘉誠的屈臣氏，青菜和

一切的供給，全部要開始 100%的要共產黨的黨化，幾大家族給分了。 

這是為什麼證明瞭屈臣氏的背後是江志成啊，香港電燈未來也是江家的，香港的一些電信電話是李澤楷的，事實上也是江家

控制的。香港的房地產未來是要誰來控制？香港馬上在大嶼山等幾個島開發，叫土地重新規範，叫 2020香港新規劃，香港

要把人口發展到 3000萬的大城市。共產黨就通過摻沙子，把香港的房地產開發，所有的水、豬、芹菜、蔬菜，屈臣氏、香

港電燈、香港電話、通信，通通都給共產家族化、盜國賊家族化了。任何老百姓只要你敢說不，直接逃犯法抓回去。 

 

9.香港劳工制度开放【香港】 

香港隨時要開放的香港叫「勞工制度」，香港的勞工制度第一個開放的事情，我真是聽了我，我說實在話我差點尿褲子，我

都不能相信，我都想尿褲子，當時我有點生氣緊張，真想馬上想尿褲子感覺。香港勞工制度開放，從什麼開始，從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香港政府管理機構開始。 

戰友們，香港的勞工一旦開放，香港人就徹底完了。大家去想想，香港的警察開放以後都是廣東警察來了，北京警察來了。

然後選舉你不聽話，按照中國人大代表舉手制度，不行像十九大一樣後邊端著穿著軍靴咣咣咣震天地的端著槍，你敢不選嗎？

就那幾十個人，早被藍金黃啦。再不行直接就是你叛黨叛國，通過遣返法把你送大陸去。你還能選舉嗎？你再不聽話，斷水、

斷糧、斷電、斷電話，你還能活得了嗎？全是私人決定在名義上，都是盜國賊的家屬私人公司來持有的，但是全是聽黨的，

最後達到了一個把香港徹底，把中共的黨天下，然後是家天下，把香港變成了家鄉黨。天哪，這簡直是太瘋狂了，這比希特

勒還瘋狂啊！ 

10. 防火墙让中共进入了塔西陀陷阱【塔西佗陷阱】 

因為你有防火牆，因為你的防火牆使你進入了塔西佗陷阱你再也回不來。因為你去建立防火牆只有兩個原因，你過去乾過壞

事怕人家知道和現在你正準備乾壞事怕人家知道。那誰還相信你呢？所以說這個防火牆讓全世界更加相信郭媒體，更加相信

我們法制基金。防火牆讓所有在外面說話的人一切都成為了真的。說到這是第七個問題。咱不說第六個，先說第七個。昨天

在我這說的就是，從現在看民運與共產黨過去滅暴小組過去是偷情關係，現在改為嫖娼關係了。為什麼？ 

 

11.海外灭爆小组的种种烂招【灭爆小组】 

在說到這的時候，讓大家回顧一下。當文貴出來開始爆料的時候共產黨對著文貴全面打擊的六招：毀你的生意、郭三邪、郭

三秒，然後郭騙子、郭沒錢、錄的視頻。就是毀掉你的名聲，斷掉你的朋友，然後去到我的所有基金合作夥伴，跟他們挑撥

離間抓人家，把我的合伙人曲國娇現在還消失找不著，很多合作者要求他們必須停止跟我合作，中國國內所有銀行全部查封，

信息、賬號全部查封，海外所有的都要發函說這家貨洗黑錢給你查封，斷你的財路。斷完朋友，斷你財路，毀掉你的生意。 

第三個，大家要看到所有的中國媒體集體發聲官方發聲，最後發通緝叫你寸步難行。第四個，通過海外的代言勢力梁貫軍、

鄭琦、吳徵、馬雲等一系列的人遊說，官方把你遣返，發紅通。第五個，想盡一切辦法，大家都知道孫力軍啊、劉彥平…第

五個，大家看到想盡一切辦法，在全世界所有範圍內，進行對你圍剿、追殺。第六個是暗殺，暗殺已經看很多了。梁冠軍、

鄭琪多次闖入我們家，這個…特別是鄭祺。 

那麼這個完以後，他要幹什麼呢？大家要記住，整個網絡上就是那個五毛、七毛。大家看到整個幾年來這種鬥爭和較量，他

們始終沒放棄想行賄美國政府。作為交易條件，大家都知道了作為交易條件把我遣返。始終把我家…剛才說到了那個第五條

裡邊，綁架家人，威脅家人啊。綁架、威脅、把家人送入監獄，讓你自動返回中國。國際上交易、收買，把你弄回去；第二

個，綁架家人、員工和錢，讓你回去； 

然後第三個，同時進行暗殺，進行暗殺、碰瓷。看到了郭寶勝，那個叫張維、熊憲民、屎諾、韋石、孟維參在法庭之上，還

有那個江濤，公然碰瓷、辱罵。製造所謂的洗手間碰他肩膀的保鏢的事件。在門口辱罵、逼你發怒，讓你進入到刑事案件去。

海外沉默力量！這個同時在海外媒體上給你造謠，進行攻擊。把你說成雙面間諜、洗黑錢的。然後，強姦罪，讓你寸步難行。 

現在，換了招了，這些招都不靈了，開始幹什麼呢？製造一個巨大的一個環境氣氛，讓所有砸郭的人，過去不能回國的人進

行收買，就過去砸郭的都不承認自己與共產黨有勾結。現在對這些人都告訴你：你可以回國。你砸郭你可以回國，你不但拿

錢，還讓你回國。所有人全懵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夏業良和劉剛 2017年聯繫的時候說，非常清楚地劉剛說：我就是

想回國，啥也不想，我就是想回國。夏業良那是更想回國了，他做夢都在回國。共產黨現在使出大招，讓大家能回國。 

最近知道那個’黃河邊’的那個陽痿男，那個爛人，竟然回國直播去了。夏業良在推特上接著就呼籲，自己要炸掉中南海，

沒有行動，我也是不是可以回去啊。加拿大有個叫韩梅的，聽說已經回國了，還不確定啊，也要回國。說跟共產黨合作有啥

了不起的？共產黨才能治理 14億中國人民，只有共產黨才能治理 14億中國人民。 

然後，現在海外的砸郭的，包括被我訴訟的，蠢蠢欲動，都想回國。我現在告訴大家，這就是共產黨現在要做的事情。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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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到，只要你砸郭，你可以回國，既往不咎。你都可以回來，為什麼？增加砸郭的力量和信心。讓更多的人去砸郭，讓

更多的人去參與碰瓷、侮辱、謠化郭文貴。事實上就叫滅爆革命小組。 

欺民賊從過去的偷情，到桌面上，直接就嫖娼關係。給我錢，我跟你嫖娼，直接不含糊了。目的只有一個，以滅爆小組，打

擊戰友，我們所有的每個人。從過去穿馬甲、裝成戰友、先捧後砸，和直接砸和偷著拿錢，到現在明面上，只要砸郭你就可

以回國。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行動，這是滅爆小組。 

文貴在 2017年、2018年四次告訴戰友們，中共成立了什麼小組、有什麼樣行動，到過去的百萬人抓捕，到幾十萬人的封號，

到成立的 6萬人的滅爆小組，海外成立的所謂的海外砸郭，這個整個集團。大家想想文貴有哪一次沒有說對的？哪一次沒說

對？就在這個高冰塵，高冰塵啊，高冰塵要回國之前，我早就知道了，共產黨內部的計劃，就是通過分撥，挑撥離間，分離

海外爆料革命。使出殺手鐧，這些人不留想回國嘛，都可以回國。只要你砸郭，你不就要錢嘛，看高冰塵又拿到錢了，你可

以買更多的內褲給老婆。然後跟他老母親見面，跟他老母親見面，要在攝像頭前見面。與母子相聚啊，是不是？誰能被這樣

允許，誰能做到？而且，中國大面積網絡防火牆，連 VPN都不管用，他能直播！厲害吧？厲害吧戰友們，都是黨的天下。 

 

12.灭爆小组的新招数【灭爆小组】 

但是我今天要說的是戰友們一定要記住，滅爆小組最近玩的新招，就是通過收買，除了給大錢，鼓勵這些人回國，誘惑很多

的人回国。他們想幹啥？大家記住在海邊撈魚這時候，都要放個魚餌，特別是一次撈一群魚的時候，你不可能拿魚餌。 

我當年在 Sessel的一個島上，一個島上全是鳥，我們的船過去，當地人說这几天是一个特别的魚季节，問我想不想鈞魚，

我说我是佛教徒不钓鱼，钓鱼了我也要放生,很少钓。他説你想不想捞鱼试试，我說怎麼撈，一撈幾條？他說你想撈多少撈

多少，最後他们弄了一个大的橢圓型的网，然后网上面放了一些鱼吃的一种特殊的鱼食，網上面都是。他们啪把網一放，待

一會兩邊一抬網，網裡邊將近一半都是魚，根本抬不動。我很驚訝，就是魚在那个季節，最愛吃的魚餌那個味道，大家集體

進去了，說這種魚是最聰明的魚，但是一撈都是一網一網的。 

戰友們要記住，這是共產黨滅爆小組玩的新招，這是在一個月以前設計好的，特別是在香港事件發生以後，他們決定，怎麼

能把爆料革命當中的這些人給騙回去，怎麼能把海外的現在掀起的滅共力量給弄回去，給消滅。他們叫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 

13.三三五二计划【灭共】 

為什麼要說 60天呢？接下來的 60天對爆料革命和滅共可以說是非常之關鍵！非常之關鍵！那麼我們現在有什麼計劃呢，我

們有一個「三三五二」的計劃，叫「三台三港五美二歐」的計劃。 

第一個，什麼叫「三台」？ 

第 1個，我們要和西方美歐世界聯合起來，和官方的、民間的 NGO和媒體商合作，絕對要保證台灣的 2020年大選，這個當

選的總統不是共產黨絕對控制的人物。絕對不能玩「三槍（現在剩兩槍了，反正得打上一個），絕對不可以，這是第一個保

證台灣的； 

第 2個，要保證台灣，共產黨正在執行的一個計劃，就是把台資企業變成了共產黨在台灣選舉(總統)和立法委員會，以及實

際達到政治控制台灣的這個目的，堅決不能讓它發生； 

第 3個，堅決讓台灣人民聽得到、看得到關於中共海外的真相，確保台灣絕對媒體自由。這是三個台灣的事情。 

什麼是我們說要「三港」--確保香港的三件事？ 

我跟我所有的朋友，我說我們大家要做事的話，輪到我發言我就要講這個：第 1條，一定要叫香港雙普選，真實的雙普選，

而不是中共的人大代表制度，而不是中共人大代表選出的香港特首。香港特首要由香港人民百分之百的投票選舉，香港立法

委員會要由香港人民百分之百的投票選舉，「雙普選」--香港第一條； 

第 2條，一定要香港、香港的人民上街抗議行動，過去被警察毆打，和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的這個所謂的「黑色的秘密」（從

深圳廣東調來的警察，還有解放軍穿著警察衣服，到香港抓人打人），必須獨立調查清楚，而且是國際上參與，絕對要國際

上參與！這是第二條； 

第 3條，接下來要在香港，在香港的金融界，和美國之間建立一個核心的事情，讓香港所有的老闆、金融機構，必須向美國

和歐洲保證，他們不是與中共合作的，否則將受到制裁。那就是美歐將對香港的企業家、金融機構進行新的標準，否則是制

裁的，別想賣港。這是「港三」。 

「美五」--美國的五條： 

第 1條，全面推進美國徹底暫停或取消美國對香港的自由貿易區地位； 

第 2條，美國馬上要立法，對香港的行政管理和警察司法人員（在這次香港抗議行動中的個人）進行懲罰和制裁； 

第 3 條，美國和歐洲及其他國家，要馬上建立和法治基金的官方合作關係，對所有香港出來的企業家和香港的民主民運人

士，及爭取香港「港人治港」的這些人士，進行政治身份和經濟上的保障和保護； 

第 4條，美國正在全面要有七個立法，接下來要對香港所有的跟共產黨合作的、戴著香港的帽子的科技企業、上市公司和企

業進行新的立法，並有最嚴厲的制裁！而且一旦發生，要在美國依法辦理，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政命令； 

第 5條，推動美國國會立法、行政制裁（也就是白宮的權力），和美國正在進行的，對中共的企業和在香港的企業、金融機

構，馬上進行全面調查，特別是美國證監會。這是「美五條」。 

「歐二」： 

第 1条，歐洲議會，我們要盡快督促它成立叫做--咱就叫「歐洲版的當前危機委員會」吧！把歐洲立法會過去的關注歐洲團

結問題和英國脫歐的問題，叫歐洲立法會只關注一個問題：歐洲的威脅來自中共，歐洲的經濟要想好必須滅共，歐洲任何人

和共產黨勾結的都要受到懲罰。叫歐洲未來的 5-10年一切都是滅共、清理共產黨的余毒，共產黨滅了，你得清它余毒，明

年滅了共，你還得清理滅共的余毒。歐洲立法會，叫它轉變成未來絕對的核心工作，一切都是要反共的，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你們會看到歐洲立法會的速度要比美國快得多得多。歐洲的整個議會，會轉變所有的核心，就是滅共。這是我們第一條。 

第 2條，歐洲馬上，在歐洲議會，要形成和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和立法，確保下一步的在歐洲，所有的香港、台灣、新疆、西

藏和中國好的私人企業家的資產，要徹底的立法。把中國的、香港的、新疆的、西藏的、台灣的精英和財富吸引到歐洲去，

立法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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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比利時，可以說「三駕馬車，五個強國」，未來選上的國家領導人都一定是反共滅共的，

你看英國我們的哥們兒 Boris上去了，絕對反共的。但 Boris他估計能幹 6個月，長不了，6個月脫歐事情解決不了他得走

人。下一個元首也是我們哥們兒--RogerFrosh。法國下一個，德國下一個，不用講意大利了。 

14.在香港事情上共产党把以黑治国，以警治国表现的淋漓尽致【CCP治国】 

現在香港各區已經事實上准戒嚴狀態，大量的廣東警察講粵語警察和國內的特警已經進入香港，穿上黑衣，不穿警察服了，

孫立軍學聰明瞭，大家都知道穿警服不行，全穿黑警察服，你說黑社會就黑社會，你說警察就警察，然後以遊客的身份闖入

到香港，對香港進行大肆打擊和人身攻擊，包括撕掉所有的反共標語和香港人民的真心話，這就是共產黨以黑治國、以警治

國嘛，淋灕盡致。文貴真是個天才，怎麼那麼早說出這麼正確的話呢？郭七條，共產黨以黑治國、以警治國，大家都看得明

白了，所以在會上很多人說 Miles你這麼郭七條越看越好。當然了很多人反對我說你不反習近平這是不對的，未來對你們答

案。 

 

 

2019 年 7 月 22 日 

【文逸整理】 

談談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33Zvh7vlu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buyA-o6JA&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c756fdf-de88-4b89-b410-b60ba9b40aa7 

 

1.文贵先生被 Waller欺骗的前因后果。【Waller】【Franch】【韩连潮】 

前天开始，华尔街时报的记者，就给我律师，还有班农先生发信息，说郭先生啊，我们有一个採访，说什么郭文贵是来自中

共的大亨，间谍，双面间谍。然后班农先生非常紧张说，我现在马上要给你通电话，这事你不能小看。 

那个叫什么 Waller，也是当前危机委员会的烂人，叫 Waller。还有一个叫 Franch的烂人、骗子。这俩人一年多前，韩连潮

先生给我介绍了。当时是比尔·戈兹先生先给我介绍了说这俩人，当时比尔·戈兹先生想发起调查王岐山、孟建柱在欧洲和

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资产，这么一个计划。后来我说好，我说我支持。然后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信息分享给我，我说可以分

享一些给你。我就分享给了比尔·戈兹先生一些信息。 

后来他要发起这个计划，他就带了个人来，叫 Paris那个女人。这个女人来的时候浓妆艳抹，然后要跟这个见面，那个见面。

一坐下来，全世界、太空上我听说、能知道的名字，我不知道的，基本上她都认识。那我认识的人，她不知道的，她说她也

认识。很牛，穿着貂皮大衣，坐在那儿姿势很优美。然后跟你讲，还有一个人，她的拍档叫 Waller。 

这个 Waller 是乾啥的呢，是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然后跟黑水公司叫「Pence」的长期合作，然后有一个超级的，24 小时

的全球工作团队，在瑞士，在德国，在华盛顿有个团队。 

我说这样，正好那段时间王雁平女士因为私人的事儿，到其他方面去了。后来我说这样吧，就让韩连潮先生全面代表。就让

韩连潮先生就全面出面代表。韩连潮先生一说都认识，华盛顿圈子很小，大家都认识，这位叫 Waller的这是好人。他所有

的好都是他太老实了，所有的坏也是太傻了有时候。 

对敌人太好了就是对咱太坏了嘛，是不是？他是对敌人也好，对咱也好，这位好兄弟你说。他说哎呀我调查这个人了，这个

人的老公，是共和党在国会山一个老议员。这个女的呢，是共和党筹款委员会的什么什么领导，头。好像跟川普多近呐，说

有影响力，有团队。然后说跟 Waller工作。 

我说连潮你回去调查调查，搞清楚这事儿，到底她是乾啥的。后来我也旁边问问吧，回来一问很多人说这个人很差的一个人。

说她老公临死前跟她闹离婚，把房子拿走不让她走。说气死这个哥们，官司打得很惨。你可别相信这个女人，太坏了。 

后来我说连潮算算了，这事别进行了，比尔·戈兹这个调查计划停止吧。 

这个时候咱们其中的战友，和我一起要灭共的人，人家有兴趣，人家愿意拿资金支持。说不管一个亿还是十个亿美元，文贵

你一句话，我们支持。后来在这个事在没确定他俩合作之前，我都给人家这哥们说了，这个基金决定拿钱，后来我就说你们

也瞭解瞭解吧，看她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瞭解的消息说是个骗子，完全胡扯。我就跟连潮说算了算了不做了。这连潮先生说，哎哟文贵啊，我 Grarantee，

Personalguarantee。我特别严肃的跟连潮先生电话说，我说连潮兄你给我说实话，你敢个人担保吗？他说我绝对担保。就

这他第一次担保，结束了，就是停了，人家跟她合作战友也不乾了，我也不乾了。 

过了一段时间连潮先生又来找我了，说这事还要乾如何如何，然后他有把握能做好。他也调查了她有团队，然后说再跟我见

个面，这又来见个面。然后跟那个基金代表人也见了面。然后又谈了什么具体合作。后来又吃又喝的，隆重招待，连酒店都

是我们付钱。然后连潮先生带着她就在这儿，午饭后写了一个协议，然后就发给基金看，人家还是不同意。 

我这儿又打电话，我就跟连潮先生说这事儿不乾了，这家不靠谱，一让他提供的这样信息那样信息他都不提供装神弄鬼，算

了不做了，我说人家基金不同意。他也跟人基金人去谈，人家那基金的代表还到华盛顿给他谈。到了华盛顿这个女的，这个

小房子她老公打官司赢了个房子，带人上家里去，然后在那块儿就是装神弄鬼啊，一会儿鼓捣鼓捣这个一会儿鼓捣，就像那

个熊宪民韦石一样动不动就检察官跟他亲爹似的，我让检察官抓你，就那个德行一模一样，跟他祖宗似的，就好像熊宪民和

韦石他爹他妈天天跟检察官坐在一起似的，动不动就装神弄鬼的，一模一样。动不动完啦，文贵输啦，天天在那儿吆喝，还

郭宝胜夏业良这号的畜生一模一样装神弄鬼。 

我们这个基金代表去说这人不靠谱，拉倒，回来了，不谈了。韩连潮先生又再次 Personalguarantee又再次 guarantee，我

又给人家基金说我说你们谈吧，最好弄成，连潮先生 Personalguarantee，这又来一次要谈，又来一次要谈。最后人家基金

说我们相信你文贵，你说吧。 

最后是从两亿五的投资调查方桉，改成了九千万，为什么呢，原来说调查的人多，后来说先试试吧就改成了 15个人。但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33Zvh7vlu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buyA-o6JA&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c756fdf-de88-4b89-b410-b60ba9b40aa7


 962 

很搞笑的事情啊就这个中间，就这个女的和这个男的跟我见面时候跟连潮兄，你都不知道那个样，那个下三滥样，那个装神

弄鬼的样儿，两次见我给我往我手里边送礼物，在下电梯的时候拿着那么大一个小佛像说，我这个古董佛送给你。 

我当时就给他拉脸了。我说你在乾啥啊，你怎么给我送东西，我说我一辈子不接受人家东西，当着连潮的面还有这个叫 Waller

的这个烂人的面，还有那女的，你都不知道那个样你知道吗，就是看了饭恨不的抢了吃了，见着酒就自己往脖子里灌那种，

恨不得就直接怼下去那种。还给我行贿！我立马给她扔到电梯里，拿回去。你说文贵这习惯多好，从不接受人家东西，你说

这接受不完了嘛，人家基金的觉得我受贿了是吧。 

还有一回是拿了个什么礼物给我，我当时很严厉啊，我说你们合作我是顾问，我是顾问，所以说呢这事儿过去了。 

但是再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中间他们跟基金谈的又不好了，人家又不愿意了乾了，说这家胡扯，说这个中间他们提的

中国的名字啊都是我们不想调查的，他就是在那个网络上搜的，什么栗战书啊、什么韩正啊、习近平啊、什么还有哪总书记

啊，他说乱说一通啊，人家说这不是我们调查对象，当时人家就感觉到了这俩人没安好心，想钓鱼。所以这事儿呢就担心因

为他会引发党内利用引起郭和这个斗郭和那个斗，或者是把我们这个后面的战友给暴露，所以说人家说不乾了。 

这个时候我们连潮兄还是说他 Personalguarantee，然后说他跟他见面了。我说你看到他团队了吗，他说我看到他团队了；

我说看到工作了吗，看到他工作了。 

因为在这儿之前啊，她给连潮兄说，我们根据一个初级的调查，上了中信的银行一个什么信息，我们调查出来有人大量的洗

钱还犯罪啊，中国人民的钱被盗走了，你们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账号，我们把这钱给你移到账号去，连这慌都撒的出来！我

说她神经病啊，我说根本不需要这个，你只提供调查的内容和信息就行了，前提是符合美国法律，符合世界的法律还不能犯

罪。 

就这，在这种情况下，这时候人家基金啊，人家都快过年了还没签合同呢，把一百万美金给打过去了。后来我告诉连潮先生，

我告诉比尔格茨先生钱已经打给他了，如果他真能调查，他就继续来跟人家合作，不能调查把钱退给人家。他就不吱声，啊

就不吱声了。 

后来人家基金派代表去找他的时候，说这钱拿了你是调查不调查，我们签个协议，完全同意你的规定。什么叫鱼啊，调查的

目标简称为鱼。多能装神弄鬼啊，我啥没见过，没见过把调查的目标叫鱼的。然后他们就谈成了，就开始进行了，什么设定

时间一週二週三周给提供信息，结果第一次报导一个零张纸都没有，拿了 Facebook上的几个信息来了！ 

然后说，我们在欧洲的几个团队，二十四小时工作，调查出了核心的信息。哇...都是核爆的信息！哇...都是这样！连潮同

志很相信，哈哈！我说这完全是骗子，胡说八道！我说完了、完了...被骗啦！说再给他一週，在连潮同志的建议下，又给

了一週，然后又给了一週。三週--最后是啥也没有！我说你们绝对完了，人家这家公司叫 XXX。起诉他，起诉以后，你看到

这个人有多烂哈！跟那欺民贼是一套路子。曾经找连潮先生跟我和解，也曾经找出各种和解。 

我们打探，还威胁我们，说我们现在跟国防部长关係特别好，白宫-我们就是一个电话的距离，一步就跨进白宫去。郭文贵

就要被遣返。还有一个，在美国的媒体上我多厉害！我说去你大爷地吧！立马诉他！告他！就告他了。 

大家知道，告他，他反诉，立马叫人家法官给他 dismiss掉！律师--第一个律师费不付，人家把他 fry掉。第二个律师，他

又出问题了，人家一看--这儿遇着个神经病！第三次，deposition，几个小时、一天，站在律师面前，满脸、满嘴谎言！他

这个调查公司在什么德克萨斯州啊、还是爱荷华州啊，连这个调查的执照都没有，他是犯罪！ 

不但这个，结果在法庭上，在 deposition律师问话上，几个小时他的视频，他竟然和律师说...人家问他：你有团队么？我

们调查、询问； 

--没有团队； 

你调查过这个桉子么？ 

--没有过； 

你不是说你欧洲有团队么？ 

--没有； 

你公司有几个人？ 

--就我自己； 

结果是，他从来没有干过一票这样的桉子，从来也没有一个员工，他的公司也没有调查资格，就是一个大骗子！臭名昭着的

骗子！我连他名字到今天下午还记不清楚呢。 

 

2.文贵先生怎么可能是双面间谍。【双面间谍】 

共产党他要真要知道你郭文贵是双面间谍，他还用造谣吗？他把你给共产党当间谍的证据拿出去不就完了吗。郭文贵在安全

部有间谍编号，跟我们有工作有录像有视频。就跟那郭文贵那郭三秒一样，那个女孩还出个背影只露半拉腚。郭文贵性能力

不行，只乾 3秒就完蛋了。还露半拉腚。你大爷的共产党，你能不能把那个女的一个屁股露出来，别露半拉腚行不行？露半

拉腚叫郭 3秒。然后是郭三邪，找出了一个说河南话的--郭三邪，谁沾谁倒霉，谁沾谁不中，谁沾谁进监狱。要按这说法，

你说这个骗我钱的人，他沾了我，他骗 100多万美元。 

我说到这我告诉大家，我们过去 2 年多里边，我们支付被骗掉的调查和买材料的费用--5600 万美元。这只是一小笔，

你可见我们在爆料革命当中付出是什么血的代价，什么样的经济代价，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他们所有人都说郭文贵给习近

平写了封信。那封信是为习近平工作。这帮不要脸的东西竟然在法庭上竟然拿出证据来。战友们，你们要看看海外欺民贼和

共产党的卑鄙和下流。那封信是我文贵推出去的，那封信恰恰就是刘延平叫孙立军叫安全部写好的，要让我签字的。我之所

以拒绝了签字，我才把它推到了公众媒体上。如果这个信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那我完蛋了，那我真成了他妈不是双面了，

我已经是一（个）千面间谍了。 

这个信是我推出去的。你见过一个人要跟共产党合作忠于习近平，他把这个推出去的吗？这还不算，那封信关键是绑架了我

的家人，绑架的所有的同事，查封了资产，绑架了我同事很多家人。大家知道就在我推出去没几天，开封审判大连审判，又

抓了我那么多同事。你们见过一个傻叉能自己推的跟习近平信，然后把自己家人抓起来，见过这种人吗？ 

所以说这帮溷帐就拿这封信出来说事。你说他们愚蠢到了极点。然后说我双面间谍。人类上包括前苏联，你们见过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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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间谍被国家正式推出来，我承认他是间谍的吗？你见过吗？你们见过一个国家要指证你是间谍拿不出证据的吗？

共产党你们长点脑子。郭文贵是间谍，你把间谍编号拿过来。共产党的间谍系统难道美国 CIA不知道吗？FBI不知道？ 

CIA、FBI，我就在纽约，我是间谍 CIA、FBI不知道？你让马健副部长出来作证，他咋没说我是间谍啊？你让马健副部长出

来作证，不是作证我郭文贵行贿受贿么？你咋没给算罪行啊？CIA、FBI傻啊！如果郭文贵是间谍，那马健副部长会说：“这

傢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我的间谍啊。”他怎么称叫：帮忙郭文贵呢？ 

这种愚蠢的谎言共产党都敢撒。就像香港一样，“大街上的两百万人，八十万人是支持我们共产党在香港，实施这个遣返

法。”“三十万年轻的母亲，上大街支持我们，而且比这还多！”你们这谎能不能撒得要点屁脸呐？ 

然后，郭文贵你把那个马健副部长的视频搬腾出来，他是管了三十年的对美间谍的，难道他就……你为啥不让他说说：郭文

贵为什么是间谍？你跟美国 CIA、FBI：郭文贵是间谍，给么？FBI的人和 CIA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开会不下几百次了

吧！他们跟我开会，他们都不想想：你这个小子是双面，是间谍？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最多的地方，美国大使馆开着美国大使馆的车到盘古去吃饭，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我是间谍，

我不早被共产党给抓起来啦？“你这个小王八蛋，你是跟美国的 CIA工作的”，我不早抓起来了么？ 

 

3.共产党如何在西方造谣郭文贵。【造谣】【Waller】【Pairs】 

共产党当年造谣郭文贵的时候，你看看这两天啥情况，现在啥情况。你封了推特，你 YouTube停了我直播；全世界媒体不要

报文贵，封杀文贵；中央电视台 N次爆文贵，什么陈氏兄弟，警察发佈会--红通，发红色红通、蓝通。你大爷来的，你把我

咋了呀？你一个国家的政党，你对付一个郭文贵这样的人物，用尽所能，你看看你们那帮丑陋的傢伙，不就是互相坑、互相

骗嘛，谁相信谁呀你们？垃圾呀！ 

然后派出那熊宪民、韦石、吴徵、孙立军这样的烂人，替共产党打天下，控制全世界的媒体，叫「大外宣」，还有胡舒立。

胡舒立。丢不丢人啊？一个 14亿人的国家，你有点儿人才，你找几个像样的人，有点儿水平。你甭说给郭文贵一个国家这

么大的权力，你给我一个镇，副镇长的权力，我都比他们乾得强。这都什么东西呀，找了个什么 waller，还一个叫 Pairs，

说郭文贵是双面间谍，到处发 email。 

然后叭一下子，竟然......你看这个报道说，郭文贵尝试，我也没看，听他们口头说的。这个说的不对的地方，多多包涵！

我没看这篇文章，说郭文贵尝试给当前危机委员会提供资金行贿，试图控制美国什么国家决策，放你大爷的罗圈屁！ 

当前危机委员会的（甘乃迪）先生，我很早就认识他。我跟他开会讲的是中国欠美国的 1949到 2016的，叫 twotrillionbond

的，2万亿的国债，他跟我说过当前危机委员会，我说：鼓励你们这么做，我从来不谈钱的事情，大家可以问问那个（Brain

甘乃迪）去，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八蛋，他在打电话问我律师的时候，我明确告诉他，我们从来没有过！ 

班农先生是当前危机委员会重要推动者，是副主席，KyleBass 也是里面的成员，我啥时候给过他们钱？瞪眼放屁撒谎，你

说烂不烂吧？烂不烂吧？共产党那一招，就是吴征玩的，像当年在美联社，迅速报出郭文贵强奸桉一样，我强奸那个女的，

咋不来美国？快两年了，你大爷的，我强奸怎么不让她来？告我呀，你咋还什么，从最早的一个蓝色的一个裙子变成了紫色

的内裤，最近又变颜色了，说内裤，说变成粉红色了，说郭文贵的精子，保留了郭文贵一桶的精子，你那得多大的桶啊？马

蕊，还有共产党，那一桶精子得多少次？咋强奸的啊？我是我马呀？郭三秒，大爷的，一桶精子，那得卖多少钱啊？强奸？ 

你们造谣在媒体上，这又来了，华尔街又来这一招，明镜采访郭文贵发大财了，十八大来了，是不是？现在人强马壮，砸锅

了，明镜发展了吗？他现在连郭媒体零头都算不上。共产党，你们能不能在绑架 14亿人民的时候，你们像个人样，像个苍

蝇样。就在家门口找几个小孩骂大街，天天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教，动不动就要扇人家的脸，要拿石头砸人家的脚，要把人

家给灭了，你看你们干的丢人的事，结果好吗，说我是双面间谍，还说啥？说郭文贵在国内，钱进进出出，放你大爷的罗圈

屁！我郭文贵再次发誓，从 2014年来，我既没往外面汇过一分钱，也没往里面汇过一分钱，郭文贵的历史当中没有一美金

来自中国，来自共产党的天下，郭文贵相反的是给我们的祖国，被共产党流氓政府强奸的国家，投资了巨大的钱。 

我是庄严发誓，我是在法庭上发誓说的，我再说一遍，郭文贵没有一分钱来自中共，也没有来自中国，反而是中国的投资者。

因为中共强奸了我们的国家，我的家人在那里，我给那投资了，还说我？你给我找出一张证据来，我拿走他们的钱了？我没

有接受共产党任何一个荣誉，他试图引诱、威胁、BGY，啥招都用过，我都拒绝了，因为那是犯罪，身体犯罪，心灵犯罪，

精神犯罪，就这么简单。 

 

4.谷歌、绿地被调查。【谷歌】【绿地】 

现在谷歌也被调查了，是吧？刚刚绿地，我爆绿地的时候大家觉得绿地怎么样？孟建柱的绿地现在在洛杉矶被调查了吧，被

搜查了吧？我给大家说过，记住文贵说过的每句话.不要相信文贵，但是你要去核实.一切莘县阳谷县搭县。咱用结果说了算。 

 

5.量子电脑正式开始试行运行。【量子电脑】 

三周前，美国所有的部门得到了通知，IBM的量子电脑正式开始试行运行，量子电脑可以这么说真的把机器和人已经分

不开了，甚至机器比人还聪明。整个人类的媒体世界彻底改变。你记住，不会再有任何国家再跟你说他还有什么防火牆，那

是放狗屁的，那是太 LOW了，任何国家。 

 

6.亚马逊将发射了几千颗卫星上天。【亚马逊】【卫星】【防火墙】 

亚马逊，说到亚马逊，昨天我一好哥们给我发信息，亚马逊的创始人啊，他领养的孩子是中国孩子，是我哥们给领养

的跟他很好啊，他还买了些原始股，我从来没说过啥啊，咱以后再说。亚马逊的老闆人家现在几千个卫星就要上天了，人家

是低调做人，不像吴徵似的吹牛叉，还有马云似的，就是骗嘛。这三千多个 WIFI上去以后和马克斯上去，整个人类上没有

任何人再可以说你还有防火牆。可能吗！ 

 

2019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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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逸整理】 

李鵬為什麼一見人就問 89年當時你在哪？為了啥？（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_xspZ1af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Jp5IdyV8M&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29a3223-789d-4155-891c-c2a059e88d44 

 

1.共产党跟骗子莫道夫一样。【莫道夫】 

兄弟姐妹们，就在我的正对面，正对面这一个哥们儿，那个楼顶上，那个 Townhouse是谁呀？最大的欺骗，叫做…Madoff（莫

道夫），莫道夫现在在监狱，好像判了几百年，莫道夫。他抓起来以后，就全世界的金融诈骗大桉，莫道夫庞氏骗局骗了…，

太多人被他骗了。当时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他和几个人说服，几个人说：“你要能得到这个，投资这里你就牛了”。我就听他

说了不到 3分钟，我站起来就走了。当时是高盛的副总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人，这人现在还搞了基金，很大！ 

我说他一定是个骗子，我说他所有做的这些局和这想法，跟共产党特别像，装神弄鬼、许以高利、先用后杀、栽赃陷

害，一切都是你的错，一切都是我的。把形式化变成一个荣誉、礼物交给你；把许诺当成已经给你兑现的东西，把所有他了

解你的事情和你想要的事情，他都过百倍千倍地许诺给你，直到你在希望，变成了幻想，变成了幻灭，然后把你消灭，我说

70年后就这样。 

 

2.文贵先生的花钱哲学。【文贵价值观】 

战友们，天底下是有真理的。我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所谓的被封的常委群里边，我告诉大家，我从小我就是花钱如流水，被我

爹我娘这个骂，你这孩子就是能花钱，太能花钱，败家子！所有我亲戚家都这么说。我从小就说：“能不能花钱不重要，能

不能挣钱才重要”，我很早就说这话，那时候做生意叫投机倒把。 

后来，我用一次次的事实证明，郭文贵当时中国人家万元户的词没有的时候，这 80年代初期，83年大逮捕的时候，我就能

可以说日进斗金了，我迅速的从零资产负资产，迅速的我能攒几千块钱人民币，上万人民币，那时候还没有关中的事，83年

大逮捕，把我给抓起来。喝酒，倒卖牛仔裤、电子錶。我当时信奉那个哲学。 

后来我又信什么？我对人好，我从来不让人买单的，人家请客我买单，我请客我买单，我家孩子都这个原则，谁要听

说郭贵吃过白饭，或者收过谁礼物，你可以照我的脸扇我。我坚信一条，人生没有白付出的感情，人生没有白花的钱，要么

你还回你的命，要么你还回你的钱，只是早晚的问题，什么债都得还，只是时间问题。 

 

3.文贵先生第一次见李鹏。【李鹏】【64】 

我有一次去见过李鹏，一进屋李鹏坐在那，我第一次见他，很多年前，跟着一个当时的总参二部的人，又说我是双面间谍了

（手指身后华尔街日报关于郭先生是双面间谍的报导），去看他去。我们四个人，人家都寒暄完了，首长好，鞠躬哈腰啊，

然后（他）看我，“诶，这小伙子谁啊？”，我说我叫郭文贵，“你这个人中很深，跟我的人中很像”，唉呦，我差点吐出来，

你知道吗？那时候咱得装啊是吧？还坐那个沙发个角，还得很谦虚，啊首长，谢谢！谢谢！不敢,不敢。“啊，哪里人啊？”，

我说我山东人，“你哪年出生的？”，你看他的敏感度，哪年出生的？我说我 68 年，“89 的时候你干什么了？你在哪里？”。

当时啊我跟你说，问我，我当时一愣。 

李鹏绝对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么笨的人，他那么笨，他到不了那个级别，共产党的人呐有人长得憨厚脸更坏，我跟你说，特别

坏，因为那文绉绉的脸更坏。当时你想想我，你们想一想，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刚在看守所出来，八九六四以搧反被关起来

的，我就已经跑了那个李鹏家去了。我告诉大家，我要不是当时考虑爹娘、孩子，那我上去嘎吱就掐死他了，我一个胳膊都

把他掐死，我当时我看就是有掐死他的冲动，我跟你说实话。杀那么多人，他坐在那，这么大个房子，享这么大的福，里三

层外三层的警卫，他还活着呢，哎呦，你知道我那个脚啊，出来以后这鞋子里都是汗。 

当时你知道我回答什么，我说我去倒卖牛仔裤去了，“啊，是吗？倒卖牛仔裤？”，然后看看跟我去的这位将军，看他意思“你

怎么把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很棒啊，这个人非常好！”然后就介绍我，说：“这个人啊，是个天才，现在是外商投资

公司的老总，50%的股份，50%的股份”，说“上回我带来那个人叫赖昌星，你记得吗？赖昌星这小子做得很大，但是这个人

做的厉害，他这是房地产”，把我忽悠半天，“啊，是吗？那你很了不起啊！” 

这会话就错过去了，我记忆最深刻，我从没讲过的，李鹏见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先问你“89年在哪？”你去想想，你要是李

鹏，你最怕什么？最怕这个年龄段的人，就 89年你在哪？他在他家里边他都提防着！我要赶着说，我说我 89年被你们给抓

起来了啊，你想想，当场又把我给抓起来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想这个人做贼心虚，这四个字在李鹏这个，他活到 91

岁，对他是折磨，他的儿女是真不孝敬。 

 

4.离家孩子会有果报。【文贵价值观】 

我每年大家都知道我在河南，每年回河南，到中岳庙去上香，带上全体的高管，年年如此，现在我不在国内，我们同事也要

去。中岳庙墙上虽然是道家的说法，他跟基督教，包括和伊斯兰它都有相通的地方，都是一个最终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这一世报，那一世还得报，万世报。甭说是杀人家了，人自杀的结果就是万世不得轮回，自杀是很糟糕的事自杀，何况

你杀那么多人！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孩子，你去看一看，他们李家这些孩子是什么情况，往下看，他未来什么情况。 

 

5.华尔街日报报道文贵先生是双面间谍。【华尔街日报】【双面间谍】【RogerStone】 

就像头两天有一位导演要拍一部我们爆料革命的电影，一位美国朋友，相当知名的导演，他说我们要从你的生活方式开始拍

起。我说首先一点，我这个人啊，就像我后面这篇报导一样，弄得我们班农大师都紧张的，啊，我说这事儿绝对好事儿，我

上哪儿花钱做那麽大广告去，那 RogerStone在被吴征给收买，公开在法庭上说受了吴征的虚假资讯影响，那说了我多少，

连说我 4天，说我是双面间谍。而且这个叫 Pairs还有叫 Waller的这个傢伙被我们告的这个人,他已经被判为被人家给 miss

掉了，他胡说八道。在夏业良桉子、李洪宽桉子已经明确法官说，说我是间谍这是诽谤。他现在再炒一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_xspZ1af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Jp5IdyV8M&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29a3223-789d-4155-891c-c2a059e88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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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操弄美国人，给美国很多官员许诺给他们给钱的，伤害文贵、遣返文贵，他们骗了老共钱说你得给我理由啊，

他们在製造理由。你不让他报导他就不报导了吗？你要被吓倒了，他不就成功了吗？你不就真成了双面间谍了吗？他要一篇

报导能把你报导成双面间谍，你也就不配当双面间谍。华尔街日报为这篇报导它将在美国失去，我可以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

告诉我说这篇报导他们认为是真的，对吧，战友。 

 

6.法治基金捐款可以留言申请郭战装。【法治基金】【郭战装】 

亲爱的战友们，如果你们在法治基金留言的，留言的，而且法治基金下面，要求郭战装的，今天看到这个视频，请大家传阅

一下啊。也请这个，咱们其他战友们在这个推特上说一说，可能是满足不了。因为，你这一美金要四十件是对很多战友也不

公平。所以说还有战友们你们寄回来的快信，让把地址更改的我们都收到了，我在这里不细说了，一定是马上执行。 

还有一个国内战友千万不要拿出穿郭战装，你只要拿出来公开穿郭战装一定不是我们的战友，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不要

拿出来穿，前提是，你们得到郭战装，咱原来是有言在先的，你不准拿出来穿。在共产党在的情况下不要拿出来穿，没共产

党了你一定拿出来穿。再一个就是在法治基金留言的，战友们我不再多说。我再重申，我看到的三万的，五万的，六万的，

还有八万的，十二万的，还有这个二十几万捐款的。你放心，未来法治基金都会跟你们联系，一定会跟你们联系的，这个捐

款一定会跟你们联系的。不但联系，希望你们也保持联系这边，而且一定要留好票据。 

 

7.欧盟将会换上最极端最反共的领导。【欧洲】 

亲爱的兄弟们！欧洲议会接下来呀，勐烈之程度，大家看看吧！你们不敢想像，欧洲的三驾马车，特别德国的默克尔，是共

产党在欧洲最成功的一个政治合作者，结果开始颤抖啦！自抖、自抖啊！你说这老天的力量有多大？自抖！叫你抖，把你抖

没了。 

欧盟--过去共产党花多少钱？监听、BJY、蓝金黄！现在统统走了。你想想这三驾马车，所有的全都换了最极端的、最

反共的人。所以说，你要是敢挺共，就让你颤抖，就让你没前途。 

 

2019 年 7 月 23 日 

【文逸整理】 

健身后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nO6oAuKEc&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dfc8d10-ce13-499b-85e2-35724cd5f29e 

 

1.多维、万维领任务了。【多维】【万维】【高冰尘】 

现在欺民贼一样，还是找洋爹洋娘。现在你看开玩笑呢嘛，叫共产党的多维网站，什么万维，反正都是维，就把郭文贵指认

为间谍，领任务回来了。大家发现了吗，那个万维网站是高冰尘的老家，这高冰尘把我弄头条上去了。郭文贵被指认为中国

间谍。还竟然说啥，说我让调查的人是服务于美国的中国政府官员。这太好了啊。 

 

2.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公司控告郭文贵是中国间谍。【华尔街日报】【双面间谍】 

还有昨天华尔街日报说的，这个叫什么“S”公司，零员工，零运营，零资本，还叫美国公司起诉郭文贵，控告郭文贵是中

国间谍。那郭文贵是不是间谍是美国政府调查，轮得着你法官调查了吗？跟你法官啥关係呀。你吿联邦调查局去吧。还美国

公司。 

 

2019 年 7 月 24 日 

衷心的祝願和祝福所有的在國內在水災中的同胞們能儘快的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vdjrRyhI4&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ab736c0-58ac-4fc4-8287-d420e5dadeb7 

 

1.盧比奧又開始弄華為【卢比奥】【華為】  

盧比奧又開始弄華為呢啊，剛給我發的信息。 

2.任正非是中央常委級別【任正非】 

我說我告訴你，安全部長見任正非，是任正非坐在安全部長的位子，安全部長坐在對面被罵。任正非是中央常委這個級別

的 

… 

我說任正非那是，所有的政治局和常委家人的利益，他服務于盜國賊家庭。安全部長怕的不是你任正非，怕的是你服務那

個家庭。你的真正的股東不是那些員工，是常委。他見任正非都哆嗦。他不怕你什麽，他怕你告狀，把他給弄死、抓起

來。王岐山一把把他給抓了，給腐敗了。 

 

2019 年 7 月 25 日 

请战友们记住 7月 21号、7月 23号、7月 24号、7月 25号！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法治基金）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H1fqYe3x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f1L94gias&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nO6oAuKEc&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dfc8d10-ce13-499b-85e2-35724cd5f29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ab736c0-58ac-4fc4-8287-d420e5dadeb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H1fqYe3x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f1L94gias&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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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4e7cfb-9a10-4f97-8532-599958061b0b 

1.请战友一定要記住 2019年住 7月 21号、7月 23号、7月 24号、7月 25号；全面進入全球滅共時代；戰場拉向國際，

以美滅共，以法滅共，但最終還是以共滅共【灭共】【中美贸易】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大家一定記住今天我這個視頻說的話，還有過去這 10天我所有發出的郭文，今天一定要記住

25號，7月 25號星期四和 7月 24號星期三，然後大家看看 25，26，27的新週末，下一個就是 27，28，27號之後，大家

就看著吧！我可以告訴大家，從 1990年到現在，也就是 89之後。這事可以這麼說，1999年還有 2001年 2008年，都是改

變人類的重大的點。 

… 

美港關係法只要改變，共產黨可以用小時數它的死亡時間了，就不用數天了。頭兩天美國朋友給我說一到那步的時候就等

同於開戰了，我說你們太不瞭解中共了，你太不瞭解中共了你們，我說我告訴你們即使到現在我都告訴你，戰場拉向國

際，以美滅共，以法滅共。但是，我今天再給大家重申一遍，我們指望的，我們真正相信的還是以共滅共，最終還是共產

黨滅共產黨。可以這麼說，過去的 48小時我們的喜馬拉雅目標和中共的這流氓政權在世界上存在的日子，它已經真正的到

了倒數的時刻。 

… 

 

我可以說已經全面的進入了全球滅共時代。就在我這把椅子，大家看到了嗎，大家沒注意我這桌子我這椅子啊，原來從來

不這麼擺的，這屋兒有大變化，就剛坐在這個椅子上的人，就基本上可以告訴你，坐過這椅子的那六七個人就是滅你共的

天兵天將。 

2.江家，王岐山和孟建柱家族財富不是敵國，是敵世界上幾個國；未来会看到李鹏、江家、王岐山家族的财富等【盗国

贼】 

僅僅江家，王岐山和孟建柱咱就不說其他，就這三個家庭，他的財富不是敵國，是敵世界上幾個國。大家你們未來你們會

看到在美國一系列的行動之後，你們會看到李鵬的家人，江澤民的家人江志成，孟建柱、孟海晶，王岐山、海航，你們會

看到他的財富， 

3.麥康奈爾先生演講是爆料革命走向世界以來最具意義、最具價值【麦康奈尔】【爆料革命】 

我今天給班農先生發了個信息，我說昨天麥康奈爾先生演講是爆料革命走向世界以來最具意義，最具價值。為了這個演講

郭文貴可以付出一切，雖然我不認識，他也不讓我付。 

 

4.默克爾派自己的姐妹去當歐洲議會主席【默克爾】【歐洲】 

現在，默克爾把自己的姐妹派上去了，當歐洲議會主席。但是，這人我嘴上反共，(實際)絕對是聽默克爾的。那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什麼？整個歐洲議會，只要你想做到那個椅子上，你必須反共！不管你是誰。這是大比率概率，沒有任何選

擇的。 

 

5.美國将會立法保護在海外的持有美國護照的任何民族的人，新法规其实是针对保护华人免受中共抓。【美國行动】【海

外华人】 

接下來美國會立法，保護在海外的持有美國護照的任何民族的人。新法規出來，那就是針對香港、和台灣、和華人的。現

在中共只要是你華人拿護照的，不管你哪國護照，什麼美國、什麼天國的一律抓。接下來就是，你敢抓，他不敢抓白人，

很少敢抓，下一步立完法，你抓吧，你抓一個，我就把你視為這是一種侵略行為，馬上自動對你制裁。要讓在海外奔波奮

鬥了幾十年，半輩子的，拿有美國、歐洲、英國和文明國家、台灣護照的，和在這些國家、在台灣拿了美國護照的這些華

人，要受到 100%的同等保護。 

 

6.全球滅共進入了自動化時代【滅共】 

接下來大家要關注美國國會，盧比奧議員，和上海會談。香港的解放軍行動和東海的軍事，重大行動，以及在南海的軍事

行動中。接下來一個一個的出台，全都是往共產黨脖子上套的繩，沒有一個是給他送麵包的。全球滅共進入了自動化時

代！... 

把戰場拉向國際，以美滅共，以法滅共，以共滅共，這是現在進入到全球自動滅共。 

 

7.郭先生昨天做了個重大決定，再生後的郭文貴將走向另外一個新台階【文贵价值观】 

所以我今天下午跟一位美國朋友說，我說：我告訴你我昨天做了個重大決定。我今天已經讓這個決定告訴了很多跟這個決

定有關的人，這可能是我一生當中做出最最重要的決定之一，我說我把這個決定經過了半年的思考，我做完以後我今天心

情愉悅到不行。因為我現在不能喝酒，如果要能喝酒我今天肯定是大醉了，我自己一個人從來沒有過，一個人從來不抽雪

茄，我就叼著雪茄在那兒抽了一根雪茄。我說真正的大時代來了，新的時代來了，再生後的郭文貴將走向另外一個新台

階，大家未來這幾天看著吧。 

 

2019 年 7 月 26 日 

江志成這個小鱉孫和孫立軍最近在乾啥？（法治基金）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9cMPjLck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9b30551-2292-4a83-a0e8-e34e6c8d560b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4e7cfb-9a10-4f97-8532-599958061b0b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9b30551-2292-4a83-a0e8-e34e6c8d5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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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高院的一個戰友給文貴傳達這盤古被拍賣的背後真相：【盤古】【上海銀行】【中粮集团】【北京高院】 

 

首先，我要感謝昨天一位戰友，冒著這麼大風險，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北京高院的一個戰友，你冒這麼大風險，給文貴傳達

這個信息，非常感謝！經你允許，我就在媒體上說一說。說實在話，我也不知道你是真戰友還是假戰友，我也不知道你說

的是真是假，那就用事實來看吧。 

     

    首先，我是對你表示絕對感謝的。這個戰友告訴了我盤古被拍賣的背後的真相。大家都知道，盤古的 A座龍頭，

一直是江家和曾家惦記著，從 2015年，把我們全家人給抓了，同時 207個人給抓了以後，後來多次抓放，中間第一個提出

要拍賣盤古房子的，就叫花樣年華，深圳的香港上市公司，就是曾慶紅先生的弟弟曾慶淮的唯一女兒曾寶寶控制的公司。

她下面有個叫中泰信託十億的所謂信託產品，主張了要求，要求把盤古當時抵押的四十幾套公寓，打折，五折，甚至更多

的折扣，花樣年華給搞走。後來事鬧得越來越大，有點停。   

 

    然後呢是上海銀行，就是江澤民家兒子江綿恆控制的上海銀行，天下都知道，跟李友合謀，未經我們同意，未經

我們同意所謂的抵押貸款 45億，45億當時匯給了當時買方正證券和民族證券的換股當中，收取利息，曾經一度要求，要

60%的利息，60%的利息，後來是 35%，後來好像二十幾呀，我都不知道。反正 45億，現在已經達到是 74億了，本加息已

經是 74億了。   

 

    當時 2015年一出來的事，我們就公佈過，上海銀行的行長葉逸飛，是王岐山許諾好的，要當人民銀行副行長，大

家都看到了，後來就真當了人民銀行副行長，葉逸飛的情人也是李友的情人也是李友的秘書，也在大連被抓期間，大連西

城區的，叫張朋明法官審的。然後是李友五罪，獲得五罪，當時我們指證他五罪，全部被成立，但當庭釋放，女朋友挎著

小愛馬仕包，摸著口紅走了。這個女朋友也是葉逸飛的女朋友。所以說當時的 45億，上海銀行貸款，就是李友和江綿恆和

葉逸飛搗之出來的，還有（他）女友，辦公床上折騰出來的。   

 

    大家後來都知道了，那後來江家往死裡追殺我們，然後曾家想要公寓，江家想要整個龍頭，折騰了幾年了；那麼

這位法官戰友，很感謝你，也讓我很驚訝你說的這個細節，我真沒心思管這些事說實在話。你有本事你把樓弄走，你不弄

走你是孫子江志成，你是重孫子，我太感謝你趕快弄走，你弄走試試！你看這個盜國賊這個猖狂，搶龍頭，搶龍身。曾慶

紅家一直當龍身不當龍頭，江家當龍頭。   

 

    那麼這位戰友就說事實是怎麼回事呢？說是北京高院合議庭裡面是有有良知的人物的，說你們把盤古大觀賣成一

個連周圍廁所價格都不如的一個價格，那以後怎麼交代啊？特別聽說有一位女合議庭的人，私下裡面表示說：我寧可辭職

我也不參與這個合議。後來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但是執行庭的人，沒有辦法裡面大多數都是江家的人，那孟家控制政法委呢，必須得搞。所以搞了四、五波了，

停停搞搞，搞搞停停。最後是根據上海銀行現在已經本加息正好 74億，就把盤古大觀找人評估，一評估全 500億，上海銀

行肯定不乾，評估不行，《評估法》。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所謂網上估價，只有一個在歷史上去查去，北京的好像一個公共廁所，還有一個什麼倉

庫，幾十萬塊錢，是網上估價，還是法拍。只有一個。就連汽車、就連普通公寓都沒有，盤古是第一家。網上估價。網上

估誰估呢？馬雲估！就是江志成控制的馬雲，還有京東，網上估價。幾十個小時就出來了。沒有任何人有任何意見。在周

圍沒有任何參照的價格。在盤古周圍，公寓都十幾萬了，普通公寓都十幾萬了，二手房都 8、9萬，10來萬了，盤古給弄

了個 5萬多塊錢，5萬塊錢打七折，3萬多塊錢，正好對到 74億。   

 

    所以這個戰友你給我說這話是靠譜的，因為這段事實已經發生了。然後北京高院接受孫立軍的多次挨罵，高院的

人，內部的人也有拿大錢的。很多人要拿大錢的，瞞著這事。最後是什麼，找到中糧做好托了，中糧進來了。中糧也是江

家有股份，大家都知道，那絕對是江家控制和孟建柱控制的。怎麼乾呢？現在再拍 74億，一拍沒人買，二拍沒人買，三拍

也沒人買，為啥沒人買？這位法庭的戰友告訴了，說：因為現在提出的條件，交定金就 10億人民幣，而且要求不能貸款，

而且要求什麼什麼材料，反正沒有人你就根本不可能來竟拍。如果你真有膽量來競拍，直接把你抓起來。都知道，直接告

訴你。這是大腦袋想要的，你就甭想玩了。   

 

    而且這個法庭的戰友告訴我說：非常之驚訝，說盤古大觀這幾個月，就這兩個多月，就是原來沒有人問，也沒人

敢問，這兩個月通過網估價出來以後，說海外的國際大公司和基金，金融機構，太多人打電話，電話打爆了。說他們領導

都傻眼了，說發生什麼事了呀？一度懷疑是郭文貴找的人，後來發現不是。太多人打了，郭文貴沒這本事，找那麼多人來

要買。   

 

    然後他們想辦法就要拒絕，說法官實在看不下去了，說你們這麼折騰，你們這麼樣的折騰，你愣把一個 500億的

東西、600億的東西，你要折騰成一個 74億，74億再折騰下去，而那麼多人要買你不讓買還威脅人家，這又是一段。所以

說把中糧要弄進來。   

 

    中糧弄進來幹什麼呢？就是當他一、二拍沒人敢買的時候，他的價格你根本無法競拍，你根本來不及，你也不可

能拿 10億放在這的時候，10億怎麼進，怎麼出，還沒弄明白的時候，他拍完了。說沒人買。誰接的？中糧接走。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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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案，就這個法官說的，他們內部商量了，直接就上海銀行，說你看沒人買了，我是債主，我就把這樓給接走了。接走

以後，上海銀行打包直接給中糧。中糧那邊就直接過手，私下協議就給江志成的海外資金了。這個戰友聽到了所有這個秘

密。 

…所以，這個計劃就被這位戰友全程參與，他實在看不下去了。他說，你說的盜國賊，這不是盜國賊，太瘋狂了。而且，

他聽到法院裡邊說，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們這一套的，他說很多人都說這實在讓人看不下去了。也不能這麼弄啊，這執行

庭到這個樣子了。我們所有申請的，不接受的，你這個拍賣的程序，完全是不合法的，程序完全不合法，沒有一樣經得起

檢查的。只要我們遞反對，馬上 24小時開庭，沒有超過一星期的，馬上給你拒絕。因為你所有的申訴，全在北京高院，都

在這幫人手裡邊。   

 

    所以有些高院的人私下就罵，郭文貴這個傻叉，還天天在那直播呢，竟然來反抗我們，這不是作死嗎？這位戰友

跟我說了以後，這位戰友說，郭先生，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我要告訴你這情況，那麼感謝這位戰友。接下來，他想乾啥，

他能幹啥，咱們用事實說的算。這位戰友明確的說，所有的他們院領導，直接領導人就是孫立軍。孫立軍絕大多數時間是

在上海、香港和深圳，是孫立軍打電話說，我現在在深圳呢，直接就把他們法院罵一頓，直接就是罵。然後明確的說，拍

完寫字樓就拍公寓，然後拍酒店。最後酒店是有一家，咱先不說，公寓給曾家，龍頭給江家—江志成，這是孫立軍明確

的。   

 

2019 年 7 月 29 日 

（第一次直播） 

【白天整理】 

为什么在曼哈顿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改变了议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ljrul6fqU&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cc4853f-0b34-4a1a-bb7f-e05407cf365c 

 

无大事件 

 

2019 年 7 月 29 日 

（第二次直播） 

【白天整理】 

共产党已经进入倒计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qEttyj-vk&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55cfb11-a6e7-46d0-95b5-640c21c886f5 

 

无大事件 

 

2019 年 7 月 31 日 

【白天整理】 

乱聊上海西郊宾馆开启 CCP死亡第二战场（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Rr3rtFyJ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rhszYuKw0&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ceb1b4b-5894-454b-9d09-6d1fdee71f01 

 

4. 中南坑有重大行動，重大決定，上海幫有重大決策。【中南坑】【上海帮】 

7月 22號 24號 25號，中南坑有重大行動，重大決定，上海上海幫有重大決策。所以我告訴大家，27號以後，共產黨將飛

速的走向死亡，世界將改變。所以呢戰友們，文貴的準確的內部情報，告訴你們，香港的事情他們有了最終的決定。對美的

貿易談判和美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對公司的制裁，有了極致的決定。 

 

2019 年 7 月 31 日 

【文逸整理】 

爆猛料遭黑客疯狂攻击（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knUO81lSZA&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8b0ccee-2205-404d-80be-2cb4f32c8d65 

 

1.灭爆小组下达新任务。【灭爆小组】 

昨天我没给大家说，从昨天下午布置的新任务，要在 youtube上、推特上、facebook上、zoom上，想办法大量的将我们爆

料战友的各个账号给封掉。听说上海很紧张，路德先生将是第一炮，必须收拾掉，绝不允许路德的节目再这样播下去，不允

许，非常搞笑啊。 

 

2.郭媒体被攻击。【郭媒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ljrul6fqU&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cc4853f-0b34-4a1a-bb7f-e05407cf365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qEttyj-vk&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55cfb11-a6e7-46d0-95b5-640c21c886f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Rr3rtFyJ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rhszYuKw0&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ceb1b4b-5894-454b-9d09-6d1fdee71f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knUO81lSZA&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8b0ccee-2205-404d-80be-2cb4f32c8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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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郭媒体，大概在过去的九个小时内，最起码 390亿次的 DDOS攻击，现在整个亚马逊把郭媒体的，因为他是跳

着的，N个机器，现在是重新排序，所以郭媒体现在很难上，现在他们正在楼下工作着呐，我看他能挡住什么！ 

 

3.习近平上台内幕。【习近平】【贾庆林】【江泽民】【王岐山】【李长春】【薄熙来】【令计划】 

习今天上去之前，当时的常委里面，可以说是最最最厉害的人之一，最最最厉害的之一，当时贾庆林在 17大的时候那

是如日中天，和李长春这不用想的，张高丽这都是江家的人，张高丽是 100%现在。李长春可以是一多半是江家的人，但是两

面吃。 

但贾庆林是 100%的江家的人，这个贾庆林是骨子里面是对江家好讲义气，但是贾庆林所有都说他贪，大家都知道，关于他

贪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他最大的对手他最恨的人，他最不想让上来的人，就是王岐山。他俩在北京的仇大了去了。贾庆林

和北京的刘琦，刘琦当市长他当书记的时候，他俩是不好，但是贾庆林和刘琦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刘琦后来跟王岐山是你

死我活；贾庆林和王岐山是你死我活，然后你死一万回我也得活，我给大家讲过无数次，贾庆林骂王岐山能不停的骂半小时，

恨死他了。 

但是大家别搞错了，没那么简单，儿童游戏你跟我好，我跟你好，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不可能。

政治上只有互相利用，王岐山也绝对是 100%是江家的人，这就是江蛤蟆厉害的原因，能玩平衡，玩的透。什么叫政权啊，皇

帝坐中间，两边一文一武，文武大臣，文的要干武的不让干，武的要干文的不让干，文的说白的武的说黑的，这叫做居中制

衡，皇帝坐在中间居中制衡，这就是政治，玩平衡。无论是世界任何国家无不如此。他只是玩平衡，牺牲的是老百姓，还是

牺牲的左右大臣，还是少牺牲人，多牺牲人。江玩这个平衡术，中国的近代史上绝对是高人之一了。 

所以他也自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皇帝，所以江皇帝这点他是心安理得的接受，因为他认为无论是自己在南普

陀，自己有癌症以后到了南普陀，修了南普陀的观世音菩萨像，兑现了承诺，提前预测他当了 89后的皇帝，包括手术后几

次都是已经命已归天还能回来，他深信自己是上天有使命的，也是天子，天神之子，叫天子，上天神的儿子叫天子。 

他是深信自己是皇帝，他玩这个平衡术很厉害，他认为这也是必须的。所以他后来的三个代表啊，这个 60年大庆啊，还是

奥运会啊，包括这个发水啊，六四以后的处理啊，与美国的关係呀，他更加得意的事情，就是把美国给收拾掉了，那就是 WTO，

他认为他在江朱时代干了 WTO，然后把中国这个所谓的下岗，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这都他干的，他很厉害。 

跟随他最核心的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贾庆林。当时就是从一机部的时候，后来到电子工业部，江家和贾家关係不是一般的好，

贾和曾庆红因此也曾经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但后来贾庆林当了北京的书记以后，当市长还没当书记的时候，是江把他弄

过来，你想想江能把贾弄到北京当市长当书记，那不是最相信的人吗？习也好胡也好只要是他当总书记把北京的市长市委书

记一定是绝对安排自己人，中办主任警卫局局长，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再一个军委副主席，这几

个不抓你哪叫官啊，你 hold不住啊。所以说当时把陈希同给灭了，那不就贾庆林上来了，你想想有多亲。 

那么后来由于放烟花的问题，在北京禁止烟花，曾庆红的母亲邓六金，想在北京继续开放烟花，两人发生争执，后来有一些

不悦悦，但是还不至于为敌，因为毕竟江在那呢。但是贾庆林和王岐山的这个苗头大了去了，因为王岐山玩两面，又跟朱鎔

基好，也跟江好，而且还老拿陈云出来说事，动不动又把姚依林又搬出来了。所以说老觉得自己代表着所谓的官二代太子党，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贾庆林是看不惯的，而且老欺负贾庆林，所以他的矛盾很深很深。 

就在十八大之前，就在十八大之前，就是不争气的令计划，自己的儿子被人家给做掉了，就是南普陀最后的关键的会议之后，

南普陀会议就把令计划作为切入口，灭令，灭令就灭李源潮。令、李一灭，薄熙来必须灭。薄熙来从个人上跟习非常不好，

从小就不好，家庭也对立。但是薄熙来绝对是江受益，还有贾庆林也基本认可的 18大的接班人。干掉令的时候没想干掉薄，

甚至想让薄上来的，薄也认为自己肯定能上来，江已经到了一定时候了。 

但是这时候出了一个神人，中南海里头溷出来的--温家宝！温家宝把胡锦涛给摸透了，当时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他们弄透了。

给习出了主意，你的威胁不仅仅是令和李，还有一个薄熙来，你不灭薄熙来你好不了。大家才后来发生了，习消失，所谓的

北京有动乱，习要辞职。 

这个时候，令的事情，当胡锦涛访问墨西哥回去的时候，已经被下了枪了，就没人接了，傅振华举报。这时候江傻了，我该

做什么呀。温家宝正式给习说出来，我把薄熙来给灭了，这是个坏人。灭了他你才能安全。这个时候温家宝已经非常清楚了，

令这个孩子的事情一出来，他就知道江家要全面出手，他也知道南普陀计划，这时候和贾庆林联手。 

王岐山是掣肘的，他自以为是习好，他是掣肘的，他是几面摆的，王岐山绝对是一半赌薄熙来一半赌习，甚至一大半是赌薄

熙来，一少半是赌习的。天知地知，所有中南海，习比谁都知道，江家也知道。所以说从任何角度，王岐山这些人赌的全是

薄熙来，我们的何频先生赌的也是薄熙来。 

后来这个时候，军方的动静变了，谁都没想到军方分成了好几派，郭伯雄、徐才厚赌的也是薄熙来，包括当时的房峰

辉。大家没看清楚这个戏吗？关键人物，推荐习的，令出事以后李源潮肯定要完蛋了，太天真太书生！胡锦涛完全吓傻了那

时候，回来被下了枪那时候，正在犹豫的时候，贾庆林出面了，绝对不是曾庆红先生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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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 1 日 

文武整理 

郭先生緊急直播（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rOGbsFPlE&t=3s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4T18:20:00-07:00&max-results=7&start=20&by-

date=false 

 

1.共產黨對香港全面下達執行戒嚴的命令【反送中】【CCP戒严】 

 

3：34-4:02現在共產黨已經全面下達了，對香港執行戒嚴令的命令。初步計劃是 8月 4號到 6號之間。根據 8月 5號香港

的行政、政府的工作人員上街的情況，取決於 8月 4號凌晨 1點，或者是 8月 5號到 8月 6號的凌晨 1點。時間，目前知悉

的是這個情況。 

 

2.共產黨戒嚴法的規定【反送中】【CCP戒严】 

 

4:03-4:53 共產黨的這個罪惡的戒嚴法的規定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的《國家安全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

軍駐港法》，應香港政府之要求，對香港實施戒嚴，對香港實施戒嚴。這是非常恐怖的，應香港政府之要求，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解放軍駐港法》，和所謂的《國家安全法》，對香港實施戒嚴。 

 

3.香港戒嚴期間，盜國賊集團徹底接管香港一切【反送中】【CCP戒严】 

 

4:54-5:53  在香港的戒嚴期間，基本上限制了人，只出不進，由香港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成立的戒嚴指揮部統

一協調。那就是香港人的吃、喝、醫藥，還有所謂的社會治安，全面由駐港部隊和香港政府成立的戒嚴指揮部統一指揮，那

就等於解放軍接管了香港的管理權，一國兩制徹底死亡。只有一賊了，連國都沒了。盜國賊集團徹底接管香港一切，人只許

出，不許進。 

 

4.對外籍人士進行清理【反送中】【CCP戒严】 

 

5:54-6:13   據說對香港規定，對香港的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真正的外籍人士進行清理。並對美國和歐洲在香港的機構，行

政機構和駐港人員進行清理。 

5.內部戰友說了個一，這個一是一萬【反送中】【CCP戒严】 

 

6:16-6:57是對 6月 9號以來上街抗議的積極人士，他們叫暴動分子進行抓捕。我在等一個消息，因為我沒有鬧清楚，說的

一萬，還是幾萬，他就跟我說了個一，這個一是一萬，我理解是一萬。但願這個消息我不敢肯定，因為我們這種聯繫方式太

不安全，他跟我說了個一。以上四條是來自於我們絕對可相信的，內部的戰友，給我們寄出來的消息。 

 

6.戒嚴消息發到美歐世界上【反送中】【CCP戒严】 

 

7:34-7:47   我已將此消息發到美歐世界上我們所有的支持滅共的和反共的朋友，戰友和相關政府的人員手裡。 

 

7.不要低估共產黨，共產黨沒有底線【反送中】【CCP戒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4ecd9d4-44c8-40d4-b5dd-5be05cf9898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rOGbsFPlE&t=3s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4T18:20:00-07:00&max-results=7&start=20&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4T18:20:00-07:00&max-results=7&start=20&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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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9:13   不要低估了共產黨，70年來在中國綁架強姦了 14億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種種罪行，沒有他們不敢做的，他們沒

有底線！ 

 

8.郭文貴對發布戒嚴消息負全部責任【反送中】【CCP戒严】 

 

10:00-10:16   我郭文貴對這個信息負全部責任，真實性我負全部責任！香港同胞我對這個信息負全部責任！只有具體的時

間和某種行動上的差別，這個行動的決定，我負全部責任！ 

 

 

2019 年 8 月 3 日 

文华整理 

香港大劫在即...希望香港的四个不要脸群体，能站在正义的一边帮助上街的孩子们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szXx39OOo&t=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7T13:02:00-07:00&max-results=7&start=19&by-

date=false 

 

 

1.香港發生任何限制性，或者武力性，它都屬于戒嚴【反送中】【CCP戒严】 

18:50—19:14 只要限制香港社會的任何自由，或者說跟上街抗議的善良的港民們，只要是發生任何限制性，或者武力性，

它都屬于戒嚴令。咱可以說成戒嚴，也可以說叫做武力鎮壓。 

 

19:15—19:27原來我說“滅爆小組”的時候，多少人說：怎麽可能，6萬人，怎麽可能。最後可能不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2.現代化的茉莉花革命【反送中】 

 

26:38—28:17 郭文貴成為媒體的算是一個用時間換飯吃的這麼一個主，還叫郭媒體，人家有一系列的計劃。結果人家的市

場調查給分出來了，就我剛才說的這些。說現在 VPN佔了多少。 

 

大家我給你們說一個數啊，大陸佔郭媒體使用 58%，這是把 VPN，就是一個 VPN你連 100個 1000個 10000個按一個算，美國

佔了將近 24%有時候達到 28%，然後是台灣、日本、加拿大，它是這個概念，市場分析完以後對年齡分段，女性佔了 60%多

將近 70%，平均年齡在多少，28歲。這個平均年齡 28歲關注的事件是什麼呢，大家想想那個突尼斯，他的女婿，總統穆罕

默德的女婿就這個馬德里，那個小販叫瓦比比，當時突尼斯事件的平均年齡是 28歲，你再看中東顏色革命，所有的使用社

交媒體的走上大街上的平均 25到 28歲之間，這就是現代化的茉莉花革命。 

 

3.共產黨瞭解你香港的上街運動差距不會超過 1%【反送中】 

 

28:21—28:58以色列專門有一個軟件，這個軟件是專門幫助你選舉的，這個軟件是當時要 800萬，現在估計 80萬就可以買

了，這個軟件在 2012年，就已經存在了。比如說當時香港黃雨傘運動，雨傘運動，它這個軟件只要輸上去，就能找到第一

個信息在哪來的，在台灣。然後從第一個放到了第二個，第二個放到 200個，輻射，菲律賓、新加坡、深圳、香港的什麼具

體的什麼區，平均是什麼年齡、什麼教育程度、性別，一下就出來了。 

 

29:05—29:43共產黨瞭解你香港的上街運動，我可以告訴大家，差距不會超過 1%，那個時候差距不超過 5%。現在我謙虛地

說不會超 1%，就跟那個以色列那個監聽軟件 Zero Quick，就是不用像過去還給你發個 Email發個信息，你要點擊一下才可

以監聽你手機，現在不用，它完全想聽誰聽誰，那是一個公司。NYS公司，華爾街有報道。這個軟件這個調查對香港當年雨

傘運動，他們說是不超過 5%的誤差。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3b943f3-17c2-4d2e-ab87-c10a2e1ca4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szXx39OOo&t=5452s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7T13:02:00-07:00&max-results=7&start=19&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7T13:02:00-07:00&max-results=7&start=19&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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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7—30:00 這個軟件現在使用最多的都是各國政府和情報部門，來使用監聽，使用媒體和運動所有的包含信息。這個軟

件在共產黨內部的各省、市、縣已經全部都有了。 

 

30:01–30:22這個又跟什麼連在一起了？又跟它現在搞的“威視”、“天眼系統”，還有搞的“面部識別系統”。“面部識別系

統”這在很早就有，是鄭州出來的嘛！大家知道從鄭州開發區這個公司出來的，後來被公安部、安全部弄走了。 

 

4.未來傳統媒體會消失【媒体】 

 

33:37—34:15未來很快會把傳統媒體給消滅掉。你看現在《華爾街日報》有多少人看？《紐約時報》有多少人看啊？你說你

還要看什麼，有什麼看的？大家都看娛樂節目，世界上都抱著個手機看什麼？未來五年人口的結構變化，是人類有史以來這

個“代別”最細膩的時代到來。但是，基本上是 70、80、90、00後。社交媒體將會是翻天覆地的變化，AI、5G。 

 

5.共產黨只有一個核武器：防火牆【CCP治国】 

 

34:17—34:41 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現在想撒謊，共產黨到了滅亡的時刻，這是老天賜予的機會。它只有一個核武器——防

火墻！只要沒有了防火墻，它屁都不是！比那個紙老虎還不可怕、還脆弱。就像班農先生說的，共產黨是懦弱，它為啥對付

香港老百姓？它知道——它完啦！ 

 

6.香港警察權利是天下最大之一【港警】 

 

43:37—44:16 香港警察要是想陷害誰，太容易了。全人類只有一個地方的警察，就是對任何人的銀行賬號給你查封了，我

就說我要查你的錢，我說你涉嫌洗黑錢，可以查你一百年。你所有的銀行，所有的任何支付，任何資產全給你停掉，有的人

能被餓死，這就是香港警察的權力。香港警察的權力是天下最大的警察權力之一。共產黨是沒有法治。你想乾啥就乾啥，如

果他真按法來，他還真有管制。香港警察的惡法太可怕了。 

44:22—44:50 香港警察的這個行動和香港的行政官員上街是緊密相連的。行政官員知道，共產黨要動手，香港政府在玩黑

的。香港行政官員看到了，黑社會已經出手了。然後香港警察已經扮演黑社會了。共產黨換來了惡警察，穿著香港警服的，

還有速龍小隊的這些所有人，都是共產黨安排的。 

 

7.救市場救經濟，救市場穩經濟和平暴一樣重要【港股】 

 

44:56—45:36 在這個時候大家要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香港的經濟，香港的經濟金融市場發生什麼事兒了？大陸可以

說傾盡全力維持香港的恆生指數。而且決不允許在香港佔了 60%的幾十萬億港幣的大陸私人投資或國有投資大額出售股票。

救市救經濟，說和香港平暴一樣重要。這是中共最上層的批示。救市場救經濟，救市場穩經濟和平暴一樣重要，大家記住這

句話。未來可能會有文件出來。 

 

8.香港不惜一切代價要穩住恆生指數【港股】 

 

45:59—46:35香港不惜一切代價要穩住恆生指數在 27500點，最底線不能低於 27000。香港的港幣兌美元絕對不能跨過 7.85。

香港不能有金融機構垮台，不能有重大金融事件。凡是大額轉款，大額的外匯進出都要馬上報，這是核心。 

 

9.香港的經濟、股市是假的，解放軍早已駐軍在香港，控制香港媒體【港股】 

 

46:42—47:53 香港的經濟是假的，是你在那塊操縱的。香港的股市是假的，你操縱的。香港現在的金融市場的所有的交易

很多都是你自己操縱的。香港的港幣兌美元是你控制的，是你操縱的。他們能不害怕嗎？然後就知道你一部分兵已經來了，

已經來了。大家千萬別天真的說，解放軍沒來香港，沒穿上香港警服，那就太可憐了，無知到極點了。最起碼一定數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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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一萬也可能兩萬，早就來香港了。而且大量的武器已經是都聚集在那裡了，大部分的兵力都在深圳、珠海。都在那裡

等著呢。有的是警察，有的是解放軍，有的是防爆部隊，有的是武警。海軍前所未有，從香港周圍聚集了大量的海軍。他們

要從水路交通、空中全面控制。 

47:57—48:22 所以說表面上要經濟維穩，市場貨幣操控。這面給你穿上香港警服，還有黑社會來進行，叫做斬首，打重點。

共產黨的領導最近講話叫打重點，打什麼重點？就是誰冒頭誰領導抗議就弄誰。黑社會上，警察抓。 

48:32—49:08 打重點打完了，必須控制媒體。很多媒體都被嚇壞了。你見過香港有幾個敢說真話的，敢替老百姓說話的？

你見過有幾個真心敢採訪抗議人士的？你去看現在鳳凰衛視 99%全都是反對香港抗議的，而且鏡頭後面永遠沒裝滿 100個人

過，你去數一數去。如果戰友們誰找到鳳凰資訊，找到背後的鏡頭超過 100個人，你把這發給我，我現在替他宣傳宣傳。就

天天玩這假的，這叫媒體影響，大外宣控制。 

 

10.群龍無首為大吉【反送中】 

 

49:12—49:35 那個軟件告訴共產黨和香港警察任何一個人你發的信息，任何一個人你的集結，都在他們掌握之中。這是為

什麼我說倪匡先生說的好，香港群龍無首為大吉，群龍無首為大吉，真是啊！但凡冒出來的就把你乾掉了。 

49:38—49:55但是在它戒嚴的同時，一定現在時時刻刻都在抓，一會還要抓。據我所知馬上一會還有人被抓。 

 

11.共產黨戒嚴前找各種辦法各種理由讓外國人離開香港【反送中】【CCP戒严】 

 

50:01—50:38 香港最近大家注意到沒有？有一個都忽視的現像——外國人。有多少外國人離開了香港？又有多少人現在還

待在香港？香港的外國人跟香港的金融市場，和它作為交通樞紐，和國際地位是同等重要的。你們現在注意到香港外國人是

多了還是少了？外國勢力，美國 CIA黑手到底去了多少人？ 

 

50:42—52:29外國人在過去一周走掉了將近 40%，離開香港 40%。悄無聲息呀，沒人報這數字。不是香港的抗議把他們嚇走

了，不是他們怕捲入到抗議不敢去了，極少數。這些人是怎麼離開的？大家記住，為什麼我說堅定他戒嚴一定會發生？共產

黨提前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將一大部分有影響力，特別是美國、歐洲人士，找各種辦法各種理由讓他們待不了香港。大家接

下來會看到一些媒體的報道，外國人在香港發生了什麼。堵媒體的嘴，讓外國人離開，這是要開始動手的關鍵因素。8964一

樣，叫外國人離開，堵住媒體的嘴，然後擋上，是拿席子也好還是拿防彈玻璃也好，還是拿被子裹住也好，反正得讓你看不

見，這是讓你看不見就是要幹事啦！動手啦！再一個，中央一確定，經濟上這幾個目標，然後叫這幾個官員們，經濟官員、

金融官員拿腦袋見，這就是說明共產黨是真要動手了！ 

 

12.對西方所謂傳統媒體的信任，那是我們的災難【西方媒体】 

52:34—52:56 整個全世界，你看不到一個媒體能有一個有價值的報道，從這點上你可以看到我們過去活了那麼多年，我們

對媒體的信任，和對西方媒體的信任，和西方所謂傳統媒體的信任，那是我們的災難。 

 

52:59—53:17 我們現在往回看那麼多年，什麼樣的真相是來自我們信任的媒體？是什麼樣的西方媒體的力量讓我們走向幸

福？或讓我們減少了危機，讓我們更安全？大家舉例，閉上眼睛想一想！ 

 

53:23—53:55 香港事件讓我們認清了世界，香港事件然我們看清了世界，香港事件讓我們更加瞭解我們過去的我們每個人

的人生所面臨的事件是真還是假？到底哪裡有正義哪裡沒正義？千萬別說美國都是好人，中國都是壞人，那完全是錯誤的，

美國也是有壞人。 

 

54:50—55:01我們全世界華人媒體，站了谷歌裡面的數據裡面是 0000……0幾，連百分比都算不上  0000……0幾，為什

麼？簡體字被共產黨給屏蔽了，所以繁體字是少數，然後又很多信息被共產黨刪除了，就是華人媒體可憐到這個程度。 

 

55:05—55:29然後你去上所有華人媒體，分三個層次：繁體的信息，有些你還能看看，還敢提點反對意見，這是第一（最高

層次的）。繁體字、簡體字，海外的有些可能還敢提提，沾點邊，有些連邊都不沾，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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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0—55:38第三種問題，幾乎是 99.99999%的自媒體，全部是被共產黨影響或控制。 

 

55:42—56:11 你看看我們華人，你所謂翻牆到海外，你翻牆出來你看到是什麼？被加工的、被包裝好的毒品和屎。而且絕

大多數的海外媒體都是被中共內部各種利益和政治集團控制完後再影響國內的。這個世界沒有比最長遠的毒最可怕———

那就是虛假信息！ 

 

56:17—57:03 西方的媒體誰敢深入地講過話？真正的敢去採訪抗議的群眾的，你見過有幾段？有幾個敢切核心的？是共產

黨的體制，是共產黨打破了規則，沒有兌現；是共產黨的威脅了香港 750萬人；是共產黨在操縱現在的抗議，黑社會就是香

港警察搞的。他們是沒這個能力？還是說他不願意？都願意拿著香港的事件來炒作，自己成為新聞點，然後扮演一個正義的

方式。但是有幾個人為香港人的利益安全所考慮？ 

 

57:10—58:02這是為什麼說社交媒體去中心化、去長壽化！每個人像傳統媒體一弄個電視台，活一輩子！活三輩子！你大爺

的！社交媒體可能你行，你就活三分鐘，如果你不行可能你三分鐘你都活不了！必須是去長壽化、必須是去壟斷、去中心化！

你有本事有價值在這活著，你沒本事，下一秒鐘就把你給忘掉！被忘掉那是正常的，不被忘掉是不正常的！只有真實的信息

才是你的核心價值，只有你對觀看者、閱讀者，對他有真正的價值和影響力，才是你的價值！沒有任何品牌在社交媒體，誰

要想創個品牌，我在社交媒體，你往下走走試試！ 

 

58:06—58:13我再可以告訴大家，未來在很快的時間，全世界的社交媒體、互聯網巨頭將翻天覆地的變化！ 

 

58:16—58:56 就像中國搞金融的，當年叫德隆，德隆系，你們還記得德隆系嗎？當年的德隆牛到啥程度了？恨不得把全中

國都拿下啦！全人類都是他家的啦，你還記得德隆兄弟嗎？你還記得安邦嗎？你還記得明天系嗎？明天系里的望北樓，你們

有幾個知道的啊？歷史事件每時每刻的發生，世界的最核心的力量就是社交媒體，就是互聯網，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不惜一

切代價要弄——防火墙！ 

 

13.郭文貴四項原則【文贵价值观】 

 

1:16:58—1:17:41你先聽著我四項原則： 

 

第一條本人絕不參加任何黨派組織，黨派和組織、什麼這會、那會我從來不參加。 

 

第二條本人不從中國大陸共產黨拿任何一分錢出來，我向你保證不會在共產黨那塊有一分錢。 

 

第三條郭文貴不但不接受共產黨、不接受任何人給我的名譽和榮譽， 

 

第四郭文貴永遠不做政客、不參與政治，在任何地方。 

 

14.董克文的下場【董克文】 

 

1:26:18—1:28:51戰友們知道嗎？ 董克文，一看這個人的出手，他就是福建情報部門工作的，他的領導是誰？是梁冠軍和

鄭祺，你看得出來，是他倆找的他。他倆這兩個中國城的黑社會，有犯罪前科，打人，組織，天天揮紅旗的，天天到人民大

會堂開會的主，一看就是沉默的力量。他找董克文，而且後面跟著鄭介甫，謝建升，這一看全玩黑道，全玩賭的，全騙共產

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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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董克文弄進去了，還克文呢。而且案子全是假的，他也知道不可能贏，胡扯八道的，開新聞發佈會，發傳單，想威脅

郭文貴，讓我妥協讓我害怕，還有一次把我們 John莊打了，這事沒完。絕對沒完。我一看董克文不值得考慮，他必死於共

產黨手裡，或者是因為共產黨在背後，梁冠軍這些傀儡們，這些共產黨沉默的力量給他撐腰，他會狂妄到死，作死。 

 

共產黨要麼把你殺了，要不就慫恿到你自己摔死，沒有人跟共產黨有好結果的，全世界最邪惡的集團就是共產黨。 

 

你見過跟共產黨好的，什麼彭德懷，朱德，劉少奇，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天天倒下的哪個不是共產

黨牛 X的人啊，牛 XXXX的人，結果如何啊？全人類死亡最多的黨，最多的黨統治人民就是共產黨。董克文能躲的過去嗎？

躲不過去。不說他，等他自己爆炸，爆炸了吧？傾家蕩產。 

 

但是最近，又有人要告他了，他說他沒錢了，申請破產，那這裡面有貓膩了，有人要有動作了，董克文接下來我不是不說你

了，我郭文貴可沒跟你拉倒，你破產了？我不相信你破產，我得把你破產的破字我得打上個問號，我得給你整明白，你是真

破啊？還是假破啊？ 

 

 

2019 年 8 月 5 日 

文爱整理 

香港大劫在即...希望香港的四个不要脸群体，能站在正义的一边帮助上街的孩子们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8zyTVSpSw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

date=false 

 

1.歐洲很多官員要求美國政府全面介入香港事情【欧洲】 

16:44-18:47  此時此刻大家都能知道香港現在多少人在街上，多少人為了自由而戰。昨天下午歐洲很晚的時間，英國的兩

個朋友，可以說是完全不相識，是在政府里認識的兩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讓我感到很驚訝。但也很正常，歐洲的很多人很多

官員，都是通過私人關係，包括今天，此時此刻要求美國政府全面介入香港事情，然後英國要全面跟隨行動。 

 

這兩個人，我想跟大家說，在這之前對香港的運動是有消極的看法的，我總跟他開玩笑說，你是絕對被共產黨藍金黃的，但

是他現在看不下去了，我相信他很快是英國的下一個首相，我們的哥們 Johnson能撐過三個月，大限 6個月，很難，我覺得

10％的可能性都沒有。我認為下一個是他。 

 

我說你這樣看非常好，你們一定要通過你們渠道跟美國總統呼籲，香港要發生大事，共產黨要借機不執行承諾給香港人的法

治 50年。現在別別拉拉地執行了 22就不想執行了，而且要殺人，我說無論什麼理由你也不能殺人。 

 

18:48-19:28另外一個人，他說 Miles，我這兩天完全理解了你們對共產黨的感受。花很多時間，在他運動過度腿摔斷的情

況下，在病床上看了我們很多的爆料視頻和戰友們的爆料和香港的情況，全力支持。然後，他會發動一切政府的資源要全面

的支持香港人。 

 

2.美國朋友完成了 600個媒體人士的聯名必須要川普總統在香港問題上表明立場【反送中】【美国行动】 

 

19:29-21:14昨天下午一個美國朋友，說昨天下午他們已經完成了 600個媒體人士的聯名，要向川普總統要求……，幾星期

前我說過 100多人要向美國政府要求，我說對了戰友們沒任何感受，我再說一遍 600个媒体人在昨天晚上 11点前已经联名

向美国政府和川普總統要求：川普總統必須要，必須要在香港問題上表明立場。只要解放軍不管什麽理由，穿什麽衣服，你

是穿夾克啊，你還是穿貂皮大衣呀，你還是穿什麽裝進去，只要進入香港，只要有流血，美國要有什麽要求，立馬停止美國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3b943f3-17c2-4d2e-ab87-c10a2e1ca4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8zyTVSpSw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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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國的一切活動，一切貿易關系，一切合作。對香港的自由貿區法立馬結束，立馬停止。然後應該派兵在亞洲，在這個所

有的地方，維護香港的安全。並宣布所有的美國聯盟國和駐亞洲使館，接受所有香港的難民政治庇護。 

而且明確地提出，川普總統一定要明確地做出。只要共產黨進去，和中國的 WTO 協議，以及我不知道啊，他們說的大概 70

多項合作，全部要停止。而且不是暫停，要停止。 

 

3.王震去新疆去殺人，被槍斃者家人要付子彈錢【王震】【新疆】 

22:19-23:01在這之前是安全部的一個官員，還有一個軍隊的。所謂的當時讓我們配合，奧運會當時的安保上，他們經常去。

因為我們盤古是唯一一個奧運會安保的臨時指揮部。所以說，我跟他們經常打交道。那天去的時候，就是因為這個安全部的

副部長，就談到在安保當中，發現新疆人西藏人怎麽說，我覺得這人簡直是變態。 

 

23:02-26:38滿嘴臟話，對西藏人和新疆人，那簡直是不行了。在這個中間的時候有人給我打電話，說最近在西郊的什麽賓

館，有幾個新疆人，這哥們就直接說，馬上給北京那個行政組打電話，直接就抓進監獄去。說還有孩子女人，孩子女人一起

扔進去，我聽了很不舒服。我當時就說的，我說你有沒有想過，這有一天如果新疆人有機會對付你的家人和孩子的時候，他

連給你上監獄的機會都不會給你，你太太過了，幹嘛把人家孩子弄進去？ 

 

那個解放軍說，你知道當年王震去新疆去殺新疆人嗎？當時拿著機槍掃，為什麽新疆人怕王震啊？新疆人就是該掃、吃子彈。

然後還補充了一句，他說當時王震回來講述掃新疆人的時候，在這個共產黨會議上，怎麽殺新疆人的時候，殺完新疆人就地

把這些殺新疆人的留下來。大家都知道叫做兵團，叫新疆建設兵團，就地成立。並給他們授權。新疆的女人想睡就睡，睡的

是榮譽，生了孩子你就立了功。當時說，開會的共產黨這些政治局委員們，哈哈大笑；這就叫建設兵團。 

 

接著說了一句，說這個殺新疆人，我們還吃虧了、吃大虧了，為什麽？殺新疆人的子彈錢沒要，沒地方要去了。殺一個人這

個子彈錢沒要。我當時聽了就說，這個新疆人是不是在法律上，按這說是不是要付你子彈錢啊？他說文貴你不知道嗎？中國

槍斃一個死刑犯人，要交六毛錢子彈錢。任何人都得交。從共產黨開始這就是規定。我說那要是你倆也被槍斃的時候，那是

不是也得交子彈錢？他倆一下就不高興了，你什麽意思啊文貴？怎麼這麼說話？我說那是平等的呀；他説我怎麼會被槍斃

啊。所以不太高興走了。 

 

我給這位美國朋友說，當時我們講的什麽話，這美國朋友特別驚訝。他說：Miles中國真的是槍斃人還要給錢，被槍斃人家

人要子彈錢？我說對啊。一直到現在，如果槍斃一個人不管你是什麽原因，都要上你家去，跟你父母或直系親屬要，你要當

場交給這個法警，當時槍斃叫武警或叫法警，要交 6毛錢。不同的省不同的價格。他說：這太不可思議了。我說：這就是共

產黨。槍斃你的子彈錢要讓你付，在新疆殺的新疆人，沒人付的，沒人給付錢了，因爲全家都殺了。昨天這位美國朋友說，

我查實以後，確實是中國的法律。我說我再告訴你的事情，我希望在香港不要發生這一幕，殺的香港人沒人替他付子彈錢。 

4.林鄭月娥下一步動作【林郑月娥】 

 

29:11-30:02 他說下一步會發生什麽？我說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香港的林鄭月娥一定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也有可能啊，現

在還沒發生，我說香港警察盧偉聰和保安局長也出來開記者招待會。然後駐港部隊開始聲明，然後再同時有人撞人，有人放

火，有人砸商店的門，甚至有人殺人。我說這是八九六四的招兒，一樣都不能少，先定性你是暴徒暴民。然後你威脅所有人

的利益，公眾安全，放火了，砸門了，搶東西了，強奸了，燒人了。 

 

5.芦岛要印美元了【假钞】 

 

32:18-34:23沒有香港、台灣和海外華僑的支持，你共産黨的改革開放，你改革開放個屁！你能有今天嗎？ 

 

你共産黨的，你的私生子女、爹爹媽媽、娘娘姐姐、大姨太二姨太，凡是你愛的，凡是你秘密的，哪個不藏在香港？ 

 

沒有港幣這個洗錢的渠道，你能活到今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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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香港的上市，香港股票給你弄了幾十萬億，你能到今天嗎？ 

 

沒有香港人的這些精英上百年的學習，和國際的融合和屈辱，你能有今天嗎？ 

 

沒有香港的金融市場，你有你廣東的 1萬多億美元的 GDP嗎？ 

 

你有你上海的蠢蠢欲動的，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嗎？你個不要臉的東西！ 

 

你看看中南坑裏的你家人、孩子，吃的穿的，哪個不是香港買的？你家裏不造啊。 

 

香港人過去 100年是屈辱的 100年，也是為中華民族絕對奉獻的 100年。現在竟然錄短片說人家，也不向中央納稅，香港什

麽不是為你服務的啊？香港的碼頭貨櫃，香港的富豪，包括香港的明星和美女，你們哪個想玩就玩，不過是你們家在遼甯的

葫蘆島多印點人民幣，或者印點港幣而已。 

現在聽說葫蘆島要印美元了，要印美元了。 

 

6.張志強李嘉誠江志誠內幕，亂港四人幫炮製各種罪行【张志强】【李嘉诚】【江志成】 

 

34:24-36:44錄視頻顛倒黑白，說香港人你不納稅，你還給中央添麻煩。那你管人家幹嘛啊？“遣返法”，回大陸，大陸在香

港犯罪的，你咋不把大陸的給送到香港去啊？你咋不立個法啊？你把人家香港人張志強黑社會，綁架李嘉誠的，給了你江志

成江家 5000萬，上市公司的錢 5000萬——我說到這我負法律責任，我再說一遍——你江家就讓人叫公安部，跟我工作的林

強，還有廣東局，那人也被抓了，就把他按照大陸法給槍斃了。 

 

黑社會有黑社會的法，香港有香港的法律，這是為什麽香港人不接受你的所謂的“遣返法”。因為你到大陸以後，花點錢就

能給槍斃了，沒有罪也能弄成罪名。所以說你不要臉。 

 

共産黨的宣傳片竟然說，這些人給你們惹麻煩。給你惹啥麻煩，你不去違反香港的基本法——一國兩制，你把“一國”給留

著，“兩制”給拿掉，搞一個“遣返法”。 

 

林鄭月娥，李家超，盧偉聰，還有鄭若驊，聯合炮製了，適合你們盜國賊家人，讓你們在香港安全地洗錢、安全地強姦，安

全地威脅香港，還不讓香港人發聲，目的就是不讓人說出你盜國的秘密嘛，犯罪的秘密嘛。只要你說，我就可以把你抓回大

陸。像張志強一樣，把你殺掉。 

 

是你違法、違規、違信在前，你是罪惡累累，無人相信！都知道你綁架了 14億中國人民，全人類都知道。你卻讓人們閉上

眼睛相信，是因為這些孩子們，帶來了香港今天抗議的這個困局。天下有如此不要臉的一個國家政府、一個政黨嗎？顛倒黑

白。不過你這個顛倒黑白，更堅定了香港人民上街的勇氣和信心。 

 

7.香港四大不要臉【四大不要脸】 

 

37:13-38:28我這幾天罵香港的朋友，罵得嗓子都啞了。香港有四不要臉，我罵他們。不接我電話，我發信息罵。律師，我

郭文貴在香港花了幾個億的律師費，我罵他們。我說你們因為當時他們陷害郭文貴，你們在大陸被抓；有的 8 個月不能回

港，老母親 90多歲得了癌症；有的律師在大陸，女律師被大陸警察搜身，脫光了搜身；有的香港的女律師給我工作的，在

大陸被男警察摁在桌子上，撅著屁股檢查陰道，回來閉嘴不敢說話。我說這個時候你們還不上街，你們還不會抗議。我說你

能不能把你收我的 8000港幣一小時的錢，你捐給學生點錢。不要臉，第一不要臉。香港（律師）為了賺共産黨的錢，過去

家人被捕，老母被得癌症，自己的女人被檢查陰道，不站出來說話、不捐錢。這一不要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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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9-39:49第二不要臉，香港的演藝界。可以這麽說，哪個不認識我？當年《投名狀》電影，在我們盤古搞首映，所有的

人都到那裏去了。就在我辦公室隔壁搞，讓我過去我就不過去。是由我們的林強折騰的，他就愛折騰，管香港黑社會嘛。是

跟向華強他們一起都在那，我沒有過去。但這回我跟他們聯系，平常他們都跟我聯系，過年過節都問候我。我給他們每個人

都發信息，我都罵他們。我說香港第二不要臉就是你們演藝界了。沒有香港 750萬的粵語的客戶支持和市場，你的唱片、你

的電影能活到今天嗎？你們被你們這倆老板，楊受成，還有我哥們林建嶽，就被共産黨威脅，你們就不出來說話。沒有香港

的這些孩子哪有你們，沒有香港的人民，未來哪有你們？不要臉呢。你們捐點，那孩子面包都吃不起，看著讓人傷心。這二

不要臉。我說你們成了曆史的恥辱，我們聽著你們的歌長大，其實我現在要聽你的歌成為恥辱。 

 

39:50-41:04第三個，香港的金融界。大家知道香港金融界賺了我錢的人多了去了，賺幾億、幾十億的多了去了。我幫他忙

幫的多了去了。我給他們發信息，打電話罵他們。我說這個時候你們不差幾百萬幾千萬吧？你們能不能給這些孩子捐點錢？

全香港的金融界你們壞了八輩子的良心。你們都為了你們的孩子、你們的股票，是這些孩子拿生命來為你們維護。你們讓他

們上街受那麼大的苦，你們能不能每個人捐上個 100萬 200萬？叫孩子們晚上在馬路旁有個好帳篷，能眯一會兒，有個安全

的雨傘，買個好的防護面罩。你們就不怕見你們列祖列宗的時候，他們拒絕見你們嗎？你們的縱容，你們的懦弱是在犯罪，

因為你們是受益人，因為你們是當事人，這是第三不要臉。 

 

41:05-42:23第四個是香港的富豪。你說香港哪個富豪我不認識，這些富豪還真不要臉，這些人罵完都不吱聲。說我們在做

了，你不知道啦！Miles你不懂啦！這些富豪都集體回復，Miles不要誤會啊。因為他們都害怕，我說你不做我就點你們的

名字，把你們這些醜事全部給你抖出去，你們怎麼拿的政協委員，怎麼拿的人大代表？都回復：不要誤會，我們已經在做了。 

 

我說你們這些人沈默，你們保護你們的家產，被共產黨利益綁架。你們要當政協委員，你們要當人大常委，當政協常委，能

不能捐點錢給這些孩子們？能不能給不上班的員工繼續發工資？能不能不要臉到這個程度？錢多你又能怎麼樣？香港都沒

了，你們有錢嗎？香港血流成河的時候，你還能安逸的坐著你的勞斯萊斯，在你們香港大街轉悠嗎？你還能扣女嗎？你還能

煲湯喝嗎？你就心安理得的就在家煲你的王八燙？煲你的蛇燙？這是四不要臉。 

 

 

2019 年 8 月 6 日  

文武整理 

谈美国将中共定位汇率操纵国的意义（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youtu.be/TUTvQZugTSA 

文 本 鏈 接 ：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

results=7&start=16&by-date=false 

 

1.法治基金單日最高捐款【法治基金】 

 

8：38-8：56  法治基金迎來了在不到 24 小時內最高的單日捐款，八位數的捐款， 第一次不到 24 小時八位數的捐款 

 

2.川普總統宣佈了對共產黨的為貨幣操縱國的意義是什麼【川普】【美国行动】 

 

16：14-16：24  美國川普總統宣佈了對共 產黨的做為貨幣操縱國的意義是什麼。我大概給他說了八九條。 

 

16：26-16：48  第一，最重要的是，中共經濟滲透美國的真實力量。這次川普總統通過貨幣操縱國 他能感受得到。西方能

感受到到底中共有多大的滲透力量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賣 國集團。 

 

16：50-17：01  第二，讓美國和西方看到中共的真正的經濟實力。到底这事儿對中共有多大的威 脅，他多在乎。 

 

17：06-17：12   第三，美國內部誰是賣國集團。这是非常重要的。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e4a4f37-c105-4d99-aad8-b467fcd24a33
https://youtu.be/TUTvQZugTSA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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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17：35  第四，美元在市場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現在美元在世界上的實際價值和他的信用 度，因為美元是石油美元，

信用度是多少。經過中共和美國這 18 年的 WTO 較量 之後，美元在世界影響力有多大。 

17：36-17：50  第五，是一次絕對的中美之間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價值和貨幣淨值的真實較量。 

 

17：55-18：43  第六，貨幣操縱國的意義在於什麼，全面瞭解中共的海外實力。不包括你美國呀， 香港，台灣，日本，一

個匯豐銀行，一個德意志銀行，巴特萊銀行，一個 JP 摩根 銀行，借給中共的錢，那數字嚇死你了。但是這個時候，他有

多少的控制能力。中 共的公開數據是兩萬億美元的國債。兩萬億美元是多少？戰友們，大家算算是多少 錢？兩萬億美元都

是短期的。十個月到十八個月之間。 

 

18：45-19：06  第七，貨幣操縱國定位以後，美國能做什麼？兩條對中共是致命的，其他都不用廢 話。停止貨幣結算在全

球， 停止使用美元貨幣結算。 

 

19：12-20：07  第八，美國能做什麼第二個，停止（撤回）美國機構和個人對中共的投資。這可不 是開玩笑的。你個人，

機構，你過去的投資，撤回來，現在不能投資。 這兩條是核心。終止你使用美元，海外整個的美元結算系統。那不就完蛋

了，死了 嘛。就是都是在地球上，你就別呼吸這空氣了。你呼吸屁去吧。然後所有給你的空 氣拿回來，未來不能再 2 給

你空氣。就這麼簡單。其他都不用說了。 

 

20：11-20：29  第九，中共的偷盜經濟，，通姦經濟，和美國賣國集團一起的經濟，因為這一次將 大白於天下。 

 

20：39-21：21  第十、這個時間點，把中共列為貨幣操縱國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和港幣聯繫在一 起，形成金融領域最可怕

的信心喪失。所有的金融，不管你真的強大還是假的強 大，只要沒信心了，他就一文不值了。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傳播力

太強了，想挽救 都挽救不回來。 

 

21：25-22：16  第十一，形成共產黨後門被掏肛，前面被槍頂著，後面被掏肛的感覺。他只能左 右。左，就是共產黨賴以

生存的兩個核心武器，叫做政治空間。第一個，中華人民 共和國共產黨綁架了十四億人民的單一的，絕對的政治體制，所

謂他認為，中國人 民同仇敵愾，共同反美的愛國主義，所建立的中國國內的單一市場經濟。這個他認 為的第一個武器。 

 

22：17-23：36  第十二，第二個他認為的武器是，現在由於美國內部的政治鬥爭，和川普總統受到 了內部的挑戰，和共產

黨在西方埋下的盜國集團和賣國集團的核心利益對他的威 脅。這叫做所謂的美國政治風險。 這倆武器。等你犯錯，你要死，

我內部全都愛我，老百姓都愛我，老百姓都對付 你。這是他的核心兩條。這核心兩條正好相反，連個屁都不是。 共產黨，

你騙你自己呢，同仇敵愾，絕對相信共產黨所謂你的單一體制，獨裁體 制，決策性快，決策性強，調動能力強，想幹啥幹

啥，不為人知，恰恰是你致命 的！你騙美國已經完蛋了，完全完蛋了。 

 

23：39-24：26  第十三，共產党特別相信的五國聯盟，都被美國制裁，形成一個經濟共同體，抱團 取暖，通過這次絕對摧

毀式打擊。因為共產黨沒錢了，沒人再相信你能給我錢了。 什麼叫五國聯盟啊，就是你們中共買單，中共給我武器。你都

沒錢了你還給我什麼 錢啊，你都沒錢造武器，你給我什麼武器呀！還有一個，我拿你錢了，美國人再懲 罰我咋辦？再重度

懲罰咋辦呀。你已經是癌症了，我這兒只是皮膚病，我幹嘛跟你 倒下去啊。結束，不跟你玩兒了。對五國聯盟，抱團取暖，

摧毀性打擊。 

 

24：28-25：19  第十四， 打開美國內部政治，和美國內部兩黨鬥爭一個新局面。現在川普總統和 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

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在 2020 以前把中共滅了啦，要麼在 2020 讓中共把你們滅了，由他來控制選出一個美國總統，只有這

兩條。我相信， 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有一個共識，一定在這屆大選前把中共給滅了。這個是超出 大家想像的。這是我感

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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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27：21  第十五，美國將由此開始弱勢美元。他說人家貨幣操縱，美國也貨幣操縱，但是你 沒轍呀，你玩兒得過人

家嘛，你沒人家有實力呀。人家是明搶，共產黨是暗偷。他 明搶是按法來，你是暗偷。怎麼著，你強大嗎？你沒有，因為

你沒有人民的支持！ 你共產黨你不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人民謀取更好的生活，只為你那十個盜國賊家 族。這就像我一直

跟美國人跟歐洲人說的，中國十四億人，加上 10，就是 10 個家 族，百分之十的人統治著百分之九十的人。這回會把你打

回原形。你是為了盜國賊和 10 個家族服務，不超過百分之十的人服務的。中國人不跟你共同地度過危機。 那是你活球該。

巴不得你快嘎本死了呢，你嗝屁。這是本質不同。但美國這次會公 開弱美元，加強美國內需，擴大美國市場。一球一世界。

一個地球一個新世界，跟 你玩兒個大的。你才一帶一路，人家是一球一世界。一個地球一個新世界。 

 

27：23-28：27  第十六， 這次會讓美，日台韓歐洲，所有政治經濟合作，成為一個切實的，文明 的，可靠的，一個新的

世界經濟體誕生。什麼 G20 呀，上一邊兒呆著去吧，什麼 APEC 呀，上一邊兒玩兒去吧。說白了，就是以法治國，文明，

民主，自由，有信 仰的國家，一起玩兒這個經濟體。這就是川普總統搞出來的。你不用想的，日本， 韓國，台灣，新加坡，

我希望加入一個香港，印度，整個歐洲，當然包含加拿大 了，北美文明國家，都會連成個新的經濟體，大家會非常清楚，

靠中共的日子，一 去不復返了。瞎忽悠啥呀，這都過去了。這都成歷史了。 

 

28：28-29：58  第十七，美國的賣國集團徹底復甦，醒過來。美國將用 5G，AI, 生物科技，和大 量的生產產業帶回美國

的同時，將產生新的能源集團，新的經濟模式。美國會真正 地開始，創造一個讓世界更偉大，讓世界更和平。讓美國再次

偉大。無庸置疑。 5G，AI，生物科技，新能源，然後整個新興市場從新建立，印度，越南，柬埔 寨，緬甸，部分非洲國家，

拉美國家，全面形成新市場。這個時候，亞洲四小龍， 但願包括香港，能夠回來，徹底涼在一邊的只有這五個國家，踢出

局去。世界將顯 出新的格局，新的局面。 

 

30：04-31：03  第十八，從現在目前來看，定為中國貨幣操縱國，覺不是總統一時興起。看中共的 媒體簡直是可憐到了極

點。專家簡直是胡說，一幫忽悠。千萬別相信那些專家。證 明了一件事情，爆料革命和我們所有戰友親眼看到，通過事實

看到的，也通過各種 情報總結的，川普總統要摧毀共產黨體制是發自內心的，絕不是跟你玩兒點什麼貿易。 

 

31：05-33：33  第十九，為什麼我們說在 7 月 20 號左右，在 7 月 27 日後，世界將徹底改變，中 共將以光的速度走向

死亡，全球自動滅共的時代。然後我最關鍵的是說，在沒有在 上海西郊賓館開會的時後，中美新的一輪談判的時候，我就

說上海西郊賓館，中美 關係起始與此，未來將會證明，西郊賓館是葬送共產黨的地方，中美關係死亡的地 方！這將開啟中

美關係新的時刻。我今天再給大家說，上海西郊賓館，當共產黨決 定這個會議的形式和做出的決定和一些行為之後，他已

經徹底地在他那個上欺下騙 的情報系統當中等於失靈了，中南海聽到的全是好聲音，沒有任何真相。而美國現 在 CIA FBI 

海外情報，各種情報獲悉中共的一些打算之後，美國已經是深入虎穴， 要證明給全世界，你是騙子。你根本沒有誠意。你

根本不想解決中美貿易爭端，而 且玩兒欺騙，也不想買美國的農業產品，美國已經瞭然於胸，而且已經制定了一系 列的決

定，上海就這麼表態，如果他這麼說，你就這麼做••••••據說沒有一樣超出美國預期。完全在情報掌握之中。這可能是前所未有

的美國對中共的情報搜集最最成 功的一次。 所以美國有一系列的決定，提前美聯儲降息，並且給了一些再降息的預期，讓

美國 市場進行一個自然地調整。然後美國一系列的決定全面開始。 

 

33：36-35：06  第二十，美國所有股市包括一些指數變化，更讓美國看到，讓美國了解到，真真正 正的中共在美國和賣國

集團合作的能力和滲透的深度。這次股市，讓他們看到了， 中共想利用股市威脅川普總統，威脅美國讓他停下來。然後我

把我的匯率操縱性地 跨過 7，造成恐慌，然後在美國合作的賣國集團大肆地拋售股票，更重要的事情， 在這些股票當中，

有很多是中共的國有股，和中共控制的所謂的私人股。大量地拋 售。造成股市的恐慌。然後讓你害怕。他沒想到，早在你

預測之中，早在安排之 中。這次傷害的只有中共和中共所控制的美國賣國集團，沒有任何人。所以股市， 美國的經濟變化，

恰恰是給美國極度過熱的股市和市場打了一個預防針，甚至讓他 降了溫。好事兒。 

 

35：15-37：22  第二十一，親愛的戰友們，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美國的房產什麼情況，美國的房產價 格又到了 2008 年之

前，瘋狂啊，疯狂。我就不一一舉例了。我們頭兩天幫朋友， 包括幫路德先生買的房子，就一個房子有三個客戶爭的現象。

而且這三個客戶的倆 全是來自於亞洲。在這個時候，美國弱勢美元和對市場的警告，和美國市場的調整 和美國房地產市場

要面對一個非常長的降價期和跌勢，對美國經濟是健康的。所以 說，美國的內部真有些專家，共產黨專家全都是騙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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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忽悠的。瞪著眼胡說 八道。那一幫垃圾，悲慘，災難！從個人角度來講，我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沒有一 個能跟我們江

財神比的。江財神當副總理，管經濟都比他們強。這不是開玩笑。哪 個我不認識啊，都是忽悠，都是在辦公床上想出的法，

都是在英文媒體上學的那些 東西。現搬現賣。都玩兒政治，都是吃點兒什麼偉哥呀，搞點兒什麼鞭湯啊，訂點 兒名牌呀，

搞點兒房子啊，看看想辦法玩兒人家三代呀，都是腦子玩兒這個。甚至 絕大多數的高層全喝藥，全吸毒。哪有腦子，哪有

時間跟你玩兒世界經濟金融去 啊。而美國真的有一幫專家，判斷明確了，判斷清楚了。 

 

37：23-38：29  所以這 21 條，決定了現在這次美國川普總統把中共定位為貨幣操縱國。對香港的 抗議運動，可以說這事

已經是隔牆可以投錢了，隔牆投飯了。絕對對香港抗議運動 是個巨大的幫助，對台灣未來在亞洲的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有巨

大的幫助。特別是對 亞洲，日本，韓國現在是個爭議和鬥爭，對下一步亞洲的經濟調整是個巨大的幫 助。 而且這個事，

不管你如何，川普總統下一分鐘說我給你取消，這中形成的改變和力 量不可撤回。所有的金融市場和現在的國際市場，就

倆字——信心。當信心變成不 確定性的時候，一切都回不來了。 

 

3.共產黨滅亡走向地獄的第一道大門，第二道大門【灭共】 

47：20-47：40  最後共產黨滅亡，第一道走向地獄的大門，一定是，一定是香港；第二戰場，西郊 賓館。上海幫和它操縱

的這些人，和美國的較量，第二道。這只是第二道門裡面的 一小部分。 

 

4.美國會宣佈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美国行动】 

 

47：48-48：00   大家接下來會看到，為啥我說：世界將會巨大的改變？我可以告訴大家，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美國正式

宣佈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意義）遠遠大於這個貨幣操縱 國。它會在哪部署？大家走著看！ 

 

5.美國政府宣佈查封和凍結共產黨在美國及海外的美元資產【美国行动】 

 

50：06-50：24  ， 香港一旦戒嚴，那是致命的。還有一個在經濟和科技金融領域上最致命的，美國政府宣佈查封和凍結共

產黨在美國及海外的美元資產. 

 

6.在幾秒鐘以內改變這個現狀最終的決策在中共【反送中】【CCP戒严】 

 

50：42-52：03   還有大家千萬記住，這 700 多家在美國的上市公司，是待宰的羔羊，待宰的肉， 案板上的肉，你看這幾

天，上海股市恆生指數包括他脫市，包括接下來一兩周會起 伏起伏，甚至是往上漲漲，但是這是用什麼，這是他不是用命

來挺的，他得用未來 的命來挺的。   只要是共匪輸掉這次戰爭，共匪基本上宣佈了自己的死刑時間，但願這個金融戰、 

科技戰和香港的保衛戰，能引起黨內的軍隊、黨內的高層們能作出最終的決策，在幾秒鐘以內改變這個現狀，那就是把中共

的，現在綁架了中共 9000 萬黨員和 14 億人民的這幾個家族給消滅，然後中國宣佈真正的到了建政國的時代. 

 

7.貸款不還錢【李友】 

 

1：03：21-1：03:34   李友貸款從來不還，連本帶利不還，你江家貸款從來本利不還。你海南陳峰，你王健貸了幾千億，

連本帶利不還，你把人給殺了。 

 

8.大連法院的張明鵬產說黨比黑社會還黑【大连法院】 

1:03:48-1:04:00  大連法院的張明鵬通過人跟我說，這個案子讓他感到了寒心。他說共產黨比黑社會還黑，但是妳告訴老

郭，我別無選擇，這是领导的指示，我必須這麼弄； 結果這哥們兒也被抓了。 

 

1:04:04-1:04:49  一個大連的西崗區法院的院長張明鵬，審李友案、審郭文貴案的人，貪幾十億！連 律師帶法官，幾十人

被抓。共產黨流氓到什麼程度？據說那張明鵬和王芳也是一天 的關係了，相當熟！我估計這是王芳通過肛門文化，叫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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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孫力軍加以提拔， 同時審李友案。這李友的女朋友在那裡面，畫著口紅、化著妝，拿著愛馬仕的包， 嗯哼、嗯哼……

然後，五罪全成——回家！就為了那幾十億。 

 

9.共產黨內部下了一個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讓 7個人和郭文貴分開【灭爆小组】 

 

1:11:36-1:11:51  我知道共產黨內部有一個任務，5月份就下了一個命令，6 月份下了一個命令，不惜一切代價要讓班農

和郭文貴分開。要不惜一切代價讓韓聯潮和郭文貴分開。還有另外 7個人，我就不念叨了。 

 

 

2019 年 8 月 7 日 

文卡西欧整理 

郭文贵先生直播 王岐山和德国前副总理菲利普什么关系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7rez9fSrM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

date=false 

 

1. 德國前副總理菲列普羅斯勒是姚依林的私生孫子，紐約慈航沒有轉過股權。海航與ＰＡＧ千絲萬縷的關係【菲列普羅斯

勒】【姚依林】【慈航】【海航】 

 

15:50-19:18文字稿紐約慈航壓根就沒轉過股權，這全是騙局！不但對外的公佈的新聞是假的，中間的簽字人是陳峰的女兒

和陳峰的兒子，跟王健先生根本沒關係。 

 

那麼為什麼德國的這位前副總理跟海航那麼近，它跟海航啥關係？海航和王岐山又什麼關係？請放一下，王岐山和德國前副

總理菲利普是什麼關係？王岐山是海航的大老闆，我相信天下沒人懷疑，沒有任何人懷疑。海航的創始人陳鋒和王健是白手

套，是盜國賊一份子，沒有任何人在懷疑！盜取國家的財富，就對面的這個牆上，大家從這個結構圖裡邊大家可以看到一個

最核心的人物，姚依林！從姚依林這一支出來了親子關係——姚明偉。姚明偉 2011年去世，曾在越南學習長期居住，傳說

中的私生子，就是菲利普羅斯勒，越南裔前德國副總理。 

 

所以說戰友們你們能看到，前邊姚家的這一支和這個關係大家你們能看的非常的清楚，姚依林中共前高官、前常委，64 鎮

壓的核心人物。姚明偉、姚明山、王岐山、私生子菲利普羅斯勒，紐約慈航前首席執行官。慈航基金受益人：孫瑤、貫軍、

劉呈傑。 

 

大家再往下看，又出了倆人物了，原來沒有的——林正月娥！香港現在運動的核心人物，林正月娥旁邊是誰啊？大家叫 Horst 

Geicke，這個是誰？叫 PAG，太盟投資集團的第一個創始人，牛吧，牛不牛？然後往上看，海航的是王健，陳峰，陳峰的兒

子陳曉峰，還有 Horst Geicke，然後第二個叫 Chris，Chris這個人是 PAG第二號人物，第三個是中國人，叫 Ian Cheng，

我不把他照片放出來，因為這個人還挺好的，跟我挺好的。這個人是咱們國家安全部，核心人物！你在網上找不到鄭奕一張

照片，但是我有很多啊，都找不著的時候我來弄。 

然後王健死後，所持有的股權全部被捐到了慈航基金，捐到了慈航基金的錢到了誰手裡邊，到了傳說中的姚明偉的越南私生

子，菲利普羅斯勒這來，大家看到了吧。然後從我 2017年 6月開始爆料的時候，把貫軍、劉呈傑股權全部轉到了他的名下，

包括孫瑤。 

 

2.ＰＡＧ太盟和海航都是王岐山的，在三亞發家。Horst & Christ是王的白手套。香港基建,黑石,城建投和海航互相持股,

互相交易,在香港美國英國上市洗錢【王岐山】【洗钱】【海航】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cd4e01a-420e-4bc5-b4dc-1b75aef7b4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7rez9fSrM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09T00:00:00-07:00&max-results=7&start=16&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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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25:01:文字稿但是大家要看到一個核心的問題，當初最早 2007年的時候，12年前，海航最牛的時候，投資最大的也

是盜國財富最牛的——海航海南的三亞投資，叫鳳凰机场。曾經一度達到了 100%或者 70%，就是通過 Ian Cheng，還有這個

Chris，還有 PAG的聯合創始人 Horst他們來做的。當時是陳峰還有王健全面運作，中間運動人就是王岐山！王岐山當時從

海南當書記已經回到北京，這是他安排他們給他建的。 

 

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當時的太盟，就是所謂的太盟投資集團，幾百萬美元的資本，當時就投資了海南鳳凰機場，三亞的機

場。旁邊的地弄了上萬畝，但是這個 Horst，大家知道，大家知道這個人家暴被判刑了，家暴被判刑，這個人非常之粗魯，

我跟他多次喝酒，喝完酒以後酩酊大醉，開著車亂跑，而且不管在餐廳在哪裡，對女性極為暴虐，而且他是猶太人，我從來

沒見過壞的猶太人，見過兩三個，他是其中之一，暴虐，後來是因為打妻子，家暴被判刑在香港，名義上說離開了太盟，事

實上今天你會看到他還是太盟的老闆。 

 

他是第一號，第二號是 Chris，第三號是鄭奕，現在去了個王岐山的嫡系叫單偉建，單偉建代表王歧山去掌握了，事實上，

我想告訴大家的事情，PAG 太盟投資集團，第一天起的成立就是因為王歧山，第一天的成功的項目就是海南三亞鳳凰投資，

第一天的目的就是要和王岐山的生殖器治國家族聯合在一起，第一天的計劃就是盜國賊的計算之一。 

 

大家看看其中有三家，太盟亞洲機會基金，大家你們看看還跟海航什麼關係啊，香港基建是整個三亞各種公司基建，和海航

洗錢的關鍵的上市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封閉式的基金和開放式的基金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懂得，封閉式的基金，大家都很明白的，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股票值多少錢，看到多少錢了吧，從一個幾乎跟海航一樣的從 0的企業，突然變成上萬億人民幣的企業，大家覺得正常

嗎？而且絕大多數交易全是跟海航的，而且這些交易當中，不但跟海航，更誇張的事情，PAG的老闆他竟然是德國前副總理

菲利浦，和菲利浦的家人，和默克爾，和代表海航在德國歐洲大量並購的重要的投資人，代表人。 

大家覺得這是偶然嗎？太盟是香港版的海航，太盟投資是王岐山洗錢的錢莊，太盟所有接管的地產和公司都是海航的下一

手，一個是香港有一個太盟，美國有一個黑石基金，幾乎海航百分之六七十的項目做的都是美國的黑石基金和香港太盟，剛

剛的海航轉讓了 40%的控股權，香港的城建投，城建投是海航王岐山洗錢的重要上市公司，如果天底下還有一個罪，叫內部

交易操縱股市的話，天底下，非香港建投莫屬，那就是陳峰，王健，王岐山，田國立，田惠宇等控制的這個，這是整個海航

洗錢騙錢內部交易，假貸款，騙貸，盜國的重要工具之一，他的背後跟中共國內的天津渤海公司和將近 60加上市公司，相

互換手，相互坐莊，相互交易，在股市上洗錢騙錢，而且這公司他們整個太盟集團還在倫敦上市。 

 

從默默無聞到幾千億美元的市值，現在是幾百億美元，之前達到過上千億美元。他的創始人 Horst還有 Chris，還有鄭奕我

跟他們非常熟，我跟他們 2006年跟他們認識。親愛的戰友們我在之前從來沒有說過，我從什麼時候就開始瞭解海航了，我

就瞭解王岐山了，郭文貴是最有資格說的。這是為什麼王岐山恨郭文貴恨到咬牙根子，非要殲滅，斬草除根，滅我家門，我

過去從來不說。 

 

3.林鄭月娥是 PAG核心【林郑月娥】【PAG】 

25:14-26:55 文字稿大家看到他們誰跟 Geicke Horst，大家看看我說盜國集團，最核心的是現在，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看到林鄭月娥了嗎？看到林鄭月娥和德國總理了嘛，和太平基金了嗎？林鄭月娥見他，你看是敬拜祂，是到那去崇拜他，你

看後面這些人，都是幹什麼的？你看看旁邊這些人，德國的這位前副總理菲利普和所有的 Horst的關係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這是偶然嗎戰友們，越南的投資，德國的投資，和這哥們兒被抓。 

 

而且他玩別的女人被抓，這是不是共產黨的風格，是不是現在陳峰的風格，是不是王岐山的風格，是誰串起了這個關係的。

我們的 DT和 Misha每次爆出菲利普，我從來沒說過一句話，今天之前大家看我所有的媒體上，我從未在任何一個群里通訊

工具里說過一句這位傳說中姚依林的孫子，私生孫子，德國副總理菲利普先生一句話。 

我現在告訴大家因為王岐山和陳峰以為我不知道， 

 

4.王岐山在歐洲佈局,控制德國就是控制了歐洲【王岐山】【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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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3-31:34 文字稿這個 64兇手之一就是姚依林，姚依林的女婿叫王歧山，他的唯一兒子姚明偉，姚明偉的兒子姚慶，姚

明偉的私生子之一，公開的，我告訴你他還有五個以上，我現在先爆出這一個，傳說中的菲利普，德國副總理，在 89年，

這個 64之後能在外面布下天羅地網，天羅是海外的錢，地網是他的私生子孫。而且能把一個越南的孤兒弄到德國去，成為

德國副總理，差點控制德國。 

 

控制德國就控制了半個歐洲啊！就控制了四分之一個世界啊！歐洲 3駕馬車：德、法、英，但是那三駕馬車里一半是德國，

這還是謙虛的說法甚至更多。英國要脫了歐以後，一大半就是德國了。歐洲是德國的歐洲，還是法國的歐洲，一直鬥來鬥去，

結果英國人老往上湊合，湊來湊去叫人給踢出去了。那我不玩了，我不跟你玩了，那叫脫歐。一直就是德國的歐洲，法國的

歐洲，鬥來鬥去。 

 

德國的歐洲，控制了德國就控制了歐洲。控制了德國，還控制德意志銀行。所以說海航就控制德意志銀行。控制德意志銀行，

誰在後面當托兒呀？PAG。PAG 在英國什麼關係？在英國上市公司上千億美元。歐洲是誰的歐洲？王岐山的歐洲！跟你習近

平，跟你共產黨蛋的關係呀！ 

 

 

 

2019 年 8 月 8 日 

文粤整理 

中共对世界布下的天罗地网 并不能阻止中共灭亡的步伐（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tJSYWTP1w 

文 本 鏈 接 ：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0T21:05:00-07:00&max-

results=7&start=15&by-date=false 

 

1.為分裂郭文貴和班農，戰友的關係明碼實價開出清單，滅暴小組派出大量人員接近文貴，以苦肉計釣魚【灭爆小组】 

 

19:22-21:52 共產黨從 5月份，分別在不同的情況，滅爆小組和政法委和統戰部在歐洲、美國、英國見了很多的人，布了巨

大的局。 

 

回去挑撥郭文貴和班農的關係一千萬美元，只要他倆分裂一千萬美元。 

 

挑撥郭文貴和韓連潮的關係一百萬美元， 

 

挑撥郭文貴和楊建利的關係十萬美元，便宜呀。楊建利同志價格降價了，好久沒見楊建利先生了。 

 

挑撥郭文貴和路德的關係，十萬美元。 

 

挑撥郭文貴和戰友之聲的關係一百萬美元。 

 

挑撥郭文貴和細思小哥的關係，十萬美元，跟楊建利先生一個價。都有明碼的。 

 

然後開出了誰要能夠到郭文貴身邊臥底，你能這樣的，什麼價都可以寫好單子了，設計郭文貴呀，陷害郭文貴呀，然後在法

庭上能達到什麼目的呀，給你多少錢。全拉了單子了。這些人都回來行動了。有的在歐洲行動，有的在澳洲行動，有的在英

國行動，有的在德國行動，有的在香港行動。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482ca89-4e46-4ffd-a17c-387885cdaa5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tJSYWTP1w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0T21:05:00-07:00&max-results=7&start=15&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0T21:05:00-07:00&max-results=7&start=15&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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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人是打了戰友的名義，我被抓了，被抓了還有被抓的照片。我到現在很納悶啊，誰能被抓了還能有被抓這照片呢，

這是一個。第二個，被抓了還有詢問筆錄，最近發給了我多了去了，得有幾千。我就納了悶了，請問發給我信息那位戰友，

你有三頭六臂呀，你被共產黨抓了，訊問筆錄郭文貴，你還有筆錄。按照著中國的刑法，你要擁有警察的筆錄，你會被判三

到五年或者是被勞改，勞改是過去有， 現在沒勞改了就可以拘役。滅爆小組的低級下流流氓的手段，跟共產黨對付美國歐

洲的貿易同出一轍，不要臉，低級下流，非常低級。 

 

2.中國人實際平均年齡不超過 50歲，遠低日本和歐美【中国现状】 

 

1:22:50- 1:24:05  那天我跟一位美國朋友講，我說美國人是平均年齡是 78歲，中國人平均年齡 73歲，我說這是錯誤的，

中國人計算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被抓起來那個王保安是原來財政部副部長，還有到了統計部當部長那個，他專門跟我聊過，

他說中國人實際平均年齡不超過 50歲，因為中國人計算方式很多不計算在內，監獄死的、非正常死亡的，還有一個所謂的

三標，就標準性的被陷害致死的，就政治犯什麼的不算在內的，車禍是不算在內的，另外一個很多是軍人啊西藏新疆不統計

在內的，他給平均成 73，完全胡扯的。共產黨到現在真正中國人的年齡也就是 50歲左右。 

 

中國人是非常可憐的，日本是 90多歲，美國是七十幾歲，歐洲的國家有八十幾歲有七十幾歲的，那麼這麼一算人能活到老

年的不超過百分之四十五十，老是你的榮幸，老是你的財富，不是每個人都能老的。 

 

3. 瑞士銀行說 7.8萬億人民幣，100名華裔擁有。王岐山他想搞「一球一世界」【王岐山】【瑞士银行】 

 

1:32:31- 1:34:01 共產黨的作惡是，每秒鐘都以死人、以流血、以犧牲別人的安全，和拿你的命來作為代價的。這是為什

麼瑞士銀行說 7.8萬億人民幣，100人。我在兩年前爆料就說過，當時查周永康的時候，周永康在當時中石油系統的錢，那

是按 20、30%給回扣的，賬號咵就過過去了，幾十億美元。 

 

處理王岐山這個賬號的人，多次要給我這個那個的，我現在不往下說，以後再說。算啥錢啊，幾十億美元。戰友說王岐山有

1000套房子，你拿著你沒有房子來想王岐山 1000房子、大房子，王岐山要一個城市都是一句話的事。他想謀全世界，全地

球。共產黨玩「一帶一路」他就想像美國一樣，他想弄「一球一世界」呢，王岐山。而且千年不變，千秋萬代。你們太小看

了共產黨的邪惡，你太小看了孟建柱、孫立軍這樣人的邪惡，你們也太高看了他們的智商和他們的能力。但凡有智商、有能

力、有信仰的人，你乾嘛乾這些事去。 

 

4.真正讓文貴尊重和佩服的人具備兩條【文贵价值观】 

 

1:34:43-1:36:38 真正一個最起碼的人，要想真正有理想，讓我尊重的人，有兩條，你能做到我佩服你： 

 

第一條，你不是因為有什麼爹和媽，就是沒有繼承主業，獨立創業，獨立成長，知識、名義、產權、財富都是來自一個人的，

我佩服。这人我佩服，草根。我看到戰友當中，很多草根，我是發自內心佩服的。什麼缺點我都可以包容，因為你來自於草

根。就是不是繼承的智慧和能力和財富。 

 

第二條，你不為你後人打造財富和政治信譽的資產而生存。佩服！前無繼承，後無遺產。牛！我郭文貴絕對能做到，我絕對

不會考慮半點兒我的子孫我的兒女未來，家人，對不起，絕對不會考慮。考慮這個我就把他們害了。我就不配叫郭文貴。 

 

就是中國人的這種愚昧的思想，共產黨的官員要搞那麼多的私生子女，千秋萬代啊，你能千秋萬代嗎？就憑你王岐山搞那麼

多私生子女，搞那麼多女人，繼承了姚依林的衣缽，鎮壓了六四，你不就是個過門女婿，搞女人發家的嗎？！你真是連球都

不算，要不是姚明珊你算個屁也不是呀！現在你還幹啥？搞那些私生子女，給你這些孩子們，劉呈傑，貫君，孫瑤，整那麼

多，幹啥呀？這兩條就說明你沒有什麼境界。你只有險惡的做人之術，你沒有任何境界。 

 

 



 986 

2019 年 8 月 9 日 

文钰整理 

郭文贵先生船上报平安直播（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youtu.be/M8G5fhyVHU0 

文 本 鏈 接 ：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

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1.醫院的後邊有一個金色的房子，是一個盜國賊控制的房子【盗国贼】 

7:01-7:38然後這塊這幾個公寓現在都價格翻番了，跟幾年前比。原因就是現在很多中國人來。然後這面這個島在全面新的

開發。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的在曼哈頓最有名的醫院，做特別檢查，特別手術的醫院。醫院的後邊有一個金色的房子，是

一個盜國賊控制的房子，我先不說誰。 

 

2.曾經有幾個中共高官在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這個醫院裡邊做手術【盗国贼】 

 

8:56-9:37我特願意跟戰友們分享一切，讓戰友們瞭解生活，瞭解世界，瞭解真相。這本身就是爆料革命的核心，只有你增

加了辨別能力，是非的辨別能力，真假的辨別能力，善惡的辨別能力，你才能真正的來辨別你所做的事情和你想乾的事兒。

大家看看這個醫院，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這個醫院裡邊中共有幾個高官是在這兒做的手術。 

 

3.中共元老住在 71街和 72街之間的這個公寓【盗国贼】 

 

9:40-9:59然後這塊兒紅的公寓，這是 71街和 72街之間，這個公寓，中共的好幾個老前輩就在這裡住。這個房子的隔壁是

宋慶齡當年住的，就這個公寓。馬上鏡頭切過來的，是當年宋慶齡當年住在這邊的。 

 

4.市長官邸的這面有個公寓，現在是百分之一百被一個盜國賊家族，現任的常委家族百分之百控制【盗国贼】 

 

10:48-11:19今天是日月同輝，美國也沒什麼大人物，不像共產黨宣傳的日月同輝，毛澤東就神來世了。美國天天日月同輝。

然後大家往這邊來看，是個市長官邸，市長官邸的這面有個公寓，這個公寓過去是這塊兒最貴的之一。現在是百分之一百被

一個盜國賊家族，現任的常委家族百分之百控制。 

 

5.曼哈頓，倫敦，巴黎，洛杉磯，舊金山很多的好房子、好資產都是盜國賊控制的【盗国贼】 

 

11:21-12:00所以說現在你看到曼哈頓，倫敦，巴黎，洛杉磯，舊金山很多的房子，好房子、好資產都是盜國賊控制的。就

這個後面一個獨立的小樓。看到那個船了嗎，他們叫炮船，號稱炮船，就租的船，很便宜的，幾萬美元的船。他們就找了一

些姑娘，然後呢就出去，就玩去。然後炮聲四起呀，號稱炮船。 

6.PLA的裝扮【黑警】 

 

21:09-21:44他們有的是所謂的駐港人員，有的是遊客。他們發了四套衣服，有的是黑衫，有的是白衫，有的是香港警察警

服，然後還有的，是一個特殊情況下穿的，就是所謂的集體行動裝，應該是紅裝，全紅的衣服，但是都是有標誌的啊，全有

標誌，不是沒標誌的，不是光黑的帶標誌。現在大概，目前到香港的人數不低於 7萬人。 

 

7.美國和歐洲正在考慮對香港的所謂黑社會要馬上立法【反送中】 

 

34:15-35:33現在美國和歐洲，正在考慮，可能對香港的所謂黑社會要馬上立法，對所有香港參與打孩子的人，要進行懲罰，

咱不能說打死他們啊，但是你正當防衛的權利是要維護的， 太漂亮，你看這個陽光照過來，看到對面那個橋，太漂亮了，

我要讓大家看到這個位置，看看，大家，當你從這里看的時候，哇，我對著夕陽，這邊是曼哈頓，好漂亮。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2caa261-adbc-42ef-9b06-f2732eae0622
https://youtu.be/M8G5fhyVHU0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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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会清藏有 18個 U盤是王岐山害怕郭文貴得核心原因【孟会清】【王岐山】 

 

55:23-56:12戰友們，北戴河藏污納垢，真的是被億萬人詛咒，辱罵，腐敗，圍獵的目標，所以共產黨中紀委當時抓了我以

後，第一天，嗷嗷的打我罵我，都是你們腐敗了我們，圍獵了我們，你們這幫私人企業家，全是他媽美國背景，都是美帝國

主義派來的！腐敗我們，我們一個副處長，國家培養的價值幾千萬，一個處長三個億，你們這幫私人企業家都該槍斃！ 

 

56:14-57:03我塞，這就是當時我被雙規的時候揍我的人，官員狠狠的罵，結果這個官員，大家都知道是誰，叫孟会清，2015

年也被抓了，判了 15年，原因是藏有王岐山、孟建柱，還有他審了很多大案子，陳克傑的案子他也參與了，還多大案子，

80%的人吧，藏有 18個 U盤。這 18個 U盤是王岐山害怕我得核心原因，就是當時揍我的人其中一個就是孟会清，大家想想

多滑稽。 

 

9.国内什么地方爆炸的时候，是掩盖犯罪、互相内斗、灭口、掩盖证据、偷盗财富，很多的手段之一【盗国贼】 

 

57:08-57:37 所以說在 2010 年我再去北戴河，南戴河的時候，大家知道那個時候那地兒歸誰管，大家知道吧？河北省政法

委書記——張悅。整個河北的政法委書記在北戴河期間是他最大的機會，因為他是以各種理由，就住在北戴河，跟領導接近。 

 

57:38-58:22他說我去北戴河、南戴河，郭文貴再去的時候，最後一次去的時候，我塞，大量的房地產開發，到處的基地旅

遊，到處的小別野，到處的妓院，我塞，那個高炮四旅也搬走了，我又見了當地的官員，秦皇島的、山海關的、旁邊的，所

有的公安局政法委的都來了，陪我吃飯，你知道為了啥，陪著我，越來越多，全都是警車，公檢法的、法院的、檢察院的。 

 

58:23-59:15那時候我郭文貴還是挺牛 X的，這些共產黨的官全來，結果是跟大家酎了一瓶酒，我說大家都來了，那一瓶酒，

先喝為淨，喝乾，所有人都傻了！那些老公安，所謂公檢法，都吃偉哥，都肚子大大的，天天喝，吃那解酒藥，身體都完了。

我的一瓶酒下去，大家全傻了，有的人哎我不能喝，也有人跟我喝，但是酒下肚以後，我發現河北這個地方，當年的張書記，

還有當年的胡春華都在那呢。還有現在的那個叫什麼新疆的書記，這些傢伙都在那的。 

 

59:16-1:00:27他们讲出了一件事，当时河北有炸药库要炸，发生了这些人在现场救炸药库的故事，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警

醒，河北所有关押新疆和西藏人的基地，已经是很多年了，大家知道，河北廊坊，河北靠近秦皇岛的地方，北戴河的地方，

沿线好多黑监狱，专门关押东北上方的人，长期关押，黑押，西藏人，新疆人。另外我知道了，那个地方藏着几个大基地，

非常脆弱，曾经有人想把他基地给他炸了，那山里面都是基地，都是炸药、导弹，那一炸多大的事啊，结果被他们制止了。

想炸的人还是他们内部的人。 

 

1:00:28-1:01:06所以战友们你们现在看到国内什么地方炸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千万别老相信那是自然爆炸，很

多都是人为的！所以说现在共产党到处炸炸炸，烧烧烧！都是掩盖犯罪、互相内斗、灭口、掩盖证据、偷盗财富，很多的手

段之一。大家你們看到這太漂亮了，鏡頭裡面沒辦法展示出來。 

 

10.中南坑互相邊控對方【中南坑】 

 

1:01:09-1:02:12所以說戰友們，文貴現在見了這些，經歷了這些，你說現在北戴河那些人可憐不可憐，太可憐了。雙規這

個問題，還有邊控，共產黨的官員之要當了處長、科長都被邊控了。誰能隨便出國，江澤民能來美國嗎？江澤民出上海都得

報告！習近平想出四環，那得經過警衛局批准！王岐山他也不行！王岐山這傢伙經常帶著帽子喬裝，有時候就從別的車鑽出

去了。除了你偷著喬裝出去之外，都被邊控了，哪有自由啊！所以共產黨這個集團，就是流氓集團！黑社會集團！綁架了所

有 9000萬黨員，也綁架了 14億人民！現在要綁架全世界人民吶！ 

 

11.意大利、法國、英國會變天【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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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2-1:03:57歐洲、意大利將變天，法國一定會變天，德國已經變天，歐洲議會已經變天，英國肯定變天。法治基金要

追求的事情，要在國際上建造一個永遠的諾亞方舟，保護反共人士、良知人士和戰友們，得到政治上、護照上、經濟上、安

全上的保障，這是我們法治基金第一個要追求的。同時保護所有的反共的家人，和被共產黨陷害的共產黨員、私人企業家、

各界人士，當然優先要保護法治基金捐款的人了，所以歐洲的變化和拉美洲的變化，在接下來大家會看到，一個一個的巨大

驚天變化，而都不在所有的這些人預測之中的。 

 

1:03:59-1:04:24美國，你會看到，大家你們等著吧，每天，甚至每半天都有動作，全球進入了自動滅共的時代，無人能停

止，誰想停止，誰就完蛋，誰想停止那就真是，不是螳臂當車，是螳螂擋臂！ 

 

 

2019 年 8 月 10 日 

文 HO整理 

今天是个好日子，开启灭共第三战场（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2oCR4f0kE 

文 字 鏈 接 ：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

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1.香港的變化【香港】 

 

00:00-00:45  雖然時間長了兩個月，注意香港昨天有明確變化，看到香港昨天上街，還有一些人的標貼已經完全不同，以

及西方的表態，大家都能看到，很多表態和支持已經不一樣了，大家都能看到出來。 

 

2.共產黨要完蛋了，讓他自己走向滅亡【灭共】 

01:00-02:20    共產黨要完蛋了，要完蛋了。北戴河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知道黨內發生什麼事了。黨內發生的事情，

是可以預測的，黨內開始利用香港這個事進行較量，利用這個事較量的本質是各利益集團都不想在香港這個事上，去為他們

這個瘋狂的行動，什麼玉石俱焚的都焚不了。他未來將要面對的事情，是他自己走向徹底滅亡，誰會與他玉石俱焚。 

 

3.北戴河信息【北戴河】 

 

02:20-03:30 看到北戴河戰友跟我分享的信息，中南坑染頭髮的傢伙，手指頭硬的傢伙，非常激烈地對抗。很明確說誰負責

任，誰為現在負責任，香港這些老百姓，打那些孩子都是有錄像錄下來，還能想 64那樣消除嗎？任何一個國家宣佈，香港

警察、香港政府屬於恐怖組織，如果進港的解放軍，把香港駐港的官員列為恐怖組織或有威脅的分子，共產黨不就完了嗎？。 

 

4.老同志在北戴河給各位的 10條信息【北戴河】 

 

03:30-08：03 這老同志捉住這個使勁 pk。有個戰友跟我說，竟然有老同志寫了短短半頁紙，發給所有人，題目是：明年是

否能在北戴河相見。戰友們這是啥意思？共有問了幾個問題： 

（1）香港的問題你最終怎麼解決？ 

（2）中國的經濟只要下去，你還有明年嗎？ 

（3）這種高壓下的中國社會，你能撐過明年嗎？ 

（4）中美關係到這種程度，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能撐到明年嗎？ 

（5）中國現在多方面問題，不可抗拒，無法改變的少數民族如新疆西藏，如果突然間全新疆全西藏全上街，你還能鎮壓嗎？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你能解決嗎？你都能抓起來嗎？  

（6）黨內人人自危，將引發的黨內消極和潛意識與海外勢利的配合，甚至是發生內部性的動亂或暴亂，怎麼解決？ 

（7）我覺得其中一個問題說得特別好，說現在共產黨能在這個時代控制住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嗎？這個我覺得說得特別好，

能控制住嗎？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36f13f5-96b1-4b0a-957a-7856a18f977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2oCR4f0k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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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後一個說，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外債，如果發生雙爆發，結果會什麼樣？還有再看一下，免得忘了 

（9）還有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如果對所有的在海外的國家資產，這個老同志聰明，都列為非法資產進行查封，怎

麼辦？這個老同志還是有腦子的。 

美國說，你這資產，我都懷疑是非法資產，怎麼辦，怎麼辦？ 

（10）還有一個，最後一條，現在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家運行制度，事實上廢除了常委和政治局，這個模式是否能繼續下

去？ 

牛啊，這位老同志敢這時候說話，對著誰來的，大家都明白的，對著誰來的。 

 

5.以美滅共，以共滅共，開始了，第三戰場就是共產黨內部鬥爭的戰場【灭共】 

 

08:04-10:00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要記住，以美滅共，將戰場拉到國際，以共滅共，來感覺了。這是爆料有史以來，在黨內

發出的最有效，最積極，最有用，最直接，對我們爆料革命和滅共的最佳信息。這位同志，弄不好又改變歷史，這位老同志

還是不錯的，還是摟住少爆他的料。當然人家不是跟我們一夥，是共產黨一夥的。但是北戴河的信息太重要了，是重大信息。

這個信出來，傻眼了北戴河，開啟了以共滅共的最重要時刻。第三個戰場，就是共產黨內部鬥爭的戰場。以共滅共進入第三

個時代，共產黨內部開始內鬥，誰能改變，請告訴我，誰能改變，我等這一刻等好久了。上天會有眼的，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親愛的戰友們，關注北戴河的這封信，關注北戴河的政治動態。 

 

 

2019 年 8 月 11 日 

文章整理 

文貴船上直播 高度關注香港（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jGbfvY6voA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

date=false 

 

1.向文貴透露戒嚴令的大校被抓【CCP戒严令】【大校】 

 

23:09-23:54「我告訴大家一個不好的消息，給我們透露消息的，發戒嚴令的人已經被抓了，被他們找出來了，前天被抓的，

全家都被抓了，這是一位大校，還不是少將，給我傳遞的信息。怎麼被查出來的呢，就是說出湛江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們找

到了。這位戰友已經早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全家人都被抓了。」 

 

2.美國將釆取制裁行動【美国行动】  

26:56-27：10「接下來的 48小時你們會看到，美國和西方將有一系列的重大決定！他們將受到重罰、重創」 

 

3.王岐山狂罵、大喊：一定要禦敵於香港之外【王岐山】【香港】 

 

30:35-33：42 聽說光廣東清理了一系列的就是武警的、警察的體育場，都是裝人的，很多人從香港抓了以後直接送到廣東

去。而且在廣東，現在全國各地調來了幾十萬的警察，還有軍人，說不惜代價，在香港（就算）抓 200萬人也不妥協，血可

染紅大海，但共產黨的紅旗絕對不能倒。 

 

共產黨真瘋了，我就不信它能抓 200萬人，我也不相信整個香港人的鮮血能染紅香港海灣，我也不相信這些香港人，200萬

人被抓到廣東去他們能看得住，讓全世界都閉嘴。 

 

竟然啊，王岐山狂罵、大喊：「一定要禦敵於香港之外，一定把戰場停止在香港，一定要讓香港這一次實現一國一制，絕不

能讓香港效應傳到台灣、傳到內陸」。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966e37a-c50a-4df8-9da3-ae97b1b5020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jGbfvY6voA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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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男人啊、香港的這些老同志「四不要臉」幫啊，太可怕了。這共產黨真是！共產黨，我覺得我是瞭解共產黨的，但是

真沒想到共產黨敢這麼玩兒。 

 

4.北戴河會議重要人物 ，中國三地方最忙了，中南坑、葫蘆島印鈔票的、再就是這些軍工廠了【北戴河】【中南坑】【假钞】

【军工厂】 

 

54:02-55：30 北戴河這寫信的人不是溫家寶，別猜溫家寶。這個人啊，這回做出了這個決定來是很重要的，如果北戴河他

不寫這個信的話，比這還狠。北方工業集團和北京研究所，也就是搞武器開發的，四川還有重慶成都的幾個武器基地，包括

湖北的，在襄樊的生產子彈的生產槍的基地。這加工廠，在過去從六月初到現在，加班加點最忙碌，實行軍管式的作戰時的

狀態。中國三地方最忙了，中南坑、葫蘆島印鈔票的、再就是這些軍工廠了。你們能想到嗎，印鈔票的是吸老百姓的血，軍

工廠的生產是要殺中國的同胞，香港同胞，還有在大陸的香港的親戚和家人。 

 

5.很多外國人在香港被抓 【反送中】 

1:00:06-1:00:39「我忘了給大家說了，很多外國人，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的、日本的、還有台灣的，在香港，

在過去 10小時抓捕了 N多人，大家馬上就會看到的。香港一個餐廳裡邊帶走了 40多個人，當場幾個人腿就被打斷了，直接

就一招下去膝蓋給你敲碎。」 

 

6.北戴河會議各號人物對香港的看法 【北戴河】【香港】 

 

1:08:23-1:08:55「聽說在北戴河發脾氣，大喊大叫，三號人物。一二三號人物說的，香港這個戰鬥就是美國人的黑手，CIA

和英國、歐洲、某些反華力量，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又把中國人民綁架了，又把美國人當成黑手了，親愛的戰友們，太可

怕了。」 

 

7.明年六四將是新國慶 【喜马拉雅】 

 

1:18:18-1:18:33「共產黨滅亡的時間，郭文貴敢說，我第一次說出來六月四號，明年的六月四號，將不會再有共產黨！」 

 

 

2019 年 8 月 12 日 

文音整理 

文贵在车上直播（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6ytn1Nr03A&t=628s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

date=false 

 

1.中共在香港的党卫军原形毕露【黑警】 

 

01：50--03：03在香港的機場的新的鬥爭，有了巨大的收穫。也經過了週末，共產黨在香港的原形畢露，“黨衛軍”！用路德

先生和江財神的話說，是黨衛軍，用細思小哥的話說是“共匪”！哈！共匪。 

 

可以說“原形畢露”！原形畢露。而且，這些行動和這些行動的視頻及信息，絕大多數的是被我們爆料革命傳播到了全世界。

當然了，人家第一厲害的是《大紀元》還有香港的《蘋果電視》，那是做的非常多啊！傳播的非常好！讓全世界看到了“共

匪”，共匪呀！這種慘無人道的流氓嘴臉。為什麼說是流氓在嘴臉？全世界都嚇傻啦！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敢這樣！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6e71774-54bc-4c32-8690-7aa7ec8bb6e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6ytn1Nr03A&t=628s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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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定性暴亂分子，然後發動群眾鬥群眾【反送中】 

 

4：59-6：26  現在香港發生的一模一樣！先定性——暴亂分子！然後再給你擾亂視聽，陷害學生。然後在大媒體、大外宣

宣佈你影響了千家萬戶的生活，有人不能看病。你看警察當時在警察署裡邊，有人出去不能看病，生孩子不能生，老人死了

埋不出去，交通受阻，生活嚴重影響，都是這些人的錯，實際都是共產黨自己演出來的。栽贓陷害，大家形成共識，然後發

動群眾鬥群眾。最近這兩天你們發現了沒，全香港的親共份子和賣港賊們都在說一句話，有良知的香港人們要站出來，維護

香港的公益。 

 

原來一個在聯合國什麼衛生公署的女的出來，哭著說：香港我在那出生、我在那長大、我在那工作，現在香港讓我感到不認

識了，有良知的人出來。她沒有說她自己，你離開香港這十幾年乾嘛去了？你是替共產黨工作去了！你不是替香港人民，你

也不是替世界什麼衛生組織，對吧。那麼這些人現在統一戰線的事情，是讓香港沒上街的人出來，所謂來反對這些上街的人，

發起群眾鬥群眾。 

 

3.共產黨已經決定派出 30萬的軍警進入香港，對香港的外籍人士進行各種刁難，讓他們離港【反送中】 

 

7：05-8：08  所以說親愛的戰友們，大家能看到共產黨的一副演戲，一貫的嘴臉和手段，從未改過，從未改過。但是從 811，

共產黨基本蓋不住了。從 8月 1號，文貴告訴香港，提前預告，提前爆情報爆料，共產黨已經決定在香港實施戒嚴，而且用

的名義叫「戒嚴指揮部」，聯動，然後要派出 30萬的軍警進入香港。不排除，不排除，當時說好的，換別的名字，換別的名

稱。但是香港的人，未來可能戒嚴，只許出，不許進。然後對香港的外籍人士，美國、英國護照人士，進行各種刁難，讓他

們離開，甚至給攆出去。然後，在香港實施戒嚴以後，進行各種威脅。 

 

4.美國將有一系列超出你們想象的決策【美国行动】 

 

10：32-10：54  戰友們，我想告訴香港的所有的朋友們，千萬千萬要記住，美國將有一些列的，超出你們想象的決策。彭

佩奧國務卿、彭斯副總統、川普總統、麥康奈爾，還有我們的魯比奧先生，都會堅定地和你們站在一起。 

 

5.發起要美國將共產黨列為恐怖組織，簽名通過 10萬意義就重大【爆料革命】 

 

11：55- 12：06 所以我請戰友們，咱們已經看到有人在白宮發起的，將香港的警察頭子盧偉聰，孫立軍的哥們兒，拜把子

兄弟，列為了恐怖組織，發起的請願簽字活動，已經超過 10萬了。 

 

我們現在，戰友們，應該有人挑起來發動一個，在麥康奈爾推特下面，魯比奧推特下邊，川普總統推特下邊，彭斯副總統推

特下邊，川普總統推特下邊，這幾個人，大家聯合起來一起行動。一起行動，就是兩個要求，請求他們，保護香港的學生，

然後呢美國要將共黨列為恐怖組織，發起超過 10萬個簽名。 

 

如果這個簽名能通過 10萬的話，意義就重大了。 

 

6.對香港對共產黨的決定影響著全世界命運【美国行动】 

 

15：40- 16：15  一 定要記住這幾個人：川普總統、副總統彭斯、彭佩奧國務卿、麥康奈爾眾議院主席，就是共和黨的主

席，魯比奧參議員，最關鍵的，最關鍵的。大家趕快去，因為美國正在內部討論一系列的，要對香港對共產黨的決定，要對

他們的決定，這些決定絕對是影響著全世界命運的。 

 

 

2019 年 8 月 12 日 

文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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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平安 香港人現在遭遇比當年日本鬼子還壞（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g0tl_s5ulU 

文 本 鏈 接 ：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

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1.香港人現在遭遇的比當年日本鬼子進香港還壞的境遇 

6:08 -6:56 但是香港人現在遭遇的比當年日本鬼子進香港還壞。也是在保安縣進的香港。日本還敢說自己是日本人，現在

共產黨來了，說自己是黑社會。而且要穿著警服，消防服，護士服，白服裝，紅服裝。這是連當年到香港殺戮了近百萬人的

日本侵略者都不如。而且現在到了香港去，竟然想宣布香港人可能是恐怖份子。豈有此理！ 

 

2.共產黨想製造香港機場著火嫁禍給抗議的人【反送中】 

 

8:38 -9:10 昨天晚上我和香港在機場的朋友連線，我告訴他們，我說這次他們一定要到機場去。而且我獲得情報，他們想

在香港把很多他們認為是零的抗議的人給抓起來。他要把你放到一個角裡邊，甚至讓你們製造火災，香港機場著火，千萬不

要上當。你們一定要撤！見好就收！ 

 

 

2019 年 8 月 13 日 

文卡西欧整理 

文贵直播谈未來的 48小時 對香港所有上街抗議的同胞極為重要（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tsdFrBzrc&t=24s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

date=false 

 

1.劉鶴只是中共的托，楊潔篪才是真正代表【刘鹤】【杨洁篪】【中美贸易】 

 

4:07-5:45 劉鶴給美國打電話，抬高肢股市。令美國把九月份應加徵的關稅推遲了。但楊潔篪才是真正代表，可以代表江家，

他來美了，來找美溝兌，他一出手，大事要來了。他見了誰？ 

 

包括昨天劉鶴打電話和中國商務部長鍾山打電話給美國，然後抬股市，把股市抬起來，然後美國政府就馬上說把 9月份要加

的 3250億的關稅，有一部分到 12月份去，這背後的故事太多了太多了。 

 

親愛的戰友們，你去想想，能代表共產黨內部的，能給美國真正勾兌的人，絕對不是劉鶴，劉鶴他簡直就是一個托，演戲的，

而且最後會死無葬身之地，會很慘。楊潔篪才是真正代表！楊潔篪到美國來勾兌了。楊潔篪一出手，這是大事就要來了，大

事就要來了，大家不知道楊潔篪是橫跨幾家的，包括江家，這個楊潔篪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不是省油的燈。楊潔篪這回來美

國，包括昨天的托市，大家別小看了。 

 

2.中共面對三條戰線：中共和美國，中共和香港，中共和金融【共产党】 

 

5:48-6:33  我現在告訴大家，未來的 48小時極為重要，極為重要！對香港所有上街抗議的同胞極為重要。為什麼這麼說？

有些細節我現在不能告訴大家。中共要採取措施之前，殺掠之前，它是要玩大的，它是要跟美國人勾兌的，它要跟西方勾兌

的。它面臨著三個線的作戰：中共和美國、中共和香港、中共和金融。 

 

3.CCP正在美歐積極游說，楊潔篪帶習親筆信訪美【杨洁篪】【习近平】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9099cf9-dbd2-4fee-a20a-fcb53dfcc1f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g0tl_s5ulU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4T13:45:00-07:00&max-results=7&start=11&by-date=fals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7ed3989-e59f-41fe-9c21-d09d99f003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tsdFrBzrc&t=24s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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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11:49   楊潔篪這回是帶了中南坑北戴河會議的決定來美國的，當面是給美國川普總統來勾兌的。我不能說我有情報

了，我啥也沒有，我跟很多欺民賊一樣，我蒙的。以下是我蒙的：估計，楊潔篪帶了習的親筆信，基本上照單全收，153頁

的沒有達成的中美貿易協定。照單全收。第二個，據說，拿來了從 100億美元到 300億美元之間的採購農產品的合同，並做

出了絕對的保障，甚至可以把支票拍桌子上；要求對香港的整個的抗議，中共的開始戒嚴，所謂的平息暴亂，叫美國要閉半

拉嘴。而且，私下裡還有其他承諾，幾個保證我就不細說了。聽說有幾個表達善意，幾個莊嚴承諾，幾個私人和給美國政府

的保證。在美國的沈默力量都出來了。 

 

4.關乎香港未來的 48小時，ＣＣＰ兩天內又派了９０００名精壯武警公安來港，北戴河會議期間，習王感到威脅，王岐山

提出：御敵於香港之外，絕不允許把戰局延至國內【反送中】【黑警】【王岐山】【习近平】【北戴河】 

 

16:05-17:27所以，香港的未來 48小時極為重要。極為重要。香港人未來 48小時，可以關乎香港的生命和未來。 

 

昨天的晚上和前天的晚上，最起碼有大概有 9千的年輕武警和警察，都是特訓的，抽出來，又派到了香港。從前天到昨天到

現在，大陸的抓捕、威脅、查封香港人在大陸的資產，一分鐘也沒停。 

北戴河會議，更讓王岐山，包括習近平先生，我相信他感受到巨大的威脅。對外喊，這是黨和國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香港，

王岐山大喊，必須把戰場敵於香港之外，把戰場絕不能引到大陸去，必須打贏。 

 

5.怎麼做空人民幣,港幣？貨幣戰是最後一擊。最先是股市，然後是通貨膨脹，糧油水等等民生物資價格暴升，然後是不動

產如房產崩盤。美國政治方向已經是：保護香港的女人和孩子【中国未来】【美国行动】 

 

19:06-23：00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我是短暫的和幾個基金開會，他們問我怎麼投資，怎麼做空人民幣、港幣？他們尋求

我的建議。我說貨幣，港幣和人民幣還要呆一段時間。共產黨在這兩樣事上那可是死守，它要死守。因為那完了它就全完了。

但是香港的股市和上海的股市一定完蛋。 

 

所以我說，你們千萬不要搞投機，買什麼黃金啦，一會買比特幣啦，那都是傻叉，找死呢！更不要參與做空，這不是你玩的

遊戲，這是盜國集團玩的遊戲。要做，唯一能做的是香港恆生指數。別搞貸款，別搞融資是可以的。所以說，這些金融機構

我告訴他們，你們會看到美國股市、香港股市、上海股市起起伏伏，大家一定要記住共產黨滅亡之前，跟所有的黨都會一樣

的，最后的一击才是货币，走在前面的首先是通货膨胀。货币整个缩水、兑水……有几个这样的过程。然后，粮食短缺、水

短缺、油短缺，急需物资短缺——发国难财，吃亏的是老百姓。 

再一個就是不動產，房地產幾乎崩盤。我可以告訴大家：整個中國大陸的房地產一定是崩盤！現在有房子，不管你多高興—

—未來你擁有房子是你的壓力，是你的負擔……咱不信走著看。你買了房子，你就要交電費，交管理費……就不要說銀行貸

款了。你能養一年、兩年，你能養三年五年嗎？你養不起！從房奴直接就變成了房屍，從房奴變成了房屍——房子的屍體，

咱走著看。 

 

誰家裡邊有人民幣，你有的人民幣，未來都是比紙還便宜。我記憶最清的就是：當年國民黨在臨走之前印的大額的國民黨的

那種貨幣，在東北，那山溝裡邊有人把那國民黨貨幣一兜子一兜子帶的。 

 

那麼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這些盜國賊和賣國賊之間的勾兌：他們想嘗試犧牲香港的學生、香港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

我告訴他們：只有一個口號讓美國政治家不會輸——保護香港的孩子，保護香港的女人。保護孩子、學生……不會犯政治錯

誤——永遠不會錯。對吧？ 

 

6.香港未來的兩個結果：一是劇烈陣痛後的重生，二是ＣＣＰ突然針對香港出一系列政策，股市崩潰，多人逃離，香港會經

歷一段時間動亂，然後重生【香港】 

 

2312-24:42 第一個，香港未來 48小時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共產黨一各種藉口，或者栽贓陷害，進行屠城、抓捕……香港進

入了新的時代——在陣痛後要新生。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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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共產黨做出一個突然性的決定，對香港一系列的政策宣佈：由於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做出了什麼決定。香港

股市崩盤；很多人逃離香港——香港將出現很長一段時間的動亂，最後還是新生——只有這兩條。 

 

出现第二条，肯定是跟西方，包括美国有勾兑。出现第一条也是有勾兑——不同的是“卖港 ”还是“支持香港”。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的，从现在起 48小时——我这说着说着可能过去一两个小时了——至为关键！ 

 

7.當國際企業利益受損，他們才會和香港年輕人站在一起反共【反送中】 

 

29:44-32:17我告訴他們，香港最大的力量就是，它是個國際港。只要把國際的「際」拿掉，香港就麻煩了。香港現在已經

走上這條路了。第二條，香港這次抗議活動，這場運動，只要真相能被世界知道，共產黨就完了。 

 

為什麼說國際呢？國際包含了金融，國際包含了貿易，國際包含了運輸，國際包含了信息。包括香港是亞洲最大的情報基地。

沒有了國際，你沒有國際的代價是什麼？很多國際人受到傷害。很多國際上的利益者，受到了傷害。才能讓他們真正地和香

港的孩子們團結在一起！ 

香港的交通要毀了，香港的金融地位要毀了，和很多人的錢拿不走了。那真的會有人跟他們拼命的。為什麼香港真相重要呢？

因為香港的真相，會嚇怕全世界，會感動全世界。會讓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共產黨用黑社會的手段，

共產黨用了警察非法地進入香港，包括解放軍非法進入香港。包括使用香港的救護車、警車，以及煽動人民的矛盾情緒，已

經讓全世界全看到了。這個影響力，共產黨本來已經掉入到了塔西佗陷阱。現在共產黨，它掉什麼井裡邊兒去了？死亡之井。 

2019 年 8 月 14 日 

文华整理 

郭文贵先生谈美國已秘密調查 中共安插在香港警隊中的 PLA 操縱美國股市（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TFBSkQhKo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

date=false 

 

1.华盛顿像原来一样对待共产党，不可能了【反送中】【中美贸易】 

 

1:36—2:26 据在华盛顿的朋友，明确的告诉对方，不管你们现在通过几个渠道，你想通过什么办法，想让华盛顿像原来一

样对待你们共产党，不可能了。明确的告诉他：你们现在，不论你们杨洁篪，还是不论你们这群人，也不论是在纽约的另外

一拨人，金融帮，想让美国再像以前对待你们，那绝对不可能了。所以说，这话是前所未有的。据说，这人都懵叉了。在纽

约更加明确，庞培奥今天被骂得狗血喷头； 

 

2.絕對沒有人拿香港上街的孩子们去做交易【反送中】【中美贸易】 

 

2:33—2:45 有两件事我可以告诉大家，昨天晚上我担心的事情，我关注的事情，我可以确定的说，没人拿香港现在上街的

孩子们去做交易，绝对没有； 

 

3.所有沉默的大佬都聚集在华盛顿、纽约角逐【中美贸易】 

 

2:49—3:12真正重要的，从昨天下午 7点钟到未来 48个小时，现在还在进行中，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可以说牵扯到各方。

所有沉默的大佬，现在都聚集在华盛顿，纽约，都在角逐。 

3:17—3:24有的就是替共产党游说的，有的是想做局的，有的是搞威胁的，有的是拿着蓝金黄的黄过来说事的。 

 

4.有人明確告訴楊潔篪想再像 89年六四一樣，你（CCP）完了【杨洁篪】【中美贸易】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68447e9-d129-4d78-9054-24e63610b7f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TFBSkQhKo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18T23:48:00-07:00&max-results=7&start=8&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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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24 昨天有在现在的人跟我说，有人明確告訴楊潔篪，如果你們還想來一把六四的事，你還想讓美國等你們在香港

乾完壞事，軍車上街，碾壓學生，再讓美國過幾年拉倒，那事絕不可能！楊潔篪和所有人都知道，我說的是對是錯。絕不可

能，明確告訴他們。非常嚴肅的告訴他們，想再像 89年六四一樣，你弄完了，通過各種渠道，在美國各種遊說，然後靠總

統選舉，鐘擺效應，再給你個機會，絕不可能！美國承受不起，世界承受不起。 

 

5.拿美國經濟做威脅再也不可能了【反送中】 

 

6:26—6:39如果操縱美國股市，拿美國經濟做威脅，這招還想再用的話，是再也不可能了，絕不可能了！ 

 

6.共產黨在香港幹的壞事美國都清楚【反送中】 

 

6:35—7:08 你們在香港幹什麼？和乾了什麼？美國都清楚。美國不是不出手，美國不是不敢出手，美國是不到時候。而且

美國對共產黨在香港，共產黨用的黑社會，還有混進警察這些事情，美國是一定要知道真相的。 

 

7.美國已經成立的秘密機構對香港發生的事情進行秘密調查【美国行动】【反送中】 

 

8:06—8:36 現在美國有正在已經成立的秘密機構，對香港的上街和這些天發生的事情進行秘密調查，已經有了。對最近美

國股市發生的一些奇怪的現象，也在進行調查。對待人民幣和外匯的波動，也在進行調查。 

 

8.歐洲已經全面開始調查各大銀行來自共產黨的大額的、不明的、長期不動的巨額存款【欧洲行动】 

 

9:07—9:48歐洲已經全面開始調查，各大銀行來自共產黨的大額的、不明的、長期不動的巨額存款。馬上會立法在歐洲，強

制性的把金融機構有來自中國的大額存款，包括在欧洲的不动产，向这个欧洲成立的机构报告。欧洲会很慢，但是欧洲执行

起来，和美国联合起来的力量是无限的大。 

 

 

2019 年 8 月 15 日 

西山大姐整理 

郭文貴先生報平安直播（法治基金） 

視頻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b4IMqpy6Q 

文本鏈接：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22T00:13:00-07:00&max-results=7&start=5&by-

date=false 

 

1.川普總統明確：香港的問題，如果習近平主席親自坐下來談，那可能美滿【川普】【习近平】 

 

0:18-1：22未來 48小時極為重要，偉大的川普總統，幾次在推上發布信息。第一個是在前天，說他搞不明白，為什麽香港

的問題那麽多人責備他，他難以理解；到後來他又發信息，說香港應該是和平解決，任何情況下香港和平，不死人、不受傷，

然後不衝突。再一個，到後來大家看到，非常明確。香港問題，中美貿易想解決，那先把香港問題也解決了吧，然後昨天這

又明確，剛剛又明確：香港的問題，如果習近平主席親自坐下來談，那可能美滿。 

 

2.國會山以最快速地通過對香港問題的保護和制裁法案【美国行动】【反送中】 

 

1:28-2:15過去 48小時，美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的。國會盧比奧參議員發出了什麽樣的信號？9月份國會山，假期回來，可以

最快速地通過對香港問題的保護和制裁法案。可能會制裁。然後你看麥康奈爾，還有美國大家原來不知道，大概最起碼 5到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70c45a3-2ed8-46c5-bb19-c018ec8794a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b4IMqpy6Q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22T00:13:00-07:00&max-results=7&start=5&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8-22T00:13:00-07:00&max-results=7&start=5&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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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參議員，都出來講話。很明確，絕對不允許解放軍到香港，對孩子們鎮壓，絕對不允許共産黨武力再來一把，對香港鎮

壓。 

 

3.楊潔篪來紐約見蓬佩奧是假，見別人是真【杨洁篪】 

 

2:19-2:45楊潔篪來紐約見了蓬佩奧國務卿。但是大家想一想，在紐約還見誰了？還見誰了？大家查查，還見誰了？未來這

個事兒，會有事，會有大事。他見蓬佩奧是假，見別人是真。有其他事，這是共産黨一貫的招。 

 

4.蓬佩奧國務卿明確告訴楊潔篪絕對支持香港,不要美國用任何手段【杨洁篪】【彭佩奥】 

 

2:46-3:11蓬佩奧國務卿明確告訴他，你想再回到過去像美國對待共産黨一樣，是絕不可能；而且我們絕對支持香港，你不

要在這和美國用任何手段。你想說，美國支持你鎮壓，鎮壓完以後還讓你“行”，還讓你還“可以”？不可能！ 

 

5.共產黨要對香港實施像 89年 64這樣的行為，美國可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美国行动】【反送中】 

3:12-3:33這是美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的，絕對不可能說這話。並且明確告訴楊潔篪，如果你們要對香港實施像 89年 64這樣

的行為，美國可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切都可能發生，什麽武力不武力的事，胡扯的事。 

 

6.48小時內在華盛頓最大的爭議【反送中】【美国行动】 

 

3:35-4:01在過去的 48小時，在華盛頓，最大的爭議是，如果解放軍進香港，美國動不動武，保不保護美國這將近十萬人，

保不保護美國 800億的直接投資、將近 5000多億的間接投資、上萬億的利益，要不要？管不管？動不動武？ 

 

7.美國動武是可能的【杨洁篪】【美国行动】 

 

4:15-4:40我相信楊潔篪在紐約，蓬佩奧國務卿是曆史以來，明確告訴他，想像過去一樣對待你共産黨是永遠不可能了，如

果你在香港敢動武，美國一切都可能。意思就是美國動武是可能的。 

 

8.國會山、白宮、軍方爭著去整中共【美国行动】 

 

4:45-5：41 現在在華盛頓形成了巨大的、一個最大的政治爭論，那就是共産黨從來沒有面對的，今天在華盛頓國會山、白

宮、軍方爭著去整中共。你不整中共，你在政治上就失分。可以說極端的，去對待的共産黨這次香港的欲要的鎮壓，你可能

將失去民意。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國會山表態，白宮表態，和軍方陸續表態，形成了競爭的高壓，對共産黨喊打的政治局

勢。這在一星期前是沒人相信的。 

 

9.不惜一切代價，決不能拿著市場、拿著股票成為共産黨去鎮壓香港的威脅【美国行动】【反送中】 

 

5:46-6:11美國曆史上從連報道六四也沒有像這幾天，美國媒體一致地支持香港孩子、香港學生，從來沒有。包括在金融領

域，大家幾乎一面倒地，說不惜一切代價，決不能拿著市場、拿著股票成為共産黨的威脅，給它任何機會去鎮壓香港。 

 

10.歐洲的一致行動【欧洲行动】 

6:51-7:32大家很快會看到，歐洲的一致行動，前所未有。此時此刻，他們正在撰草文件中。可以說，香港的孩子，在西方

的心目中，有智慧、有勇氣、守法、文明，已經成為了全世界集體對他們的認識。而且所有人都認為，如果這樣的孩子不保

護，在一個這樣的事件情況下，任何國家的政治家未來都會受到譴責，甚至要負上巨大的責任。 

 

2019 年 8 月 16 日 

【文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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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貴先生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TH8uBo8l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K3BhofCCs&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77c4384-c8a2-4ebb-ab32-2878dff65c61 

 

1.战友们一起给国会、白宫和其他部门写了一份报告。【爆料革命】 

    昨天我们和战友们一起，写了一个给国会、给美国白宫和美国的其他部门一些简单的要求。我们当时谈这个初衷是很简

单，因为最近就是和美国的很多人接触。大家就谈到香港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记住，在华盛顿能搞清楚到底香港发

生了什么？历史的因缘？还有今天香港某些人在香港登报什么因果？没几个人知道。 

 

    一点不夸张地说，昨天我们战友们用了几个小时，写了一个报告，在华盛顿能搞明白那个报告的人不超过仨人，我还多

说了一个。用某位国会的领导话，他说最多俩人。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知道的，他们都（会）知道。他们不知道。  

 

所以说，昨天和战友们一起，完成了整个一个标准的，就是香港的诉求，指导，让他们知道香港。国会的议员们，还有白宫

的官员们，还有一些军方人，确实知道了香港现在发生的事的一些因缘，还有一些诉求。他们非常地喜欢。 

 

2.白宫请愿很重要。【白宫请愿】 

    另外一个大家要记住，现在正在申请的这个网站，白宫网站。第一个，关于把卢伟聪列为恐怖分子，很快地超过了 10

万。现在把共産党列为恐怖分子，这个现在大概 3万多，还没有上去。原来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战术，没有多重要。但是昨天

我真正意识到，它是很重要的。 

 

3.共军正分波分队进入香港，香港问题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的斗争。【黑警】【反送中】 

    共军现在是分波、分队地往里进。过去是偷着进，现在是明着分波分波地进。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国际上的压力。 说实

话，对香港最大的赢是，共军是天天喊它不进，香港是天天上街抗议它不乱。只要不进、不乱这两个，就会减少香港的伤亡，

减少孩子受伤。香港老百姓的诉求全部会达到。那将是大赢，香港实行双普选，那就一定会赢啦。  

 

    因为，他不进，减少伤害，香港人民不会停止上街抗议，而且抗议并不乱，不给它授之以柄，而且能维持香港的国际形

象。在都不激进的情况下，中共没选择。因为现在香港的上街抗议，已经成了华盛顿和北京的斗争。 

 

4.西方国家将对香港问题进行立法。【西方行动】【反送中】 

    接下来大家还会看到，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发生前所未有的，美国总统，立法委员卢比奥，包括国务卿对杨洁篪的明确

表态，以及欧洲的一个个地争着出来表态，包括有些国家表明的立法，和正在进行的立法；和即将结束的三周后，美国九月

份整个国会山回来上班之际，开山之际。但愿他们那个时候还有机会讨论。香港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 

 

2019 年 8 月 17 日 

【文逸整理】 

班农先生与文贵谈 香港危机 美国即将必须采取的行动（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a_p7ZM6yQ&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e599fbe-14fd-4f14-bba6-88e06326ec24 

 

1.班农先生改变了西方对香港抗议的看法。【班农】【反送中】 

    而且他会栽赃陷害，班农先生的这个在美国的传播，整个的彻底的影响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对香港事件的看法。班农先生

从 6月 9号到现在以来，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几乎每天我们俩的花很多的时间来沟通这个事情，班农先生几乎每天都是爲了

香港的事情。我从未见一个外国人也没见一个中国人，像班农先生一样和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的为香港在呼吁，在呐喊。  

    是他每天在国会山，向每个人传达信息，向白宫，向美国军方，向欧洲，向他的所有的领导人，我们说到这时必须要告

诉大家，大家不要忘了，班农先生曾经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曾经和习近平多次沟通，勾兑啊，他俩勾兑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TH8uBo8l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K3BhofCCs&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77c4384-c8a2-4ebb-ab32-2878dff65c6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a_p7ZM6yQ&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e599fbe-14fd-4f14-bba6-88e06326e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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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王岐山也多次勾兑过，跟川普总统那就······不能再熟了，国会山的人和五角大楼的人没有他不熟的。所以班农先

生了解所有的这些香港运动的背后的所有人。而且班农先生对香港是非常熟悉和热爱的，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说班农先生是我们现在看到活着的人当中，唯一的一个跟这麽多人都有沟通和勾兑的，了解当事人。而且他本身是

在香港生活过，而且他现在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保护香港，绝不允许中国在香港重演六四的这种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的呼吁

和他的行动. 可以说对香港人民有着无法形容的保护，香港大街上第一次飘起了美国的国旗，就是因为班农先生。  

    班农先生在美国的华尔街，还在美国的媒体界，和在华盛顿的工作，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是他的呼吁让西

方更多的了解了班农先生说的，给他们形容的香港的真相。 

 

2. 麦康奈尔先生让亲共派脑子清醒起来。【麦康奈尔】【反送中】 

    这个人说麦康奈尔先生起了一个最关键的作用，让美国的亲共派脑子清醒过来。  

    他们要在香港搞血腥屠杀，如果你不提前站出来说不可以，你将成为罪人，高人啊，这就是中国人的朋友，香港人的朋

友。等到香港这个评完了，我要请战友们一起，咱们对这些人去感谢，咱们打着旗敲着锣，打着鼓，几万人挨家感谢去，我

们要去麦康奈尔家给赵小兰女士去鞠躬感谢。 

 

3.美国警告杨洁篪不要玩火过界。【杨洁篪】【反送中】 

    据知杨洁篪大家都知道，是原来邓小平的翻译，在美国几十年，在外交领域有个词叫「属地情」，就是任何一个外交官

在这个地方呆长了都有对当地的感情，他的家人也都在美国，但是我请求战友们从现在起不要再骂杨洁篪了，因为杨洁篪绝

对现在不需要骂，我以后告诉大家，杨洁篪不需要骂，我求求大家，是战友们就不要骂他了，不要再提他了。  

    但是杨洁篪见了蓬佩奥国务卿，据传出啊，我可没证实也不是班农先生跟我说的，传说蓬佩奥国务卿明确告诉他，你如

果你还想希望美国像过去一样对待你共产党那样，是永远不可能了，如果你再敢在香港来一次八九六四这事，大屠杀，你想

让美国再饶过你，绝对不可能！而且美国可以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 

    另外一个明确告诉杨洁篪，美国现在整个国会山和美国白宫美国军方最关注的事情就是你共产党在香港的行动，你不要

玩火你不要过了界，我们盯着你们的一举一动。  

    哇这个事情很大，然后就说杨洁篪先生啊，杨洁篪先生我跟你现在咱俩不是对立面了啊不是对立面了，不跟你玩了，我

现在只对香港，过去的事就过去吧，因为他到美国这趟努力，可以说让共产党吓一大跳。这些意味着什么？我们的隔壁的班

农先生也跟杨洁篪同志多次勾兑过，他非常熟悉杨洁篪先生。 

 

4.爆料革命和法治基金在香港抗议运动的角色。【爆料革命】【反送中】 

    我现在要开始严肃地重申我和班农先生合作和班农先生的法治基金合作，我们在香港抗议运动的角色：  

    第一条，我们不支持香港独立。绝对不支持！  

    第二条，我们支持香港现在绝大多数人追求的五个条例。就是非常简单五个条例。刚才大家都已经都看过了。我不在这

儿一一念了。也是 6 月 12 号和 6 月 9 号郭文贵最早说出来的。有时候我和香港所有联络的朋友，大家共同的共识是：

只要你想让郭文贵支持，只要你想和我保持联繫，必须坚持这五条。班农先生从来也是如此，法治基金如此。从不支持香港

有任何所谓的国土独立。这个共产党先别胡说八道。  

    第三条，班农先生和法治基金和郭文贵在香港事情上现在永远不会要一分的利益。如果查明郭文贵和班农有一分利益

了，我们天诛地灭承担万倍惩罚。不管名的暗的。这三条班农先生和我能形成共识。对吧，班农先生，这三条？  

    第四条，我不代表班农先生，我代表我自己。郭文贵永远不接受香港事件上所谓给我的荣誉、地位和任何夸奖。绝不接

受！班农先生接不接受跟我没关係了。我是不接受。  

    第五条，郭文贵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倾尽所能。我原来说过：多了拿不出来，我申明四十亿美元我是拿的出来的。

只要香港需要资金支持请找我，我会全力支持。多了拿不出来，我借个四五十亿美元没问题。我没钱，我一分钱也没有。  

最后一条，我告诉大家的事情。郭文贵和班农先生和法治基金会不惜代价在美国在欧洲呼吁：一定要拿下香港的美港关係法

给它停了；最惠国待遇这事给它停了；所有杀害香港和伤害的人，必须要这些人得到制裁；实现香港双普选；并尽可能的在

西方的国家通过法治基金给这些人政治和身份庇护。 

 

2019 年 8 月 18 日 

【白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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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 18日 文贵吃饱了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fiHGipVN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pwrSnd_aY&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021e47f-2867-45e7-b812-b9fe65cb8833 

 

1.昨天香港的 818，170萬人！【反送中】 

昨天香港的 818，170萬人！香港民陣多誠實，到最後一分鐘，他不湊數，說 202，203，就如實說 170萬。對比之下的香港

警察、香港政府和大陸的整個宣傳，共產黨說人家 30萬 40萬，可見多麼的流氓卑鄙啊。它已經輸得很慘了。 

818香港人又贏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大大的贊，驚天立地的贊。它又再次展示了中國人種沒問題。 

 

2.卖港贼、大湾区内幕【大灣區計劃】【深港計劃】【粵港計劃】【深圳】【上海】【卢伟聪】【林鄭月娥】【李家超】【郑若骅】

【张晓明】【叶刘淑仪】【盘古】【澳门】【王志民】【江家】【韩正】【南普陀计划】【习近平】【王岐山】【数码港】【珠海】 

大灣區是乾啥的。我想給大家提示幾個問題，香港盧偉聰老家哪的，林鄭月娥老家哪的，李家超老家哪的，鄭若驊老家哪的，

他們為什麼在香港有一個共同的，都是在上學時的班長的稱號。他們都是在 2012以後，十八大以後竄起的。盧偉聰掌控香

港，明著 2.8萬警察，事實上 3.5萬個警察。李家超保安局，就是香港的政法委書記和香港的公安部長。香港的法院院長就

是鄭若驊。再加上林鄭月娥，統稱班長。  

從 2012年開始冒出水面。他們往上負責的是誰，是張曉明。張曉明原來，幾乎每一年不下 20次到盤古去，就跟狗似的，還

有葉劉淑儀，跟著葉劉淑儀啊，香港幾乎所有的人都到盤古去。可以說盤古是香港人、澳門人聚會最多的地方。這些大佬們，

所謂牛人們。  

張曉明那算啥啊，都是吃女人飯的，還有港澳辦的王志民，都吃女人飯的，說他們是曾慶紅家人，完全是胡扯的。全部都是

江家的人。他絕對不是曾家的人，什麼服務過鄧六金，胡扯的。他絕對都是江家的人。現在再往上是誰啊，張曉明。張曉明

再往上是誰啊，韓正。江家什麼都可以不要，軍隊和警衛局不能不要，核心的金融的銀行和上海地盤不能不要，港澳台必須

是他們家的，絕對不能讓人碰。  

很多人沒鬧明白，韓正為啥要管港澳啊，那是講好數的，南普陀計劃，你代表江家。上海幫利益，都講好數的。大家從這時

候再看，大灣區計劃是共產黨多年來，那不是一天兩天，是過去 22年來，精心策劃的一個摻沙子、兌水、稀釋，最後把香

港全部吞噬掉的一個國家計劃。 

你不能歸為任何習，那跟習半毛錢關係都沒有，那時候還沒他呢。執行者，王岐山、韓正，江家。到了習上來，習是權力落

實，這是肯定的，他半點也沒猶豫。大家你們可以看到一條，沒有人談韓正。  

大灣區計劃是從上海自貿區，前海開放區，然後是過去的深圳，和深港計劃，變成了粵港計劃，最後變成了大灣區。大灣區

包含了福建的平潭，把習近平的地方拉進來一個，涉及人多少，7 千萬到 9 千萬人，香港是多少人，750 萬人。750 萬人，

最起碼 150萬到 200萬是大陸摻沙子的。  

這些人，未來他是要什麼人？他要將近 9倍的人把你稀釋掉，為什麼要修珠港大橋，珠港大橋就是要把你香港腿給你拉住。

為什麼要開文錦渡等多個深圳口岸。為什麼港澳僑，通過香港逃犯法例，通過了香港九龍火車站，一站兩檢，一地兩檢。 

港珠澳大橋開放通車，然後通過逃犯法例，就把深圳並為，把文錦渡等各個碼頭撤銷，直接延伸，北延到深圳、珠海，然後

到廣州，澳門當然就並了。伶仃橋，伶仃洋開發區都是計劃之一。多少錢，2萬億美元的 GDP。  

大家想想，什麼時候開始的，2012年這些人開始冒尖，所有的任命幾乎都是 2015年，所有人上來都是 2015年。2015年全

面的開始，孫立軍，孟建柱，韓正，當時上海自貿區跟香港的來往交流訪問，一年達十幾次，二十次，出台了上百個國家文

件。所有的都是，人上，大量的派人到香港，經濟上，全面的滲透控制，基礎設施全面滲透。從法律上，把香港的所有東西，

從法律上，把搶劫合法化。  

這才冒出了，在修法律之前說的，只有一國，沒有兩制。那扭腚康不是亂說的，經過允許他才說的。還有公佈，中英聲明已

經沒有實際意義了。共產黨就像當年納粹一樣，抓你猶太人，他得有個抓手啊。為什麼要弄香港啊？香港是中共走向世界的，

唯一的一個立體的，叫國家安全大門。為什麼叫香港保安局啊，是乾嘛的啊？  

技術，香港的數碼港。大家看看數碼港裡邊的企業，數碼港是偷盜美國歐洲技術的核心的基地。數碼港是技術的，香港的金

融領域，全部被整個深圳沿海，全部的拿走，核心生產領域完全被深圳所代替。 

大灣區大本營在珠海在深圳，核心的在上海。 

大家往回看，2015，從大灣區計劃 2015年確定，到 2019年整個版圖，整個計劃，已經明顯的告訴了你。一，基礎設施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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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礎設施就包含交通，貨幣金融全通，過去從上海所謂代替香港，變了，叫上海香港一體化，港珠澳一體化，然後同

時學中文、學普通話，改教科書。這一整套的，22 年完成了對香港 100 年所有的立體化的侵略。才有徐焰將軍這種流氓，

說出那種真心的話出來，那不是開玩笑的。  

 

3. 中共核心是挑戰美元、滅掉美國、乾掉美國的，走在前邊的就是香港。【CCP治国】【一带一路】 

這是為什麼大灣區計劃緊緊跟隨 2025、2035、2049計劃、一帶一路計劃，這是挑戰美元、滅掉美國、乾掉美國的，這是核

心。走在前邊的，就是香港。  

 

4. 娛樂藍金黃，所有的藍金黃的黃，全放在了澳門。【蓝金黄】【澳门】 

娛樂藍金黃，所有的藍金黃的黃，全放在了澳門。可以說香港跟澳門的五星級飯店，沒有一個沒有共產黨的鏡頭的，沒有一

個。誰敢跟我打賭，誰有種，香港人哪個酒店老闆敢跟我打賭，咱先買保險，先買上 10億美元保險咱再打賭。  

所以，拿下香港，把香港人給滅了，這是共產黨蓄謀已久的計劃，而且發起人是從江時代開始的。  

 

5. 網絡戰爭即將開始。【網絡戰爭】 

下一個，網絡戰爭即將開始。郭媒體被篡改數據，大家都知道；Lady May被共產黨通過手機控制，都知道...我前面這手機，

他們現在都聽著呢，都聽著呢...聽著--你聽著，美國人也聽著呢，哈哈，放心 ！ 

 

2019 年 8 月 20 日 

【白天整理】 

2019年 8月 20日 王岐山的侄子搶奪盤古大觀的「斬龍刀」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SPoGt9Ts0&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3fd8de-c336-403b-b433-2f3f241c9825 

 

1.盘古被拍卖。【盘古】 

昨天盤古大觀被拍賣了。這個五十一億幾。這個其中一個老闆，他就是金隅的董事，說是王岐山家的人，然後測了個字兒。

說是，這個龍最怕什麼。龍最怕啥？郭漢卿啊是郭什麼卿，叫「大刀法」，還有什麼「十八大刀法」、「斬龍計」。說這個「鋥」

啊，他取了個字兒，叫做「鈺鋥」，說這就是「滅龍刀」，這就是「斬龍器」！  

真的是昨天就靈了，叫「鈺鋥」。「滅龍刀」！最硬的金屬，玉，一種玉，和金屬，什麼天器。成立過去的那個，就我說過的

那個玉琮、玉玨，那個玉來做的！「滅龍刀」專門滅龍的，收龍的！ 

他為啥金隅要成立一個叫做鈺珵置業？為什麼叫珵，（取鋥義）叫鈺「鋥」，鋥亮鋥亮的，叫「鈺鋥」置業，叫「滅龍置業」！

1000萬的註冊資本，買下了 53億的盤古大觀。 

 

2019 年 8 月 23 日 

【白天整理】 

习近平和川普总统会互相宣布成为敌人吗？（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Eww9WPINg&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f2d790f-584c-48fb-88b1-a1998f0244fb 

 

1.“香港自贸区协议”一定会被取消。【美国行动】【香港】 

今天看到了美国总统号召美国人不要再跟中共做生意甚至要撤除中共，接下来对人民币的美元脱钩和不允许他再使用美元

结算系统，对港币的做空，把港币彻底灭掉，把香港彻底定为美国要关注的危险区域，而且阻止美国投资并要立法，“美港

关系法”一定会取消，“香港自贸区协议”一定会被取消，香港的港币一定变成垃圾人民币一定变成纸比冥纸还便宜。信不

信？莘县阳谷县搭县，咱走着看！ 

 

 

2019 年 8 月 23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SPoGt9Ts0&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3fd8de-c336-403b-b433-2f3f241c98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Eww9WPINg&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f2d790f-584c-48fb-88b1-a1998f0244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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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逸整理】 

文贵报平安 

视频链接：https://www.guo.media/posts/227636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b7378a8-a02c-4c7b-be85-ccd84889bc77 

 

1.爆料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潘多拉盒子】【爆料革命】 

    大概我简单点儿给大家说一下，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爆料两年等的最关键的时刻。就是美国政府和欧洲政府，或者

美国领先，率先对香港政府的个人，和或共产党的高官，开始进行制裁。这就是未来西方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谁也停

不了。共产党就嗝屁了，那就彻底完蛋了。我现在可以高诉大家，很快会发生。我就在等待那一刻呢。 

 

2.对香港关系法和自贸区协议很快停止。【美国行动】 

    第二个，对香港关系法和香港自贸区协议停止，或者取消。这是我从前天昨天到现在一直...据我了解，很快会发生。

这是第二个事儿。 

 

3.彭培奥警告杨洁篪不要再幻想。【彭培奥】【杨洁篪】 

    就像彭蓬奥国务卿在纽约告诉杨洁篪，你甭想再来这一套。杨洁篪干嘛来了，杨洁篪就是跟美国做交易来了！如果国务

卿提前不知道真有可能被他蒙过去。但是那天明确告诉他，你甭想！你想让我们再像过去一样对付你们共产党，不可能了！

你要再敢干这事那后果你是知道的。美国会采取一切之手段。大家现在知道这是真的了吧。 

 

4.50大咖明确了对中共的态度。【美国行动】 

    包括前几天在纽约召开的 50个大咖的经济会议，在会场会下，大家明确一个态度，只要共产党或者说能掌握他的证据，

在 8月 1号已经潜伏进他的警察，大陆警察大陆解放军，美国会全面经济制裁。那 50个大咖里面包括很多王岐山的朋友啊，

最牛叉的人，海航最大的交易者，明确告诉他们，你们要再敢给他们投资，那就是国家公敌。 

 

2019 年 8 月 26 日 

【文逸整理】 

報平安（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vvRXowFtU&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eb02136-5d35-4174-9b40-ac7097e952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1_rKXwpj-g 

 

1.G7会议各国在讲数。【G7】 

  你要搞明白的，大家看到 G7 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G7 要讲数的这个仗打完，你扮演啥作用？我扮演啥作用？这个

仗打完怎么分红，对吧？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告诉大家，在欧洲、美国、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在做各种计划了，这不是

开玩笑的，不要被川普总统说中共打电话了，耿爽说我没打着，这都小事，都小事。 

 

2.关于中共印假美钞的问题。【假钞】 

  亲爱的战友们，另外一个关于印美钞的问题，假美钞葫芦岛的事。他能不能印的美钞，有没有能力印的美钞，他只能印的

比美钞还真。不可能印的比美钞还假，他要印的美钞甭说是中国银行，基本上全世界银行都查不出来。 

  第二个，大家千万别忘了，他能印的美钞能在哪用？能短期内不被发现，而且印多大的数，有哪个渠道发出去？亲爱的战

友们，这个你都不用担心，这个都在他们的预测和计算，规划和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它会不会短期会爆发？不会的。会在一

定的时间，证据充足、进行调查的结果后，美国会採取行动。但是就是我们一点一滴地发现。还有现在大家看到国内那么多

假钞的诉讼桉，包括在其他国家的假钞诉讼桉，哪来的假钞？这不很简单了吗？那么这个假钞的问题不用讨论，他能不能，

他一定能，而且能得比真的还好，他敢不敢？他一定敢，比你想象的还敢。 

  第三个，会不会那么笨，短期被你发现了，不可能。 

 

https://www.guo.media/posts/227636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b7378a8-a02c-4c7b-be85-ccd84889bc7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vvRXowFtU&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eb02136-5d35-4174-9b40-ac7097e952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1_rKXwp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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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一定会戒严，王岐山在撇清和香港的关系说明香港已经失控。【CCP戒严】【王岐山】 

外一个共军一定会行动的。在事实上，在 8月 1号已经戒严了，这一点只是说还没有正式宣佈，会不会正式宣佈，一定会

正式宣佈！  至于说他叫什么紧急状态？什么戒严哪？什么对香港实行什么紧急管制。叫什么名不重要，一定会的！大家好

好看一看，过去的四五天，在北京对港澳台人士的喊话和开会，那就是给你做好了一切的，所谓的法理上的准备已经准备完

了，过去是想忙着，有另外一招，把你定位动乱，暴乱，恐怖分子，我直接就给你管了就戒严了。但是发现美国反应很大，

国际影响很大，反弹力很强，哎等等等等，咱还得再整点，多点工具，多一点抓手，多一点的藉口，然后再观察观察。现在

所有的工具藉口，抓手全找到了，更丰富了。 

  然后发现，观察香港打不趴下，不管用，只有来粗的啦。所以，最近王岐山到处私下见人，游说，香港的事是韩正管的，

跟我没关係，我可不敢问这事，这事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王岐山这个动作说明了什么？他心中有数，他点起的火失控了，

最终这火一会烧大的，无法控制他先撤了，这火跟我没关係了，我这要点的是小火，是油灯，没想点着大火。 

 

4.G7会议后要看各国的行动。【西方行动】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这才是有意思的时候，大家你可以看看，就这两三天 G7的会议国际形势不要看公告，要看大家的

行动，根本性的变化，一点不夸张，这就是为什么，卡尔巴斯我们哥们儿说可以把 8月 23号记为美国第二个独立纪念日

了。这是一个。 

 

2019 年 8 月 27 日 

【文逸整理】 

郭文贵先生报平安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W_zshCPQE&feature=youtu.b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ecb2e69-daa1-4cd8-98b1-7717c5241ee7 

 

1.共产党在黑客友。【灭爆小组】 

另外一个，我要和战友们说的，我已经私下里和很多战友回复了，近几天来大家看到，木兰传奇的手机被突然停机，到苹果

店都不能打开。因为苹果店是不给你恢複数据的，苹果店说只要是重启就要格式化，格式化你的信息就没了。那么没办法，

这手机就废掉了，所有手机的信息都打不开了，事实上你的信息已经被共产党拿走了。另外一个，今天看到的细思小哥，在

直播中光纤都被黑掉了，大家看得很明白吧。另外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战友，包括我们在荷兰的，挪威的战友们，在给白宫

写请愿书的过程中，电脑一直坏。 

 

2.香港官员家人已经被绑架了。【香港官员】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香港林郑月娥说要搞戒严法。大家清楚，林郑月娥，还有李家超、卢伟聪、郑若骅，那已经成了傀儡了，

不值一谈了。她所有说的话，所有要做的行动，是 100%听北京的，听孙立军的，听韩正的，听王岐山的，听江家的，这不用

想的。而且现在这些人，保卫他们安全的已经不是香港警察了。从 6月 9号起，都是驻港部队，还有北京派来的特种部队，

已经完全不是（香港警察）了。所以你想想他们能干嘛，所有家人都被「保护」起来了，也就是被绑架了嘛，那还用说嘛。 

 

3.共产党会使用毛泽东利用朝鲜战争消灭国民党投诚部队的方法消灭香港人。【反送中】【CCP戒严】 

共产党过去怎么对付国民党的？国民党都投降了都已经背叛了，把国民党都赶到台湾去了，傅作义把北京城都交给了共产

党。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共产党睡不着觉了怎么办？恰好美国的麦克阿瑟来了，到北朝鲜打金家，毛泽东根本就看不起金家，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招儿了，迷迷煳煳的说我今天可以睡个好觉了，马上派百万抗美援朝大军支援朝鲜，志愿军死的死，亡的

亡，基本上只要是没死的也留在了北朝鲜。这叫给北朝鲜留下一个好的种儿。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消灭掉了所

有拿着美式武器的国民党投诚者。 

香港一样，未来把香港交给共产党以后共产党最不放心的就是把香港交给自己的人。怎么把你灭了啊？怎么弄啊？可能是把

香港的人也弄个抗美援朝，让香港人去支援北朝鲜搞经济开发去了，什么济州岛开发把香港人都弄那去了。然后给香港这几

个疯狂的女士配上几个北朝鲜的丈夫那相当的好，相当的好！这就是共产党的招儿，亲爱的战友们。 

 

2019 年 8 月 28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W_zshCPQE&feature=youtu.b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ecb2e69-daa1-4cd8-98b1-7717c5241e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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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貴直播军车进入香港 

【二丫整理】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267ad3e-62a4-4d43-ac8a-3493b9cacd88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PDfCJbGFE&feature=youtu.be 

  

1.香港人在严格守法的情况下和黑警斗智斗勇，没有落在黑警诱导犯罪的圈套里【反送中】【黑警】 

我们现在天天是，不是杨改兰女士给我们托梦，就是黄大仙给我们托梦；托的什么梦呀？我告诉他们：黄大仙说了，因为我

每天都是跪拜黄大仙，我向它许诺过。昨天来了，说香港装甲车解放军开进来以后，最怕啥？大家想想；香港就是现在事实

上实行的叫游击战，在作战当中叫巷战。香港老百姓保护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钱财、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命，

正在和假警察和黑警察展开巷战，斗智斗勇，而且在严格守法范围内。 

 

  香港的黑警使尽一切办法要诱惑他们犯罪，接下来，他们现在要使招，要找出理由实施《戒严法》。什么叫《戒严法》？

就是开始了真正的战争，就是香港政府代表共产党对它的国民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叫《戒严法》和《紧急状态法》。

黄大仙说了，这些装甲车和这些军车，这些警车和假警车开到香港的时候对香港人民将造成重大威胁。 

 

2.《戒严法》是香港九七之后和中共勾兑出来的恶法【CCP戒严】 

香港的《戒严法》是‘九七‘之后，经过完全香港政府跟共产党勾兑的恶法——完全叫假法、黑法！他现在实施的香港《戒

严法》，完全是没有任何法理基础的。任何戒严法，如果没有一个宪法的和监督的和人民批准的，和人民投票的，都不能成

为法律。所以它是完全不合法；而且，他们最重要的是有权废掉立法委员会，不经立法，他们可以颁布各种法律。可以以香

港處於特殊情况下，没收任何人的钱，任何人的资产；指定任何人为他们服务，干任何事情。可以缔结任何人出境，可以抓

任何人，可以马上立即决定你的罪行。 

  简单地說，让你干啥你干啥，想干啥就干啥。而且不但如此，干完以后，不承担责任。 

 

3.G7会议就是讨论如何反共的【G7】 

大家看到了吧！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我和鲁仁达及路德先生有一个小时的视频。我告诉他，这次欧洲 G7 会议就是讨论怎

么反共。还有香港事情发展到、他们已经明白会到戒严状态的时候，他们该怎么集体行动，怎么分红，集体怎么干，怎么讲

数。 

 

  其中包括……我告诉路德先生，马克龙，这次一定会做出惊天之举。什么反共……法国人更应该这样。遇到战争就投降，

就像希特勒来了，投降、投降。历史上投降的事情太多了，不打仗。但是嘴炮特别硬，民主自由，干得特别猛，愿意投机取

巧，而且政治伟大。大家就是被法兰西这种浪漫搞糊涂了，法兰西那个浪漫代价是巨大的。 

 

  現在很不真实，因为现在极端化。你看現在投机主义亲共亲到什么程度？现在共产党已经不行了，马克龙第一个放弃。结

果这次马克龙是最最严厉的，最最主动的，要提共产党这事儿怎么着，香港的事情怎么着。 

  就连德国……德国总理那最亲共的，大家都明白我说什么。这回也是积极的、一反常态的要和川普总统走在一起，和美国

人在一起，和我们爆料革命在一起，坚决反共。 

 

  据内情人士说呀，G7 会议讨论到中共和香港问题的时候，非常的热烈，争论极大。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问题上，没有

什么争议，全都支持。而且，认为美国不管你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干，走到底。 

 

4.上海西郊宾馆是灭共的第二道大门，中共开始卖自己核心的东西了【西郊宾馆】【中美贸易】 

香港是它死亡的第一道大门，上海西郊宾馆是它的第二道大门。未来你们会知道上海西郊宾馆那个事儿多大、多重要！台湾

还轮不到第三呢。但是，国内最近这些天卖的东西证明了共产党的中南坑和所谓的“四府两高“，里边出现大问题了。大家

已经感觉到岌岌可危，后脑勺发凉，估计祖宗也都托梦了，快跑吧，撑不住啦！ 

 

  亲爱的战友们！共产党它只要是开始大面积的……大家要记住，只要共产党它开始卖它的核心的东西的时候，它就真的是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267ad3e-62a4-4d43-ac8a-3493b9cacd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PDfCJbGFE&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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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了。美国让中国卖的出来——所谓改革开放，新的开放，结构改革最多的通信领域，石油的基础，储存领域，能源，

还有几个大的必将赚钱的金融机构。 

大家你们最近注意到，在金融市场上大额交易都是做空香港恒生指数和上海 A 股指数。所有的都是上海期货市场支持的东

西，全部大额交易都在下跌。共产党在过去 6-8 个月里边大量的进单，买入的大额交易的单子和期货，大量的往外抛。 

 

  原来相信“蓝金黄“把美国华尔街能搞定，把川普能搞定，把西方能骗成，香港能拿下的，等待着一个大回转的，共产党

的盗国贼真的没信心了！大家你们可以看看这几天。黄金本来应该涨，是个避险的，美国股市你也看到了，香港股市你也看

到了，但是黄金现在是什么情况？ 国内大量的卖黄金，只要共产党出售黄金的时候，只要共产党出售它的大单产品，大额

产品的期货的时候，以及石油能源、基础设施的时候…… 

 

5.解放军进港，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香港【黑警】【反送中】 

 战友们，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说呢，你们就觉得我肯定是胡扯。我已经说过一次，今天的解放军进来，它就是一个所谓的

证实。真正的解放军它就 8 月 1 号已经进去了，进去了一些，这是不用讲的，这回是公开的了。所以说，刚才我见的某些

朋友，我告诉他们说……他们说今天你有多大的把握？我说我这个信息，今天应该不会超过 10 个小时。今天 12 点以前一

定进去，因为昨天在深圳这些人已经全开完会了。 

 

  韩正、王岐山、孟建柱、郭声琨还有许大将军，副主席许其亮，还有这些总参的这些人已经全部都在了，都在深圳了。这

就是开干了，而且就两句话：“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就这俩词儿，没有任何废话的，“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啥都不说了。

所以说，战友们记得外交部说的吧？“别有用心，造谣“！ 

 

  战友们你们啥都可以忘了文贵说的，就这个事儿千万别忘了！6 月 9号我跟班农直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穿着警

服进来，然后怎么设计你们，怎么烧死人，然后怎么定义暴动，然后到暴乱，然后造谣，最后官方上统一。然后，香港申请

进来，解放军进港，一定是这样。 

 

6. 解放军进港，中共再也别想骗世界了【黑警】【反送中】 

我现在有些话我不敢给大家说，我说了怕你们出去放鞭炮去了，砸锅去了啊！那还得了啊？你们该庆祝去了，都在计划中！

所有的你就想想啊——几只老鼠穿上马甲出来，拿着刀子叉子想挑战，所有的那都对着呢，你只要敢一动手，啪啪啪就结束

了啊！大家一定记住今天我文贵说的话，香港的事情现在进入了一个滑稽的时刻了，绝不是一个绝对血腥，是个滑稽的时刻，

记住啊！记住啊！这一刻开始起，不管他是五十台还是十台还是二十台，什么调防胡扯的。一切都将改变了，一切都已经改

变啦！想再骗全世界不可能了。 

 

7.香港事件的两个结果【反送中】 

 这个事情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两条路了，一个是自杀，一个是外交上解决问题。外交解决问题那就是美

国、欧洲，叫他们必须在香港实行真“双普选“，然后就是解放军找台阶下，香港将回到人民的心中，共产党也就慢性解体，

也就完蛋了；第二个就是大开杀戒，开始先抓人，大量的抓人，实行区域性管制，然后呢，就结束了，直接结束了。 

 

8.白宫请愿签名把中共列为恐怖组织的网页被黑了【爆料革命】 

然後，把白宮的請願簽名給通過，還差兩千來名，戰友們，還差兩千來名。現在，實時在看這個節目的一定是過百萬的，一

定是過百萬的！當五百個人實時在線的時候，一定是過百萬的，當一千個人的時候，一定是過兩百萬的。這是，這一會兒查

後台就知道了。 

 

  所以，戰友們！趕快去白宮網站簽名請願——把共產黨列為恐怖組織。大家千萬記住！現在已經得到了回復，絕對是、絕

對是受到了駭客！十倍的被黑掉，未來會有說法的。但這一刻，我們要過、要過！ 

 

2019 年 8 月 29 日 

郭文贵报平安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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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丫整理】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1494fb6-66f7-45bc-8f59-e0a33946205b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3ByYiOw5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8rnpZtz4_Q&feature=youtu.be 

1.白宫请愿网站被黑，让承包商傻眼【爆料革命】 

首先，我要给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咱们要在这里跟 Snow一起衷心地感谢战友们过去这些天的共同奋斗，奋斗就是白宫请

愿将共产党列为恐怖组织。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请愿当中，多次，多次被他们给骇客骇停，发送大量的垃圾信息到白宫的

网站。白宫网站承包商据说是三家，外面的承包商，在白宫有一个小孩管着的。他们也傻眼了，因为这个骇客和垃圾邮件，

DDOS，前所未有，前所未有。让他们感觉到学了不少东西，而且是来自几万个点的 DDOS的攻击，對他們來講，也真是感觉

学了一次东西。  

特别是邮件，咱们出的垃圾邮件，就是无效邮件，这次他们学会了。他们发动了国内海外一大批的五毛、七毛用有效的邮件

来给你弄，给你回复邮件的时候給你拒绝，然后到处给你拒绝，变成了有效邮件。然后再自己填出问题，当确认的时候不给

你确认，确认不了。之后，叭就返回去了，然后 DDOS，多种招儿全上。但是，在我们的团结的战友面前，意志坚定的战友面

前，我们过了，直接过了 10万。  

2.国内到处是战友【爆料革命】 

昨天有一个咱们的一个女战友，全家被请去喝茶，警车在楼下等着她。一开开门，很严肃，大喊大叫——都上去！上车以后，

发现旁边有水，说你们可以喝水呀。为什么？大家知道，上了囚车以后，开门的人和后面的人，他們的这个“执法仪“是不

一样的。然后，就让他们喝水。  

到了以后，到了房间里边，就是背靠着他们，专门有人让他们写。然后很照顾，旁边还放的有水。在那块还切的有西瓜让他

们吃。但是一定要耗够这 3个小时，全家最后都回来了。她给我发信息说，郭先生我真是感受、觉得你就站在我旁边一样；

她说我时刻都在想着你站在我旁边。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的这些警察和这些国安人员，不是郭文贵的哥们儿，他是战友。我们的战友是什么？不是金钱弄来的，

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组织，还有所谓的共同的利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让中国、中国人民有法治和自由。我们有

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喜马拉雅。让中国人活得不像猪狗，让中国人爹娘活得像爹娘，老了有人养，死了能埋得起；小的时候

上学上得起，有病病得起。当过兵回來以后，身体不行了还能吃饱饭。这就是我们的喜马拉雅，喜马拉雅的目标就是我们战

友的目标，就是潜伏的代号。只要一说“战友“，     “爆料革命“，“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你健身了吗“，一下就明

白了。  

3.香港驻港部队换防完全是骗人的，真实目的是镇压港人【黑警】【反送中】 

昨天，共产党宣布的所谓的香港驻港的“换防“，是正常的住军“换防“，纯扯王八犊子，完全胡扯，根本不是。就是吓唬

香港人的，就是去镇压香港人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和西方已经從过去的备战状态，已經到了準備“戰“的狀態了，这

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为什么通知我，希望我马上去那里，去华盛顿。我去见几个朋友，咱可不是跟政府合作去，见朋友，跟

政府咱没这个本事，我只能到华盛顿见一些没饭吃的啊，一些老的政客啊，小政客、小人物，是吧？像他们报告报告我们战

友们的爆料，和我现在知道的香港发生的事，这是我们要做的。  

4.传播香港危机真相是核心【爆料革命】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香港危机的真相，是我们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最核心的事。每天关注香港，传播香港危机。即使

在香港人民處於任何情况下，被关掉通信网络的情况下，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就像在白宫请愿一样，不放弃、不抛弃、

不忘记！像对待战友一样。一定要传播真相，这是文贵请書大家的，请求战友们的。  

5.中共的走狗只敢欺负妇孺，用阴招损招抹黑他人【王雁平】【伪类】 

昨天王雁平女士起诉了这几个欺民贼，引发了大量的战友们的共鸣！觉得确实在王雁平女士的案件上，大家看到，为什么海

外民运欺民贼，集体群殴王雁平这样完全无辜的一个女士。而且，這些民運没有一个男人，拿着王雁平当成牺牲品、靶子去

对付的。她怎么着了？你有本事你对付王岐山，你对付习近平去啊，你对付孟建柱、孙立军呐？你对付王雁平干什么？搞得

人家夫离子散，父亲过世了，真是可以用“家破人亡“这四个字形容王雁平了吧！  

 

大陆的专案组，把她青梅竹马的丈夫多次带走，包括他的小孩子，才两岁的孩子。威胁，把他关在监狱里，包括把孩子要关

到监狱里，而且让他的先生，必须要宣布跟王雁平离婚，连离婚书都是警察给起草的。你见过一个国家的警察，对一个正常

的公民让人家离婚的吗？他有什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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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个国家的警察还炮制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跟郭文贵通奸的视频。而且，不但跟郭文貴通姦有視頻、有音頻，更誇張

的事情，有個“亂倫彪”——中國出來的律師，還是人權律師。在那邊說什麼？竟然說王雁平是我的侄儿媳妇，大家从未来

的状子当中和审判当中會知道，王雁平跟我有任何亲缘、血缘嗎？没有。郭文贵不是以生殖器爆料，也不是以生殖器活着，

是不是我侄儿媳妇，你看看跟我侄子有啥关系。王雁平是从小根红苗正，而且，本身从小跟她的先生青梅竹马，一起讀初中、

高中、大学。然后到法国去读书，受良好教育，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她从法国回來以后，就到我们的家族公司工作，盘古

大观；就這……你说就成了我侄兒媳妇了。  

乱伦彪写了 2万页來诋毁王雁平，说我乱伦——“乱伦彪“这个词就这么来的。一个中国出来的人权律师，第一个！他在海

外花最大力气詆毁的，写了最多字——2万字，毁的就是一个比他小将近十几岁的，一个人完全无辜的，从未见过面的一个

王雁平。竟然说王雁平是我的侄媳妇，和我乱伦。  

后来乱伦彪被很多战友问：他和他女儿，和他家人，和他妈有没有乱伦。然后，他开始攻击所有的人，而且他拿着这些文件

稿，到美国国会，到美国官方到处发，还发给 FBI。他竟然和熊宪民，和《博讯》的韦石、孟维参，和李洪宽，和所谓的黄

河边等人，还有什么……都是完全一致口气。  

就像胡平那个老流氓一样，竟然怀疑我妻子女儿来没来，一致口气，来诋毁王雁平女士。诽谤、威胁，还要杀死她，还要用

车撞死她。王雁平女士在这种父亲早亡，被气死，青梅竹马的先生被强迫离婚，儿子不能见面。在这种情况下住进了医院，

就在医院里边每天看的都是这帮流氓攻击她。  

6.东亚病夫是指精神上的阳痿 【中国现状】 

东亚病夫“，不是说你身体的，不要在这被共产党给蛊惑了，是你在精神上的，脊梁没了。我曾经跟以色列的一个智库的人

聊天，我说你们怎么看待当年日本人到中国去称我们“东亚病夫“？他说你认为“东亚病夫”是指你们生理上的吗？我说我

们理解的都是这样，他说不是的，“东亚病夫”是指你们精神上的阳痿，我顿然大悟——哇！我说厉害。以色列人说，当年

我们也被德国人说成是“偷钱的虫子”，说我们是蟑螂，现在我们证明了我们不是蟑螂，希特勒是魔鬼，我们把他灭了。  

7.中共印的假美元 【假钞】 

你汇出去時你别忘了，共产党不是背着美元到美国来，说我给你美元你给我新美元，不可能的。美元还在国内呢，这就是基

本的逻辑。他煮了一锅烂肉，这些烂肉對於在这个屋裡面的人來說，你盛到碗里吃，你在锅里吃，你都得還回來，都在我這

個鍋裡面，你出不了我这个屋。结果是什么？这个屋里的人吃的都是烂肉，甚至是刚刚被挖出来的那种病猪肉。关键是这个

猪肉，你千万别以为它就是真的，它就是病豬肉。在屋里怎么循环、怎么捣腾，锅里面都没问题；连号？連號太正常了。 

美元的发行和全世界其他货币不一样，它是定期销毁。每个财政部长上来都簽署美元回收，他收回就销毁，他就怕假美元嘛。

但是，印假钞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中共、北朝鲜，很多国家都印，但我相信中共是第一大！也就是共产党给自己的国民印了

个假钞让你玩。就像我家 Snow一样，给它假骨头棒，让它咬吧，真正吃不下去，不是真骨头。  

8.芬太尼是怎么进入美国的 【芬太尼】 

我要給他講什麼呢？芬太尼怎么来美国的，你就看一样，我說它是不是共产党的武器……所有战友今天在大陆，你拿三样东

西，你去邮局寄去，任何渠道噢！郵寄一兩酒，然後郵寄一盒月饼，再郵寄一公斤的芬太尼，你去寄寄试试！月饼一定给你

打回去，酒绝对让你进不去，芬太尼绝对过，90%要过。共产党在这里边把芬太尼定義成什么？只要发往国外的芬太尼一律

过关——把它定义为药物；把任何酒精定为危险品，月饼定为美国、西方不允许的食品，国家控制的食品。  

什么意思啊？就是共产党已经告诉了全国人民，只要能毒死外国人的，毒死美国人的，通通是国家利益——去！月饼都不行，

一两酒都不行，甭说一斤酒，大家可以试去。  

9.假美元和芬太尼都是共产党国家全力 3F,BGY美国的重要手段 【芬太尼】【假钞】【3F】【蓝金黄】 

芬太尼是一样的，它是国家行为，它是个国家的行动，不是正常的行动。你在大陆能带 500万美元出来嗎？不可能的。你只

能通过大陆的银行系统往外汇，500万美元是吧？你一汇他就把假美元给你过滤掉了，还在内部循环呢。  

然后，只有共产党和盗国贼、欺民贼拿着这些前往到湄公河岸，到非洲买礦、买钻石，到那里边流通。那些毒品贩子也不敢

随便去玩兒，那毒品贩子也通过非法手段去弄，暴露了也没问题。大家要明白，它这是一整套学问和逻辑，和芬太尼一样。

芬太尼寄到美国没问题，在国内你去寄试试，不让你寄，这就是国家行为。  

所以说，我们很多战友讨论的时候，真没有高人点出来这一点。你的美元在国内流通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小额的。大额的时

候，只要你不是共产党的家人，随时它就把你干掉了，不是共产党的组织把你干掉了。但是，你输出去，输出不了，只有共

产党能输出去。  

假钞票买钻石，而且，很多美国银行是辨别不出来的，而且一定是黑著的。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毒贩有几亿美元在那塊擱著？

他不知道很多都是假的。在中东买黑石油，买伊朗石油；买伊朗石油的钱，现在你知道多少钱嗎？打七折，省出 30%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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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内部，一個雞蛋 0.7美分到 1.2美分，因為被制裁的。  

这些钱在伊朗都是现钞交易，它没有银行呀，都是假钞啊，共产党玩这个太牛啦！只要在这五個流氓国家，所谓的独裁国家，

都可以这么玩。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以为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结果大家绕来绕去没闹明白。所以说，美钞、芬太尼就是

共产党国家全力 3F美国、BGY美国，它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大家千万要搞明白。 

10.中共派进香港最多的是通讯兵 【反送中】【黑警】 

通信兵昨天去的是最多的，通讯兵是在四天前，通信装备兵是去的最多的。这都是干啥的？封香港人的眼，捂住你的嘴，捂

住你的耳朵，掐住你的脖子。然后呱唧！把你靠在墙上，没有通信了，听不见了，看不见了，说不出话了。然后想干啥干啥？

强奸、轮奸，掏你腰包、搜你房子，都要发生，这是一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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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019 年 9 月 1 日 

文逸、文徐整理 

文贵与班农先生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4aSMrsubg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bd2adeb-7de8-467d-968f-3f9fe93fe0c2 

 

1.香港已经戒严，几千人被抓【CCP戒严】【反送中】 

事實上，已經抓了 3500人，大陸身份的大概在 2000多人，香港的 1000多人。香港的監獄里現在關的，事實上 2000多

人，有一部分人已經運往大陸了。就是因為，不論你在香港持有多長時間的香港護照，只要你來自大陸，都要把你押回大

陸去，事實上就是消失了。（01：30） 

 

2.香港发生动荡早在 CCP预计之中【香港】 

共產黨在香港發起遣返法例的時候，就有過多個方案，其中今天香港發生的這個事情，抗議甚至嚴重抗議，社會大亂，國

際制裁，美國金融制裁，以及發生局部爭議，解放軍封鎖香港，全世界停止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中國斷絕經濟來往，對中

共的官員進行經濟制裁，然後甚至在香港解放軍全面進入之後，美軍和聯軍武力介入，都在他們預料之中。(25：50-29：

50) 

 

3.西方对中国进行制裁时中共将开始双龙行动，进攻台湾【双龙行动】【反送中】 

剛才是真正的共產黨的黑客。共產黨的黑客黑完以後我再重復一下，共產黨習近平和王岐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國的

黨天下家天下的中國政權已經做好了一切的計劃。在福建，50萬大軍，導彈部隊已經準備好了。當香港失去全面控制，美

國全面進行制裁，全面進行封鎖，像天安門六四事件一樣，西方和美國世界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時候，共產黨就會發起突然

間的對台灣的定點斬首行動，軍事打擊，徹底收復台灣，這叫雙龍行動。(29：50-32：17) 

 

4.如果世界对 CCP实行绥靖政策，中共占领台湾之后将给伊朗核武器威胁世界【台湾】 

我們要在美國和歐洲，讓跟多的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政權，以及有正義的人士知道現在共產黨要做的什麼事情，和香港發生

的一切和即將在台灣發生的一切。讓西方意識到，如果不保護香港人民，不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再打口炮不展開切

實的行動，阻止共產黨在香港的瘋狂走向下一步。那麼台灣之後，他們就會來到美國，他們就會給伊朗核武器。像北朝鮮

一樣，會給所有的他的 5個協作國家，包括土耳其那些國家，都會給他們更多的核武器更多先進的武器，而最終受害的是

美國和歐洲。(45：50-47：03) 

 

5.世界精英将和香港人站在一起，对香港进行迫害的一个也不会放过【西方行动】【反送中】 

接下來你們會看到班農先生以及我們現在沒坐在攝像機前的世界上精英界的精英中的精英。大家知道斯伯丁將軍，凱爾巴

斯，麥康奈爾，Schumer，NancyPelosi，還有彭斯副總統，還有彭培奧，包括 JohnBolton，我們可以看到，在英國，在日

本，在法國，在德國，在意大利，在巴西，會有更多的堅決反共的人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共產黨今天無論是軍方還是警

方還是中南坑裡邊的這些畜生，都是世界的公敵。一個也不能留，必須得除了他們。共產黨被滅了不清算，但是對香港鎮

壓的人，和對台灣進行侵略的人一個也不能放過。(01：03：13-01：04：17) 

 

6.中共做出邪恶事情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这个体制是邪恶的【共产党】【反送中】 

非常簡單的答案，共產黨的體制是一切的這些發生原因，因為共產黨它說它是無產階級，沒有資產的階級啊，那你知道這

個世界最富有的國家的土地資源，包括人命，生殖器，性生活的權利都給他們所有，這是第一個核心的問題，這個體制是

邪惡的。 

另外的原因是什麽呢？共產黨在過去 70年裏邊，欺騙了全世界欺騙了 14億中國人 70年，殺掉了中國 5億人口，然後掠奪

了全中國所有的財富，他殺人太多，幹的壞事太多，然後他最擔心受到清算，所以他要維護他這個體制和政權，再一個他

不能讓別人知道他殺人，包括新疆、西藏這些事件，包括他們盜取的國家的財富——幾萬億美元——藏在什麼地方。所以

第二個原因他是為了維護和隱藏自己過去的犯罪和犯罪集團的利益和安全，繼續達到搶劫、強姦、掠奪、盜取國家財富的

目的。這是第二個核心。 

另外一個班農先生也知道。他跟王岐山、習近平等這幾個人都在生活中見過多次面打過交道。我也很糗，也都跟他們也多

次打過交道多次見面。我們瞭解他們的一切。他們很聰明，但是他們沒有智慧，他們沒有世界眼光，他們沒有信仰。所以

說他是以共產黨那個階級那個水平那個層次——小聰明，他有術，他沒有智慧。所以說這個是他們第三個做出這些愚蠢的

傲慢決定的原因。 

另外一個最後我想說的事情——中國最後的問題是因為沒有宗教。這是為什麼他們怕宗教，他們怕基督教、天主教。中國

人核心的問題要有宗教。不能只為了像豬一樣的活著，只要活著就行了。這是中國根本性問題。一旦有宗教就會有正義，

就會有世界觀，就有人生觀。在世界面前每個人的生命很短暫的——100年，所以說就不會做出瘋狂的決定。那麼他們的

根本的問題是沒有宗教沒有信仰，而且把生殖器、私生子女、控制財富和謊言當成了他們唯一的信仰。所以他們只相信輸

和贏，沒有正義和邪惡，沒有真和假之分。這是他們所有的根本原因。最終他們一定會死得很慘。在明年 6月 4號共產黨

一定在中國不存在。只是香港人民、中國人民、台灣人民、世界人民付出多少的代價而已。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bd2adeb-7de8-467d-968f-3f9fe93fe0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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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共產黨和習近平、王岐山現在走到這步根本原因是邪惡的共產黨的體制。第二個是他們貪婪然後導致了他們的恐懼

和他們對過去犯的罪惡的恐懼和他現在怕人們知道真相的恐懼以及他們的無知和傲慢、缺乏信仰。這是一切發生的根本原

因。（01：16：15-01：21：36） 

2019 年 9 月 2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文贵先生图桑报平安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1yuj_7-J5I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b0995cb-cc4b-4d11-afac-bfda85b6c9af 

无事件 

 

 

2019 年 9 月 3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先生第一次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L_i3ptIXc&pbjreload=10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edaa04-23eb-46ac-92df-13cb7cf1fb0f 

 

1.香港将正式戒严，CCP把未来十几个月作为处理香港、台湾的战略期【CCP戒严】【反送中】【台湾】 

所以这个录音一放出来的时候，我就跟美国欧洲的朋友说，我说共产党内部开始有大争论。就是想让林郑月娥担负起一切

责任，让香港的警察和在香港的解放军用香港的黑警的方式把此事平息。我说这事情可能是更糟糕，绝对要打台湾，绝对

要打台湾。我说如果香港解放军进入了，打台湾占 50%。如果是解放军没有正式进入，没有宣布戒严，那 90%。结果是我在

内部获得的信息说昨天，共产党早上开会，大部分人说对香港要正式宣布戒严，要宣布戒严。为什么？说只有把香港全面

解放军进入戒严，才能把香港这个火不要烧到广东来，烧到内陆来。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广东、广西以及新疆一带，最近发生了很多集体性事件，也就是说抗议。香港这个事件不管他怎么屏

蔽，在国内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特别有我们爆料革命，大量的信息传到国内。这对他们造成了非常惶恐和恐惧的效

应。那么一拨人说了，必须要阻止在（内陆）之外，那解放军必须戒严。另外一拨人说，如果戒严了，我们经受不了这样

经济的打击。最后习王二人听说还是做出了决定，无论如何，Trump总统在任的这 15个月，想好是没啦。既然如此就花这

十几个月把香港台湾的事给他解决了。然后下一届美国总统上来我们再去争取，和美国妥协达成协议。把这一段十几个月

的与西方世界的战略困难期变成他在亚洲和收复台湾，内部解决香港的战略期。做出决定以后，通知了香港。 

我得知，在香港内部情报，他们被通知，解放军将正式开始戒严。（06：00-19：29） 

 

2.灭掉苏联的家族支持爆料革命【爆料革命】 

灭共产党是大家的共识，谁都不可能阻止。就像当年美国决定去灭苏联的时候，八年就把它干掉了。我这回得到了更多的

信息，当年灭苏联背后的故事，有时间我给大家好好聊聊。有些我以为我知道的，我发现真不知道。事实很清楚，那些也

没那么神圣。就一个女人就把苏联给干掉了。他们现在称我是当年那个女人。干掉苏联核心的力量就是那个女人。这个老

人家还在世，在纽约，距离我家只有两条街。她的儿子现在是核心人物。可以这么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白宫。他们

说现在西方就像当年对付苏联一样已经醒过来了。当年里根总统问过这女人一句话，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苏联干掉？他们

说：我们家当年就是被苏联追杀到美国的，后来成立了我们这个家族。他专门出过一本书，当然啦，核心的他们没有说。

哪天我跟你们说说，非常有意思。你们会发现，你们战友中每个人都是这个女人，我跟你们不是开玩笑。这个女人曾经说

过，就是在她公司做衣服、化妆品的这些孩子们和被苏联追出来的这些人，和她团结一起坚信能把苏联干掉。他们这些人

共同培养他们的孩子、家人，最后支持里根总统上去，最后里根总统 BANG就把它们干掉了。 

我们今天的爆料革命千千万万亿万的战友，每个人都是干掉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称呼：灭苏者！很有

意思、很有名，现在这个组织还在。这些人讲的时候（我实际上知道的也不比他们少，我装啥也不懂）我：哦，是吗？说

实话，他家人我都认识，我在他们身上获得了更多的启发，我没给他说。 

大家记得去年我去一个人家在岛上？？？我就是去他家，他老家人告诉我，当年他怎么跟里根总统说，怎么干掉苏联。后

来告诉我说：就在我的隔壁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就是他的房子。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下个就是甘乃迪的房子。我们三家是最

好的，都是反苏的。Miles，你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当年我们干的事情。但是你的实力和你本人太孤单啦，所以我们要和你站

在一起。 

他的儿子曾经在 2001年支持过我，奥运会之前也支持过我。所以说，天下就是这么巧合。现在他们支持的人是美国最有权

力及坚定支持我们，并和我们站在一起的灭共者。昨天晚上我发信息告诉他，共产党可能要对香港戒严的时候。早上五点

多他看了信息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说：这事确定吗？我说这事确定，应该没问题。老人家很开心，他要马上去问，问完回复

我说：是的，我们确实得到信息，共产党要戒严。中了，中了，这就中了！！！（29：33-33：37） 

 

 

2019 年 9 月 3 日晚 

文逸、文徐整理 

白宮前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rfMFJY9Ng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47e8275-9bc7-4181-aab5-deb4a588d46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bedaa04-23eb-46ac-92df-13cb7cf1fb0f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47e8275-9bc7-4181-aab5-deb4a588d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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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香港造成的伤害会百倍千倍伤害美国的三个原因，最终形成新型的大国关系【灭共】 

今天無數遍的告訴他們，給他們解釋。如果說美國在香港發生了災難時刻之後你再介入再表態，和你在現在全面的介入，

全面的表態完全不一樣，對香港造成的傷害，對香港人民造成的不可輓回的生命損失，會百倍千倍的讓美國受到傷害，這

不是開玩笑。為什麼，我告訴他們三個關鍵性的關鍵性的觀點，我說你去看一看，為什麼共產黨敢對香港這樣下手，它敢

對台灣要進行戰爭，我說美國如果你不在這個時候有正確的行動，結局是什麼，大家去想一想，不要小看了共產黨，它在

香港進行戒嚴之後，找出了藉口然後去攻打台灣，它要把這川普總統在任的十幾個月當成了閉關鎖國，它要把台灣香港收

回。 

如果在這個時候美國和西方沒有動作，經過共產黨的它現在的宣傳戰和它的防火牆，你們要想到為什麼它在這個時候要建

防火牆，它為什麼不讓國內人看到真相，因為一旦看到真相它就破了局了，因為它要讓大陸的 14億人跟著它所現在要向民

族主義發展，讓 14億人民跟著共產黨走，符合他們的民族主義思想，叫民粹。 

那個時候，14億人已經被封了眼睛、封了耳朵、洗了腦子，真的就說你看這個我們慣壞的兩個孩子台灣和香港，背叛了我

們，慣壞的兩個孩子我們給他們太多了，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他們給收拾了，要教育教育他們，把台灣拿回來，把香港拿回

來。再一個說了，台灣，台獨分子和美國和西方所謂的黑手要分離我們，一下子把 14億人團結在了一起，把國內的所有經

濟問題，盜國的問題，腐敗的問題，重度污染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資不抵債的問題以及這些年的犯罪統統的都給一

下子，像美國發生 911一樣，一下子讓共產黨再苟延殘喘幾十年，這是第一條。 

共產黨將用封鎖網絡和栽贓陷害美國和台灣，包括香港，讓中國 14億人民成為民族主義團結在一起，再讓共產黨苟延殘喘

幾十年，這是第一條，美國人你相信會不會這樣，這個事兒發生可能性是很大的。這是他們心中盤算的一條。 

第二條，只要攻打台灣，把香港給戒嚴，它現在有 5個國家，俄羅斯、土耳其、北朝鮮、伊朗、中共，這五個被美國制裁

的國家，他們將堅決的站在一起，這個時候你是分不開他們的，人家是同仇敵愾啊，那就是美國和西方的 28億基督教徒這

點你不用質疑的。 

第二條，只要它攻打台灣，把香港給戒嚴。它現在有 5個國家，土耳其，俄羅斯，北朝鮮，伊朗，中共。這 5個被美國制

裁的國家，他們將堅決的站在一起。這個時候你是分不開他們的，人家是同仇敵愾。再就是美國和西方的 28億基督教徒。

這一點你是毋庸置疑的。不僅僅如此，到那個時候，連南韓都有可能跟著中共走。 

想什麼亞洲的柬埔寨呀，甚至連日本都會閉嘴。印度進行交易，印度也會中立。巴勒斯坦會跟中共，非洲很多被藍金黃的

國家也會跟著中共走。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最起碼得六七十個，七八十個國家跟中共抱團取暖，形成了東西方戰線。 

到那時候形成什麼，真的是極權國家對抗民主國家。兩陣對壘了，一下子就分清楚了。你還真不覺得，大家真小看了。等

到那時候，美國真不見得佔多大便宜，不要小看了這件事情。那個時候你還真別說，所謂的獨裁極權國家抱團取暖，他們

的能源，包括很多中東國家站在一起。 

能源，食品，這些國之間的所有的金融系統，馬上就會直接跟你美元脫鈎。他們就會有個內部的貨幣兌換系統，完全就可

以獨立運行。就是跟美國脫鈎了，跟美歐脫鈎了。到那個時候就真的是成了世界兩極化了。這是完全可能發生的，這是第

二條。金融能源政治軍事較量，一下子分清了，東西方兩個集團，世界不是進行了冷戰，世界進入了兩級之戰。 

第三條，完全是會發生的，共產黨一看你美國要跟中共脫鈎了，這些國家聯合在一起跟中共，要和美國之間有一個重大的

地域性的能源的分割。安哥拉，巴勒斯坦，沙特，巴基斯坦，敘利亞，黎巴嫩，俄羅斯，土耳其，北朝鮮，伊朗，，柬埔

寨，泰國，馬來西亞都將跟隨中共。這個時候農業，糧食，能源，貿易，完全獨立運轉。同時這些人會不惜一切代價和手

段來對抗美國和西方國家。 

大家想想會不會是，一定是。這三條要發生了，美國災難。金融美元被人家挑戰了，軍事實力被人家挑戰了，你的整個世

界市場被人家挑戰了，那自然而然的從一極的世界進入了兩極世界。這就是中共頭幾年叫做世界的新形勢，從一極變成多

極，共同治理。叫做大國關係。中美關係叫做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07：00-14：45） 

 

2.CCP能集一国之力不守金融规则干掉所有入场者，CCP能改恒生指数【共产党】【港股】 

我說你們不瞭解共產黨，香港的經濟和金融，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就是中共，能集一國之力乾兩件事。不管合不合法的

錢都砸進去跟你對抗，你能對抗的過它嗎。當你買了恆生指數，跌破 5000點了，它一個星期漲一萬點，它給你托上去。戰

友們，跌 5000點的時候你沒有出手，漲 1萬點的時候你得補回那 5000點的倉，誰能補得起呀。 

如果你有 MarginCall了，立馬給你停倉了。如果你沒有 MarginCall，你也得想想那 5000點漲起來多可怕。那 5000點有

多可怕，因為共產黨敢玩這遊戲，它抽出兩三天又賺回來了，誰能活過那兩三天呢。這是一條，就它能集一國之力，不守

金融規則的把你這些人進來，全部給乾掉。 

第二條，更誇張，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和政府。到那個時候，共產黨敢幹什麼，改你的電腦。我說恆生指數，你看他 2萬

5000點，跌到 1萬 8000點，它（CCP）給你改回到 2萬 8000點，只有它敢改，全世界只有它敢改。 

像上海的 A股，所有金融系統的軟件和平台全是方正科技寫的，所有的中國的金融全是方正科技寫的。我太瞭解了，方正

科技乾啥了。所有的中國文字源代碼，方正科技寫的，從網選的文字，電腦寫出來中國的源代碼，然後中國的中辦文件，

中國所有的導彈發射的源代碼，全都是方正科技寫的。 

上海期貨，包括現在香港交易所，所有的後台數據全由共產黨的方正科技控制。那個扣子就是王岐山說了算。美國人打死

也不相信這事，你說誰能受得了呀。你說真實股票跌了 5000點，他（王岐山）按一下子，回去 1萬點，你受得了嗎。你得

多少錢，很簡單，25萬一個點，，你買了 A股，你買了 25億。你買了 25的票進去，它跌 5000點的時候，你能賺回來，

大概是 15億，但是它漲 1萬點的時候，你得再加 25億過去呀，誰受得了呀。（19：20-22：30） 

 

3.香港的金融不超过 48小时将出现问题，美国内部将有人为 CCP说话，解决办法是把共产党解决在香港战场【灭共】

【蓝金黄】【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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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親愛的戰友們，香港的金融，我說不會超過 48小時，會出現重大問題。香港金融出現問題的時候，共產黨就要開始

行動的時候。因為它不行動，它就要徹底完蛋了。用河南人說話，就玩球蛋了。美國朋友問咋辦呀，我說這個時候，你們

要小心你們內鬼。要有人替中共說話了，為了保護美國人的投資利益，為了華爾街的利益，美國要出手救中共呀，救香港

市場呀。 

知道美國總統最不願意接受美國股市的下跌，千萬別上這當。上這當就完了，香港的崩潰將你們阻止在香港範圍內，是符

合美國利益的。所以他們問我，怎麼辦怎麼辦，我說非常好辦。把共產黨殲滅在香港戰場，不要讓它去向台灣。不要讓美

國有任何的叛美賊，親共賊，有機會給共產黨脫身的機會。（26：55-28：25） 

 

4.共产党盗走了 46万亿美元，中国银行里老百姓存的钱 CCP都会印 3到 5倍甚至 10倍【盗国贼】【中国现状】 

我們現在給美國人發那個新版的……大家去《郭媒體》去看去噢！新版的，就是美國 GDP和中國 GDP對比，以及共產黨這

些年盜走我們多少錢——46萬億美元被它們給盜走啦！ 

美國的 GDP73%用在國家和國民身上，共產黨說 37%用在了國家和國民身上，就這還是假的，實際上連 20%都不到。 

中國銀行的錢，老百姓存的款，它都印三倍、五倍甚至到十倍！然後真到你取錢的時候，啥也沒有了，錢都沒啦！

（42:50-43：34） 

 

 

2019 年 9 月 4 日 

文逸、文徐整理 

文貴報平安直播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gz7O8KOfU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541799e-9618-4c17-ad94-a07a11123d2d 

 

1.共产党第一招就是悄无声息的实施戒严，并且很多执法人来自广东【黑警】【CCP戒严】【反送中】 

昨天，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认为共产党这个实施的戒严方案里面，其中第一招就是悄无声息的实施戒严。而且，

他们也了解到，在西方包括美国都很清楚，在香港的警察，兩萬八千个警察里面包含了行政人员，包括移民局、海关以及

这个档案管理人员。事实上能出来，能执法的人不超过一萬五千人，或者一万多人。 

那么最在“831“那一天，整个……人家外面用卫星，人家看到香港各个执行的地点，最起码在 10万人以上，那就是香港

这个地方超过 5倍人在执法。那么在香港的警署管理、移民局还在正常运行当中，那就是说想当于 10倍的人在执法。他们

已经深刻的了解到，这些执法的人当中，很多人是来自中国的广东，这一点无容置疑的。 

有些是在过去的驻港部队，驻港部队前提要讲粤语，然后要熟悉香港地形，其中每次在换防前，驻港部队的人对香港的街

道、地形、山脉、军事基地、警察基地全部都得熟悉。当然了！大家在香港看到右舵车，非常清楚的；对香港那个地方，

一个军队想了解你，一个月都太长了，严格讲就是一星期，语言培训更是这样。 

 

2.共产党内部已经决定施行新的戒严方式——先示弱再抓人【反送中】【CCP戒严】 

那么昨天，共产党的内部高层已经决定了，实施新的叫“戒严”，就差一张纸公布了！就是把那些人换上军装了！大量的

新型设备已经运到了香港。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林郑月娥抛出了“林四条”。抛出“林四条”的核心目的及险恶在哪

里呀？战友们，大家注意到了吗？让全世界看到，我示弱啦！我撤回啦！我成立了调查组了，我愿意和你沟通了，我要依

法对那些被抓捕的孩子审判了；然后，“真双普选“我也在考虑了！ 

但是，你看看——还在闹，又死人了。所以，我要大面积的再抓捕， 

实施全面军事化戒严。《香港紧急法》，贼就贼在这了。 

 

3.郭先生愿意出一亿美元让卢伟聪依法来美国伏法【卢伟聪】【反送中】 

昨天我和某司法部的人说，如何想办法，合法的悬赏卢伟聪这个人。美国要把他给抓过来，像抓当年拉登一样，当成恐怖

分子抓过来。如果战友们谁要是有合法的渠道，大家有招没有？我们的律师在讨论中。我愿意拿出一千萬万美元、一亿美

元都可以，依法的将卢伟聪这些人送到美国来伏法。我就把钱取成现金，放在喜马拉雅大使馆门口的那桌子上去。只要是

谁能依法的把他们给我弄这儿来，立马就给他 1亿美元。谁有这招没有？谁有这法没有？昨天我们提这办法，他们说回去

研究研究；我说你们去想想。立马拿一亿美元，把他给弄这儿来。 

4.下一个英国议会选举人十有八九还是我们的铁哥们，他会对中国受迫害的实行庇护。有 4个国家在考虑发放黄金护照的

事情【英国】【政庇】【黄金护照】 

下一个英国议会选举的人，十有八九是我们的铁哥们兒，那绝对 100%会反共，100%会支持香港！甚至他要对在国内的，被

共产党压迫的中国人，在英国实行庇护，还给护照。现在有 4个国家，是我们要求给中国的避难人士发 200万护照，正在

研究中。我们叫黄金护照，只要是「法治基金」给他们证明，这些人是在国内被陷害的，在香港被陷害的，就可以直接拿

护照，成为公民。我告诉他们每个国家，任何一幫中国出来的 200万精英，到你们任何国家去，你马上就是一个新香港，

你的国家就从三等国家直接到一等国家去，这就是我告诉他们的。 

 

5.美国将取消香港自贸区地位【美国行动】 

第二个好事，我要给大家说一下金融领域，我今天收到了好消息。美国几乎可以不用怀疑地，美国将取消香港自贸区地

位，这是好消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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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取消自贸区地位，香港绝对已经成为死港，那是 100%的。香港取消自贸区地位的结果，整个中共的大湾区计划彻底崩

塌，香港流失的最关键的是人才和国际信用。 

 

6.香港金融自贸区地位一旦被取消，香港将会变为香港区【香港】 

我说第三个，你会能看到香港的金融自贸区地位一旦被取消，香港的信用，国际信用几乎归到零的时候，香港的最大的地

产將跌掉 80%。香港的 750万人，最起码一多半人想移民。然后就是香港变成了深圳、广东大湾区一部分去了，叫香港区

了，林郑月娥就贬为“蛆长”了，就是茅屎坑里的那个蛆，就叫“蛆长”了。 

 

7.恒生指数将跌倒 1万点以下、1万点左右【港股】 

可以马上在下周国会恢复以后，假期过以后，9号以后，毋庸置疑地过。即使香港今天什么都停了都得过。大家记住这句

话，香港的恒生指数从今年的 25000多点一定跌到 1万点以下、1万点左右。你们觉得不可能是吧？它不可能超过 15000

点，“自贸区地位“只要是发生，不可能超过 15000点。大家走着看，大家走着看，这是多大的消息。 

 

8.中共知道 2010年 11月 3号之前没戏了，但是美国不会让它活过 11月 3号【灭共】 

去北京了，还是北京派的专机去的，大飞机，不是“787“。包括海航在那块，也是许诺的工程都停了。到北京去，“没问

题，放心！都会兑现的，现在我们经济上暂时有点困难，但很快会解决“。说啥时候呀？“哎……最难，不會超过 2020年

11月份“。 

所以說，你看看北京呀，所有人都寄希望于川普总统 11月份选不上总统，几乎都是！他（非洲总统）到北京感触最深的，

所有中国的官员希望都寄托在 2020年 11月 3号以后。11月 3号以前，中共知道没戏了——嗝啦！嗝了、嗝了啊！不中

了！ 

但是据我所知，对面的白宫，还有五角大楼，还有国会山，这条线上，我这儿放眼唰的一过，这些人，绝对不会让中共活

过 11月 3号。即使就是明天换上民主党的总统，换上希拉里，换上拜登，换上谁吧……一样！只会更严，不会更松。 

 

9.台湾朋友爆料说共产党一定会打台湾，把台湾打回到三十年以前去【台湾】 

昨天晚上，一位台湾的朋友给我说，文贵呀！台湾引起很大的反应，关于你和班农先生的爆料，说要打台湾。他说我告诉

你，你说的是对的。台湾一些军人们说，这种事情爆的料，跟我们掌握的信息是一致的。共军一定不是意在香港，目的就

是打台湾。而且。打台湾一定是措手不及，一定是毁灭性的打击。一定是导弹在前，它没本事到前边来，它只能拿它的导

弹，狂风骤雨般地砸向台湾的各个军事和政府基地。把台湾打回到三十年以前去，一定是这结局。 

而且共匪到那个时候，一定不是先登岛，它得先毁岛，最后再登岛，观察美国的动作。 

 

10.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概念【CCP军事】 

共产党在过去这三十年，完成了三个步骤，这是真的。就是过去任何人，能到中国去打共产党，或是打中国，中国只能在

内部打；或者在人家打的时候，你能把它打出去。 

到了第二步，发展到——在沿岸，我让你进不到我内部来。叫御敌海岸线、国防线之外，做到了。 

第三步，你能到我这来打我，我也能到你那去打你，这也做到了。后来做到了，你只要敢来惹我，我在我家就能打你。最

后發展的……大家看到了，不但是你到我家能打我，你在你家也能打我；我在我家能打你，我也能闪电式地去打你，这叫

导弹部队。 

这就是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概念，就这么简单，御敌之内，御敌之外。还有到你家打你，你能到我家打我，我也能到

你家打你。毁灭性战争是核武器，早就有了。 

 

 

2019 年 9 月 5 日 

文逸、文徐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YGVWUKv5Ig 

无文本 

无事件 

 

 

2019 年 9 月 6 日 

文逸、文徐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AITLMStsk 

无文本 

无事件 

 

 

2019 年 9 月 7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先生直播，关注香港被抓被杀的年轻人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qjMeHRW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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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ad5e2be-e6d0-4cfb-af7f-4adf4dbb1ac3 

 

1.香港朋友透露被遣返回大陆的人不止 2000人，很多大陆人来香港抗议并出了很多主意。香港大街上死去的很多是大陆

人，香港警察已被 CCP混入【CCP戒严】【反送中】【黑警】 

那麼其中有一個香港朋友來告訴我說，他可以確切地說，抓回大陸的絕對不止 2000人，大陸失蹤的被關押的人，那是肯定

是很大的數字，但他確切的說他不知道具體數字，因為他是政府的官員，他已經離開政府了，被政府給炒魷魚了，因為他

上街。但是他可以確切地說，被遣返回大陸的人絕對不止 2000人。 

遣返回大陸的人，只要家裡面是官員，政府的官員的，很多都是被喝茶，甚至被開除，甚至被停掉工資，甚至資產被查

封。而且他認識的一些大陸的來到香港支援抗議運動的人，沒有因為這個被嚇倒，而且他告訴我特別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

事情。他說事實上在香港的大街上抗議運動當中，很多人是來自大陸，而且很多主意也是大陸出的，而且有很多大陸的人

出資走到前線，冒著生命危險。而且他們說他們真正的感受到大陸一旦有一天開始革命的時候，大陸人的智慧和勇敢，只

在香港人之上，不在香港人之下，這是讓文貴很震撼的這個消息。 

其中他談到了來自湖北的，在香港一直以來，有幾個人在支持香港的運動，出了很多好主意，幫了很多人，拿了很多錢，

聯絡了很多物資，最早的進入香港的幾批頭盔全是這些人整進來的。而且就是這些人在大陸的親朋好友，包括在黨內的關

係，黨政軍的關係，他們掌握了大陸往香港去的一些情況和派往到香港一些情況，包括瞭解大陸的一些作案手法、作案手

法、犯罪手段。就是他們最早是跟咱爆料革命呼應最多最多的人，就是來自大陸這些咱們的戰友們。而且所有他知道的來

自大陸的，挺港爆料的人，都是咱們的爆料戰友。堅定不移。這讓我感到既興奮感到又擔心。 

另外一個他肯定地告訴我說，香港大街上被擰脖子死被打死的人絕對不是 8個、10個、20個，一定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因

為絕大多數人是來自大陸的，被打死的大陸人那就是沒有人管，甚至大陸人在被遣返回去的時候，被抓捕的時候，打死你

是完全是格殺勿論的。最港人對大陸人是兩個標準，兩個標準。而且他們非常清楚，香港大街上的所謂的警察，香港警察

執法人員很大一部分都不是香港的，這一點大香港全都知道，這是為什麼在 3號在立法會上，所有的議員都提出質疑，所

謂的你的所謂的什麼速龍組，為什麼沒警察編號？到底是不是香港人？現在這個問題是香港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2.在香港的抗议运动当中有太多无名英雄没有爆出来，大陆同胞深入参与了抗议运动，台湾却说的多做的少【反送中】

【台湾】【大陆】 

而且他們告訴我說，在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情是媒體沒有報出來的。在香港他說每次的抗議運動當中太多無名英雄了，他一

再的跟我說，郭先生你們沒有看到的，在這裡看不到的是在香港現場的一些無名英雄。比如說他說在各個隧道最關鍵的時

候，是有一些就是私家車輛停在了隧道里，停在了某些關鍵的路上，一些大巴車、一些貨車，大大的延緩了警察進入到抗

議的關鍵地方對他們進行鎮壓。特別有一些水泡車出現以後，還有一些這個運輸警察的，也就假解放軍的，假警察那些解

放軍車受到了交通的阻礙，現在幾乎成了，這是唯一一條能延緩減少假警察、解放軍對抗議人士傷害的最佳辦法。 

另外一個，他們感受到了大陸的同胞們可真是讓我非常非常非常興奮的事情。非常興奮的事情就是大陸的同胞這麼深入地

參與了香港的這次的抗議運動，他們失望、傷心的事情是台灣，說台灣是說得多做得少，原來跟他們有聯絡的台灣人，最

後一分鐘全都鳥無音信，答應的支持都沒有了。反而他們覺得大陸的同胞不惜一切代價，不顧一切風險，勇敢地智慧地進

入，而且他們對大陸同胞更加感覺到真是親如一家人，共同的敵人就是共產黨。 

 

3.李小加不敢回答，期货指数真正的软件平台是方正科技的【李小加】【港股】 

李小加說了，由於當時軟件出現了故障，場內已經不能正常交易，在市場無序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採取這種辦法，在經過

梳理和調查以後查明此事件不是被黑客也不是人為的，目前他們已經恢復了電腦的運作，但是！但是啊！但是啊！（重要

的事情說三遍）但是他們恢復使用了過去的老軟件。你叫他們公佈這是什麼這啊那的都是國際上的軟件公司，但是你去問

李小加，在期貨指數的真正的軟件平台是不是方正科技的？他敢不敢回答你這問題。 

 

4.美国达拉斯有 100多个牛人正在开着最最紧急的对共金融会议【美国行动】 

今天，就是此時此刻，在美國的達拉斯有 100多個牛人相聚，正在開著最最緊急的，對共的金融會議，全是金融大佬。今

天晚上 5點鐘他們有一個晚會，本來我也去的。由於要和香港朋友見面，我趕快趕回來了，本來今天我應該在達拉斯。這

些朋友在今天還有昨天，都對香港的期貨指數市場宕機事件，感到震驚！西方現在不敢最後的來證實這是人為的宕機，一

旦證實，這是一場經濟戰爭。 

 

5.香港机场抗议运动迫使美国国会通过 3个法案【反送中】【美国行动】 

昨天為什麼說香港機場重要，昨天如果香港機場一個人都沒有，香港的抗議運動將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如果昨天像已經

發生的一樣，沒有因為他們的恐嚇、壓迫、不對稱的武力，達到了繼續佔領香港機場，引起世界關注。讓它每天損失 60億

港幣的目標，更加堅定的香港人民上街的信心，這是革命性事件。因為香港最關鍵的就是，在下周開始的美國國會、議會

的 9月 9號開會。在國會，現在有 3個法，已經列到最前面。據我所知，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全面的進行合作，以最快的

速度達成共識，通過停止《香港自貿區協議》，終止《美港關係法》，通過《香港人權法案》，並對林鄭月娥、李家超、

盧偉聰、鄭諾驊等人，進行全面的個人制裁，以及海外資產查封。最近，美國的很多議員已經是要求把共產黨的這些常委

高層全給加進去，把他們的家人全給加進去。 

 

6.亚洲将有军事行动【亚洲】 

接下來大家會看到在亞洲的軍事行動，在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南海的軍事行動，大家你們看到了嗎？美國的幾個大的媒

體以及過去甚至是親共的媒體，最近調子全轉了。 

 



 1014 

 

2019 年 9 月 8 日 

文逸、文徐整理 

美國國會山開山「滅共助港」，李小加港交所期貨交易當機玩兒大了！中共如何用通貨膨脹奴役中國人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gDXDfU9tY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c58fffb-deea-4e31-a0b5-5ab47b4140fb 

 

1.香港人上街抗议震惊世界，令共产党害怕【反送中】【共产党】 

昨天在香港大街上發現的這個情況，大家看到在香港整個 24小時的抗議，遮打花園到在香港的美國領事館的去抗議，再一

次震驚了世界，50萬人上街。昨天是從 6月 9號有史以來，香港出動的黑警，還有真警察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而且從昨

天到現在看來最起碼昨天被抓捕的，遣回大陸的，我們在碼頭上，在幾個過關包括在現場我們得到的信息大概 300多人，

抓了在香港本地人將近 100人，但是官方會說 30人到 40人，這意味著什麼?共產黨還有香港政府，對即將在香港面臨著明

天十幾個小時以後，美國國會將恢復 8月份假期之後所有的開會，國會山要開山了。他們是多麼恐懼，你別聽共產黨在中

央電視臺吹牛 X，天天人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己有多牛，動不動就是戰狼，動不動就這個那個的，純胡扯的，純胡

扯的。 

 

2.香港警察是大陆解放军，抓完大陆人直接送往大陆【黑警】【反送中】 

香港的朋友給我讓我看當時絕對是大陸的解放軍在抓捕他們的時候，是怎麼抓的，大聲喊著說你是上海來的，你是杭州

的，把那杭州的門砸開。這就是真正的解放軍到香港去，專有人抓从大陸來的，抓完直接給你弄回去 

 

3.上周五香港期货宕機，西方人发现被共产党偷了钱【港股】 

上周星期五香港的期貨指數宕機，大家你們千萬別小看了，跟外國人打交道，你要沒有 money,上一邊涼快去，所以你看海

外那些民窮光蛋那一幫要飯的，天天伸著手給點錢吧，給點錢吧，天天這樣，誰看得起他們。誰像這些搞民運，拿到錢以

後恨不得塞到己床底下到處是錢，不捨得吃，不捨得喝的，吃個飯都混人家的，像袁白賓上桌以後逮到肉使勁先吃，不管

別人先給掃了，都這樣人，怎麼能看得起他呢?這個地方很現實，沒錢別說話沒錢別要主義。但是現在共產黨偷了他們的

錢，共產黨過去拿錢搞藍金黃，現在偷了他們的錢，還要繼續偷錢，戰友們這事兒大了去了。你衹要動了美國人和歐洲人

的錢袋子，那就是動了他們的「春袋」了， 

捏住他們的「春袋」了，捏的太狠了。 

4.香港全是假的香港警察有无限的权利【黑警】【反送中】 

香港全是假的香港的警察有無限的權力，只有香港的警察在全世界可以無理由的查封任何人所有的賬號能餓死你，而且是

無限期查封，我講了兩年了沒人理啊，現在香港人民感受到痛苦了，全香港人現在都說哎呀 Miles原來聽你爆料的時候沒

什麼感受現在太有感受了，香港警察現在在香港查封了 20萬人 20萬人吶 20萬人的賬號，在大陸被查封養老保險的人過百

萬，大家記住我今天說的數字很快就會有人放出來。 

 

5.中共可以随意操纵金融市场【CCP股市】 

然後我再告訴大家他的這個軟件是哪來的，他有三套軟件表面上穿了個洋人的臉第二層操作是一個混血的臉叫做中共和外

國合作的臉兒，最後方正科技的臉兒，那個開關在哪呢?就在李小加辦公室李小加想改多少改多少，那你說李小加要是想弄

錢能弄多少?他如果跟江財神好跟路德好，哎哥們兒我現在上升 1000個點啊 100個億美元進賬了，我下調 1000個點啊 100

個億進賬了，如果你本錢大 1000億美元都是有可能的。 

 

6.预言 11月 12月会有货币大战将引起一系列的政治危机【灭共】 

然後，還要一段時間，我估計到今年年底，不要想太早，我估計在 11月、12月的時候，會開始真正的貨幣大戰。貨幣大

戰跟火戰就是一線之隔了。穩定貨幣，通貨膨脹，外債危機，內部政治、街頭運動，糧食危機，然後社會治安走向災難，

最後嘣......來了! 

 

7.西方人看中共这样对待香港人，不再对中共抱有希望【西方行动】【反送中】 

你看看香港，我專門找人，把香港的幾個直播頻道下面的留言，我給了很多美國官員看。我說你去看一看，他們是怎麼罵

香港人的，叫香港人自焚吧，然後廢青，你咋不死了啊，死你全家呀，你趕快搶槍啊，你自焚吶，香港人就是窮啊，羨慕

妒忌恨啊。我讓外國人看了以後，沒有人不睜大眼睛傻眼的。我說這是一個國家對待他的臣民香港。誰對這些再有希望，

那你腦子真進狗屎了。 

 

8.香港开始对记者下手，阻挠记者向世界传播真相【反送中】 

現在香港，他們開始對記者下手了，專門對記者噴辣椒面，這就是真實的中共的醜惡的、流氓的絕對不能存在世界的罪惡

的嘴臉。你每天看到視頻、看到鏡頭把女孩子踩在腳底下，把腳咔嚓踩碎，那孩子頭打的驢血嘩啦昏過去，人消失了。這

是人類嗎?現在還有人在撐他們、替他們說話，這真是天理不容啊! 

 

9.法治基金没有浪费一分钱【法治基金】 

我可以現在告訴大家法治基金沒有一分錢浪費，真的是我們很多華人在海外搞這些事情，完全不正規，不開董事會，不真

正的按照美國標準來管理財務，完全不是這個按照專業的法律意見來管理，我們有獨立的律師，有內部的律師，班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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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還有這些美國人。我真的是絕對不摻和，他們開董事會我都不知道。就是一個原則，保證所有法治基金錢是拯救在國

內出來被陷害的戰友，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包括滅共的各種行動，不能有一分錢花到個人消費上去，不能有一分錢說不

清楚。 

 

10.巴西等国计划给香港人护照，帮助给法治基金捐款的战友们【巴西】【香港】【法治基金】 

而且我們正在成功的在說服幾個國家在為我們所有的滅共的還有法制基金捐款的戰友們提供著護照，我們說服幾個國家，

現在好幾個國家都已經跟我們，我們言說完以後，結果好多人拿我們概念去用去了，你看美國現在在說了敞開胸懷歡迎香

港人，來了就給他護照給他簽證。我們說了幾個國家包括英國、包括巴西、保括意大利、包括德國，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內

部呼籲:趕快吧，歡迎香港人，歡迎大陸的精英。未來我們法制基金就是說服這些國家，來了直接拿護照，真心成為你們的

公民，任何中國人到達你國家都是你國家成為財富、人才、進步的一個重要的力量，很多人都覺得非常好啊，因為很多外

國人還是資本主義，我說你去想想香港人的財富、香港人的錢、大陸的年輕人、大陸的錢到你國家有啥不好的呀，一來都

是幾千億。共產黨完了，中國 14億人精英五百萬到你國家來就是一個香港、兩個香港。 

我跟巴西的說你們整個的亞馬遜河，你把亞馬遜河現在移民一百萬香港人、一百萬大陸人，兩百萬人三年給你創造一個巴

西出來。現在你巴西就是三等國家、三類國家，但是你整個亞馬遜河是人類上上帝給的東西最多的，你去巴西就知道各種

糧食水果自然而然的要啥有啥，根本不需要工作 

 

 

2019 年 9 月 9 日 

文逸、文徐整理 

路德访谈文贵，班农先生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EFQURR--k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94519e6-c242-4263-8d2c-428e6b7dc9a6 

 

1. 美国一定会和中国脱钩【美国】【脱钩】 

我来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路德先生我们现在再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在看到

了这种脱钩是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是在一年以前说的。我那时候跟班农先生认识的时候，我跟班农先生讲关于香港，我

说香港将成为……因为我那时候说我要干掉共产党，他觉得我就是疯子，他完全没有这概念，他没有的。但是班农先生跟

我聊天，就班农先生认为共产党是世界的威胁，但是他说怎么干掉共产党的时候，我说香港就是它死亡的第一道大门，我

说军事扩张，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蚕食，和对“一国两制”它的行动和我所知道的情报，和它接下来会发生的，包括共

产党的本质：绝不允许别人拥有财富，那是不可以的。香港的财富、香港的自由、香港的民主它都要拿走。所以我当时说

经过我本人和共产党多年打交道，和我了解的它的情报和它的计划，它一定会拿走香港的这一切。香港人，他们（共产

党）不了解香港人，到今天习近平、王岐山也不了解香港人，他们一定觉得就像拿大陆的一个村民一样随便就拿下来了，

而且这个招数我当时就说了，现在完全按照这个招数来的，完全按照计划来的。当时我说,我得知的共产党的要拿回香港、

拿回台湾的时间表和情报和方式，根据这个我确定香港一定会被它们拿走一切，香港人一定誓死反击，因此美国只有脱

钩。而且我说接下来就是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国的所有的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都会受到科技、生存的威胁，一定也会造成美

国无法接受的事实。根据此，美国人由于军事——海外中国从来军事不扩张的，他（班农）非常喜欢邓小平——就像比如

说我们不军事扩张，（现在）军事扩张；拿回香港，邓小平说香港 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能变吧，那么这个第二个，

它一定会相反的；第三个，美国人在中国受到了虐待，不是受到了歧视，是虐待，所以最后一定是脱钩的，没有选择，美

国不脱钩美国就死，所以说是这么来的。 

 

 

2019 年 9 月 11 日 

文逸、文徐整理 

博爾頓離開白宮內幕！全世界各方面滅共人士滅共力量大聚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CHyx-AKps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74e493c-3a3d-4cd6-a421-6bf8f114b1fa 

大事件： 

 

1.9号文件宣布了共产党的死刑【灭共】 

但是自從十八大以後到十九大期間，也就 2018年中共公佈了 9號文件，這個 9號文件基本上宣佈了共產黨的死刑。9號文

件發佈了一帶一路，還有一個就是十九大修改國家憲法，黨章。然後習，王永遠執政，終身執政。 

 

2.ccp重新开启了商鞅之策【CCP治国】 

防火墻，然後控制言論，重新開啓了商鞅之策，王岐山崇拜的，跟習兩個人絕對崇拜的商鞅之策，愚民，弱民，苦民。讓

老百姓有事乾，不讓他們關注我們的正事，讓他低下頭來，讓他閉上眼睛，閉上嘴，不要聽到看到任何事實和真相。 

 

3.博尔顿离开白宫【博尔顿】 

再說說 JohnBolton，JohnBolton離開白宮據說在前夜，與總統展開了大戰，要打伊朗、打北朝鮮，聽說啊，瞎蒙的！文貴

是白日作夢，陽光之下作白日夢，胡說八道。打北朝鮮、打伊朗，川普總統說了，不行！所有我們的威脅來自於中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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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伊朗擱一邊去，直接滅共！你看看香港，你看看共產黨，最後兩個人聽說是，隔牆有耳啊，吵的一塌糊塗。最後發

生了，是他 fire掉他，還是他辭職那就不說了，反正倆人是吵架了。 

 

4.一个大帅哥将接替博尔顿，另一个被 ccp打过的人将当副手【美国行动】 

但是，在過去的這幾天大家發現了，據我所知，我也希望會有一個大帥哥，很瘦，會接替 JohnBolton。另外一個被共產黨

揍過的一個人，被共產黨打過的一個人，一個牛人，現在是管亞洲事務的可能是當副手。那對滅共，那是上天又給了巨大

的兩個禮物！ 

 

2019 年 9 月 12 日（一） 

文逸、文徐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Rdi-rAZks 

无文本 

无事件 

 

 

2019 年 9 月 12 日（二） 

文逸、文徐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8g3f7JO0fo 

无文本 

无事件 

 

2019 年 9 月 13 日 

文逸、文徐整理 

与战友们分享第一个没有母亲的中秋节的感受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bytng67ac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85b5fad-8c53-4fee-ba06-d85b786d4721 

 

1.王岐山拍大秦王朝就是为了让人民忠于他的皇帝，然后用商鞅五策统治中国【王岐山】【CCP治国】 

過去的一星期，我一再地向美國人推薦，習王兩個人崇拜的商鞅，商鞅愚民五策。首先就要把老百姓變成最愚蠢的，把老

百姓變愚蠢了，思想洗腦了，變的無知了，國家就強壯，政府就安全。把這個國家，必須要把老百姓除了生活必需之外所

有的錢財全部盤剝乾淨，不能有剩餘錢財。 

如果有閒餘錢財，通過通貨膨脹，印刷鈔票貨幣，把錢洗乾淨。當然了，今天共產黨弄得股市銀行，還有海航的貸款，還

有馬雲，一個個地產商把老百姓的錢洗乾淨。然後告訴，所有的政府官員都要記住，挑撥老百姓之間的矛盾，給他製造麻

煩，讓老百姓們活在麻煩之中，矛盾之中，讓他沒有精力和時間來想關於所謂的人權，正義和政府的事。 

讓他們之間互相猜忌，讓他們沒有尊嚴，沒有自信。如果這幾條不管用，就把他全部殺掉。這幾條，弱民愚民貧民苦民，

把你變成最苦的，把你變成最弱的，用流氓來管理。如果是流氓管理還不行，把你變成最窮的還不行，把你洗腦還不行，

挑撥你還不行，那就把你殺掉。這是一千多年前的大秦王朝，秦始皇這個王八蛋乾的。 

大家看看大秦王朝的電視劇是王岐山主導拍的。大秦王朝就是中共血洗，共產黨血洗中國人民財富的一個最好的預兆，然

後就拍的電視劇，叫打鐵還需自身硬。抓起那麼多人遊街，侮辱你，讓你沒自信，讓你沒自尊。挑撥你和大多數無知的老

百姓被洗腦的老百姓人之間的關係，說你偷了他們的錢財，這就叫上街的目的。 

王岐山為什麼要拍大秦王朝，大家好好看看，把商鞅，把張儀這樣的騙子整成了世界上最偉大，最帥的，最了不起，有情

有愛，他忠於他的皇帝，統治的是人民，很多人被洗腦以後認為大秦王朝還是了不起的。 

大家現在跟西方的世界對比對比，西方讓老百姓強大藏富於民，才有了今天偉大的美國和過去偉大的英國。才有了今天世

界上的民權，人權，法制社會的文明。而王岐山和十八大，十九大，習王兩個人的體制，要終身統治中國，而且要愚民之

策。用商鞅苦民，弱民，這樣卑鄙的手段，製造人民的矛盾，搶奪人民的財富，讓你永遠是窮的，製造人民之間的矛盾。 

2019 年 9 月 14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先生报平安视频（战友之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sDT3Su9s&t=314s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17T00:33:00-07:00&max-

results=7&start=6&by-date=false 

 

1.文贵解释共党“涵养”香港的真相【香港】 

昨天晚上大家都看到了啦，也就是幾天前我說的：在香港大街街頭的平靜之後，要注意共產黨一貫的手段，涵養期。就像

它要抓某個官員，它要抓某個企業家，它要誘導你犯罪，然後讓你麻痺大意。然後要像商鞅一樣想辦法在老百姓之間挑撥

離間，讓你互相猜忌，製造矛盾。然後再侮辱你，讓你沒有自信，讓你沒有自尊，讓你沒有底線！你啥都敢干，然後再加

金錢誘惑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90af871-06b3-4fc1-858a-e800bcb69e3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sDT3Su9s&t=314s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17T00:33:00-07:00&max-results=7&start=6&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17T00:33:00-07:00&max-results=7&start=6&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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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贵讲共党用商鞅五策治理民众的本质，以及共党对香港基本民生的操控【CCP治国】【香港】 

商鞅五策裡面說的：留下你生活的，能生存的錢，把你錢財全拿走，通貨膨脹，印刷鈔票。現在是什麼？叫國有控股。穿

著黃馬褂來的。而且，聽說香港的幾個大的商場，都找了老闆了，這商場我們要接管。給你錢，不是不給你錢，價格得公

平。價格公平的基礎就是按照拍賣盤古的價，網上網購，創造一個新方式。不能評估，不能有對比性的評估，那太貴了。

網上併購，網上是我控制的嘛，我說多少錢多少錢，依法搶劫。 

 

3.文贵爆料王岐山在广东的讲话和决策的手段【王岐山】【香港】 

昨天有個戰友跟我說，說王岐山在廣東的時候，說跟著問下面人：“你們就這兩招下來，就被人打成這樣啦？就不行啦！

我們還靠你們保護呢！你們怎麼保護我？怎麼保護我們吶？啊？就沒其他招？我就不相信！香港多少人？上街了多少人？

兩百萬人！從深圳派過去，五百萬人！能怎麼招？ ”這就是王岐山，“我要派過去五百萬人！對付你香港的兩百萬人！

五對二，你行得了麼？我這五百萬人派過去，就敢打你就敢罵你！他能怎麼招？不行就把香港、深圳的邊境給它開放了，

整點兒故障！他們能怎麼招啊？ 

 

 

2019 年 9 月 15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香港已成为恐惧之港（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NNKGw__uA&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

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1.文贵爆料盗国贼在美国的运作，包括他们的筹码以及帮他们威胁美国的华尔街大豪和布隆伯格等人【盗国贼】【蓝金

黄】 

共產黨他本身就是個流氓，他的流氓是可以有出處，他的手段是可循的。可能大家根本你們很多人無法知道，在西方這過

去的一星期發生了多少多少的事情！我現在告訴大家，就在此時此刻，還在西方有着各種的較量。共產黨手裡面有太多資

源了，他腚底下做了 14億中國人，十幾萬億的 GDP，一個所謂的 14億中國人民的市場。他們能講数的條件，能講数的資

源太多了！戰友們，不是大家想象那麼簡單。 

 

2.北京经济论坛的一些事【共产党】【蓝金黄】 

而且王岐山和美國的布隆伯格要在北京搞一個大的一個所謂的論壇，所有都是牛叉的人，黑石的蘇世明、布隆伯格本人、

過去的財長高盛的主席鮑爾森、現在的高盛主席、摩根史丹利的主席、還有共和黨和民主黨幾個大佬啊。而且最誇張的事

情，還邀請了班農，讓班農去，全程安排啊，國家一級警衛，只要你來，以國賓待遇。這意味著什麼，他也沒有任何要

求，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共產黨要花血本，藍金黃最支持香港運動的人。 

 

3.再次重申文贵的观点，香港的灾难即将开始，真正揭开是在 10月，11月后，国庆后。现在街上都是解放军【黑警】

【反送中】 

在七月份我就說過香港的事情真正的揭開鍋是在 10月、11月，一定是國慶以後。但是現在共匪在動手了！現在你們還認

為在香港大街上的還是香港警察嗎？當然不是了，對吧？那都是 PLA啊！我發給他們這些信息看以後我說你覺得這是香港

警察還是解放軍呀？他說當然是解放軍了！ 

 

4.爆料王岐山在党内表达挺习和习勾兑【王岐山】【习近平】 

頭一段時間有一個報道——王岐山要主導香港事。昨天晚上我得到消息——在黨內王岐山同志向習近平以及國家安全委員

會常委們表態：重大歷史時刻，我們要走在危險的前面。敢於擔當，敢於冒險，敢捨下一身寡。替近平同志擋子彈是考驗

一個黨員關鍵的時候。我王岐山願意走在前面。」 王岐山來了。 

 

5.共党控制全球金融的野心梦碎【中国梦】 

文贵讲：“這次倫敦交易所的事情，把共產黨在海外再次洗錢，轉移洗錢，和控制電腦數據，控制世界金融市場的企圖，

徹底夢碎！” 

 

6.文贵讲堵截美国教育，退休基金投资中共的事有进展了【英国】 

我問他：“Robinson，回答我的問題：美國有多少基金投了中共？” 

傻眼了：“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說：“養老基金多少？退休基金多少？保險基金多少？” 

他沒說，我說：“告訴你！12%，18%，20%。” 

 

 

2019 年 9 月 16 日 

文逸、文徐整理 

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NNKGw__u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0c6c40a-7632-4b7e-b6ed-819aa2b34a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NNKGw__uA&feature=youtu.b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NNKGw__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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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17T00:33:00-07:00&max-

results=7&start=6&by-date=false 

 

1.文贵调侃袁建斌闹的笑话【袁建斌】 

袁健斌昨天在洛杉磯出了笑話，在共產黨的一個頭子當中，他追著上去一個駐洛杉磯的參贊，也就是情報官，大哭大鬧的

我要回國，你們答應我的讓我回國，今年四月份。參贊說，今年四月份答應你的，但是現在要等國內答應。混不下去了，

要往國內跑。這個袁健斌的視頻證明了什麼，證明了所有的共產黨給砸郭的人都有許諾，有的人，像什麼黃河邊，大便的

便。然後回去了，兌現承諾了，表演給別人看，然後袁健斌就沒有被兌現。但是袁健斌是吳徵還有陳軍他們的合伙人，一

樣吧！流氓！福建流氓出來了。然後梁冠軍，鄭祺等在中國城的一幫福建流氓黑社會幫到我樓下去喊強姦、打人、然後騷

擾。 

 

2.爆料共党流氓手段及福建帮【福建帮】 

對香港一樣吧！也是福建幫，也用此辦法引誘你犯罪，鄭祺兩次闖我家，帶的女人穿著裙子，只要郭文貴碰見她她就會想

辦法倒在地上，然後你強姦我了，可能還發生了三秒的事都有可能，這就是共產黨在香港演的招，流氓、福建幫、黑社

會、造謠、先定罪，然後栽贓陷害，往那個人群裡面扔燃油彈！然後故意的有人穿上衣服打老人打孩子，實際都是警察打

的！然後想盡一切辦法栽贓陷害，激怒你。 

 

 

2019 年 9 月 17 日 

文逸、文徐整理 

文貴報平安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RYzVQ_PoQ&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

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1.文贵讲 JhoLow的一些往事【刘特佐】 

頭兩天有個人跟我說，他認識 Jho Low時候，Jho Low見他 25分鐘，掰著手指頭給他數，我有遊艇 

1.我有遊艇 

2.我馬來西亞有房子，我洛杉磯有房子，我紐約有酒店，然後上海有兩套房子，香港有幾套房子，我乾爹叫孟建柱，我親

爹叫誰，我另外乾爹叫那吉布，掰著手指頭在那，手指頭就那麼短，傻乎乎，個又矮。然後在那說了，百分之八十時間聽

他如數家珍。 

搞笑的是他跟我說，我乾爹是孟建柱，你知道孟建柱嗎？手機馬上查出來，孟建柱在泳池照相，肌肉哇，所以說你的料我

都相信，我親自看到過孟建柱那個肌肉，哇，那個肌肉。背影中那個是北戴河，北戴河七號別墅，七號別野，北戴河。所

以說你說的我都相信，很有意思，這世界很小。 

 

2.文贵爆料王岐山平港七策，并透露给港人预警的大校先生的不幸遭遇【王岐山】【大校】【反送中】 

香港同胞要注意，共匪王岐山，有平港七策，七策我都沒講，我講的都是他其中一段講的話，當時叫廣東有一個專門對港

的小組，定為 69專案組，就 6月 9號，69專案組。69專案組並不是領導香港的，所謂止爆止亂專案組，也不是港澳辦，

是專門由情報機構，對香港的幾大家族，包括那四不要臉了，進行監聽監控，銀行信息查找，乾這個的。包括暗殺綁架，

直接向中央報告，就連那些所謂派到香港去的偽警察，也是他們的對象，如果不聽話，如果你違約了，就可能把你給做掉

了，都完全是可能的，他們有這權力。 

們那位大校先生，可以說是我們爆料革命當中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女兒現在在日本，才多少天呢？為了香港的事，

頭髮全白了，一根黑的都沒有，戰友們你們要是能看到這個，我要讓你們看到照片，她給我發的照片，我真的傻了，頭一

次的時候，有一點白，前面這邊有白，再過幾次，我發現，這邊有白，再過幾次，上面有白，最後拍後面的時候，下面是

黑的，上面是白的。但是這孩子說，我不後悔。我爸爸告訴我說，就是死了也不後悔。咱們要死了是自己選擇死亡，不會

讓共產黨把咱們都弄死在監獄里。 

 

3.文贵介绍香港人权法的涵盖范围。以及背后支持力量【西方行动】【人权法】 

此時此刻香港來的何韻詩可能正在美國國會山為推動香港人權法進行演講，我告訴大家這都是程序。他不會邀請一個講反

話的人也不可能有反對的人在那，這都是程序，關鍵在哪裡？關鍵在推動這個立法！誰在這個立法的背後給他進行了美國

依法的程序上的推動？大家都懂的啊，沒那個推動就不可能有今天。今天已經都是花拳繡腿了，誰去講都行，你叫郭寶勝

那個爛破嘴去嘚嘚也能行，也都能過，何況都是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一定會非常好。 

我可以告訴大家「香港人權法」最終要的推動者是咱們的大陸人和咱們爆料革命的戰友，不是香港任何人，不管香港說我

永遠不跟你爭，咱也不爭權，不爭名，不爭利 

 

4.调侃马云等富豪的结局，以及现状【马云】 

咱們再看看中國內陸的，當年的徐明，李明，還有當時最厲害的王健林，董文彪，吳小暉，肖建華，一個個人什麼下場？

包括 BAT，百度李彥宏，騰訊的馬化騰，還有我們的 JackyMa.JackyMa,JackyMa, 現在接什麼客？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17T00:33:00-07:00&max-results=7&start=6&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17T00:33:00-07:00&max-results=7&start=6&by-date=fal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RYzVQ_PoQ&feature=youtu.b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1019 

 

2019 年 9 月 20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先生报平安感谢战友们的担心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V6EwwJdDg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

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1.文贵解释自己最近做的小手术在修养中【文贵手术】 

沒有任何事情，我就是做了兩個健身的小手術，一個是那個洗腸子，一個是洗這裡洗這裡（指鼻腔）。由於這個位置（指

腦門）和這個位置（指鼻翼兩側）可能是抽雪茄抽太多了，積累的東西太多了，所以說它才造成敏感。 

 

2.文贵爆料六十年大庆时，江泽民和令计划，胡锦涛的往事【文贵过往】【江泽民】【胡锦涛】【令计划】 

在頭一天，60年大慶前講說，將所謂《香港回歸》多少年展覽，江澤民上去看去，江澤民上之前，令計劃在現場正在看，

聽說江澤民來了，讓江澤民在樓下等了一兩個小時，令計劃走了，江澤民上去了。江澤民上去看了牆上，找到唯一江澤民

的照片就這麼小（比化一寸），一大群香港回歸的照片就這麼小，江澤民在那罵！咬牙切齒的，哎呀，可恥啊！咬牙罵！ 

最後大家知道，第二天 60年大慶，江澤民上天安門去了。胡景濤下來跳新疆舞，咔嚓嚓，咔嚓嚓下來了，他跳舞的時候，

人家江澤民也下來跳了。十年前，你想啊，當時的江澤民，今天的江澤民，今天的胡景濤，天地之別啊！一下子風頭被江

澤民拿走了，可以說杯酒釋兵權，那是一舞奪兵權了！一個舞蹈告訴了全黨：「江澤民還在，江澤民還是核心，胡景濤不

是核心」。 

 

 

2019 年 9 月 22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文贵先生直播 CCP突發三大戰役挑戰全球，妄圖共產天下，垂死掙扎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O0Ve3ZlLo&t=883s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6T18:31:00-07:00&max-

results=7&start=2&by-date=false 

 

1.文贵爆料中共在香港杀人手段，很多香港人被自杀的情况【CCP杀人】【反送中】 

現在是海裡面飄著人，樹上掛著人，車底下拖著人，樓上往下跳著人，垃圾堆里放著屍體……而且更誇張的事情，一二十

歲的孩子從樓上跳下來，沒有任何所謂的肢體斷裂，全身都是骨折。有點常識的都能知道，那是從樓上跳下來的嗎？你們

見過一個 18歲的孩子，在一個不超過 5年樹齡的樹上把自己吊死的嗎？ 

 

2.文贵爆料现在港商在国内的“特殊待遇”与从前的巨大反差。首次提到政府派驻商务代表【港商】 

而且香港有的孩子的家人，剛剛從大陸回來。在哪裡投資呢？在貴州投資，投資的港資企業，當年都是市長的座上賓。現

在怎麼樣？派去了財務代表。幹什麼？你每一分錢都要經過這個人。她說這個財務代表是誰呢？大家都知道，是當地的一

個判勞改犯的、司法局（領導）的情人。第一天上班就開始說，現在先讓你們學學習近平的 APP，然後再聽聽王岐山的內

部講話，然後跟他們講了 20個什麼「不准」。全傻眼了，港資企業。 

 

3.文贵爆料国庆前，共党以戒严为名，骚扰北京市民，大家民不聊生【大庆】【中国现状】 

長安街上住的我的朋友說，文貴啊，我們今天慘大了，開車回家，每個車要檢查一個半小時。現在他們都習慣了，車上帶

兩條煙，查車的都老熟人了，煙拿走吧，能讓搜的時間快點。更誇張的是，你這個女同志大夏天的穿個裙子。過去是女的

摸一摸，現在都是男的摸。不是說左右摸，是前後摸，上下摸，這不是說小品啊。這朋友說，我每天回去，跟你嫂子回

家，你說這幫王八蛋就這也得摸，他也不管你是誰。我這哥們也是部級幹部啊。他說我從萬壽路一往家開車，趕上這點我

就老火。那車前面掛個「特通」 ，沒用啊，全查。家裡邊抽屜都查個遍，說他們家的洗衣機，停止使用洗衣機。他們家

買個大洗衣機，說洗衣機不讓用了。 

 

4.文贵爆料白班瑞在北京被忽悠，被羞辱【白班瑞】 

以聽說白邦瑞先生到了北京，傻眼了。沒什麼官員見他。估計都是副處級，連處級都沒有。然後都是什麼「外交協會」，

外交部的外交協會是乾啥的呢？外交協會就是專門接待退休的海外的國家領導人，也就是海外老幹部，也就是搞藍金黃

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山東老鄉啊。我基本都認識。 

 

5.文贵爆料从下周四开始美国有雷霆行动，以及伯明上台背景及重要性。然后介绍 Robert的背景及灭共本质【美国行

动】 

說國家安全戰略顧問，戰略委員會，現在是 Robert，和 Pottinger博明，我看路德先生解釋了三期了，路江談，路安談都

談了，咱們戰友們也都發了各種推。但是，戰友們，你們不瞭解這兩個人。核心的兩個問題你們全都沒說出來。所以大家

不能老看危機，你們不能老看那 Google一下子，查一查，那誰不會 Google呀，誰不會查呀。要動點兒腦子，要研究研

究。研究下美國的機制，和美國的體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V6EwwJdDg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4T01:37:00-07:00&max-results=7&start=3&by-date=fal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O0Ve3ZlLo&t=883s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6T18:31:00-07:00&max-results=7&start=2&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6T18:31:00-07:00&max-results=7&start=2&by-dat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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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大家的事情，Pottinger博明這個中國通，當年駐北京的記者，被公安毆打，寫了多個報道，全被封殺，更重要的

事情，他中國的朋友也被牽連，多年不讓出境，而且也被威脅，等等等，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件核心事情，博

明是國務院裡邊亞洲事務的主管，當年孫立軍和劉彥平到美國來，他要把文貴遣返，他必須經過兩個人。一個是亞洲事務

的叫 SusanThornton，大家知道已經被炒掉了，那個女的。第二個就是 Pottinger。 

那麼從他當時從川普競選，加入到當時的川普競選團隊到國務院，他是最穩定的一個高層的國務院管理人員，也是對亞洲

的可以說是中國通，在他手裡經歷多少事情呢？最核心的是台灣幾個立法，美國的國防法案 2018，以及對台法案。 

 

6.爆料共党绑架世界金融和军事扩张内幕消息【世界金融】【灭共】 

大家這個時候看到香港股市的變化，曾經有一天，香港恒生期指漲了 1000點，1000點，親愛的戰友們什麼概念？那要死

很多人，1000點，你買一手 25萬，買一點，你去想一想，你要投入幾千萬美元，那是多少錢沒了，多少人死了，1000點

然後又跌回來。 

 

 

2019 年 9 月 24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文贵先生直播红烧肉真香，CCP给人民吃瘟猪肉，还把阅兵后的帅哥美女按领导级别分配，美女当小三，帅哥当领导夫

人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uAoxmwxM&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6T18:37:00-07:00&max-

results=7&start=1&by-date=false 

 

1.文贵预测美国的未来灭共动作【美国行动】 

11:35“川普一定会在台湾上有动作的，这定好的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首先告诉他，告诉川普总统建议，在台湾、香港、

南海、西藏、新疆问题上美国寸步不让，川普总统我可以跟你干、工作， 但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宗教、人权上跟中

共远远高于中美贸易。大家没想到吧！然后建议说，联合国，美国不但不退群，联合国是美国领导的联合国，不能让中共

弄走。波廷格、波廷格很明确。“ 

 

2.文贵预言台湾香港的未来【台湾】【香港】 

30:38“所以说台湾，我可以和台湾的朋友、香港的朋友、西藏的朋友说：你们的好日子该来了，几十年来受苦啦，你们的

被压迫的时代过去啦！” 

 

3.文贵解释郭媒体未来的变化【郭媒体】 

35:22郭媒体去郭化“郭媒体接下来的三周和三个月是最重要的。郭媒体将改变成三个板块： 

Gnews, 就像纽约时报那样，专门发文章的，找人写文章的； 

Glives， 就是专门搞直播的，就像 YouTube一样； 

Gpost 就是郭文，就是整个的自己推文的。——这三个加一起，叫 Gmedia。“ 

 

4.文贵爆料阅兵后，男女兵的分配问题【大庆】 

1:09:02“天安门之后，所有人在前边走过的，最好的，由中南坑论级别、论年龄、论待遇、论看谁不要脸，选，男女选，

选完以后发到下边去，下边各县、各团级干部、连级干部选，然后回去就啪啪啪，造孩子去了。也不一定造孩子，造欢乐

嘛，是吧，奔向小康去了，都去直接上炕了，都是这结局嘛。” 

 

 

2019 年 9 月 24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文貴先生和江財神路德三人談政治經濟愛情以及外星人！妄圖彈劾總統是好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FxgmIArf8&feature=youtu.be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8T12:06:00-07:00&max-results=7 

1.文贵讲解王岐山的流氓经济学【王岐山】 

04:50“咱今天說了一個 0利率和負利率，背後還有一個經濟黑手，就是王岐山的金融街，王岐山的金融街的黑手太希望這

一次發生了，我告訴你江財神，你說紐約市場股市接下來怎麼反應？ 

我不太同意您這個，我告訴你可能正好和您相反，「小陽春+反復」，您知道為啥啊江先生？您是我目前見到財經最專業的

人，但是您最不知道的是流氓經濟，有政治經濟學、關係經濟學、市場經濟學，你沒學過流氓經濟學。我完全是外行，但

我學了跟你不一樣的流氓經濟學。王岐山玩的流氓經濟，您知道嗎？流氓經濟！你說為什麼？” 

 

2.文贵转述班农预言美国地产危机【班农】 

12:53班农说，看到曼哈顿的大楼了吗？将来都是一半的价格。因为他们贷款都是零利率，都是过度开发。 

 

3.文贵爆料中共金融资产管理核心公司【CCP金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uAoxmwxM&feature=youtu.b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6T18:37:00-07:00&max-results=7&start=1&by-date=fals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6T18:37:00-07:00&max-results=7&start=1&by-date=fals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ba1722e-0039-4afc-bff9-553fdfbf635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FxgmIArf8&feature=youtu.be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19-09-28T12:06:00-07:00&max-result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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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2“中國神華、中國西華、中國油華、中國周華、中國那個管太空的那個叫什麼的公司就是過去發衛星到全世界各地、

衛星發射點那叫什麼了，12大華資公司。地點在哪裡？新加坡、香港、東京、倫敦。所有共產黨的外匯運作，所有的外匯

運作。這 12家剛剛的在六個月內統一的換了法人。換法人就是共產黨的本身私人企業國有化，國有、國有資產共產化，共

產內部也在分贓，換了代持人了嘛！” 

 

4.文贵爆料沙特无人机攻击事件内幕【沙特】 

52:43伊朗攻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中共提供技术。“他是把它北斗七星叫做軍事儲存數據的，它不是說計時的，他把我需要

的地圖就像谷歌地圖一樣我給你放進去，然後他遙控就給過去了” 

 

5.文贵爆料沙特无人机攻击更多内幕【沙特】 

53:30“我可以確切的告訴你所有在伊朗指揮的全是中國最牛的解放軍，中國的雇傭軍在伊朗的存在，在也門的存在，只是

美國沒鬧明白或者說他不願意去面對，他們絕對是高手” 

 

 

2019 年 9 月 27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先生联合班农先生、KathySloan女士直播：江泽民震惊发言：中国要出事！你们准备后路吧！！国庆阅兵没几个国家会

参加，川普总统的弹劾程序和对中共的制裁将有大戏上演！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kS83g1uhDU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09/ 

 

1.文贵爆料今年国庆来宾可能会很少【大庆】 

14:50“確切的昨天晚上我們得到情況是，這次中共 70年大慶，向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發出了這個邀請函，到目前能來參加

這個所謂國慶的不超過 10個國家領導人。” 

 

2.文贵爆料江泽民与朱镕基不看好中共未来及阅兵【大庆】【朱镕基】【江泽民】 

16:16“江澤民就說，哎呀我們要喝兩杯 Conio，這個老人家用英文不用中文跟台灣朋友講，說這個世界要亂了，中國要出

事，你們要準備點後路了” 

25:50“朱鎔基说：“大慶能解決美國問題麼？大慶能解決香港危機嗎？大慶能讓中國人吃上豬肉嗎？不要談了、不要談

了、不要談了！”。就是害怕地恐懼到了極點！ 

 

3.班农预言川普弹劾案会使得对付中共更强硬【弹劾川普】【班农】 

1:34.50班农：“在美中關係當中，我覺得接下來美國的態度是更加的強硬，而且美中關係會更加緊張。如果是北京方面

覺得，因為川普總統被彈劾，所以他對北京態度會軟化的話，他們就是大錯特錯。因為我們眾議院代表 NancyPelosi，其

實她在人權和民主上，她的態度更強硬，她在這方面的爭取會更加明顯的。所以民主黨在香港的事情上，會更加強硬

的。” 

“剛剛過去的一周，我們的委員會出台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就是要保護香港民主。北京如果真的想，川普總統和民

主黨在這方面會軟化下來的話，他們真的想錯了。其實我們的兩黨競選期間，有一個事情是讓我們兩黨統一起來，團結起

來的，就是對付中國共產黨這個極端政權。” 

 

 

2019 年 9 月 28 日 

文逸、文徐整理 

郭先生船上直播，香港即将迎来关键一战，国庆就是 CCP的末日，美将清算到国贼资产，以美灭共，依法灭共，以共灭共

的伟大时代已经来临视频连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pg2_ocNQ 

文本链接：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09/ 

 

1.文贵对近日视频重要性进行预测【预测】 

01:00“因為今天我們這個視頻所有講的話，都會在 10 天內，一星期內，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得到驗證，這是至關重要

的” 

 

2.文贵强调十一发生事情的重要性【大庆】 

03:54香港人的命運就和這 70 年的大慶己經緊密相連。香港人是生還是死? 關鍵就是看這個 10 月 1 號了，

10 月 1 號的前後會發生什麼，基本上決定了香港人這場運動的生與死的結果 

 

3.探讨川普弹劾事件的重要性【弹劾川普】 

04:00就在 10 月 1 號之前，的前不到一周的時間，兩黨之爭進入了火熱化，彈劾川普總統， 全美國都在關注著彈

劾川普總統這個重大政治歷史事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kS83g1uhDU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pg2_ocNQ
https://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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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测西方对中共制裁的严重程度【西方行动】 

18:30“對西方的經濟制裁，據我所知，好多人說什麼？說：“對中共的財富一旦要開始全面製裁，一個 Dollar，一個美

元都不能給它留。要比伊朗重一萬倍！” 

 

5.文贵预言国庆后的核心事件【大庆】 

33:00國慶節後，大家談的只有兩個詞兒——滅共、支港，啥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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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0 月 1 日 

二丫、文鱼整理 

郭文贵先生在中共国庆日与班农先生同台直播（精简版）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Xbksr-T-U&feature=youtu.be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a4c1372-b7f2-48de-b2b1-aa734df57932 

1.为什么所有的独裁者都爱阅兵【大庆】 

所有的独裁者都独爱阅兵，为什么，大家要记住一个历史。1932年到 1942年之间，全人类打造的最鼎沸的阅兵仪式是希特

勒。希特勒之前在欧洲意大利的总统叫墨索里尼，是一个独裁，军阀。他曾经给希特勒展示过意大利的各个兵种的阅兵，希

特勒当时学到了很多。当即回到了德国，开始了他的阅兵排练。 

 

也就是至今为止无人超越的阅兵仪式叫陆海空，还有仪式方队。包括了当时柏林的建筑雕塑，影像，视频，电影等等艺术，

展示给全人类。当时战败后的德国直接从所谓的民族主义到了独裁主义，到了纳粹。当时德国在世界上的工业经济金融文化

之发达，那个现象带给了德国人民一个幻想，就是德国可以统治全世界。 

当时希特勒有一句话，不管我们坦克有多强大。因为当时西门子和奔驰宝马集团，给他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坦克，射程 1000

公里，杀伤力无比，相当于今天的核武器。他说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坦克，都不如我们讲一段视频，都不如我们拍一个好电

影，都不如让所有的这些孩子们，让他们 100%臣服于我们。 

2.阅兵的独裁者都没有好下场【大庆】 

我们再看共产党过去这 5次大阅兵，在 5次大阅兵当中，站天安门的人，几乎没有好下场。包括毛泽东本人，家破人亡，妻

离子散，断子绝孙，死了不能入土。后来无论是江泽民，无论是胡锦涛无不败在了阅兵之上。阅兵对内是表示镇压，对党内

统一军队思想，一个对内部权力外部威胁和挑战，自己的缺点和犯罪，一个掩盖的迷魂剂。 

 

胆小之人无知之人会害怕，看过之后甚至觉得这个政权无法挑战，我必须忠于它。甚至很多人忘掉了自己被强奸，诱惑走了

妻子儿女，甚至甘心情愿的再次把自己的儿女送给魔鬼集团。延续共产党多年所谓的义务兵的战略，送去给他们当炮灰。所

以说除了极权主义和独裁的基础需要，以及掩盖政权内部军队内部统一思想，内部矛盾，军队恐吓，对人民的威胁，以及在

全世界面前秀肌肉，阻止或延缓它死亡的时间，这是它核心的目的。 

 

但是我再说，告诉战友们。最爱阅兵的希特勒死在了不阅兵的美国人手里边，最爱阅兵的斯大林死到最后，地上尿一裤子。

被所有跟他阅兵的人踩在地上。最爱阅兵的中共，没有人有好下场。 

 

还有当年日本的侵略主义者，最爱阅兵的山本五十六是被跟随他阅兵学习的一个普通的战士，把他的飞机打了下来，改变了

当时日军在所有的在国际战场上的机会。凡是穷兵黩武持剑者必死于剑下。仗剑者必死于剑下。自信之人，自信之国家是以

人民为主。不是以所谓的独裁和现在天安门出现的 1万 6千个军人，和十万个老百姓，被他们给愚弄的。这加在一起和中国

14亿人比，连个毛都不算。 

3.任何国家从来不生产财富，钱都是老百姓的钱，共产党的钱都是窃取百姓的财富【中国现状】 

大家要记住，任何国家政府从来不生产财富，也不创造财富，这钱全是老百姓的钱。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室里边，战友们制

作的视频，和我们路德先生和我们所有朋友们付出的生命时间危险，没有人付钱。因为我们在为中国人在追求喜马拉雅，让

中国人过上幸福安康，有法制和有信仰自由安全的日子。 

 

我们是没人付钱的，共产党是付钱的，是你付钱，是老百姓付钱，拿命付钱。你不听还要你的命，甚至灭你的门。我们这你

不愿看就别看，你不愿意听就别听，完全自由，骂几句我们都听着。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让你们害怕，我们让你们安全，

让你们幸福。这就是我们所有爆料革命的意义，没有核心，没有组织，没有欲望。 

 

而且我们大家的真实和战斗力和这种精神，和天安门上的那些老叉叉们那完全不一个感觉。未来的十几个小时，我们会展示

给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让他们看一看，我们中国人现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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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军队效忠于习【CCP军事】【习近平】【大庆】 

他们说效忠“党”啊，全部党效忠“习”，实际上就是效忠“习”。十九大完成了国家共党化，共党习近平化。解放军的发言

人叫蔡志军，在说这个七十年所谓的阅兵的时候说：“阅兵是共产党的制度。”——大家不要忘了这句话的重要性，什么叫制

度化？就是共产党是有计划性的耀武扬威：对内进行威胁；对外——美帝国主义，美国人——秀肌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事情是：它能不能把美国人吓住呢？它能不能把这个所谓的美帝国主义、欧洲人吓住呢？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恰恰的，

它会证明：这是共产党唤醒了世界，“中国威胁论”会更加坚定美国和西方世界灭掉共产党。所以它今天的这个演习，是对

我们灭共“爆料革命”天大的礼物！ 

5.中共军队没有一件是原创的【CCP军事】【大庆】 

大家看到这个，当他这个白衣服这个左右的、所有的这些所谓军人出来训练的时候，就这些海军衫、这些衣服所有的设计除

了军事上纪律所要求的之外，所有这些东西，我会告诉你中共的军队所有的编制、战服没有一样是原创的，没有一样。 

 

刚才的就是说元首车、陪同车所有的装甲车，包括军车、抄美国悍马，你给我找出一样来，包括他现在这会穿的内裤，包括

现在军装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防火，就是这个特殊材料设计，没有一样是中共的原创。 

6.中共的女兵和军妓无异，都是农民的苦孩子。还不能打仗，完全是诱惑年轻男子来参军。【大庆】 

，中国江泽民把兵、女兵来了，女兵来了，军中女兵就是、都是农民的孩子，严格讲就是军妓，他能打仗吗？告诉我谁能打

仗。这些女兵要求腿和肩的比例、胸的比例，这胸的比例必须是要满足领导爱细腰，自古皇帝爱细腰，腰要细。像我这腰就

太粗了，不中了就。 

 

所以说大家你看到这些老流氓、不要脸的把这些农民的孩子、这些小姑娘全弄前线去了。干嘛啊！包括日本人当年侵略军、

德军希特勒一定把女兵排在前面，包括墨索里尼。核心的目的就是让军人感觉到,你看到这有美女，到这儿有未来。到这有

可能你就站到天安门去了，这种诱惑是根本秘密。她能打仗吗？今天这 1万 6千人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几乎都没有能打

仗的人。 

7.共产党的军队不能打仗只能压迫人民【大庆】【CCP军事】 

所以共产党在本质上，你私下里边跟他们了解的时候，当他们谈这些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共产党的军队是

压迫人民的，共产党的军队从来没想过保护国民，这最起码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方队的时候，这就是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我们狠能狠到无情，能忍忍到无耻。大家看到这是导弹部队，

火箭部队，接下来是人民群众方阵。当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些车最大的供应是谁呀，伊朗。 

8.王岐山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帝国沙皇【王岐山】 

王岐山手里绝对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帝国，沙皇，这是绝毋庸置疑的，金融沙皇。在太子党里边威信高过习。但是习现在跟江

家，觉得我已经掌控了军队，当然了已经把胡锦涛等人，房峰辉呀，当年的房峰辉前的陈炳德是江家人，但是后来叛到了胡

家。郭伯雄拿掉了，徐才厚拿掉了。李继耐也完了，不行了。邓家的王瑞林已经死了，这个时候确实习掌握了大量的军队。 

9.爆料革命最牛的就是戳破共产党的谎言【爆料革命】 

这里你儿子来了有女兵，我睡过你可以睡。女兵来了，这里能找到好丈夫，甚至你也可以当我的小妾，你也可以满门升华过

好日子。然后对有些军队的人说，你看听我的吧，你不听我的你就完蛋，听我的你看能这么牛，有钱有未来。不就是展示这

些吗，你看看希特勒的阅兵，当年的灯光，当年希特勒的灯光展示出来的，到今天无人能达到。 

你看希特勒的军装和那个建筑，你看看这个展示。所以说小哥，它怕的啥，它要的是人心，这些武器要的就是你信我。咱爆

料革命现在最牛的是什么，就那根针，扎破最大气球的，就是不信你。 

10.世界上最伟大的权力是人心，不是阅兵【大庆】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请问大家，刚才细丝小哥特别好，觉得我们太脆弱了，人家太强大了，咱这点小媒体能斗的

过吗。当你经历过我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战友们，你们就会知道，真正的爆料革命多强大。 

 

为啥强大，就是刚才你看到的。能上天安门的这些所有的我们的同胞们，他们今天有多愚昧，我们就有多强大。这就是我们

的力量。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再重复一遍刚才细丝哥问的问题。说郭先生，全世界的媒体没几个敢说实话的，我们这小社

交媒体，就咱们太脆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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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看到这个场面都是被震撼，坐在我们身边的班农先生，他心里边有两个想法。这家伙，这共产党是牛啊，就像他说的，

可能川普总统说，我也想搞一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被震撼，但是我告诉你，世界上最伟大的权力，绝对不是阅兵，是人心。

是综合的实力， 

11.中共阅兵想传达给世界的三个信息【大庆】 

我们在今天震惊世界的大阅兵当中，无非是给世界三个信息。中国我习王说了算，共产党说了算。第二个就是我不在乎香港，

我也不在乎新疆的事儿。第三个，全世界人民谁敢惹我，我就把你给灭了，不就这意思嘛。 

12.中共的阅兵一切都是假的【大庆】 

我覺得大家這個，大家要看到的就是說，現在的這個十萬人民的這個參與的大閱兵。剛才就是那個軍事方陣裡邊兒，特別是

這個無人機作戰方陣和信息方陣裡，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完全是中共慣用的一套手段：10%-20%全是假的，根本都不是那回

事兒！所以說共產黨在今天的這個，所謂的綁架中國人民 70年的閱兵當中，你看這孩子的表情都是假的。這些 70年的閱兵

當中，所有的表情是假的；武器展示是假的；展示的歡喜是假的；展示的強壯是假的；所表演的文化是假的，它只服務一個

——魔鬼集團共產黨！所有的表演都是假的！這是人類的悲哀！它注定被淘汰！ 

13.共产党明年的十一不会再来了【大庆】【灭共】 

另外一個我也看到了，真的是共產黨明年不會再來了，你看這意味著什麼知道麼？——這不是再見了，是永別了。你看到沒

有？真是永別了。共產黨完了！我今天就說，絕對完了！我能讀懂他們，我了解他們。我覺得完了，真的共產黨完了。幾乎

咱就可以，咱說實在話，咱真可以不用爆料革命了，我認為它的天數、氣數已盡，氣數已盡。 

 

2019 年 10 月 1 日 

二丫、文鱼整理 

晚上郭先生和班农先生连线各地战友，传播香港抗议现场，解读国际重大事件，揭露中共十一国庆真相！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q22eML0wQ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a706b93-3847-4540-96a0-b6f935019684 

1现在中共的统治已经超文革了【CCP治国】 

咱们大家说像文革这词儿呢，大家怀疑犹豫。但是今天来看，它已经不是像文革了，而是超文革了，一夜之间超过文革了。

文革当时有两样东西是从来没有的，这跟老革命谈的时候，就说文革当中，毛泽东不管如何，他还开个会，他还说所谓的中

央。 

他老提，中央政府，他老来这嗓子。还有一个是他团结老百姓，他把孩子，红卫兵都团结起来了。所以小皮匠，Percy你都

记得，很多学生孩子还是团结的。因为有红卫兵啊，是吧。他还要有个群众基础。 

2中共绑架了中国挑战全人类【CCP治国】 

国家被绑架，国家被威胁，同时绑架了国际，也在挑战全人类。我认为昨天这个真的是最后一次了，真的是最后一次国庆了。

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你会看到更疯狂的，所写的歌和出来的演员的表达，还有给的镜头更夸张，尺度更大。 

老百姓以为脱了内裤，脱了衣服尺度大，在政治上尺度最大的事情就是个人崇拜。一会将进行的晚会，据我所知，最后几分

钟还有改动呢。就是把不敢的不能的，你无法想象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敢干的，日本天皇不敢干的，个人崇拜全给整出来

了。 

3中南坑的来历【中南坑】 

说中南海，中南海，结果陈希同说你那叫中南海嘛，就那几勺子水，你叫中南海，就那几勺子水绕过北京市，你花几个亿整

循环水，糊弄自己，那叫中南海，就拿几勺子水，那叫中南坑。陈希同这话，这有名的中南坑就这么来的。 

张百发说，我求求你了，大爷，别说了行不行。咱多活两天行不行，张百发就懂，你看惹多大祸。还有大家要注意到，除了

中南坑之说，记得朱镕基有一次，陈希同到中南坑去。 

4爆料革命就是让所有人知道灭共要靠自己【爆料革命】 

我们爆料革命和我们每一个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不要依靠别人要靠我们自己。卡丽熙刚才你所问的

所有问题都是在指望美国人，都在指望西方人，期望这奇迹的发生我可以告诉你一定不会发生，最终起决定性作用干掉共产

党的一定是我们绝对不是他们，是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些千千万万的战友看看我们的江财神、MIT的视频、Sara战友之声的视

频、我们战鹰团的大卫小哥、Q女士还有我们的小皮匠还有我们的细思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共产党最希望的就是我们

不自信、害怕、恐惧、恰恰相反中国历史上李自成从俩人到六个人就宣布成立太平天国了，就是一帮流氓从村西头走到村东

头就成了太平天国了，然后听说了基督教，基督教谁是老大呀？耶稣。他就开始做梦了，说梦见耶稣说我是耶稣的兄弟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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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京城了就当皇帝了。中国历史上、西方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事情不是他无知也不是他荒唐事实上每

个人的行为都是有天意的。 

5台湾很危险，也堕落了【台湾】 

他說台灣人不可能有未來了。因為在香港問題上，讓很多有腦子的人看到了，台灣的最邪惡的、魔鬼的、虛偽的一面！所以，

台灣的路還很長，絕對不是您說，蔡英文啊，還是什麼連戰啊，還是什麼什麼郭台銘完蛋，台灣就有救。不是那麼簡單！台

灣是從骨子裡到外現在是已經壞了。要想救很難，說實在話，台灣的危險和墮落，遠遠超過大陸！ 

6共产党的对港的政策是温水煮青蛙【香港】【反送中】 

他这个温水煮青蛙，热水、温水煮青蛙。慢慢给你加热度，让你适应这个温度，然后、最后你自己不知不觉中死亡了。你看

从反对、不允许你上街定义为暴徒，然后他自己来点火，自己来烧警车，自己拿黑社会、疲劳战，然后有颜色的毒水，然后

再用这个所谓的枪。这一系列的最后，悄悄的在国庆节这一天，真枪而且是六次让你习惯了，你习惯六次就习惯了 60次、

600次，他从完全非正式的、早就戒严了实际上，他要过渡到戒严阶段，这是温水煮青蛙的战略。 

2019 年 10 月 4 日 

二丫、文鱼整理 

郭文贵先生直播谈香港动用紧急法，出台禁止蒙面条例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amyIyLBr5A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376beaf-6eaf-43ce-9764-78d969252502 

1中共在郭文贵先生家和喜马拉雅大使馆放满了窃听器【窃听器】 

从早上 6 点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我告诉大家，都是大家无法相信的事情。但是我真没想到共产党你真敢跑到我公

寓，包括我家里边保姆的房间，包括我们家里边做饭人的房间你都给放那么多东西，这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我的新办公室，喜马拉雅大使馆，哪层你都不放，就放 6层，你咋不放路德这屋啊，路德老在这打情电话，你放吧。放凯

琳的屋，凯琳的屋还有洗手间呢，我跟你说，还有我们新的港妹的房间，你都可以放，你干嘛放我那屋啊。你说我这丑陋的

身体你看啥，这么多，累不累啊，端走那么多盒子。 

2香港的蒙面法【反送中】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蒙面。把你的面给拿下来，把你撵回家去，你别老尝试连线林郑月娥啊，兄弟。所以说大家看到这招是

很阴的，先把 1万 2000的头给抓了，把你都撵回家去。然后香港实际私下里边，能把太多东西征用。比如说港铁不能用，

香港机场有些飞机不能飞，严令制止很多人不能出境，然后限制多少人到深圳广东，直接给你抓了。 

3中国最隐形的权力保健委员会【保健委员会】 

中国最隐形的权力之一，叫保健委员会，那是最重要的，保健委员会的权力大了去了。大家知道毛泽东的保健委员会主任叫

吴阶平。中国的其中最，一个是警卫局，一个是这个保健委员会。就是这些副国级要享受保健委员会的保健待遇，而且这些

人如果器官有病了，毫不犹豫，看路德的肝好，给他换了，看凯琳的肺好，给换了，这是合法的。这就是梁振英说的，以国

家的名义杀人，这也是合法的。这也是为什么梁振英不惜一切代价，要享受这个副国级。董建华啊，梁振英啊，老曾就不可

能了，成罪犯了。 

4安排好香港警察 4人帮的利益【港警】【卖港贼】 

把 4人帮所有的利益安全，全部后事给你安排好，然后让解放军和广州警察循序渐入式进入戒严状态。还有一个，共产党怕

什么，还真怕香港股市。共产党这个流氓是要命要钱，要自由，要面子，这是它一贯的。 

5法治基金法治社会的拍照批下来了【法治基金】 

法制基金正在全力以赴的准备着，今天是法治社会的牌照批下来了，我们的两个都批下来了，太提前了。听说法治社会的牌

照批下来了，法治社会，法制基金以及咱们很多战友正在秘密的筹划，在全世界各地，亚洲，欧洲，美国，当然是绝对保证

不能被共产党遣返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给他们准备好，来了以后，到这几个地方，我们能提供一定的条件的吃住行，医疗保障，甚至是安保。同时我

们正在准备着，一旦他们需要的时候由这些人联名发起的捐款，这我们绝对不碰，就由实名实姓他们在银行开的账号，由他

们发起，他们视频说了，我们再开始募捐。 

6中共利用大外宣挑拨郭文贵先生和美国政府的关系【CCP大外宣】 

你不希望我们会给一个错觉，让说美国政府不站在你这边，那意思是说很清楚中共都认为美国政府跟我在一起的，跟咱一起

的。你不想让美国政府不站你那边、你这边，我说为什么、什么意思？他说共产党正在海外要造成一个大的一个宣传，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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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告诉我的啊！大家拭目以待。说就是要制造美国、美国政府跟你之间关系的假象，挑拨美国政府和你的关系，然后造谣，

而且说都将是大媒体。他说即上次爆你双面间谍之后，他们正在策划更多的大媒体报道你、挑拨离间你和美国的关系。他说

如果你要是相信，你坚定你不要把美国被和你被他们利用的话，你要坚持住，你不要相信这些话他们正在做，我特别惊讶。

我说美国人现在成熟了呀！原来我给你们说你们不懂，现在反过来你来教我来了。所以很多让我惊讶的事情就是搜出那么多

这个监听设备，把我吓傻了。 

7中共会在香港制造更多的灾难【香港】 

接下来你知道香港会发生什么？这没情报这完全瞎蒙的，他们一定会制造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火灾、更多的交通事故和更多

的不可思议，然后达到一个最核心的目的，香港必须实施戒严法，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他们现在要做的。你看他们发给我的

照片，又发生了咱们的创意，那个车…… 

8川普总统经常强调要和共产党打太极【川普】 

他没有说你共产党啊你了不起了，他是带着调侃的意思，我给你一个基本的礼仪我必须要做的，但是恰恰体现了川普总统跟

他们打太极，你记得咱以前说太极吗？川普总统在私下老说：跟共产党要打太极，跟共产党坚决不能打拳击。说共产党打他

们咬你呀什么招都使出来，跟他们打太极共产党就没辙了，所以一定要跟他玩，这话对不起啊我瞎蒙的。 

9习和其他中共高层缺少互动【习近平】 

另外一个，美国人和欧洲人观察到习近平在天安门站起来照相的时候效仿毛主席当年的挥手姿势，举手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两

三眼照相机看看摄影师准备好没有，一般都是举起手后保持三秒有专门的摄影师给他们拍照，照完相后紧接着习就会鼓掌并

用目光环顾左右和其他人互动，你看到了吗？除了王岐山没人跟他互动，只有王岐山给他鼓鼓掌所有的人都不吱声往前看，

特别是汪洋、韩政、栗战书、他最好的哥们都没有和他互动，这个情况外国人关注到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咱们当时说的

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情况太正确了，结果台湾哥们儿惹了麻烦了，咱们上次直播完以后我台湾的这位朋友，最好的朋友，几十

年的世交，国内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要给你好好谈谈，你跟郭文贵讲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儿？我的朋友说：“我近期不去了，也

不敢去了，但是文贵啊你讲了这个事情我不后悔。” 

2018 年 10 月 5 日 

二丫、文鱼整理 

與郭文貴先生與 MIZ宙斯小隊連綫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y-p_Bnxto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a69def5-99f1-4857-9cf2-6b743d834c0d 

1中共高层官员之间有共同利益【CCP官员】 

那么 8月 10号的贾庆林这 9问，绝对是贾庆林政治史上的另外一次高峰。据说这个 8月 10号在党内传开以后，很多人知道

是贾庆林，大家对贾庆林刮目相看，听说贾庆林好几次去参加私人的聚会，北京原来老帮，他走了以后，刘琦，他和刘琦就

死不合，王岐山跟刘琦也不合，王岐山也把刘琦也抓起来，最后贾庆林替刘琦说话，说“不管这个人有多迂腐多贪腐，抓刘

琦是不可以的，不能有私人恩怨”，最后王岐山弄不了他，结果听说刘琦在北京某个地方请贾庆林吃饭，进去以后掌声如雷

啊！叭叭的一直鼓掌！大家谁也不敢说几条提的好，都是给他敬酒！ 

在某种情况上，不管是流氓还是黑社会，流氓与流氓之间，他还是有情义的，他们有这个共同利益 

2朱镕基认为共产党气息奄奄，为自己留后路【朱镕基】 

那么就他想什么？他知道天安门的阅兵，他知道结果什么？他就绝对知道这就跟当年 7134库、当年的这个莫索里林和希特

勒没什么两样！和打清朝最后一次阅兵在天津火车站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不会替你买这个单，我也不想去，更重要的还有大

家要看到，在朱镕基要出现，坐在旁边的这几个人里边，近期常委里边有几个他喜欢的？栗战书他绝对不喜欢；这个韩正，

根本不行，还是跟江的，跟他有间隙了，又不和；王岐山是他唯一一个信的过的；汪洋就说朱镕基是给伪君子，就不在乎他；

所以你看江泽民就在那会坐着，你朱镕基傻乎乎的在哪干啥去？最后朱镕基决定不去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原因，跟他儿子朱云

来绝对有关系。 

就朱云来在西方他深刻了解，外国怎么看这场阅兵，他想你爹不去，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你发现了吗共产党的文化：

只要你不正常了，实际上就是关注点。 

3中美经济脱钩【中美贸易】 

因为，脱钩这个问题上，不是川普总统的想法，也不是班农的想法。我告诉你，脱钩这件事情，是我和美国国会议员接触当

中，说得最多的词。我从来没跟路德先生说过这个话，第一次在这里说，因为我不想鼓励他那么讲。因为国会的让脱钩，是

任何权力无法阻止的，而且所有这些立法的法案，都在往脱钩上走，在创造这个环境。至于说时间长点儿短点儿，那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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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连美国总统都无法决定的进程，我们更无法决定，共产党都无法实现影响的进程，咱也无法影响。但是，美国要求脱钩

的声音，超出想象。 

昨天晚上，我直播完回去，遇到了一个好朋友，他是坚决挺共的，但是他在美国住，他昨天跟我说，最近，我在美国感受到，

从底层到各个领域，到他所在的学校、教育，反共产党成了所有的话题，他太震惊了，这就形成了，美国实现脱钩，已经不

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 

4中共政府将国家卖给西方世界【CCP治国】 

你剛才說這個問題就是個綜合情況，但不是一樣的，對他們的誘惑是什么，就說高艷艷--王岐山的女朋友，你想想高艷艷能

給美國人的東西，華爾街公司是任何人給不了的。其中一條我要告訴你，高艷艷給他們傳達的信息，這個國家可以為你所用，

嚴格講就是這個當官的子弟，跟西方人交朋友最愛說的一句話，當然我認為你是朋友的時候，就告訴你說中國是你的。在中

國你想干什么？告訴我。一切讓你滿意，你擁有中國，我跟你說，你去想一想鋼鐵俠先生，當有人告訴你的時候，你將擁有

中國？你想干啥就干啥，這種暗示，對一個中年人老年人，他第一個想到不是錢，他第一個想到的性，哎呦！我見太多了，

那華爾街的不要臉的人比共產黨還不要臉。 

2019 年 10 月 7 日 

二丫、文鱼整理 

郭文贵先生直播谈第一次在美受威胁，CCP染指 NBA，接下来会有一大波挑拨文贵和美国、班农及法治基金关系和战友的炒

作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qUQ2Tbjz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bbbb65eb-87e8-4fe2-ad68-9211b983c127 

1NBA给中共政府磕头【NBA】 

大家看到 NBA这个事情让他疯狂到什么程度？NBA是美国多么成功的体育项目，他是健康体育。当西方人抵制奥运会，抵制

中国的奥运会是国家控制的时候，中国政府出来说话了：“坚决反对，把政治因素注入到体育去，体育是健康的，不能有政

治因素”。现在 NBA就说了个支持香港，就给惩罚，磕头都不行。磕头都不行啊，战友们。全美国全世界震撼了。 

2外国投资中国巨大市场时忽略了潜在的风险【外资】 

我当时告诉他们中国市场非常大，但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你们的风险。那你必须牺牲掉你的自由，必须牺牲掉你的特色、个

性，你必须牺牲掉你的公正或者你要表达的艺术性。如果你没做好这个准备你来中国你来找死来了。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准备，

那不是郭文贵要跟你合作的。我们是私营企业，我们不掺乎这些事情。到中国来你上过了亿了这种社会资本是一定要被共产

党这个瘟神、魔鬼来控制和影响的。大家知道后来他们都跟了别人合作，结果如何呢？大家看到只是冰山一角。未来大家会

看到好莱坞多个过去成功的并购项目和收购项目、股权项目后面都有蓝金黄。 

3郭先生受到来自华尔街的威胁【华尔街】 

我说大姐你打电话不是为了这个吧，话锋一转。告诉我，文贵啊，我替咱几个哥们儿给你捎个话。你刚刚在 MIZ直播节目当

中，有越过红线了，大姐只是给你提个醒。华尔街咱们共同朋友给你捎个信儿，在美国让你消失，让你进监狱是分分钟的事。 

 

纽约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你和班农在一起，太近了。班农是这些人的敌人。你又在 MIZ节目上，直接把华尔街大佬在西藏这

说法，他们都很不高兴。然后说了一些具体的事儿，我可以告诉战友，这是有史以来，在美国，最直接的威胁了。很多人都

很忌讳，威胁你都绕着圈说，因为在美国，我可以当场报案的，报案，她一定会被抓起来。但是她知道，这是我的老大姐。

从 91年，我从看守所出来，帮了我很多。而且现在，照样她的家族是共产党里边的核心家族，她也不怕。他们能找她给我

捎这话，你能想象这是多高的人。 

 

然后提出来，你远离班农，不远离班农，华尔街这些人都是你的敌人。我说那是不可能的，远离班农不可能的。对华尔街的

这些事实揭露，我说我负责任，但这种威胁我不会接受。但因为是大姐，我也不会具体说出你的名字，也不会向美国政府报。 

4中共在香港换防的军人只进不出【黑警】【反送中】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所谓换防的军人，只进不出的军人，现在是天天换防啦！只进不出。在香港多个公共场合，现在正在布

兵，布重兵，布置大量的武器。而且在很多，香港政府控制的楼宇里，包括我后面儿这个，AFC，70楼以上，还有屋顶，都

给它布置东西。包括，我们后边儿这个会展中心。这个会展中心，是新世界和香港政府开发的，这里边儿藏了重兵！包括 FC

的一期，大家都知道现在也在布重兵！ 

5预言林郑一定死在香港【林郑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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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一定死在香港。 

6中美贸易战绝不可能签成【中美贸易】 

然后大家看到我说是中共出来，厉害不？啥给你什么结构改革呀！贸易谈判你也甭给我说那么多。叫“十一条”嘛，出了十

一条。十一条不能碰！这十一条不能碰的结果，就基本上不叫谈判了，那就是投降了。谁能下得了台？就玩你呢嘛！两年前，

一年前，只有郭文贵说：贸易谈判绝不可能签成。我真希望它签成！它没签成啊！它签不成啊！它签了就不叫共产党了。它

要真签了，我们还不用爆料革命，等着就完了！对吧？ 

7小夏和法治基金【龚小夏】【法治基金】 

关于那个战友们要问法治基金支持小夏女士和东方先生打官司贷款的事，我先给大家澄清。从这个 VOA419发生之后、断播

之后，我最起码问过龚小夏女士不下 30次，我说如果需要资金支持，只要合法，你一句话。小夏一直就说文贵我不需要钱，

需要我找你，我不能拿你的钱，你是当事人，一直到最后一次见面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我本人和小夏之间一直是这样子的，

还有东方、还有其他几位先生我也都见过面。我也都告诉他们，如果需要我个人资金支持请告诉我，我全力以赴。他们说我

们不能要你钱，不能支持。 

 

后来是小夏女士跟班农先生说希望法治基金来支持、来帮助他们打官司支付这个费用。班农先生也问过我意思，我说班农先

生这是你们的事，她是你的董事，只要合法我、我没有任何建议。天知地知、法律社会、法治基金是不是独立运作的,绝对

独立运作的，那里有严格的律师。 

 

后来这个事呢！他们启动以后给法治基金开会，都是 Sara 参加的会，Sara 应该出面重申一下，具体我都不知道。然后呢！

就跟小夏他们谈，写了个合同，利息多少？说、听说利息高过房贷款，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法治基

金的规则绝不可能白白给谁钱，这一点是文贵我、我向、给法治基金所有的凯尔巴斯基金主席和班农主席，每 1美金都要经

过董事会批准，每 1美金都要给捐款者有交代。我本人是最大捐款者，都要有交代的。 

 

谁想非法的沾便宜的，那是不可能的。支持他们打官司，他们因为打了官司是赢回来钱，赢回来钱要把钱还回来的，你不赢

钱那钱就没了，你要赢了钱你是要还回来的。法治基金没有义务捐给你这个钱，帮助你贷款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付钱、付利

息。头两天我们几个战友申请钱，一律这个规则，这是对捐款者战友们的一个庄严的承诺，公平的。 

8不要被转移视线，香港的事情第一重要【爆料革命】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引开视线，什么法治基金的事儿，什么、什么 NBA了，任何事情都要以传播香港危机真相，灭共为第一

位，其他都不重要。 

2019 年 10 月 10 日 

二丫、文鱼整理 

报平安直播：台湾双十国庆关注王岐山美国双十会谈中共诡计是否会得逞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YSaddtORk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44c3f7-27e0-495e-9654-50a04ad557a6 

 

1.中美双十贸易会谈可能发生的结果【中美贸易】 

那么接下来在那个华盛顿的 10月 10号，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会谈啊，我现在有些话不能说，虽然在北京已经是深夜了，王

岐山等人绝对不睡觉，今天他们有两个休息时间，有一个午饭时间，希望在这个午饭时间和休息时间，中美双方都能抓住机

会，都能抓住机会，然后有一个晚餐，这个晚餐要不要能不能进行，这真的谁也不能，天下没人知道，明天早上还有可能会

发生，如果基本顺利他们还在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早餐，简单早餐。 

如果今天发生了奇迹的话，今天下午就会发生奇迹，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啊，所谓的有了双方的，中美贸易会谈谅解备忘录

和新的时间表，还有一个叫框架协议基础，双方同意的备忘录。 

就会发生记者招待会，王岐山以及中南坑的人都在那等着呢，大家看着吧啊，要么就是拉倒了啊，这个是白瞪眼，要么就是

在中午午饭期间进行勾兑，达成所谓中方希望的基础性的框架协议，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个勾兑就是对美方马上要兑现

的，所谓的十几条的措施。 

美方，这次能不能实现他们的太极之太极拳啊，发挥功力达到目的，那就看今天午餐前后了，也就是一两个小时以后，大家

要看到香港问题，成为了中美贸易谈判，最关键的影响的一个因素，美方尽可能的想把这件事情压得低一点，中方就不想让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544c3f7-27e0-495e-9654-50a04ad557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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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但是要想成为交易的条件，就是不要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进行指责以及共产党要进行的行动，美国不要参与，所以说不

要谈香港，但要出卖香港，这是中方的原则；美方是不出卖香港也不谈香港啊，这是美方的原则。 

但究竟是什么结果，我可以告诉大家，我非常有信心，最后所有人成功了也会拿香港说事，失败了也会拿香港说事。 

 

2.北京市八大处又抓捕了一批军内官员【CCP党内】 

就在我们纽约时间，昨天晚上凌晨 1:00，北京时间下午 1:00 的时候，在北京市八大处，又抓捕了一批的军内的一些官员，

其中有三个官员就包括了这次阅兵的，已经抓了，然后就是火箭军，也就是所谓的过去二炮部队的人，在昌平也被抓了几个

人，某军在调动当中，造成了当地，集中断电和某些设施被毁。具体原因咱现在还不知道，反正军队昨天下午的大抓捕，这

是大事件。 

 

3.NBA事件让美国人感觉到了羞辱【NBA】 

前天，一位美国的律师和中共的我一位生意朋友，在这讨论别的事情的时候。这位朋友非常支持灭共，但谈到 NBA的时候，

大发感慨，说 NBA和中共斗根本不行。如果 NBA要是真离开中国市场，NBA收入要少 25%到 30%，每个人工资都可能降 10%。 

这位美国律师，本身是 NBA球迷还给 NBA做过法律顾问，听了非常恼火很激动。觉得共产党现在用的叫市场这个武器，确确

实实把美国人摁地上了。而且很多人都跪在地上了，而且背后的交易美国人是完全不知道的。NBA事件让美国人感觉到了羞

辱，感觉到共产党市场这个武器太过强大。 

 

4.贸易协议签或不签 CCP都要灭亡【中美贸易】【灭共】 

如果是没签，等着吧，美国人会把它灭了。如果签的半不拉的协议，你放心，两边都有麻烦，反正它想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还将有一系列的可能性的军事冲突，因为没有军事冲突在里边是不可以的。 

 

5.网络上大量充斥着香港两个美女裸体式在海边淹死【黑警】【反送中】 

昨天在网络上大量的充斥着香港两个美女裸体式的在海边被淹死，我告诉大家那是假的，千万别上当。香港的战友们马上给

我澄清说那是假的，这就是香港人最可爱的。 

 

6.交通部被抓官员都贪了大钱，中国大跃进建设的本质是为了腐败【交通部】【CCP治国】 

我给大家讲过交通部的抓起来的那副部长王宝儿，河南司法厅厅长，交通部的 4个副部长全是我朋友。我告诉大家哪个人都

是几百亿，一点不夸张。因为一句话，一顿饭就一句话，就在你老家给你修条路。10%、20%是你必须给的。那你的 10%、20%

拿走了哪有利润呢？他只有节留你的钢筋和克扣这些工人的薪水。 

中国的大跃进建设的本质绝对不是为了国家富强，全部都是为了腐败，一个目的。国家腐败，部级腐败，层层腐败。 

 

7.中国是癌症高发区、交通事故高发区。【中国现状】 

一个广西，一个郑州，一个靠近一个甘肃的这种地方，都是几万个几万个病床的医院，都塞满排满了队。中国是癌症高发区，

中国是交通事故高发区，中国是现在的城市建设的重大事故风险高发区！你在中共活着，你的钱是说没就没了，睡醒就没了！

那撒泡尿功夫钱没了！为啥呀？大家共产党承认的，印了两百万亿人民币。它的 GDP才 16万亿。事实印了二百二十万亿！

你说你还讲钱在哪儿呢！你去想做梦呢是啊！ 

 

2019 年 10 月 12 日 

二丫、文鱼整理 

中美达成的初步协议对爆料革命无影响，香港同胞最受影响，灭共要靠我们自己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5ecZCNrbs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b4e0514-7074-408c-8ecb-6124b47ff844 

 

1.香港抗争者死亡内幕【反送中】 

我们再说说近期香港 6 月 9 号到现在，我们东北的夫妇两个确定已经死亡。我们的战友被叫到珠海认尸的，确定不但他死

了，跟他一起去的一位男士也死了，叫尸体给捎回去。火葬钱，火化钱都让他自己付，他说我没有钱，你先打一条，回头找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b4e0514-7074-408c-8ecb-6124b47ff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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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那个不明人的尸体你也拿走。 

我们的大校，武警大校为了给我们通风报信，家里边可以说妻离子散，还好女儿跑出来了。 

还有我们多少个战友在大连，天爱，被抓被放又被噤声，大家知道，不知道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差距，

不是一和一个亿的差距。 

再说说我们香港多少孩子，飘在水上，公开 110个人，我告诉大家再加一个零都不拉倒，我每天得到的消息从广东深圳，就

像昨天有人报出来说，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武警地方关押的都 1万人。我说的话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我说我搂着说还十几万

人，事实上是不止的。 

香港的抗议运动很多都是来自大陆的战友，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黎明前的黑夜。 

 

2.贸易协议初步达成的内容【中美贸易】 

它的这个协议这个达成最后的最可怕在哪，你知道吗？是金融和知识产权已经达成初稿，要在四五周以后，甚至是智利峰会

之后再决定！ 

然后是 400亿到 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然后是香港说已经快解决了。 

大家你知道让我感受到，我就担心香港啊，香港不能被交易了，我知道啊，川普总统忽悠你个三四百亿、五百亿对我挺好，

先把农产品弄个四五百亿，5周弄 500亿，这个价格挺合算的，我太了解了，他们都这么算账的。 

 

3.预言达成口头协议对未来的帮助！【中美贸易】 

大家在五六周后看到美国的政治行动你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你们记住我今天说的话，这个协议对待灭共绝对只有帮助没有

副作用。但对待香港的抗议行动是巨大的伤害！这个是事实，这让人感到很痛心。但是香港人是打不趴下的，想趴下的机会

也没了。我们会坚定地和香港人站在一起，永远跟香港人站在一起，不惜一切代价。 

 

4.某国领导人告诉我全球联合灭共自动灭共谁都挡不了！【灭共】 

昨天晚上我和某国领导人吃饭，这个人是最最亲共的人，昨天晚上告诉我什么？他说文贵，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大变了，整

个西方世界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彻底翻过来了。我说你们就这么翻的？到现在共产党还在那儿呢，如何如何。他说西方

会很慢。我再告诉你，就是他几年前跟我说的，西方会很慢。但我告诉你，想再回以前不可能，共产党想再继续下去绝不可

能。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西方对共产党的看法，观感，和他的关系，和未来对他怎么做，毫无质疑，一定是全球自动灭共，

全球联合灭共。谁都挡不了，谁挡谁完蛋。 

美国的不管是哪届总统，你想当总统，你想在美国叫人尊重，你在西方世界想创造辉煌，我告诉大家，只有一个选择-----

-灭共。 

 

 

 

2019 年 10 月 13 日 

二丫、文鱼整理 

郭文贵先生报平安直播：传播香港真相，反对暴力，中共启动大量沉默力量挑拨离间战友,美国将严加製裁，只有灭掉共产

党人类才有未来（法治基金）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V1DFL0sw 

文本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e580db1-52d3-43f9-83ca-ca9df30a446d 

 

1.CCP将会挑拨战友之间的关系【灭爆小组】 

大家要记住，就这几天我一再重申，共产党要发动一次绝大的对我们爆料革命战友的攻击，无非就是挑拨离间，造谣生事，

转移视线，引起别人的注意，诋毁我们战友。大家千万别上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大家记住，爆料革命从第一天起

我就说你一定要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大家千万别和这帮人折腾，他们都是带任务的。等他们让子弹飞一会，让

他们尽情表演完了文贵再出手。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e580db1-52d3-43f9-83ca-ca9df30a446d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e580db1-52d3-43f9-83ca-ca9df30a44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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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谓的香港警察全是大陆军人、暴力集团【黑警】【反送中】 

我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所有战友们最近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在江湖上各种潜在的传说，而且昨天有很多战友给我发来很多

信息，什么香港的“勇武派”需要我们支持。我再次重申，爆料革命的战友们，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支持暴力，反对暴力，反

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所以说我们的反共，你们共产党是暴力集团，是黑社会集团。昨天再次证明，在香港的所谓的香港警察，

全是大陆的军人，暴力集团！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特别是共产党形式的暴力！ 

 

3.CCP爆料出习近平出行日程，为了栽赃、陷害【习近平】 

大家记着，我这是第四个给大家重申的，他们为什么把习近平的高度机密，说携带着两个直升机，747的两架陪飞的飞机和

主机飞机编号，和随行人员，以及住的酒店，在印度的活动，到希腊的活动，到日本的活动要发给我，而且外交部根本没有

公布出来，就给郭文贵了。 

战友们，你们觉得拿到这个信息是什么情况？我们要是路德拿到这个信息，细思小哥拿到这个信息，马上就亮出去了。这就

是危险了，这不是情报，这不是信息，这是毒药！我太了解共产党了，我要是把这信息放到郭媒体上去，第一条，郭文贵非

法拥有国家机密；第二条，只要你敢亮出去，习近平的车、习近平的飞机出了点啥问题，谁干的？郭文贵干的。战友们，我

看过那信息，立马销毁，我连手机都把它砸了。共产党玩啥招，我太知道了，陷害、栽赃、瞪眼说瞎话。 

 

4.CCP杀害孩子、杀害学生，黑监狱、黑集中营，太子站杀人。【黑警】【反送中】 

香港的战友们，千万不要上老共的当，一定注意他们的陷害。他们现在已经没路可走了。杀害孩子，杀害学生这是 100%铁的

事实。黑监狱，黑集中营这是 100%的事实，太子站杀人 100%事实。但你们不要被陷害，一定要小心。这是我给香港战友们，

你们给我发那么多信息，我再次警告，不要裹入到暴力里边去，不要被他们陷害。这是第五个。 

 

5.香港能不能赢的关键在国会，人权法案一定会通过【反送中】【美国行动】 

第六个我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相信，在美国赢与不赢核心在国会。核心在国会，我给大家说一遍。因为在国会能不能立法

通过，决定了香港人的命运和香港运动的结果。而且我也告诉大家，由于这次他们所谓的阶段性协议，惹怒了更多沉默的人，

说共产党能这么威胁美国，你能这么耍我们，美国人是坚决不接受的。 

反而激怒了国会里边沉默的议员，两党绝大多数沉默的议员。所以说，对我们是好事啊，香港同胞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很

快你会看到结果。香港不但通过人权法案，接下来对香港的所有自贸区地位，对香港的官员一定严加制裁，我向你们保证！

我向你们保证！ 

 

6.全世界将发出大家无法想象的声音，最后统一战线灭掉 CCP【灭共】 

第七条，国会的全部兑现以后。在欧洲在美国，我可以告诉大家，再跟你说一句话，就像那位最亲共的朋友说的，全世界将

发出你无法想象的声音！最后就是我们大家统一战线上，跟爆料革命的口号一模一样。全世界知道，只有灭掉共产党，人类

才有未来，只有灭了共产党，所有问题才能解决。到那天的时候，香港将是世界的香港，不是任何人的香港！ 

 

 

 

2019 年 10 月 14 日 

二丫、文鱼整理 

游艇机舱报平安直播 45分钟版（战友之家）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q7wzCZ1_Oc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e30a982-b0ad-42a5-a23e-60a71b00ecb1 

 

1.阅兵的武器大多是偷来的【大庆】 

大家你去想想，你用在美国，你是自取灭亡；你用在日本，美国把你灭了；你用在俄罗斯，也把你灭了；你用在欧洲，也把

你灭了……这是个核武器的时代，你打谁去？不就是打台湾吗？让美国人别插入嘛？吓唬吓唬日本嘛……关键你那些武器

咋来的？大家知道，都是偷来的！你哪有一样你自己研发的？真正懂家看那些武器的时候，你会得出俩答案：那一样是你的

——陆海空那一样是你的？信息战，信息战的芯片你都没有，你打什么信息战？你有啥信息战呐？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e30a982-b0ad-42a5-a23e-60a71b00ec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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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企将统治天下【国企】 

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同胞们，同胞们很多人在那块挥着旗，都是花了钱的，3 秒镜头 100 万，晃一下 20 万，所有站

在前边的，给一个绝对的信号，国企将统治天下。都是国企领导人。国企什么研制卫星的，研究军事化的，国家不需要粮食

了，不需要钱了，就是打仗，一切都是准备打仗，大家看明白了嘛。恐怖吧，就是跟你玩狠的。 

 

所有前边的人，那些共产党所谓养的企业家，那么中国的经济百分之六十几的都是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呢。然后这几年你还

见有明星嘛，所有明星都不存在了吧，没明星。没私人企业家，只有国企和军队，这个国家要干啥去啊。 

2019 年 10 月 15 日 

二丫、文鱼整理 

郭文贵先生船上直播：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是香港的主力！别天真！远离伪民运！郭先生被共产党抢劫 500亿现金！是中

美贸易 500亿的净利润的至少 10倍！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F2fY-zeqw&t=1904s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e844df6-e291-490c-bb92-13c0e108cf52 

1小心香港的解放军的佐敦医院【黑警】【反送中】 

我再说一遍，一个月一前，我就给大家说过，你们一定要小心香港的解放军的佐敦医院，就是在佐敦的解放军医院。还一个，

大家要记住的是，就是文锦渡口岸旁边那几个新加的设施，西屋岭旁边的地下隧道；还有一个就是在罗湖口岸，罗湖口岸的

脸朝南，就是脸朝北对著香港那边的右侧，新加的一系列的地下设施，以及修复所谓的防边境偷渡的这些通道。 

 

昨天，战友们在佐敦医院发生的事情，前天还有上星期，在佐敦医院发现的不正常情况。这就是文贵告诉香港战友们的，你

们太天真啦！你们太相信共产党了！你们太相信它们了！这就是文贵为啥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去那裡去看呢！你们现在才

发现有问题。 

 

前天，咱们一位女性，扮做卖东西的，在那发现了问题。就是进去的车辆玻璃全是黑的，而且闻到了车裡面有烧糊的味道，

像烤肉的味道；并且是非常难闻。 

 

现在，香港发现了吧？很多人，只要是死人，都是到解放军佐敦医院去处理。或者说，进了解放军佐敦医院，再出来的人，

都是死人！而且有人发现了，在死者的身上……在火化的时候，总是有……在后背上或者后脖子上，都有过特别的处理。而

且很多人都是没有血的，血都给放乾淨的。 

 

这就是解放军……当年日本人搞 731部队的做法。在把人扔掉之后，不能有血，因为血不能留到路上也不能留到车上，把人

血放乾淨。 

2太子站的悲剧源于伪民运人士【反送中】【伪类】 

八月二十八号，有香港的战友们，给一个所谓的民运组织的大佬们，提供了所有的行程。最后在八月三十一号，人家重兵佈

阵！就在你们去的地方——太子站，发生了这麽悲痛的事情，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人！ 

 

大家想想，「六四」啊！「六四」之后出来的，吃血馒头的，绝大多数都是骗子！就像我给香港战友们说的，这是轮迴呀！当

年香港是最支持「八九六四」的，是每年…… 

 

在什么地方最多？就在香港的金钟、太子，还有香港的中环公园。二十九年来香港人的默默付出、真心地挺“六四”，换来

的不是“六四”这些活着的骗子和逃兵，是在上天那些“六四”死去的的英雄的天灵，降落到香港，来在背后支持着你们—

—这就是轮回呀！香港人的善心，善得到了善报——他们在保佑着你们。很多蹊跷的事情发生，震惊了世界，就是因为上天

死去的六四的英灵在帮你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3遮打花园震撼世界。群龙无首是大吉【反送中】 

遮打花园这个事情，13万人也好，12万人也好，再一次让全世界震撼。但我告诉你们——我从来没说过——香港……这句

话说得是最对的：“群龙无首是大吉”。包括香港的陈方安生啊，李柱铭啊，黎智英啊，黄之锋啊……香港这次革命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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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是谁？天主教徒。不管像何韵诗女士，何韵诗绝对是最棒的——走到全世界去，但有些绝大多数是政客。大家去想想：

共产党怎么不去抓他们呢？出头露面都是他们。你可以出头露面，但你代表不了全部香港人。本人也是香港人，代表不了我，

对吧？ 

4美国国会在准备开始通过《香港人权法案》【美国行动】【反送中】 

在美国马上就要开始的，现在正在准备中的，今天要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我告诉大家，过去的这个美国的假期，无数

的力量想办法要影响这个法案的通过，甚至要通过“国会紧急法例”暂停——不能往下进行，不能投票。而且共产党现在通

过各种游说，要把这事给停了。还要发起一个“程序合法性”的审议——就是你这个法案程序合不合法——给你暂停。但是

我告诉大家：就是美国的天主教徒几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坚决反击——在美国的天主教徒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这些人绝

对跟香港陈日君大教主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自发 

5郭媒体三步走【郭媒体】 

第一步，最初被共产党全世界围剿的时候，它起到了星星之火的作用，它只要能让我把声音发出去，把证据和真相发出去； 

第二步，逐渐成熟，凝聚战友，让更多战友发声，现在正在往第二步走； 

第三步，它就是唯一一个在全世界为中国人发声的，所有中国人都能发声的平台。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真相的，只有这个平台。

让中国人到外面来看外国真相的，只有这个平台。它必须有商业行为，它必须有广告。这些投资者，当初冒了那么大风险，

给我们支持那么大资金，这是人家必然的行为。 

6传播香港真相是核心【爆料革命】 

战友们现在就一件事，传播香港危机真相，这是我们的核心，所以亲爱的战友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再回来，香港的同胞，

不要天真，千万要小心，海外的那些欺民贼啊，打著民主、民运、64坑了香港那麽多年了，不要再上当了。很多人私下跟你

们联繫，把你们资料都出卖了，因为咱们的那位大校先生给我说了很多事情，这是为什麽我能告诉你们那麽多提前绝密的资

讯。 

7预言香港人权法案一定会通过【美国行动】 

香港人权法案一定会过的，不论发生什麽一定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过了，是香港一个新生的日子。谁都挡不住，如果你有

信仰，如果你相信香港，相信你自己的作为，一定会的。同时，香港一定记住，陈大主教是领袖是核心人物，天主教徒是核

心人物，香港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是核心人物，解放军在香港的所有的作为很快将受到灭顶似的制裁，任何在香港这次运

动当中想捐款、骗钱、牺牲香港人民的利益，出卖香港人，投机取巧的人都将葬身火海，都将受到美国以及世界的严正的法

律的惩罚，身败名裂。看看过去 29年，30年，所谓的反共人士为啥不替香港说话了，竟然不但不替香港人说话，还竟然替

共产党说话，天理何在啊。 

2019 年 10 月 18 日 

二丫、文鱼整理 

郭文贵先生与战友们聊天：美国引领全球反共，港人宁死不屈，是反共先锋！ 

视频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2bc498e-c021-411c-8069-d36dd271e365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2bc498e-c021-411c-8069-d36dd271e365 

1中共发动了几次海外沉默力量和灭爆小组【灭爆小组】 

就是我两周前一直跟大家说的，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又一波的海外的沉默力量和灭爆小组疯狂的抹黑造谣挑拨离间，黑社会骇

客我们的所有电脑，在社交媒体封杀，挑拨离间我们和美国政府和美国官员以及当地所有战友所在地社会的关系。疯狂！他

们派出的又一级别的又一层次新的队伍开始来所谓的灭爆革命。 

 

大家去看一看澳大利亚有一个网站，我真不知道，我是前日下午才知道的，这个网站曾经也是反郭的，攻击我的，也攻击我

们爆料革命，但它出来一个报告，就是过去这两年来，在推特上，中共发起了网络攻击，攻击最多的就是郭文贵，我排名第

一号。然后大家可以查一查，这网站上都有，我被排第一号，我是一直被攻击的，但是从 2019年 7月就停了，一个是推特

封了他 600 个账号，第二个他们停了。所以说美国某几个部门的官员说，郭先生你能回答我为什么停了吗？我说非常好回

答，你们对以下这些人马上进行全家搜查，为什么？有人在欧洲接受了秘密任务，所谓共产党更高层沉默的力量，共产党可

能给上千万美元，上亿美元，让他们回来挑拨离间，和分化郭文贵和韩连潮，扬建利。你说分裂他们干吗？他本来跟我也不

近，你说分裂他们干吗？ 

2美国讲究法律和证据【法治】 

我昨天，几乎是一整天跟美国某个政府部门在开会，或者叫秘密作证。我感受到，我看到了这两周来，共产党派出的，写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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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假材料，和美国在内部隐藏的沉默的力量，对我本人和战友们的伤害，是多么阴险和毒辣。还好美国是讲法律的地方，

还好我还有很多美国正义的人士。这真的是太伟大的国家了，什么都是讲证据。 

3香港的岑子杰先生被打【岑子杰】【反送中】 

我们再看岑子杰先生被打的照片，看著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家你去想一想，如果香港人不抗议，香港人将有多少个岑子杰先

生的这个下场，如果没有岑子杰先生，陈百祥你有站到这的机会吗？如果没有岑子杰这样先生替你呼吁，抛头颅洒热血，香

港人早都已经通过遣返法了，陈百祥也会吸毒嫖娼等早都回大陆进监狱去了。这就是陈百祥这帮流氓，还有谭咏麟和林郑月

娥，你们丧尽天良，你看共产党用什麽招，过去在元朗，在新界黑社会穿白衣裳，黑社会黑衣裳，黑社会粉衣裳。当时在福

建的咱们的一个战友说:我们收到了钱，让我们去香港，让我们穿上福建的衣裳，然后去香港砍人，砍人多少钱，砍胳膊多

少钱，砍腿多少钱。大家后来发现真的去砍去了，咱们这位爆料的战友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最近也是找不著了，但是他没有

事，他女儿给我发信息说:郭叔我爸没事，但是就是躲起来了。战友你要看到这个视频或者女儿看到这个视频祝你爸安好。 

4中共内部的人无论官多大都没有安全感【CCP官员】 

所以王岐山这人就这德行，他有多恐惧啊，当时他抓刘志华是 6月 6号北京时间下午 5点 30，我在昆仑饭店的总统套房看

到那些坦克车、装甲车，先打刘志华的电话说你回来领导找你，他就自己开着奥迪车回来了他都不知道人家都盯着他呢后面

全都是特警，到北京市一下车就哆嗦上了，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六室主任刘森宣判：中共中央中纪委决定对你实施“双规”。

刘志华当时就不行啦瘫那了，你看那刘志华以前多横跟我说郭文贵哪凉快去哪玩去，如果不是老领导让你来你出不去这个地

方，横啊把脚翘桌子上，现在浑身抖啊但没尿裤子，当时王岐山在澳大利亚当王岐山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王岐山尿裤子了，

王岐山傻了，王岐山当时跟女朋友在一起呢吓傻了，王岐山吓得浑身抖得都不行了站不起来了。 

5陈彦霖女士之死【陈彦霖】【反送中】 

接下来我给大家谈一下陈彦霖女士，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女孩，香消玉损被扔进大海，这孩子是游泳健将结果被扔在海里而且

竟让叫她妈妈出来说孩子是自杀，自杀前还把衣服脱光了再跳到水里，被淹死了，自杀后学校里的视频没了，摄像头又坏了，

不但如此她亲妈说她就是自杀而且精神有问题，世界又多了一条新的死亡方式游泳人士脱光跳水自杀，能把自己自杀前经过

所有路线的摄像头统统弄坏它，然后再告诉亲妈我要自杀因为我喜欢水我要把衣服脱光跳水里自杀，而且自杀以后香港有史

以来没人报案是水警发现的而且不让消防警处理，香港历来一切死人的事情都是消防警处理的而现在是香港的水警处理，处

理的时候不是把人捞上来是拿钩子㧅在手底下给捞上来而且尸体同样是一滴血迹没有，并且马上以最快的速度让家人签署

同意火化同意书，马上火化，而且陈彦霖在中国大陆大家去查一查是敏感字敏感词，共产党你大爷的你能不能有点人性？你

竟然让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孩子跳水死、裸体死、血放干净、死了还要拿一个钩子钩在尸体上然后你还让她妈说她是自杀，我

们都是人长大的，都是从娘胎出来的，共产党天不灭你天理不容啊！我不相信陈彦霖的灵魂能上天她不去找你们去她就不叫

陈彦霖！一个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在她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人杀害了她？在杀害她之前你们又对她

干了什么？ 

 

大家看一看，她母亲竟然上电视，大家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啊？你当爹的当娘的没有权利来代表死者说不让调查，你放狗屁！

她这个妈我们一定要对她采取措施，我们要在美国对她采取诉讼未来一定要查清楚，你没有权利代表你的女儿，特别是你是

单亲母亲！你有什么证据你女儿是自杀？你在上电视前谁给你安排的采访？你的稿子谁给你写的？你的警察男友是干什么

的？他有跟你做什么了吗？ 

 

这个陈彦霖这个小孩跟我见过的香港的孩子和在我屋里的孩子真的是太像了太熟悉了，我对面这位港妹跟她特别像，比她还

漂亮，你想想这孩子被扔到海里去了让她妈出来说她自杀，她就因为上街两趟你就把她弄死了，现在陈彦霖和岑子杰成为了

香港人心中的两大死结！谁都想我的女儿可能变成陈彦霖，谁都想我可能就是下一个岑子杰，这就是香港人为什么上街。没

有如果，这就是事实！ 

 

“我已经失去女儿了，别不要这么说……”你失去女儿，香港失去了女儿，她是香港的女儿，她是中华民族的女儿，她是正

义之神的女儿，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你咋没保护好她呀？你怎么让女儿自杀啦？你怎么让她被杀啦？你凭什么来代表你女

儿呀？真的是东方人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当爹当妈的可以代表儿女干一切事儿。你凭啥代表？这叫刑事犯罪，你当爹

当妈无权干涉你知道么你？你干涉，你掩盖真相，你就是犯罪！ 

6联合全球灭共就等两句话【灭共】 

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灭掉共产党，我就等这一句官方的话，这是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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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话：所有西方的企业和所有西方的金融机构和所有西方的我们的同盟们要对中共的所有的海外资产进行清算、查封。 

 

就这两句话，我就等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一出来，就跟我的潘多拉盒子引线就搭上了。搭上怎么办呢？按开关！Boooo…一

个可控制范围内的爆炸，让中国人减少流血减少损失。让中国人一睁眼睛就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没有共

产党的新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喜马拉雅。我们这什么叫喜马拉雅，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有法治有信仰的自由的新中国，

这是我们的喜马拉雅，这就是我们的喜马拉雅。 

 

 

2019 年 10 月 30 日 

二丫、文鱼整理 

特别节目文贵和 Sara、路德、江财神在喜马拉雅大使馆谈区块链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mOKwwtiEw 

文字版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7e6bff9-87db-47b9-8b62-22505cba505d 

 

1.区块链起始于胡锦涛，是政治大跃进【区块链】【胡锦涛】 

 

"当时这一段，老江你还记得里面，其中有几个，大家、跟今天区块链最有名的词。大家记得吗？超英赶美。记得吧，路德

先生。你也记得吧，Sara.咱们都记得到现在。超英赶美，这词当时没人怀疑这词不对的。你怀疑这词不对吗？没有人怀疑。

然后咱跳到 18大，你们现在把你们想起来，我不说、我说不出来的，你们都补充。好不好！咱把区块链给他说清楚。2006

年，习近平当时副主席叫奥运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任。胡锦涛不是主任习是主任，王岐山是副主任，北京市长嘛！一

些人经常到盘古开会叫安全委员会、奥林匹克指挥委员会。当时还没有讲，当时大家都在说奥林匹克“绿色奥运、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后来刘志华被我弄进去以后，王岐山吓尿裤子，改成了叫绿色奥运，他就没有腐

败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记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那时候最火的时候。江泽民三个代表完了就是所谓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谐、到处和谐。然后在北京市推行叫“八廉八耻”，你记得八廉八耻嘛！到处北京都是八廉八耻，

北京城学八廉八耻。大家中间还有一段，大家千万可别忘了。这个时候是胡海峰创建了威视，威视的总部就在清华同方，就

在海淀区清华两个楼，方的、中间方的有一个窗子，他们叫天眼。21楼就是胡海峰，222324上面是刘志华的叫北京市政公

司，他一整层、一半是他卧室，他每天往那睡觉，然后在里面玩姑娘，下面叫欲都夜总会。抓刘志华是 6月 6号抓的，是五

月份、5月 4号先去抓的欲都的人，当时在大堂里边还把胡海峰给抓住了，给摁在地上了，因为刘志华住在那嘛！当时威视

是胡海峰是太子的时候，就是提出过口号，“打造数字北京、和谐中国，要创造一个科技的中国、科技治国”。然后呢！还提

过江泽民中间叫“道德治国，以德治国”。你们记着这词吗？都发生过。你今天你把这话八廉八耻、以德治国、数据北京、

科技治国、科技是发展观。我告诉你区块链不是从习这块开始的，是从胡那时候就开始了。来源于谁？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江泽民的儿子，江泽民的儿子就是江绵恒。当时江绵恒就跟江打造什么？就太空，卫星发卫星。然后在社科院搞一帮人、那

帮从太、社科院搞出来说，如何关聚、关于未来、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这才给胡锦涛、操纵胡锦涛给他儿子做盘菜。威视、

威视出来了！清华同方出来了！一堆科技公司出来了。结果胡的女儿搭上了，胡海清嫁给了当年最牛的叫世界互联网，不叫、

不是区域网叫茅道临。所以胡这是把儿子推出去干科技搞威视，女儿嫁给茅道临。 

江财神先生：把女儿卖了。 

郭文贵先生：对啊！卖了，而且胡海峰，你知道这谁呀！这个海清，海峰他姐姐，他是弟弟。这个是被茅道临搞上床了，搞

大肚子了，没辙了，最后这公主被你搞大肚子了，只能这样了。最后是你不去中南海，给你生孩子，你就持股，新浪股你也

别再 TM做买卖了，这胡还有点底线。但是我要告诉你，当年的科技发展浪潮就搭上一公主，而且是太子亲自执掌，要掌握

天下。区块链开始不是从现在，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请问你胡锦涛你那个脑子搞什么世界科技官，他压根就没有。他就听

旁边人给他忽悠、忽悠，然后把自己儿子给弄上去，拍马屁，是一场政治运动！政治大跃进！" 

 

2.胡锦涛搞科技发展观是继承江泽民【胡锦涛】【江泽民】 

 

“科技，江泽民提的叫做打造一个能打科技仗的和信息战的能打的赢的部队，记得吧这事老江，老江是有眼光的，你现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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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这里面最有水平的是老江，你服不服就这样。 

江财神先生：不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他腐败是腐败，贪婪是贪婪。真正他搞国际关系、搞内部的这一套东西，玩的好他

确实是，还挺亲民的。咱就说。 

郭先生：绝对腐败，但绝对他不疯狂。这个人是有国际眼光的。路德先生你别看他真是有眼光，而这个时候干什么，团结美

国。你看 WTO也好，奥运会也好，他整的明白着呢！然后呢！就军队叫科技强军，裁掉几十万大军。嘿！这哥们，然后呢！

是什么，亲近俄罗斯搞好关系，我给你搞外交，但不玩钱。大量的往美国派任务，把他儿子给美国搞了个什么？跟美国搞了

一个叫做“两国精英会”。跟一个 GM公司搞了一个 500人的所谓精英交流会。每年 500人啊！什么田树宁这些人，你看到那

个污脸大会，大多数都从哪出来的。这个时候你看有意思了。所以胡锦涛搞科技发展观是继承人家老江的。你胡锦涛没干啥

事儿？是老江不让军队做生意的，是老江废除军队不让做生意的，这都是伟大的正确而且是对美国战略是成功的。而且在党

内，当时他虽然说腐败吧！但是他绝对做到了一点，他做到了平衡。” 

 

3.中国共产党已经打开了三个他无法收回的魔盒【共产党】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打开了三个他无法收回的三个魔盒子，这不叫潘多拉盒子。第一个修宪，第二挑战全美国，挑战

全美国，直接干美国。第三宣布我要领导全世界。 

 

江财神先生：这三点是致命的。 

 

郭文贵先生：这这、这个，老江，你现在看往回看这几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事。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十九大以后，

干什么训兵、养兵、一带一路大量往外派军，你们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谈到的。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在中东、在世界布的

兵的时候，你们、你把你所有的爆料你都会重新审视、你都重新审视。因为他那个时候大量的往外派兵，已经完成了派兵。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一带一路跟美国开始恍叽来个贸易战，川普总统也上来了、怼上了贸易战。 

 

Sara女士：那我想问一下这么多的策划是什么人在后面，给他们策划还是他们自己。 

 

郭文贵先生：简单地说，这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政策。他有魔，它可以走向极端，它可以走向保守，可以走向和平也可以讲。

但是习和王选择最最疯狂的一面，这就是刚刚金里奇说的那句话，他们相信了邓小平我富了，我就搞民主、搞法制。他们相

信了富了、民主了，我就感谢你美国就跟你一伙。但是另外一条路他们可以走，就我到极权，不叫独裁叫极权，我要走极权。

然后我当世界老大挑战美国，他觉得你根本不可能、你不敢、你也不能、做不到。” 

 

4.“中国梦”是习王要领导全世界，国家要彻底地垄断区块链的一切原数据【中国梦】【区块链】【习近平】【王岐山】 

 

“第一个，中国外交的转向是从 2012年开始的，12年之前咱骂过，当时 2017年爆料我还说过外交部是叫卖国部，但是 2017

年以后你发现了没有，外交部一下子就变了。就变成了是，真的是纳粹部了！哎哟就完全从弱小的小媳妇变成最最不要脸的

最猛的。你发现这个变化是很大的。这就是习王的政治。在全世界，完全利用反腐让他一下子得到了自信，杀人，一杀一百

万，抓一百万，根本不算事儿，然后对内，就是高压、维稳。新疆不服，习是很忌讳的。你到新疆去差点没被炸死，就这一

件事儿下边就撺掇他，你看看啊，当年你去新疆两次，没把你炸死，你是侥幸，就想炸死你。所以说他把张春贤也给弄回来，

然后王乐泉等于软禁，啪地新疆就开始了。新疆的抓捕是疯狂，杀了太多人了。西藏就更不用提了，达赖喇嘛你就甭想了，

原来还派郭文贵代表去鼓动鼓动，你甭想回来了，你死在外边吧，甚至把你干掉。然后就跟印度崩，然后就一带一路，然后

欧洲，然后非洲，一系列就是……习铁了心要当世界老大了。这叫什么，这叫国内的所有的膨胀，导致了他——叫“中国梦”。

今天我告诉你们什么叫“中国梦”，就是习王要领导全世界的一个目标。这就叫“中国梦”。今天你知道什么叫“中国梦”了

吧。 

Sara：不是人民的梦。 

郭文贵先生：跟你没半毛关系。 

今天我告诉你什么叫“中国梦”，“区块链”会告诉你答案——我要领导全世界。 

领导全世界就三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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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军事上。他认为军事上我已经没问题了。为什么？导弹。你跟我打，你不敢跟我玩导弹。大量发展导弹。 

第二条，经济。经济，对内是什么？“大湾区”。记得上海搞那个自贸区吗？连着搞两次，都搞成零了。还有什么这清单那

清单的，折腾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结果是，然后深圳也搞了个所谓的“沿海开发区”。反正都是对着香港去的，对着台湾去

的。不灵。老子就直接给你来个狠的吧——就把你拿下。“大湾区”就是把香港、台湾、澳门统一拿下。啥都别提了，拿下。

第二就是钱嘛，你当老大得有钱，那我就把这几个全抢了。这几个地方是我圈钱骗钱的根据地，我不能让它们出事儿，而且

这里还有革命的源头。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丑闻它们随时能知道，那不行。互联网控制——“污脸大会”，乌镇那个大会。

你不觉得荒唐吗！控制全世界，。然后就我还不够，要把私人企业家全拿下。全拿下了吧！ 

剩第三条了。这个全世界现在打仗靠啥呀？打的就是信息战和钱战。什么控制？科技。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说“区块链”

啊，你们看看习在“区块链”这件事儿上的批示，你现在网上你找不着了。请四位大佬说说习怎么批示，在“区块链”上怎

么发声的，你们都能说出来吗？（四位均答不上）所以我说你们没讲明白嘛。了解共产党，你一定看这件事情发起人——习

怎么定调。我给你们一个秘诀：当你说共产党的事儿的时候，你们一定看共产党的习，他是什么态度，你就知道他想干啥；

然后再看政法委是怎么执行的，然后是中纪委，最后就到人民银行，你就啥都明白了。习的批示非常清楚，三个重点，记住。

“发展区块链是实现中国梦的，记住原字啊，实现中国梦，一个我们必须要做到和成功的发展的国家战略”。“安全”，第一

个字儿——安全。我先问你老江，你说他咋安全，数据链怎么安全啊？安全。第二，“可用”。第三是啥知道吗？“管得住”。

天机全在这几个字儿上！怎么能安全，你告诉我。这屋里边我让我安全，让你们都不安全，我能安全吗？我只有一个办法安

全，我有枪。我随便可以把你撂倒，你不能有枪。区块链的核心就是什么，国家要彻底地垄断区块链的一切原数据；所有的

硬件，区块链有电，区块链得有电脑，得有应用台，得有网络，一切的东西不允许你私人碰，都是我的。” 

 

5.区块链目标是把美元灭了，改变世界经济秩序，干掉 SWIFT，干掉 CHIPS【区块链】【中国梦】 

 

“对了。但最后我要告诉你他真正目的是什么，你们说是洗钱啊，骗老百姓的钱啊，我看你们说的重点啊。我告诉你，跟这

半毛关系都没有。共产党就一个目标：干倒美国，所有 SWIFT和 CHIPS。 

Sara：谁这么聪明啊，咱中国人？ 

郭文贵先生：哈哈，我先不说，这个聪明的人肯定是你很认识的人。我跟你讲，区块链所有的目标，我今天告诉战友们我没

说明白的，就一个目标：把美元灭了，改变世界经济秩序，干掉 SWIFT，干掉 CHIPS！2600万亿一年的结算，3000亿美元的

手续费，共产党说，你不能玩了。还有一个，就是货币从过去……纸币，大家记住，他们还推说反对用纸币，因为物理条件

下，断电了咋办呢？电子支付中国一年多少钱？中国一年也得要支付大概是 100多万亿美元的支付的程度，美国才 1800亿，

2000 美元，你差远了。但断电就不能用了，地震，你还能用得了吗？网络死角都不能用吧？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你这个支付

不能用。但是为啥他还要搞呢？他搞了个叫 DC/EP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叫虚拟货币 DC/EP。它明确地告诉你，说为什

么我们要搞虚拟货币，因为他叫五域齐全啊，大概意思什么叫五域齐全，就是它具备货币的本性。什么意思啊？天上地下它

都可以用，地上走的，地下跨的，天上运行的，它都可以用数据区块链连在一起。然后，国内国外的都可以用，你听听这词；

第三个，生产的和预期的，和金融的，可以互相连接；再一个，整个过程全预警、全预测、全流通、全信息覆盖；最后一条，

金融和它之间没有第三方，最高效、最及时、最保密。我请问你老江、路德先生，你告诉我共产党天上地下咱老百姓啥都管

得了，你用了虚拟货币你能知道天上的事吗？你能知道地上的事吗？只有共产党能知道。国内的国外的可以全流通，放狗屁

呢。这个货币在国内国外流通，只有他能决定。就像互联网一样，你是进入局域网了，你哪有什么国际互联网，又拿这个来

骗人了。然后预期的和现在的，大家都可以分享。你啥时候能知道共产党的数据统计局的数据是哪来的？你啥时候才能有多

少钱，老江？你永远不知道。有了数据链你就知道了吗？你不知道。第五个，银行金融互联没有第三方，那你共产党为啥还

要搞这个 DC/EP。然后说，这个 XXX 和 Facebook 绝对不能成功，因为没有国家主权基金的支持，不可能。然后说 CHIPS 太

老了，SWIFT太老了，现在世界需要 XXX（听不清），企业做不了，只有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做，国家做背景。我请问你，当

你说这个的时候，说金本位黄金完全满足不了，美国的石油本位不现实，美国垄断全世界，高昂的收费。只有虚拟货币才能

公平公正高效。我请问一下，既然美金都做不了货币，国家主权基金你破产了，我拿啥跟你要？” 

 

6.虚拟货币缺乏本位，但能不怕美国制裁【区块链】 

 

“江财神先生：以什么为锚？以什么为背书？以什么财富为背书？ 

郭文贵先生：对的，然后它说什么美国的石油美元不可靠。要论国家主权的话，你信美国还是中共？还有一个，任何一种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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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不管你是区块链，还是虚拟货币，还是本币，这个国家倒了这个币啥也没了。 

江财神先生：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财政破产了，你整个国库的美元空虚了，你啥都不是。因为什么？你毕竟现在进行

国际之间的贸易、国际之间的财富流通，全是建立在这种通用的货币基础之上。你国家没有外汇了，你拿数字货币去买，人

家不认你这东西，不可能给你进口猪肉进口大豆。你说这个数字货币好用，人家不认啊，因为你没有财政背书啊。 

郭文贵先生：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你货币的本位是啥？你说石油本位不行，你是啥本位？另外一个我问你，有了这个虚拟货

币了，区块链货币、数字货币，它能当猪肉吃吗？你觉得山区的老百姓会拿着你的区块链 DC/EP去买猪肉吗？你是不是不用

原来这个币了，用了区块链你拿个手机就可以去买肉了？你照样得劳动，你照样得工作。不是说我到路德这，路德你把你衣

服脱给我，我给你 10个 DC/EP，你肯定说你神经病啊。我到哪花你 DC/EP去，你滚。DC/EP能解决香港人民对共产党的怀疑

吗？能打开中国互联网吗？能打开防火墙吗？能解决这贫富悬殊，1000 块人民币还在 6000 千万的收入和 8000 美金的收入

的差距吗？能解决共产党把新疆人抓起来 200万，说因为我有这个虚拟货币了，就不抓你了吗？它半毛钱帮助都没有！它只

有一件事，就是中共想在非洲，非洲 14 亿人口，中国 14 亿人口，28 亿人口。加上尼泊尔、亚洲其他国家，包括南美的委

内瑞拉、古巴等 4-5亿第三世界国家人口，30亿人口。我可以打实的说，它能做到 40亿人口的覆盖率。全世界 74亿人口，

什么概念？中国就真正的成了穷人国家的货币之父。这满足了谁？满足了不怕美国制裁。所以他提到了，1970 年布雷森系

统倒闭以后，从金本位换成了美元石油本位。今天人类的财富，几百倍增长的背后，他就没说一句话，你共产党从 2001年

到现在涨了多少倍？黄奇帆这个王八蛋真敢瞪着眼撒谎，真不把人当人啊。我太了解黄奇帆了，他做人连狗都不如，他每次

和我说话，我呛他一句，一顿饭都不说话。他每次说完，我问两句，啥都不知道。我太了解这个人了。这事说完了。我告诉

你，区块链是什么？是共产党现在疯了，很明白的就是要干掉美国，就是干掉美元，就这么简单。领导全世界，统治全人类

40亿人口。” 

 

7.中共搞区块链缺少核心技术【区块链】 

 

“第三个，路德先生，你们做节目要看到最大的一个事情，习和王真疯了，真疯了。你想想，如果今天 Sara告诉我，七哥

你会飞。Sara你疯了？我试试。我从一楼飞，没飞起来。七哥你从六楼飞就可以飞起来了，我从六楼跳下来了。现在习王就

这样啊，就这么简单。你想想，你挑战美国，这是路德讲得最棒的，他是懂技术的。你搞区块链，有三大东西你有没有？芯

片你有吗？第二个，所有和芯片、互联网、区块链最核心的技术——量子电脑，现在只有 IBM落地了。在量子电脑面前，你

那个区块链连个屁都不是，你有吗？你骗谁呢？第三个，国家最高的信用主权，就是政治信用。这三样你有吗？你没这三样，

你这不就是 Sara让我从 7楼练一下飞，飞下来嘛。你还让我脱了裤衩，脱光了才能飞。还要全常委来学习。所有区块链就

是一件事，共产党疯了，你赶快干美国。” 

 

8.区块链是中共向世界发起的一场愚蠢的、自杀式的、珍珠岛式的科技、金融、货币的战争【区块链】 

 

“从前天到昨天，我跟美国人说，你们现在啥也别看，就关注 3件事： 

香港的事赶快宣布法案； 

第二个，共产党的四中全会是怎么样要干你美国的，都是要干你美国，弄死你美国的，就是区块链； 

第三件事，你会看到你们所谓的中美贸易会让你们丢死人，打你的脸。我说你会看到前面有个小孩，这个小孩蹦起来打你脸。

你老说小孩别打我，他老打，最后拿鞋底打。你疼不疼，最后你也疼。你说不能再打了，你把他摁地上，现在就是这个。区

块链，就是向世界发起的一场愚蠢的、自杀式的、珍珠岛式的科技、金融、货币的战争，正式宣布！” 

 

9.王岐山是区块链的核心人物，潘多拉盒子真到了该打开的时候了【王岐山】【区块链】【潘多拉盒子】 

 

“Sara女士：谁设计的呢？ 

郭文贵先生：王岐山是核心人物啊，金融界是王岐山。我跟你们讲，这是骗中骗，疯中疯，这是骗中骗的必然结果。以前我

对面楼那个，就庞氏骗局那个。你以为庞氏骗局谁设计的？没人设计。就是人类的贪婪和互相欺骗的结果。我在川普的高尔

夫俱乐部见他，那个神情，说这就是马尔道夫啊，他要是给你投资，你每年就有 20-30%的回报。我说这保证是骗子，他说你

可别说，你说了你会消失的。美国人，还是一个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跟我说这话。我说什么？让我消失？有这么夸张吗？3年

后他被抓了。就像这爆料革命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不清楚的。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一下子就很高兴，就是我今天中午跟你



 1040 

说的，潘多拉盒子真到了该打开的时候了。” 

 

10.区块链表明爆料革命真正进入了最后一步【区块链】【爆料革命】 

 

“路德先生：我就说了，我说中共推出区块链，就是美中的战争进入真正的深水区，爆料革命真正进入了最后一步了，就是

中共就把最后一张牌给打出来了，就是自爆了，最后一步自爆。 

郭文贵先生：最后一步，你这话说的准确啊，但是我再告诉你啊，我再跟你们说还有一条，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后，我当时啊，

内部情报人员说这回是以区块链，说下周三大猫，就是习要到下边来开会，研究下步区块链的战略部署，我说你这个消息是

很准吗？习会批吗？咱不能说太细了吧，他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习已经批示，这个批示一说，我当时就从我家阳台那里扑通一

下躺在地上了，我就把手机放在旁边，我就躺在那里，舒服了，我那会儿就是拿点冰啊······ 

路德先生：已经走到 7楼了，准备要跳楼了~ 

郭文贵先生：我从来没有过，我真的是我有上天的使命，难道 6月 4号以前共产党真的要灭亡？但是我想还没发生，我不能

吱声我得沉默。 

Sara：可是你现在说出来了。 

路德先生：他是说习要推区块链之前，他听到这个消息。 

郭文贵先生：而且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批示了。刚才路德讲的很对，谁设计的都不重要，这就是共产党这个流氓机制必然

的结果。” 

 

11.无知使习王认为可以打赢信息战【王岐山】【习近平】【信息战】 

 

“还有一个你最后看到这个是很可怕的，区块链你看它的战略性的啊——5G、AI、机器人，它这一切共产党这几年都是最大

发展的，所以美国人老问，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它发展这么多机器人，他们觉得大疆就可以支撑它一切了，它觉得威视遍布

全世界的电脑就可搜索一切了，5G真的干的很厉害，在全世界已经很厉害，它不是一样没有，它是有些东西的，你必须客观

的说，就是共产党接近成功，世界上能玩这些的也只有中国了，它有这个人，它有这个市场，它有这个经济，它有这个集权

体制，它有这种流氓的嘴脸，还有一个就是浑，所有共产党的官都是浑，富二代官二代都浑，天不怕地不怕，无知嘛。更重

的是你要看到军人，所有让你疯狂的就两件事，一个是你手里的权力，一个是你花不完的钱。他现在觉得我有巨大的军队，

武器太厉害了，我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我想咋花咋花，我想咋干咋干，有 14 亿人被我奴役着。这个时候 AI 来了，5G 来了，

量子电脑也认为自己也很厉害了，天上我也行了，一带一路我觉得我也很顺畅，我觉得我到哪去 8架飞机护驾，然后所有的

人都称我为总统都称我皇上，美国有啥呀？还有啥呀？然后所有的归根结底落到了军队身上了，任何一个国家灭亡的时候，

永远就别忘了国安和军人，就是情报和军人，告诉他，打美国没问题，这是骗他吧；第二，如果按这走我能赢，我一定赢，

我一定一定一定赢，我八定赢，我千定能赢，所有的王朝的灭亡都有一个愚蠢的狂妄的欺骗的军队。萨达姆、卡扎菲、齐奥

塞斯库无不如此！包括突尼斯总统，你别看那个阿比比小贩自杀，阿比比最重要的是他死以后是他的总统穆罕默德的女婿，

他女婿跟司法部长他俩说，这些人都是啥呀分分钟都可以搞定了，这种愚蠢让突尼斯总统不在乎，镇压最后革命了。这就是

今天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习认为王岐山认为中国的军人可以数据化了，打数据化战争就是信息战，所以那天大阅兵的时候那

个信息板块是他最重要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路德先生说的这些老同志不懂科技，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不懂科技，中国

就没有一样科技上是领先的，美国要想跟你打，那就真像你说的那个，那就是下不下决心的问题，分分钟根本不需要炸弹，

美国有太多种办法把你给灭了！” 

 

12.中共打开了没有诺亚方舟的潘多拉盒子【潘多拉盒子】【区块链】 

 

“关键是我们为啥要潘多拉盒子，战友们要记住，我们要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时候自己没把握的话先死的是咱们，老江也说，

你没有这个诺亚方舟，你没有一个拯救万世和保护你自己的能力，你打开你是自杀，就像今天跟习王干的军队一样，这个就

是他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自杀的，他最重要的问题是军队。他认为情报战，真正的军事战争我能赢，这是他根本性的判断！

这是为什么习和王走到任何地方，还有王毅，你记得吗杨洁篪说我们遇到了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呀，就是美国人完蛋啦，

我们现在啥都行啊！所以台湾得拿回来，香港得拿回来，然后必须要把美元干掉，那咱咋能不赢呢，他要真做到那他肯定赢

啦！当年墨索里尼讲过一句话，我只看到了我前面无尽的鲜花和对我欢迎的队伍，我从来没看到什么风险，心里在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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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俩人全完蛋了，所以你看这个墨索里尼还有希特勒当年这一切的招数你再往回看，从远看，大革命到共产党成到今天，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短暂的疯狂的集权的历史的再现，它已经完了，这回它再想收收不回去了，他这一公布想收都收不回去

了。” 

 

13.“长臂管辖权”是共产党最忌讳的【CCP软肋】【区块链】 

 

“路德先生：从一个电视连续剧我就知道您当时说的，SWIFTCODE是每一笔他都可以查得到。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要搞区块链，

去中心化，就不让你美国监控的到。但是他可以监控别人。 

郭文贵先生：你知道他怕啥吗？我最后再问你一句话，你知道他怕的什么吗？怕的是“长臂管辖权”。记住了吗，今天战友

们记住啊！“长臂管辖权”是共产党最忌讳的。因为只要你有美元交易，你不在美国我也可以惩罚你。所以你们要把他弄明

白了，长臂管辖权是他忌讳的。所有的与西方文明为伍的，不以老百姓，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统称为集权和没有文明的法

治国家，他都怕长臂管辖权。长臂管辖权最重要的保护就是美元交易。现在共产党就要人民银行的货币，就是没有人能查得

到。我保密，我安全，你安全，咱俩洗钱。咱都一起玩儿老百姓，把他们全变成奴隶。这就是人类上最大的撒旦！说完了。

今天我区块链讲完了。 

江财神先生：俄罗斯也是忌讳长臂管辖权。 

郭文贵先生：他就是跟老共一起的。 

江财神先生：对。因为他一直对乌克兰垂延三尺，对格鲁吉亚，对整个过去东欧的战略要地一直想下手。但是他下手唯一忌

讳的就是美元结算系统的制裁。他们也看到了伊朗怎么回事，也看到了委内瑞拉的今天。他们自然而然他要害怕。一定要把

美元的支付系统要脱钩。 

郭文贵先生：反正核心就是干美元。 

路德先生：所有的独裁的都怕美元。 

江财神先生：路德怎样打孩子，Sara你不能说我。或者说你说我可以，你不能控制我的工资，你不能控制我的收入。 

路德先生：文贵先生跟我说过，一个就是脱钩，另外就是每一份美元走到哪里，美国都有权力去调查。” 

 

14.爆料革命的影响力未来将会超出我们的想像【爆料革命】 

 

“江财神先生：对呀，我这里想问一下，问什么路德先生的节目也好，说完第二天，中共的环球时报，还有中央的什么社论

呀就出来啦，紧跟着你看脱钩的这个事情，此前没有，咱们节目说完以后，马上开始脱钩呀，美国的阴谋呀，怎么怎么不可

能；然后我们又说港交所作假的事，上交所作假的事，第二天报纸就说，欸我们港交所是由于技术故障又怎么怎么样。好像

是一种巧合，还是真的看我们的节目。 

郭文贵先生：他绝对看。所有下面那小孩儿都看你们的。下面的绝对看，看了就报，然后给他们简要。我跟你说，在香港这

场运动中，所有的战争就让习近平和王岐山做出了一个最大的决定，他更加相信区块链。你说什么交区块链嘛。香港的过去

四个月的股市，上海的股市就叫区块链！我安全，我控制，我可用，管得住？全是假的！你记住，路德先生，江财神，Sara，

爆料革命未来在人类上会牛到啥程度，绝对超出你的想象！这不是开玩笑的 Sara。当有一天美国证明说，就咱们这几个人，

告诉全世界，他们玩儿的就是虚假区块链的时候，美国人会傻眼的，欧洲会傻眼的，他绝不敢想象，吃着吃饭，突然把裤子

脱了，在裤裆里抓一把屎放嘴里去了：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可是真做了！他还让别人都跟他这么做！他说你看我这么

干，这么多人跟我干，欸，这个好吃呀！比牛肉还好吃！这就是疯狂。所以战友们你们要记住。有些人冒充郭文贵博那点儿

点击率，就是转播我视频，这真的是很 low，没有前途的。只有你们这才是前途。我们的面具小哥，你看人家这节目，他是

原创的，路德访谈，原创，当场说，绝对说呀。路安谈，路钢谈，路江谈，你路江萨谈，你所有找的人都是现场说的，讲的

对不对都是现场的。现在我也告诉你，对与不对已经不重要了，我说过去啊。我们现在是绝对的最关键的全说对了。脱钩，

数据链，华为，中兴，香港运动，王岐山海航，马云，中国企业家下场，私营企业国有化，达沃斯之后的中共疯狂，称霸世

界，挑战美国金融地位，干掉美元，在中东建立他所谓的大共区，在非洲建立殖民化，你说哪样没说对呀，你告诉我不对的。

我们也不是神，川普总统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全说对了。你们不要在乎任何五毛七毛说的话，你只在乎你内心的结果。” 

 

15.张首晟和量子电脑只是冰山一角【张首晟】【量子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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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先生：整个逻辑链就是这样。你提到 5G是吧？我说区块链跟 5G有关，你昨天也说了。第二张首晟是不是，我昨天也

说了。然后是量子计算机，最后一战决胜的就是量子计算机。中共已经把最后一张牌给打出来了，这个是爆料革命绝对进入

了深水区。 

郭文贵先生：我告诉你路德先生，你上次说张首晟的时候，哇，下面对路德质疑的多的去了。我告诉你，路德要是蒙的，那

也是蒙对了，说明他有使命。如果他要真有这么厉害，他会走得更远。为什么？我了解张首晟是谁，张首晟的家人在美国。

我可以告诉你，情报部门一定要深挖的事。千人计划和百人计划一定会把你调查得翻老底。刚刚就四十八小时以前，就在这

一楼，我们发生件事情，未来都有视频的，我给你们看看。你会知道张首晟是多大的事。美国的量子电脑是美国保护心脏一

样的保护着。美国军方的一个将军在华盛顿见面，那个人是典型的美国人，那个脸坏人看到会害怕的那种，好人看到就会感

觉，哇，这是美国大佬，有那种劲。大肚子跟班农似的，都有爱尔兰血统。他说郭先生，我们保护我们的量子电脑就像保护

我们的心脏一样！我说你心脏重要吗？把你给毙了不就完了吗？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告诉你，你得把你的话改改。你死

了没事，你活着就是为了你的未来而活着，你要保护美国的未来，你的心脏真不重要。他说：说得也是。这个事情就像你说

的量子电脑，张首晟被杀，5G和 AI 把美国人也弄傻眼了，中共怎么那么快搞到的。这个 5G 的发明者是维吾尔族裔土耳其

人，这个人过去是跟美国合作的，最后怎么又被中共弄去了。还在华为拍了一个抄人家普京的片子。美国人现在弄明白了。

在伦敦有一次美国和欧洲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中共 5G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 2016年。这个会议基本上被共产党全蓝金

黄了，结论是人家共产党发展技术不错，没有威胁性。现在美国基本上把所有参加过的人都列入调查。因为那个会，发现就

是共产党最大的一个情报大会。所以说你说张首晟这个事，再往回看，咱们爆的都是对的。” 

 

16.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货币挑战【区块链】 

 

“你知道接下来我们会迎来一个最伟大的事情。你说美元有没有问题，我跟你说美元是个大问题。SWIFT和 CHIPS都是有问

题的，国际金融货币和国际金融系统都是有问题的。我可以这么说：咱们人类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一个人类文明进

步的时候，都是以人类上一个最大的战争或者利益重组，结束一个王国或者是人类遇上重创，大量的伤亡，才进行一个新的

文明开始的。人类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到了三个文明阶段。第一个：DNA，就是人身基因排骨出来了，你要知道这个生物

科技是很了不得的。第二个：我们对太空的探索，人类史上是前所未来的。第三个：互联网，通信技术。这三个文明是人类

上过去几千年做不到的事情，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类爆发。这个时候金融系统是出现大问题。” 

 

17.美国和中国 5G技术的对比【5G】 

 

“还有一个 5G，全美国 5G第一把手就 Spalding将军，我问他我说 5G（美国）和中国比，他说我告诉你吧，美国人的 5G是

开桑塔纳，还是中国产的桑塔纳。中国人开的是德国产奔驰，就这么大差距，你不服不行。他说 Miles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光

纤、光缆 97.5%是中国华为的。你不要开玩笑，包括太空的牵引技术，谁干的？中国第一，不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你别小看，

但是这都是偷来的。危险在它都是偷的，它掌握不了成熟。比如说航空母舰，中共根本不用打，给你航空母舰，我把美国航

空母舰送给你，你都玩不了，50年内你都掌握不了，你就自杀去吧。你就像划水一样，上水上划水都可好玩了。你上去试试

去，全摔下去，一个一个摔，最简单的游戏你玩不了。他说中共要想打科技战，你别看美国开桑塔纳，他说美国桑塔纳能开

出来，他能给你玩漂移，什么事都能玩出来。一定会战胜你中国的奔驰，因为你不会开，你不会开你没这个人。” 

 

18.金融全牌照是中共自己作死【CCP金融】【灭共】【区块链】 

 

“江财神先生：今天说潘多拉盒子要打开一条小缝，我就知道了下一步其实是给听懂的人是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这是个大金

矿，会挖的人自然会挖，不会挖的人也不好明说。总之呢我是听明白了，是不是郭先生？潘多拉盒子要打开一个缝的话，也

要考虑美国的冲击度，此前咱们做节目就一而再再而三就讲过。香港为什么不能马上立刻就搞惩罚的三大法案。那么搞完了

三大法案，港币的暴贬以后会引起美国的金融系统崩溃，以及全球的连锁反应。刚才文贵先生说叫做金融全牌照的事情，这

个是美国现在正要往相反方向努力的地方。就是要把商业银行和投行分开，过去是分开的，有个法案。投行就做投行投资，

你不能做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商业银行，不能做投资。布什和奥巴马交接时期，把这两个功能，他因为是华尔街商业游说

嘛，让我的银行越做越大。最后是这两个功能合并起来，越做越大，最后带来了这种大到死而不能救的这样一个地步。而中

共不吸取这个教训。债务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搞得这么严重。他还要搞金融全牌照，其实他这里面就是自己作死的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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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步骤。下一个你看稍微有一点点债务的小火花，所有的银行就像推骨牌一样，稍微一碰什么上证、深证啊，就是十个李

小加手指头在那点也来不及。还用潘多拉盒子打开干什么，他自己就往家灌水，我认为就是这个结果。 

郭文贵先生：老江上你节目真是天意，我跟你说，就一下子把路德所有的优势变成了绝对优势，把他所有的劣势都变成了优

势。这玩意是天在帮助咱们爆料革命。” 

 

19.我们唯一的仇恨和敌人就是共产党【灭共】 

 

"咱没有本质的仇恨嘛，我们唯一的仇恨就是共产党，他要了我们兄弟的命，把我老娘又气死，抢走了我的钱财，然后把我

关进了监狱，而且夺走了我们所有孩子的未来，让我们每天活在恐惧之中，而且我父母文化大革命被整那么惨，对不对？我

的父亲是被腿打断两次在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跟他这个仇恨那是必须的。但是你说我对哪个人我发自内心的说，我对王岐山

的仇恨，你说王岐山现在坐在一起我跟他喝酒，百分之百没有什么个人的问题，王岐山是他这个角色让他这样的，没有必要

的，我们跟他有什么仇呀是不是？任何人包括孙立军我没有仇，也包括吴征我跟他也没有仇，是我们所有站的立场变成了仇

恨，个人上没有仇恨，而我也不希望王岐山和吴征真被关进大狱去，我真的不希望，没必要。真正的爆料革命未来要有一天

喜马拉雅时间，中国人真的不要再搞清算了，人类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人这么狠的，没有比中国人对中国人

再狠的，没有比中国人再看不起中国人的，没有比中国人再不团结的，我们得改改，我们再继续仇恨再看不起中国人，恨这

个恨那个。你说现在熊宪民韦石，还有夏叶良、郭宝胜他折腾，结局在那摆着他必输得非常之惨，那还用说吗？因为你是假

的，我是真的，你是邪的我是正的，我怎么可能输？不可能的，只是哪种情况的赢和什么时间赢，或者是绝对的赢或者经过

曲折去赢，这结果在这摆着呢，但我跟他没有仇恨。这就是我们爆料革命，记住我们的敌人就一个：共产党。就这么简单。

" 

 

20.郭媒体将成为美国货币改革的一部分【郭媒体】【数字货币】 

 

“郭文贵先生：还有一个可能江财神可能没注意到的这个班农的，你这英文好，你没看这个合同，合同中有一句话，路德先

生我看你念了，可能你没注意，就是班农先生决策关于虚拟货币，班农先生有过这个。 

路德先生：对对对，我念了。 

郭文贵先生：你念了，但你没注意。 

路德先生：我没想明白这怎么还跟虚拟货币有关系呢？ 

郭文贵先生：这个你千万，这个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啊，我见过真的是，有一天比特币的事情，我这个是属于保密期，我不

能讲，有一天我跟你讲比特币，大家会惊讶，比特币的故事大家看明白的时候会很惊讶，这个比特币的事情其中一个最核心

的人物之一，这哥们很神，现在他是美国人，住在美国旁边一个国家，这个是美国高度关注的一个危险分子，这个人就是比

特币的核心人物啊，我深信比特币的秘密现在活着的他是知道最多的，甚至我认为什么中本葱什么，我认为他就是创始人。 

江财神先生：对。 

郭文贵先生：我认为创始人，为什么我对于区块链这个我有一些我的观点和想法，一个我参与了共产党，我知道他怎么干的，

想干啥，另外一个就跟这些人接触，就是他现在郭媒体的一个很关键的未来，就是刚才老江，我记得一天节目我听老江说过，

郭媒体将是最安全的一个数据源，那这个价值就了不得了，就中国人出来以后最安全的的。第二个，他有着现在海外的已知

的，就是微信支付宝系统能力，那就了不得了，这个支付宝是建立在美国主权，不是共产党的主权之上了，是在美国认可的，

你知道黄金盘（应该是人名，我没听过）说得他不相信这个 library会成功，我告诉你说，他忘了一个问题，chips就是美

国的国家伟大，能让私人成为一个美元兑换的机构，SWIFT，CHIPS。 

江财神先生：就差一个背书嘛。 

郭文贵先生：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让中国人成为 CHIPS的股东吗？能让中国人，能让私人，让你路德，让什么人马云，

让什么什么成为一个中国所谓的 DC盘的一个这样的货币股东吗?永远不会，共产党要通吃，美国人恰恰给美国人给企业这个

机会，才做大的，美国百分之九十的财富创造来源都是新移民啊，这是为什么这个混蛋说的话，中毒啊，这是一个共产党的

彻底垄断区块链，不允许任何私人碰，必须是国家主权的，拍马屁的，完全给上面拍的，完全给习王拍马屁的，找死尼这是，

美国恰恰我相信，货币一定改革，美元一定会被干掉或削弱，一定会由美国主导的区块链货币，我说美元真的会的，所以说，

我认为下一个区块链的赢家一定是美国，否则美国就完了，世界就乱了，真的就乱了，真不是开玩笑的，人类，不是咱们，

是人类完了，所以说，但美国他有一个新的货币出来的时候，他一定给更多私家机会，这就像它允许 chips，swift，允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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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在里面，就像美联储在里面，美国的伟大就伟大在这让私人成为国家最核心的力量，你共产党所以说你必须得死，必须

被灭，因为你通吃天下，不给别人分享。 

江财神先生：吃人不吐骨头。 

郭文贵先生：这就是核心的嘛，郭媒体我想回答你的事情，会成为这个其中的一部分，今天给你说得，说着说着给你爆了点

料。 

江财神先生：这是最大最大的大料，今天。” 

 

21.郭媒体跟随美国建立未来数字货币【郭媒体】【数字货币】 

 

“这些都还不用我们做，你说为啥，为啥不用我们做呢，因为这里给你放心，到那步的时候，咱们要跟着美国政府跑，因为

美国政府的规则就定了 5g啊，通信啊，包括 swift标准，我跟你走，你当老大，我不当老大，世界当老大是最愚蠢的，最

大的风险，美国当老大世界才安全，你当老大吗，就像郭媒体马上要加的这个，这个你跟着人家走就完了，这个人家的标准，

我不用研发啊，我用你的加密，密钥啊，郭媒体以后就是按照美国的要求我们有支付系统，恰恰地共产党看清楚的美国支付

只有两千亿，中国几万亿，总额二十万亿美元到三十六万亿美元，对不起了。我们这个两千亿美元到时候是一百万亿美元的

市场，甚至可以达到两千万亿，因为两千万亿的 SWIFT和 CHIPS现在的这个支付系统一定会被区块链代替的，没有什么选择

的，一定被灭的，不是共产党把它灭了，是美国自己要把它灭了。他这个美国的自我更新的修复能力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到时候他一定记住私人，我们郭媒体到那时候做大了，我们还等着，我不去，我不参与你这个支付系统，郭媒体你这个中国

这么大个市场，中国十四亿，这就是老江的厉害，他说到了重点，就是我问了很多人，潘多拉盒子是有条件打开的，首先你

得有诺亚方舟，还有一个你得有读懂潘多拉盒子魔鬼沟通的语言。这就叫阿里 xx，阿里神的语言。你得有这本事啊。所以我

们未来就具备这条件在这儿等着。我们不跟你美国政府：“哎呀！你们老大，我们不跟。”你去找这个，都找完了。（美方表

态）：“哎！对不起啊，华人市场里边儿他们相信，还有你那各方面的这个过去的经历和历史，和信用。我们允许你做这个加

密货币。用我的密室，我保证你安全。”我们就是，郭媒体一刷，“欻”买个波音，“欻”可以买一个什么电视台，都可以。

就是前提是，你有钱。是吧？你都可以了。因为什么？你只要相信美国这体制，你相信美国允许我走的这个区块链，走的就

是加密虚拟货币。而且我，现在我就说，我唯一的，我敢拿出来说：郭文贵我有一千亿美元的现金和黄金做储备。谁敢说？

郭媒体敢说。郭媒体的投资者一分钟就拿出一万五千亿美元了。共产党拿不出来啊，千万别忘了，郭媒体的投资者一分钟，

就是唯一在世界上，一句话能拿出 1.5万亿美元，我不说是谁，你们都知道的。共产党已经给我做过广告了。他这，人家说

担保，我这有钱，你共产党拿啥担保？我就拿流氓那个，共产党那个斧子镰刀？“老子不行斧你一下？不行我给你一下！”” 

 

22.灭共后，郭媒体的权利和影响力将超过一个巨大的国家【郭媒体】 

 

“人家已经预测到，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将挑战美元地位。结果就真来了！说，那个时候，美国人会唤醒。美国人一定是

流血以后，才会强大，他说会醒来，他是会流血的。他说你拿针扎它没有用的，他说：“你们准备好！”然后，就说出来了，

我到那时候做虚拟货币我怎么做，怎么做。他说：“我只需要，郭文贵先生将中国人知道这家媒体。就足够了！”（江财神：

背书，背书，信用背书。Sara：那肯定啊，中国十四亿人，多大的市场。）他说这就行了！我说，我只需要一件事情——你

资助我们，把共产党灭了。他说：“如果你要把共产党灭了，你这就不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一个媒体了。”他说，“你这权利和

影响力的价值超过一个巨大的国家。因为，中国人会信你，是你把共产党灭了。”你想想有多大，江财神？” 

 

23.摩西的生产机器就是喜马拉雅大使馆【摩西】【喜马拉雅】 

 

"你想飞机飞几趟欧洲多少钱啊？所以说班农先生没让他在那，但是我们也没白着他，没有白着他。任何人也没有白着他，

但是这是为了什么？要保持一个纯洁的诺亚方舟。你不能把诺亚方舟给私有化咯。你不能把老江今天说的诺亚方舟，与上天

沟通的秘诀和密语你不能就你自己藏起来，所有战友都要有。等到有一天所有的战友你们记住，所有捐过款的战友，喜马拉

雅是你唯一可相信的地方。咱们这个法治基金就成功了。今天咱们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希望江财神你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要

提到，今天你们在这块所有看到的和所有经历的，都是为了未来的最高的喜马拉雅目标。喜马拉雅目标就是当中国人遇到任

何事情的时候你会不是找到一个摩西，你会找到一万个摩西。摩西的生产机器，那就在喜马拉雅大使馆，软孵器。所以说 Sara

你这个事，我轻易不愿意谈宗教的事。宗教这个东西观点很多，太敏感了。但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些，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远远



 1045 

重要于宗教和信仰。那是你的寄托，但这是现实。这个现实中一定要干净一定要无我。法治基金真的无我的时候，你看路德

先生他老不急，为啥呀？他老觉得反正没我的钱，我做董事就行了，绝对不是。" 

 

24.法治基金获得高度关注【法治基金】 

 

“然后她就说了，郭先生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法治基金在美国登记的这个，是高度关注目标。我们有三大：第一个是目

前 c4、c3捐款最快的，最大金额的，第一大；第二个海外资金占 90%，这是第二个大；第三大，他说单个金额你是第一大；

这吓人不吓人？而且认真的说你管理的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25.法治基金将会发展巨大【法治基金】 

 

"所以说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是爆料革命一个真正的诺亚方舟。还有一个，未来郭媒体你记住我现在不能公布，郭媒体有很

大的钱的收入。当然我说我可以不要钱，我说我要了钱的我也没什么花的，我也不需要。但有一条，当你盈利的时候，某些

股权和盈利必须给法治基金。这是郭文贵向天发誓我做的一件事，最后人家答应了。所以说当你想到郭媒体有多大的时候法

治基金就会有多大。它一定不会比法治基金大，这点就老江的那次节目就做到了。所以说你放心，未来法治基金会巨大，然

后描绘里边，我说这是懂行的。为啥我喜欢老江的节目，就老江的东西他靠谱，他经历过这些事完全就自然而然的出来的。

就是我开过车，所以这车一过来我就知道车应该打方向盘而不是抱着车轱辘开车，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 

 

26.吴征是双面间谍【吴征】 

 

"路德：美国也不能说“你不能违反人权”，说都不敢说。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如果现在郭文贵先生还帮中共做什么，就

是双面间谍，他就得到美国去做登记。如果不登记，只要有一次，美国把郭文贵先生干掉也是不需要公告的。 

江财神先生：所以吴征现在的下场。 

路德：所以吴征他必须得登记 

江财神先生：他登记也不行，他登记之前事已经犯了。 

郭文贵先生：我觉得老江他就抓到重点了。那天那个特别部门调查吴征事情时说：“吴征跟你通电话的时候，他没有登记这

个，你不用担心这事。”我说：“你跑我这干这事。”跑到我这来，我这开会都推迟了。我说：“这些部门有时候脑子挺有问题

的。”弄恐慌的来了，说放这设备到墙上，然后说：“我们告诉你啊，吴征登记间谍，但他始终是犯罪，因为他给你打电话的

时候，他并没有登记。”哎呀，我说：“就这事？我当然知道了。”老江你说到点子上了。他以前干的事，照样触犯美国法律

了。现在我告诉你，我 90%怀疑吴征是双面间谍。我不相信美国不知道他是间谍。我认为美国就在利用他在干事。这小子绝

对是双吃。就他，凭他对老婆、对别人，这小子拿美国护照，在美国能敢这么干，他不是傻子。 

路德：这不是今天又曝了一个惊天大料。 

郭文贵先生：绝对双面间谍。你记得 2018年我说过吗？某个部门告诉我说，哎，我就特别惊讶。他约我在华盛顿见面，说：

“郭文贵先生，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件事，吴征如果有什么需要解决的，我可以帮你协调，希望你不要把吴征当成敌人。”所

以我在屏幕上我简单说：“我说小子可能是双面的。”现在我更加确定这小子是双面间谍。不可能你干，如果路德先生拿着美

国护照帮共产党干事，这到美国登记间谍，你这脑子除非是进水了。还有一个，你还把钱放在这吗？他儿子就在这对面，就

在这往前走十分钟路的花园大道，你说你儿子还在这吗？你不可能的嘛。 

路德：很有可能是双面间谍。 

郭文贵先生：所以讲孟建柱，包括习和王，某种程度上讲，吴征现在可能是我们的战友，你知道吗？一定会出的，就是孟建

柱的王立军，就是孙力军和吴征。共产党今天把他弄这个中美关系委员会副主席，你不觉他们疯了吗？这也是作死的节奏啊！

" 

 

27.四中全会后中共会继续疯狂，但爆料革命也无法阻挡【四中全会】【爆料革命】 

 

“江财神先生：我跟你说，来之前吧，就是听郭文贵先生之前几次直播，我从语气当中听出来，这几天就有什么惊天的大好

消息发生，掩藏不住。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我当时天天听直播，我两口子就在家就说他“这么高兴？”又听了一个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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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这么高兴，又这么高兴。“所以你这次去，一定有重大的消息，我跟你说，一定有重大利好消息。”因为这个事情咱们知道，

在 G20时候咱们都一起在这度过这一段挺煎熬的时间啊，怎么怎么样。那种忧愁，那种担心，那种压力是掩饰不了的。这都

是咱们彼此之间的神会，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潘多拉盒子，我没有想到这个么大。但是我在想这个一定就是...前两天跟

路德做节目就说，但是没有想到咱们爆料革命，就想美国可能在搞气垫呀，开车的气垫，防止撞击，搞这个高空跌落的缓冲。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做好了，就是中共现在大踏步的跳崖的时候了。因为不把这个东西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中国灭亡的时候带

来的连带伤害太大了，太大了。这多少人倾家当产，要饿死的，一切所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打乱，你还有什么？所有的脚手架

全都给你折断了，你这个楼就坍塌了，不在了。 

郭文贵先生：一定会的！江财神，一定会的，所以你看这个四中全会马上结束了，这一系列人士上的决定，据我所知军事上

大量调整，对各省行政划区全面调整。然后对私人企业国有化，全面地依法决定了，就依法把私人企业国有化，实行战略状

态。然后就是区块链挑战世界，挑战美元，要挑战全人类了。接着还是团结在以党为中心，就是习王中心啦。还有更疯狂的，

就是说对海外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是明着宣布了，中国改变所谓的过去的不海外派军呀，不当老大呀，这是都要改变的。这一

系列的疯狂，跟这个区块链交接在一起，这就注定了共产党的灭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爆料革命，大家一定要站在高位上

看。眼前我们的挣扎，痛苦...拿走你裕达呀，拿走盘古呀，威胁呀，杀人这都会发生。但是有一样，爆料革命他现在谁想

停也停不住。” 

 

28.文贵唯真不破【文贵价值观】 

 

“我再告诉你路德先生，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我跟你讲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一上来的时候炫财富，所有生活中认识我的人都

傻眼了。我在中国是最低调的人，没人知道我。我不出去吃饭，我不见陌生人，不见记者。甚至有人乱写的就给他铲掉，你

不能说有我的东西，马上律师函告你。我突然间开始炫富，你说我能愚蠢到炫富的程度吗？我知道共产党跟我玩啥招，当时

我说过的六招，第一条，犯罪、强姦、流氓、骗子，完了，没人靠你了吧。第二条，没钱，我把你钱封了，把你钱查了。你

没钱，谁还靠你啊。你没有我你啥也没有。第三条，把你家人绑架了，把你同事绑架了，你害不害怕。第四条，发红通，你

害不害怕，信用全毁，家人没有，资产全没有，又是个骗子，又是犯罪，又发红通。第五条，媒体打压，政府开始合作，把

你遣返。第六条就是暗杀嘛，政府和黑社会暗杀。这六招。我为啥要在大家面前显示船，显示飞机？你还记得吗，一会儿船

卖了，一会儿飞机卖了，一会儿我的房子卖了，我啥都卖，然后郭文贵的裤衩没了，你不觉得这事荒唐吗？恰恰是他的荒唐

证明了我们的真，证明了我们的善。但是这个故事你不能不讲啊，全人类上没有比中国人更爱忘记的，我们对历史、事实最

爱忘记。就你说的那个，郭文贵干过啥事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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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 2 日 

郭文贵先生在中央公园直播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A-x2LND3on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76443eb-2f29-40ff-bb17-8ba2a60bb109 

 

(无大事件) 

 

2019 年 11 月 2 日 

文贵谈共产党即将倒台的三大因素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GOs1cLFAo9g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3097a09-2f23-47a9-9458-89fde790549a 

 

1.胜利和成功从来不是有信仰的人追求的，不要带着个人欲望参与爆料革命【爆料原则】 

 

胜利和成功从来不是有信仰的人追求的。有信仰的人追求的是完成这个使命，根本不在乎结果。追求的不是胜利，不是成

功，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过程的历练 

 

凡是在这个爆料革命当中，你带着各种欲望来的，你会非常非常惨。想卖点东西，未来想领一帮人，甚至有经济回报，甚

至在某些领域要拉拢一帮人。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一定会失败的。千万别干，因为你自己会很失望，会很痛苦。 

 

只有跳脱五戒，达到了真的悟、空。咱们现在说的“真”，“真”就是悟，就达到了空。这个追求，并不是你一定要当上

什么总统，当上什么政治家、革命家、经济学家、预言家。就像我跟路德先生、老江、Sara女士我们仨昨天坐那聊的，我

说所有的事情，你要看的更加远，你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你才能跳脱现在的烦恼。 

 

2.某部门告诉文贵，有些人是带任务参与爆料革命【灭爆小组】 

 

新的一场平爆小组将更多的是挑拨离间我们和西方政府的关系，我们和战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我们的所谓的常委群还

是我和战友的联系各种方式之中都能显示出共产党的一拨沉默的力量。有人挑拨我和班农的关系，有人试图挑拨我和某些

政府部门的关系。 

 

刚刚某个部门就跟我说，我们刚刚的对某些人掌握的一些情况，在你们的爆料革命中是带任务的，还有些人有些其他的想

法。 

3.在海外，打击我们，平爆小组的人，最多就来自于外交部和公安、国安【灭爆小组】 

 

大家去看看吴征他那个察哈尔委员会里面都什么人，大多数都是外交部的。我告诉大家，在海外，打击我们平爆小组的

人，最多就来自于外交部和公安，国安排第三位，这全都是江家、孟家，孙立军的范围之内。而且你能看得到所有跟着吴

征的察哈尔委员会绝大多数人都是上海帮。 

 

4.现在香港的中共警察力量全部都是孟建柱那时候安排下来的【孟建柱】【反送中】 

 

你看在香港，你发现共产党和孙立军，这些人的招儿了吗，中共的警察，孙立军的部下，孟建柱的部下，和孟建柱在什么

时候开始准备到香港干这事儿的，你往回捋，全部都是孟建柱那时候安排下来的，郭声琨他都来不及折腾这事儿。训练什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76443eb-2f29-40ff-bb17-8ba2a60bb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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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速龙小队啊，广东的讲粤语的所谓特警警察呀，在武警里面你们再往回看。从 2012年到 2016年孟建柱多少次视察武警

部队，武警部队多少次改制在广东以后他去过多少次，武警部队当时孟建柱是最大的最多关注的。 

 

5.郭声琨上台就干两件事：一抓习王的安保，二抓经济案子【郭声琨】 

 

第一件事就是给习近平、王岐山的安保，据内部人说啥也不干，就给两个人搞安保， 

 

第二件事抓什么，抓经济案子，记着啊，经济案子，所有公安部搞得经济案子都涉及到富贵，都能掌握这些当官人的秘

密，最后什么大案子已经上了诉了背后不跟当大官儿有关系啊，所以说抓首长的安全，抓经济的整个大案，抓住领导的小

辫子。 

 

6.香港的经济和民生领域都被共产党控制着影响着【香港】 

 

我说你们还要看到一个更加核心的一点，在香港此时此刻，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除了现在要在大街上抓人、捕人，然后杀

人，而且在经济领域在干什么，经济领域大家要看到啊，香港现在各种金融机构，香港各种指数，大家觉得是真的吗？你

们觉得这是真的吗战友们？你们相信所有的恒生指数恒生期货，香港银行汇丰银行的股权到底改没改变？中国银行的各种

数据是真的吗？ 

 

然后你再联想现在的数据链区块链大家都明白了，共产党这个魔鬼这个畜生帮，他不是那么简单的，香港老百姓现在认识

到，我说你们一定要看到香港的金融，香港的经济和民生领域都被共产党控制着影响着，这不是开玩笑的战友们。 

 

7.四中全会的重大决定就是谁去平港，去港平暴，去港平暴这个人很关键【四中全会】【香港】 

 

大家今天看看北京是什么样子知道吗？谁是派往平香港的？你很快会揭晓。四中全会的重大决定就是谁去平港，去港平

暴，去港平暴这个人很关键，能不能是下一个袁世凯呢？大家拭目以待。 

 

8.老百姓吃的出了问题，粮食危机马上就会出来【中国未来】 

 

今天的中国有第二个特征大家记住是叫什么了吗？没猪肉吃了，国内的猪肉各种肉，粮食猛涨，今年粮食丰收吗战友们？

没人去谈这个话题了，最多是我们路德先生喊着个没粮食的，但是现在没下文了，到底中国今天丰不丰收？我告诉大家，

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粮食最差的收成就是今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没猪肉吃的就是今年。今年东北的黄豆的收成是最差的，

过去的十五年就是今年。 

 

不但如此，亲爱的战友们，请你看看中国的西部，千万别忘了中国的菜农，大家记不记得共产党的菜篮子工程了吗？菜篮

子工程可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今天的菜篮子什么西瓜辣椒这些不挡饿的不能过季的，大丰收，最后卖不出去，大家不能

天天吃辣椒啊，都毁了都扔了，你见过扔黄豆的吗？你见过扔猪肉的吗？你见过扔鸡肉的吗？接下来中国的鸡肉会爆涨，

大家看着，因为养鸡的需要饲料的，接下来就是鸡肉涨，你也存不了多少鸡肉，战友们你别把冰箱塞满不够你吃的。鸡肉

会涨。这就是跟当年 1911年大量的粮食吃的，老百姓吃的出了问题，马上就会出来。 

 

9.CCP知道接下来的经济将有大问题，所以现在要收管钱财，包括党内的老同志家族，一切都要听党的，一切都归党的。

【CCP经济】【全面共产】 

 

四中全会为了震慑几百个所谓政治局委员抓了那么多人，北京城布置那么多坦克武器重兵把守，这几百个人参加的都知

道，老百姓不知道北京城谁来了，什么人来了，结果呢让你干啥你干啥。这次四中全会就是一个最重大的决定，对香港平

暴，在所有的社会上寻找出任何不安定因素，然后把钱全归中央，权力归中央，然后杯酒释钱袋子，什么是杯酒释钱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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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开会的哥们儿还有一些老同志，知道你们在海外存了多少钱，也知道你们有多少资产，党，我们现在遇到危险，杯酒

释钱袋子权，你把你的钱袋子交过来吧。 

 

你们也知道刚刚几个小时前，某些人在党派出的咱们特殊时期的有国安委员会成立的特殊时期的经济小组，咱不能叫反

贪，在这个之前跟你沟通是自己人，你还是党内的咱们一家人，党内的老同志，我们是党员，我们是同志，跟你沟通把你

们的钱交出来。有些人装傻，充愣，欺骗中央，还有侥幸，没办法了。 

 

你们也知道今天早上抓了几个人，某某什么常委呀，某某什么什么人，这刚抓完交代的数字就不一样了？但现在性质变了

已经不是同志了，咱们现在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 

10.习王虽控制军队、金融，但江家控制了外交，控制外交是控制情报和未来【习近平】【江家】 

 

大家你看到共产党在使用吴征和孙立军这些烂人的时候，在执行南普陀计划的时候，你就知道共产党没有未来了，没有未

来了。今天的是上海帮，上海帮在统治中国的一切，上海帮在统治中国的一切的时候一定拿下香港，甚至拿下台湾，澳

门。 

 

今天的外交领域，大家你去看看，毫不夸张地说，习近平在军队占了百分之五十的权力，金融领域他连百分之三十也没

有，王岐山是超过百分之五十，政法委，就政法界，你就看任何人，政法界还是人家江家和曾家说了算，不管人家怎么

装，也不是你习家的天下，也不是你王家的天下，外交界百分之百是江家，控制外交是控制情报和未来。控制政法委是控

住了一把小枪，内部安全，暂时（保证）身边人身安全，控制军队是杀手器，是让任何人都不敢干你。但是（这是）在金

融你能行，你是在政法委你能行，外交上你没有遇到麻烦的情况下。 

如果在外交上遇到麻烦，金融又不行，又有大量的群众革命，你的军队啥都不是，啥都不是。 

 

11.接下来香港会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惨烈，而美国除了香港保护法案会提前，还有一系列的雷霆行动【反送中】【美国

行动】 

 

上天给我们送来了让我们很痛苦但是最大的大礼，香港运动，共产党的十中全会区块链和接下来的香港戒严，然后金融危

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更重要的是，过去大清朝的时候他们可没有美国这样的劲敌，现在伴随着美国这样的劲敌，一

切都不一样了，接下来香港会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惨烈，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一系列的雷霆行动，你们能想象的事情都会

发生，不能想象的，也会发生。 

 

今天最好的消息听到的一系列的关于香港的这些真实信息之外，就是美国除香港保护法会提前进行，原来要大退了，可能

要提前进行。共产党现在跟美国的临时协议，就一个条件，绝对不能通过香港保护法，但是据我所了解是一定要通过，而

且还有其它法案。 

 

在两个月以前，我就说台湾将有大好事儿，台湾保护法案之外，我从来没说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台北法案，通过了

吧。共产党没处知道这个料。香港将有一个类似的香港方案，不是香港保护法案。甚至大家看看美国法律，在什么情况下

美国可以颁布美国特殊保护法案，紧急法案，大家去看一看。 

12.我们的战友现在衡量的标准【爆料原则】 

还有我们战友们，你看看谁在传播香港危机真相，才是不是我们好战友，有的所谓的大 V，在某国在什么地方，你根本不

传播香港危机真相，你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战友现在衡量的标准非常简单，坚决反共，坚决不允许捐款，而且

绝对无我无欲，不争名争利。更不允许打着爆料革命有任何利益之谋，成立各种组织。还有一个必须要传播香港危机真

相，不是这个的就绝对不是战友。 

 

2019 年 11 月 3 日 

文贵进山前报平安 

文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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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PdCzPD2AJi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e0fb8bd-5bb2-497f-8ce7-7226fce694c0 

 

1.文贵又要进山！【秘密会议】 

大家看一看啊，看看啊。看见了吗，穿的靴子啊，马上要进山，咱把进山这个词用大发了，一进山共产党就害怕，中南海

就颤抖啊，这个有意思啊。 

香港的事我先不跟你们说啊，有大事。今天上山除了区块链就是香港的事，就是大事。 

2.文贵两年前就已经使用数据链技术通信【数据链】 

 

本来我今天想录个视频，但是很多很多的战友给我发了私信啊，用我们的数据链网络啊。 

 

记得文贵一年前爆料，两年前爆料时说的，咱有数据链，BlockChain网络传递信息，这就是当年我在伦敦的时候，刘彦平

这个深更半夜被中南坑打了一通电话，祖宗八辈掘一顿，说郭文贵的视频传达四亿次啊，咋轻易不用。战友们，文贵的发

视频和传播方式早就数据化了，跟你们说，说白了，要不然也没这个本事敢在这边折腾，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3.美国国防部要把共产党的区块链列为美国的第一大威胁之一【区块链】【美国行动】 

 

(班农说)Miles你在两年前就谈共产党要用区块链打美国，搞掉美国的美元。你说对了，太厉害了！ 

… 

在一个月以前，美国国防部没有所谓的货币战、超限战，把区块链列为第一威胁，（之前）第一威胁当然是现在南海啦，

还有现在台湾啦，还有海外驻步兵啦，直到这几天共产党区块链宣布完，这几天才赶快筹划，情报委员会，要把共产党的

区块链列为美国的第一大威胁之一。 

4.鸡只要一涨价，国内经济就出问题了。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然后银行挤兑。【中国未来】 

 

2019 年 11 月 4 日 

文贵报平安谈香港抗议活动将会发生什么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axesFwQ7u9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5dd7d2-5cfd-437a-a2d8-55434d60b81e 

 

1.林郑月娥去北京和上海和西方讲数，林郑大陆之行基本宣布香港的流血时刻即将发生。【林郑月娥】【反送中】 

林郑月娥去了上海开会，从上海又跑到北京、又窜到北京。到北京见谁呀？据报道说是见韩正。在上海见谁呀？说叫开

会。大家你们相信吗？就去见韩正去？就去那上海参加博览会去吗？香港大街上到处流血，你们觉得这可靠吗？这就是共

产党的一贯的手法，遮天蔽日，偷梁换柱而且什么事情都这么干。 

那么过去的这 48小时，北京的私人停机场一下子是倍数增长，大家干嘛去了！林郑月娥讲数改在了北京和上海。香港老百

姓就要面临着一个最残酷的事实啊！美国现在迟迟不动手，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看待政治家一定要想到政治观点和经济观

点。 

美国大量的投资是在香港，欧洲大量投资在香港，但是美国占了 80%，这些人在香港的利益得不到保证，那是不可能有行

动的。共产党在行动之前一定要给西方这些所谓的金融大咖们要私下有许诺的。一个我让你走、走的干干净净、保你的

本。第二，你别黑我，我上街抓人、我杀人，你别说话，我保你的钱，我保你的本，我保你的利润！然后香港几大家族，

跟你们明确：你必须支持我们，可以明支持、暗支持。一个我不算你的帐，第二个我可能少拿你点钱，另外一个我保证你

家人的安全，我保证你某些资产安全。 

林郑月娥大陆之行基本宣布香港的流血时刻即将发生。 

林郑月娥已经在北京和上海，特别是北京，和香港大佬、和美国大的投资集团、各大基金进行了绝对性的勾兑。为在香港

进行杀人，戒严，实施紧急安全法做最后的准备；接下来香港将发生的事情是：你的钱你说了不算，不能往外随便转。第

二，香港实行交通和国际贸易的所有对外控制。可能是会释放一批已经抓捕的人，但是对香港会定一批策划谋反，咱用老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e0fb8bd-5bb2-497f-8ce7-7226fce694c0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25dd7d2-5cfd-437a-a2d8-55434d60b8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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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话说，他们会定个洋名：策划暴力犯罪，涉嫌勾通国外，颠覆香港政府，暴动罪，集团暴动罪，将抓捕香港所有

的，你能知道的，你能想到的，在香港抗议的这些头头们。然后要把立法选举，不是自由选举，变成绝对的党选举，或者

根本废掉，实行紧急法。 

这次把香港的钱彻底控制，把香港所有抗议运动，已经定名，大概八百人左右，全部抓捕，把抓的孩子都放出来定罪，迅

速宣判，这个事情将很快发生。 

 

2.接下来对共产党最严峻的就是经济，然后是香港危机【CCO经济】 

 

3.近期网络流传王岐山任香港平暴小组，假的，他一直就是【王岐山】【反送中】 

王岐山任香港平暴小组，假的，他一直就是，我在六月份说过，八月三十一号他去广东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了，但不会公

开任命王岐山作为平港小组，绝对不会！还有什么北京成立最高法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都不会，全都是假的。 

 

4.中共搞区块链让美国所有的几个领域联合在一起，来面对中共的生死威胁，这对香港有利【区块链】【香港】【全球灭

共】 

这次的区块链，和区块链搞货币挑战美元，挑战美国，这是挑战美国的核心地位，这是直接要弄死美国。让美国整个国家

团结在一起，明白了共产党对他们的威胁，明白了它们为什么要搞香港，为什么要把台湾，香港和大湾区搞在一起。他们

知道香港一旦失去，美国这个国家将完蛋。 

所以区块链让美国更加严肃、认真的、不自私的，让美国所有的几个领域联合在一起，来面对中共的生死威胁。 

这个时候对香港有利了，接下来共产党要赶在美国之前，要在美国出台各种法律之前要对香港展开最凶残的行动。这就是

我今天说的重点，所以香港同胞你们务必小心。 

 

5.文贵第一次说《香港法案》【反送中】 

那么美国现在各种利益权衡，听说各种。参议院都在被游说被公关，价钱越来越高，想尽一切办法不要通过香港保护法和

《香港法案》——我第一次说《香港法案》——就不能让你立案，就不能让你成，然后认为更不能让它到白宫，白宫到了

也不让它过。 

 

6.香港真正的挑战和灾难是 10月份 11月份，下周很关键【反送中】 

可以说香港同胞正在跟时光作战。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在美国采用一切沉默的力量游说，然后又把一些跟他们有着多年来

BGY的深刻关系的大佬们和在香港、澳门有巨大利益的大佬们，叫到北京向他们许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把香港的大佬们

叫到北京向他们支持，把在上海有重大投资的叫到一起去底下面做交易，不要去反对他们在香港实施戒严法。 

香港真正的挑战和灾难时刻，我在 6月份就说是 10月份 11月份。下一周非常关键，这一周很高、很特别。一系列的好消

息会来，一系列的灾难也会到来，但是这个月底太关键了。 

 

7.美国一位已经退伍的将军被召回，可能派往南海【南海】 

他跟我讲一句话，他希望这次被派到南海去，也有他的用武机会。我也希望这位已经被召回的将军到达南海能发挥他所

长。我现在想想将近 16、7年前跟他照一张相，从来没拿出来过，昨天我翻出来一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张相现在

想起来，这个相有意思。大家未来会看到他是谁，他会出现在香港，他会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2019 年 11 月 6 日 

文贵与路德直播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kEJgQpqJcno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d8656d-664a-4d14-8793-4f38e47c9072 

 

1.黑路德的视频是中共操作的，目的是让外国政府不相信路德【路德】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0d8656d-664a-4d14-8793-4f38e47c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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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个决定的一定是孙立军和他的领导级别的，而且针对的对象一定是研究好的，哪句话都研究好了，就是要针对外国的

观众，让外国政府不相信你。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事，里面讲的一些细节：路德的话还能信吗？ 

 

2.文贵揭秘八局九局【安全部】 

 

就中南海内部的叫常委和政治局，特别是常委的警卫是国家军委管。军委是叫总参谋部，总参谋部里面叫保卫部，也就是

解放军的公安部。解放军和公检法完全是独立的。 

 

就解放军的公安部叫总参保卫部。解放军的组织部叫政治部。所谓解放军的商务部就是后期服务部。它们是完全独立的公

检法系统。所以它叫九局，公安部里的领导服务和 24小时生活全叫九局。九局所有用的情报系统都是解放军的二部，技术

是三部。所有的服务就是西京宾馆，然后中办，特供都是独立的。包括中南海的空调。 

 

在 2001年它用十几个亿建了一个从德国引进来的，荷兰的一家公司，当时叫 VV系统，VV全析分系统。就是完全跟北京空

调没关系的，独立的空调。当你在家里边，屋里边，包括放屁，在床上叫床。都是跟中国人没关系，呼吸的是独立的空

气，就叫 VV析分系统。当时花了十五亿，现在花五十亿你都做不下来。所以中南海的空调是独立的，做爱的声音也是独立

的。 

 

保卫叫九局，归解放军管。出了门，就归北京地方，叫公安部八局管。八局就叫公安部警局。它是什么编制，警号 WJ武警

01。那边是甲 A01过去，后面变京 A地方牌。所以完全是两个体制。 

 

八局过去是没有情报系统的。东厂西厂当年就是因为皇帝有独立的情报系统嘛，直接给我调查谁，抓谁。现在给了八局一

个叫特勤局。按美国编制来的。给了它特殊的权利叫执法权。抓人，调查全有了，然后情报权。 

 

这跟过去的东厂西厂有点像，但更像美国的特勤局加以色列战争状态的摩萨德，就是它们的一样。有暗杀功能，自己独立

的情报系统。然后可以直通皇上。这王岐山都摸不着。 

 

3.习架空公安部、公检法，接下来绝对会对上海江派、曾派、王派、孟派有动作【习近平】【公安部】【公检法】 

 

你和江财神还没讲到核心，就是习把公安部给架空了，加了个新官，就是八局特勤局。九局对外公布，你没看到，也改编

了。因为武警已经归中办管啦，归中央管了，军委编制了。所以八局就是军委的嘛。等于它俩并购了，共同成立了一个叫

九局。中共中央叫服务局。现在把服务局变成了中共中央国家安全服务中心，就归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习近平，副主席丁薛祥，陈希和栗战书。压根没有你韩正，孟建柱，赵克志，郭声琨的事了。这完

全是习的独立系统，还有朱国锋的秘书。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真正的习和什么老的共青团和江家、朱家、曾家，通通隔离，谁都不信。 

 

过去八局的地方，上马路归我八局协调，我协调你。所有执法，控制都归当地公安。是不是？你没有执法权的。情报以前

都归当地的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对不起，现在都改了。所有的老子要命令你，杀人，抓人，封路，火车停，飞机停，往

哪飞，都听我的。 

 

情报系统我独立一套系统。连二部、三部都得听我的。因为它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服务中心了。这个牛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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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孙立军出局啦，八局原来归公安部，现在直接归中央了，过去是武警编制，武警是归公安部管。所有当地的公安局长

都是当地的武警政委啊。 

 

现在是所有武警都归中央军委管，你算个屁啊，算是独立的。这下孙立军滚蛋了，孟建柱滚蛋了。 

 

呀哟，这八局，你咋知道地下室有秘密房间，这个多吓人。所以路德和江财神，你们这下爆料爆得有点猛啊，但是非常非

常好。大概是这样，别说太多了，我怕大家害怕。 

 

但是这八局现在一改，这下事情大了。事实上就把公安部、公检法架空了。 

 

接下来绝对会对上海江派、曾派、王派、孟派，一定会有动作。 

 

4.公安部就两局值得在乎，一局海外情报，八局孙立军政治保卫，靠近中央领导【公安部】【孙立军】 

 

公安部就两局值得在乎，一局海外情报，孙立军政治保卫，靠近中央领导。你可以有理由靠近中央领导，可以收集情报，

可以杀人，叫港澳台黑社会，都归一局管嘛，政治保卫嘛，情报收集，间谍培养，海外间谍网，都归一局管，叫政治保卫

局。 

 

二局是搞经侦的，三局好技术的，你四局也没什么用，交管局。五局刑侦有个屁用啊，都是辛苦局。六局更是没有什么用

啦。十七局也是技术、刑侦这块。只有八局是靠中央领导政治的。九局，十局，十二局都没什么用了，流氓，新疆，西

藏，对美间谍，都没用。 

 

要你命的就两局：一局和八局。剩下都是打工局。 

 

5.“妄议党中央”这个词就是给九千万党员戴的帽子。【CCP治国】 

 

你要注意到习最近的讲话中。就是“妄议党中央”这个词他一直挂在嘴上。 

 

妄议党中央这个词就是给九千万党员戴的帽子。这肯定的。你说什么话就妄议党中央。这妄议党中央有什么标准啊。有人

说：王岐山同志的手好漂亮。呃！妄议党中央。你肯定看路德爆料了，说我的手。习近平主席的鼻子很大。性功能很强。

呃！妄议党中央。那我咋说呢。今天王岐山同志非常英俊，看着像十八岁。这说明什么呢？它没标准，它就一个妄议党中

央，就能把所有党员和所有人都给抓起来。 

 

6.王岐山的骨子里边有三重人格【王岐山】 

 

王岐山的骨子里边有三重人格。这不是我说的啊，说王岐山的三种人格是宋平说的，宋平啊。宋平当时说你怎么看王岐

山，他说你得看到三个王岐山： 

 

一个生活中的流氓王岐山，他叫痞子，不是流氓，叫痞子——生活中的痞子王岐山。这是一个真实的王岐山。 

 

第二个，王岐山在外国人和企业家面前，那是另外一个王岐山。他大肆的搞民主啊，什么国际视野啊，然后人权啊，他都

说得好得很，要展示给外国人。他说当年姚依林就是这样的人。姚依林只要是外国人一见面，第一句话：我是香港出生

的，我会讲粤语，我会讲英语。然后呢，我在家里边最爱听的音乐啊，这是这个小斯特劳斯的音乐。要讲英文。诶，王岐

山就这样，在外国人面前，马上：咱们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追求，这是另外一个王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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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在共产党内部的王岐山，极右，或者极左。见极右的，比你还右，见极左，比你还左；左右逢迎，绝对的政治投

机。每句话就是“丫挺的”，然后就是“中国老百姓就欠打，中国老百姓就欠收拾”，“中国老百姓你给他过好日子他马

上就造反”，“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人类上最杂碎、最糟糕的、最不团结的”，“为什么有商鞅，商鞅把中国人说透

了”，“中国人历史上为什么总出太监，为什么出这些人物，就是中国需要这样的人物”。 

… 

说这个王岐山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个家伙，绝对是个天才，你不得不服。但是他绝不是……他没有任何你所说、你想定义

的两个极端：民主，或者非民主。他不存在民主，他也没有非民主。他就是一流氓。流氓，你是妓女的话，看了他你高兴

啊，那有的人愿意跟他睡觉啊。公主开窑子，不图赚钱图快活，愿意跟王岐山快活啊,愿意享受他的小手啊，王岐山就觉得

很厉害呀。我就是公主，我开窑子，我图快乐，我不图钱你咋的。那么就像张欣，跟王岐山聊着民主自由，他比张欣聊得

还多。你从外国回来的吧，讲英文的，那马上就开始。王岐山和所有的，朱镕基和江派，所有的共产党的高官，这点是共

同的，崇洋美国，只要讲英文的就在心里高三头，崇拜西方这一点是绝对无庸置疑的，都是一样的。其他就是完全是没道

德，没原则，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不存在什么主义，那是胡扯，就是现实主义，就是流氓主义。 

7.张欣在纽约不回中国是因为习近平【张欣】【习近平】 

 

现在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张欣在纽约她不回去啊？ 

 

郭文贵先生：为啥潘石屹不来纽约啊？ 

 

郭文贵先生：不让他出来，不让她回去，是谁干的呀？中国谁能让他俩不出来，不回去啊？没有第二个人物，只有一个

人。 

… 

郭文贵先生：没有第二个人敢让他不出来，谁敢说？你让郭声琨敢说我不让你潘石屹出去？立马把你抓起来了。 

… 

郭文贵先生：那只有习啊，对吧。这四、五年中国反腐没找潘石屹，你觉得正常吗？他那地是买的国家的，张欣那个视频

讲的完全是谎话，她说我从市场上拍卖的地。SOHO北京的地是买了北京二轻局的。二轻局最好的企业，就是二锅头，东三

环那个，红星二锅头。红星二锅头就是二轻局最好的企业，我不能说是谁，那是我哥们儿。是他卖给潘石屹的，完全合同

交易。那时候就没有拍卖土地，他放什么狗屁呢，是不是啊？这是他第一块地。第二块地就拿了今天现在银泰那个位置，

他拿的 SOHO二期那个。那当时地是我们要买的，我们跟刘延东的老公，他要去买的，加一块就三个亿。现在是价值 3万个

亿，你说多疯狂啊！那个地也是协议转让，也不是拍卖的。所以张欣的话完全是谎话。 

8.张欣潘石屹和王岐山关系不一般【张欣】【潘石屹】【王岐山】 

当年 2001年 2002年的时候，2002年底，北京国际俱乐部重新开，就叫瑞吉酒店刚刚开，它的侧翼有一个日本餐厅，当时

是北京最好的。那是我常去的餐厅。我最起码不低于 3次，当时看到那个潘石屹和他老婆，还抱着他那个儿子呢，怀里抱

着孩子呢，在那个餐厅里王岐山就跟他吃饭。在日本餐厅，一去了那个一号房，… 

潘石屹那时候刚开始是红石，从红石公司出来，成立了这个 SOHO。刚刚的有了孩子，还抱着那嘛，你看那时候王岐山就跟

他天天在一起吃饭。… 

所以说你看他就王岐山的关系是多么的不一般，然后你看他那个那叫什么银泰的叫什么厂啊,那个大块地，国贸对面那块

儿，给了三星电子，给了银泰，给了 SOHO。银泰是王岐山家的，100%100%100%，他原来董事会的名单都是姚庆。 

 

所以说你去想想那一块儿都是王岐山的，当时王岐山就啪，就出来田溯宁开着车他去。那时候他在北京的老巢叫银健出租

公司，记得吧，叫银健出租公司，最大的银健出租公司，建行的吧。还有银健地产都是建行王岐山的，然后潘石屹抱着孩

子跟着张欣跟着王岐山吃饭，一吃吃到下午的饭没人。 

 

我那时候办公室在恒基，所以我就基本午餐就经常在那吃，我就碰着几回他吃过五六个小时的饭，你想想那什么概念，他

跟他谈民主吗在哪儿，当然不谈民主啊。 

 

9.文贵哈德逊演讲被取消的四个原因【哈德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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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当时我演讲被取消，它不是一个原因啊，第一个人告诉我说，是张欣告诉哈德逊说，我是你的 Donate，我是你的赞

助者，你不应该让郭文贵去演讲。那时候我没有说过潘石屹，是张欣说的。当时我很惊讶，这个张欣为啥不让我去演讲

呢，因为太多了我也就一下过去了。 

 

第二个就是哈德逊真正的老板，他的儿子拿了中国奖学金，在中国，正在那块儿上学那。然后中共的人就跟他说，你敢让

郭文贵去演讲，你儿子的签证就给你取消，这个是核心的原因。现在已经证明肯定是这个了，第二个。 

 

第三个，海航是哈德逊最大的赞助者你知道，你必须取消演讲，不取消我这钱就给你取消。 

 

第四个，就是当时的阿里巴巴，说要给他大赞助，那前提你不要郭文贵演讲。然后吴征游说，你不要去演讲，演讲以后你

就不要去中国了，签证都给你取消。BrunoWu那时就能活动埃利伯蒂最活动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一堆人围剿我，把哈德

逊演讲取消了 

 

10.比尔格茨要出几个大文章，要搞几个大运动【比尔戈茨】【美国行动】 

 

比尔格茨先生最近去《华盛顿时报》了，这个厉害了，厉害啦！最近，比尔格茨要出几个大文章，要搞几个大运动，他现

在更加恨共产党。 

… 

所以，刚才说到的《纽约时报》有史以来最坚定的，12号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谁要是帮助十四亿中国人民干掉中

国共产党，谁就是书写、改写人类历史的那个伟人》。头版，头版大标题，大家看著吧！但愿……但愿别再被共产党给修

理了、给灭了。 

 

11.香港的事情是到了腥风血雨的时候，爆料革命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反送中】【爆料革命】 

 

香港的抗议活动已经到了深水区，深水区就是，现在到了最最不可预测，最最不可琢磨，最最凶险的时候啊，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爆料革命肯定是共产党现在最大的威胁，它们是最恐惧的。所以说每个人，真心爆料的，都会受到它们

伤害、威胁和造谣。这是肯定的，而且它们会不遗馀力地。 

 

12.即将上线的 GLive，已经跟四家大的广告商签了协议，四六分成。【郭媒体】 

我们现在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咱们那个即将上线的 GLive，已经有四家大的广告商，跟我们签了协议噢，这不是我们签的，

是投资者找来的。已经签了，已经签了。这个非常好！ 

 

分成是四六分成，四六分成。一般来讲都是人家七你三，因为你太小了，（又是）刚开始。最后才给你颠倒过来，五五

（分成），然后是人家四你六。直接就跳到最高级别去，就是四六分成啊，这非常好！ 

 

四六分成什麽概念啊？一千个点三美金，视频是七美金，给咱们就是七美金。你现在在 YouTube上是拿三美分，哈……差

距就是这麽大！未来在你做视频的时候，《郭媒体》未来给你 0.5，0.1都比你（现在）多。就这麽简单，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是现金，马上到账，当天到账，当天到账。 

 

因为咱们要建立的是，GLive视频未来就是，你上去直播完，这钱就到你账上。 

 

都是咱们的小甜点啊，都是小甜点，必须要有的。真正的吃是白鬆露。 

 

13.悬念：今天再次直播是有目的的，是要清理某些东西【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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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今天直播是有原因的，现在不方便说，战友们知道噢。我们再次直播是有目的的，是要清理某些东西噢！ 

 

(信息密集，建议观看完整视频或全文) 

 

2019 年 11 月 6 日 

郭先生喜马拉雅直播(第二部分)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mysSdHhlySc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1c3496-8d2f-47cc-aa8e-ff1353219d2b 

 

1.中共与马克龙在进博会前的勾兑【马克龙】【进博会】 

马克龙总统到中国去，私下里边不仅要多买空客，最重要的事情据说要把法国红酒税率降低。从过去的中法 600亿美元的

贸易额交易提高到 1000亿。并且对很多的法国农产品进行减税和免税。并给法国的大企业私下许诺，过去不能换成的外汇

可以逐渐批准离开。这一系列的交易才整成了所谓的进博会有中法交易。 

 

2.小揭秘八局：北京最牛的车牌号、地下室【安全部】 

当年，不管当年，现在北京最牛的车牌号，就是八局的车牌号，都是武警头的，武警 01J，武警 01J，比如河南是武警

19J，那在中国都是最牛的，都是警卫局，八局的号，当年用一个牌子，最早二十年前，一百万，十年前，最起码得一千

万。 

杨澜就是当年最牛的车牌号，武警 01J，00008，牛牌，武警 01J和 00008，都是人家杨澜的，奥迪 A8，因为共产党的官方

车前面 A8，12，W12后来还有奔驰挂 WJ，WJ，01J00003，就这么牛，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杨澜上我们盘古时，那都是

01J的车，然后一上车，都是“嘟嘟嘟”的开警报，然后吴征还在那喊着：“让开，让开呀”，然后杨澜往那一坐，吴

征：“让开，让开…”然后司机开着走了，那气派那不是开玩笑的。 

… 

我说你们地下室搞了个六米的高度，还搞了一个独立的空调，你们所谓的会议室，叫特别会议室，不就审人的嘛，连通道

都是通的，跟后面游泳池直接有通道。”他特别惊讶，当时刘彦平眼睛傻了，就看着我：“这个你知道就不正常呀，你怎

么会知道这个，文贵呀，这个你给我说出来呀。 

 

3.孙立军所谓与文贵的共同朋友被抓，是刘彦平、孙立军和孟建柱倒霉的开始【孙立军】【刘彦平】【孟建柱】 

包括孙立军在华盛顿跟我通电话：“文贵老大哥，我知道你厉害，咱有共同的兄弟，不仅是彦平，也不仅是某局长，中南

海的某局长，今天我不说了，咱还有共同的朋友。”我说:“谁呀？”他一说我也愣了，当然他说这个共同的，所谓跟我的

朋友，在一个月以前已经被抓了。抓那个共同朋友就是刘彦平、孙立军和孟建柱倒霉的开始。他为啥要提那个朋友呢？因

为那个朋友当年就是孙立军在进京前，要进中南海必须要通过他找个人。当年孙立军 2008年奥运会的票是我给的，孟建柱

的很多票都是我给的，所以这个朋友也被抓了。 

 

4.八局不仅是特勤局，也是中央政治局的情报局、绑架局，现在还有了执法权【安全部】 

 

这八局非常了不得，这八局不是光搞警卫的，也不是光搞特勤的，八局严格讲也是中央政治局和情报局，绑架局，所有这

些人被保护的家人们用的车辆，车牌，你进出，你去哪里，八局一目了然，合法收集。说想抓你老婆你都不知道，找个理

由，把你接出来把你干掉，也是绑架局。更重要的，海外所有外国领导人，所谓外国贵宾来京，来中国，整个中国所有外

国元首，全归他们管，接待。外国关系给你干掉一半吧。 

 

更重要的，特勤局，原来的公安部八局叫特勤局，特勤局是模仿美国的人家白宫的特勤局的标志。大家知道美国特勤局跟

过去的八局不一样在哪儿吗？有两个不一样。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d1c3496-8d2f-47cc-aa8e-ff1353219d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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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的八局特勤局没有执法权，你所有执法得当地的公安警察配合你，公检法配合你。你在现场发生的事儿你是当地

警察帮你做，你只有在路上行使当中的权利协调的权利。美国特勤局是有执法权的，是全配枪，而且执法权是无边际的。

现在中国的特勤局编制就有了执法权。执法权最关键的不是你有枪，是有情报，合法收集情报，过去所有的公安，公安部

只能靠自己的情报系统和安全部来给你收集情报，他也不能去二部也不能去三部，那是军方的情报。他过去是安全部八局

和十二局可能单独给他提供情报，和公安部的八局公安部的这个十二局，还有五局刑侦局，可能配合他，还有一局。 

 

但是八局这次被授予了独立的情报系统，自己上了情报中心，这就是公安部中的公安部，安全部中的安全部。而且自己配

备了独立的通讯系统，这回这个特勤局可不是过去了，不是八局了。 

 

大家知道中南海的警卫不是归八局管的，是中南海的警卫是九局管的。现在他八局和九局和特勤局基本上是合并了。中南

海的叫九局，出了门叫八局。九局是归总参谋部总参保卫部管，现在叫总参谋情报联合部保卫部管，是协调军队的，军人

管；出了门以后地面儿上归地方公安的八局管。现在把八局和九局都独立成了叫八局有了独立的情报系统和独立的执法

权。这个权力大了。 

 

5.上海帮在外交部、公检法占 90%的权力，控制香港绝大多数所有事件，是灭爆主力。习想控制但做不到。【上海帮】

【香港】【灭爆小组】【习近平】 

 

上海帮在外交部，在公检法占 90%的权利，大家要看一看啊，习近平先生在进博会的时候见 Carrielam，你看 Carrielam就

他两人，但这边是谁呀第一号人物丁薛祥，第一号人物啊，国安委老大，严格讲是中国现在第二号人物。第二个人物是什

么杨洁篪，第三个人物赵克志。 

 

丁薛祥是上海人，从上海跟习认识，杨洁篪百分之百江家人上海人，赵克志是上海帮的绝对不是习派的。你看他的旁边全

部是上海人。 

 

再说真正的实力派，赵克志得绝对听孙立军的，绝对是听郭声琨和孟建柱的，又是上海人。对香港的港澳小组，组长是韩

正，副组长不要忘了是杨洁篪，副组长是赵克志！大家知道执行小组组长是谁呀？是孙立军！叫协调小组组长是谁呀？孙

立军！ 

 

现在你说韩正，怎么样，大家要看一看。整个香港所有事件，可以一点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在上海帮手里边控制着。所

以说你看中国这个政治的诡异，你就看得出来，所有平爆小组里边对爆料革命的，我告诉你你看谁，孟建柱上海帮，孙立

军上海帮，吴征上海帮······你去查去吧，基本上是上海帮来灭我们爆料革命的。 

 

在上海见林郑月娥的时候你看那一个屋里边，只有一个人不是上海的，还是从上海起家的习近平，习近平危矣呀，危险

也，绝对危险！ 

 

习多想把公安部控制了呀，多想把政法委控制了呀，干了几年了，他做不到。那曾家那江家那孟家那王岐山家干啥呢，他

要能控制他早控制了，他得天天在那一个桌子上摆弄来摆弄去换个机构名换个组织换个结构，把自己人塞进去。并不像大

家想象的，习是什么一尊啊，不可能！他要一尊当年马云能爆栗战书吗？ 

 

6.杨洁篪是现在平爆小组对外协调最关键的人物，杨、孙立军、吴征三人关系特殊【杨洁篪】【孙立军】【吴征】【灭爆

小组】 

 

现在大家不知道，更重要的时候是杨洁篪，杨洁篪是现在平爆小组对外协调最关键的人物！当年红通的孟宏伟国际刑警的

孟宏伟，孟宏伟当时就是在杨洁篪面前发了点牢骚，说这孟建柱孙立军就这么控制着一切，想干啥就干啥，在海外想抓谁

就抓谁，想发谁就发谁的红通，这样下去是要出大事的！说给杨洁篪说，你得私下里给他们说说，这外国不跟国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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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控制。说完这话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打电话。说刚刚有人打电话警告他让孟宏伟小心为上，不要口出

狂言，祸从口出。最后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掌握你的秘密太多了，掌握你的东西太多了，被干掉了吧。 

 

所以只要你敢说孟建柱孙立军吴征，你敢说杨洁篪的坏话，你必然完蛋！ 

 

杨洁篪此人和爆料革命的渊源，和民主的渊源。六四发生的时候杨洁篪是谁啊，杨洁篪曾经是邓小平的秘书，成了翻译

了，驻美的大使，是跟美国布什家族最亲近的人。杨洁篪在党内最大的功劳就是让美国人支持北京八九六四，不惩罚中

共。大家你们可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中美之间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杨洁篪。班农先生多次跟我讲，他和杨洁篪多次开会

关于台湾问题，关于香港问题，关于新疆问题，和他在白宫中开会，杨洁篪在美国的势力太大了，杨洁篪是百分之百地私

下里跟美国人将讲，中国的开明人士，中国的真正的政治思想家，现代人物，王岐山，王岐山啦！你们可以问问班农先

生，班农先生，我很惊讶，我从来不跟他谈这个话题，他经常和我说，杨洁篪怎么怎么啊，他经常哭，他们太多次开会

了。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的中国政治和大清朝又是何等的相似。 

 

大家要看明白，杨洁篪此人绝非一般人物！吴征曾经和我说过，上海他最好的哥们儿就是孙立军和杨洁篪，最好的人物是

孙立军和杨洁篪。 

 

然后你再看看今天的吴征成立的察哈尔委员会，在美国登记了 600个 661号监别特务编码，所有下属全部都是外交部和安

全部，都是上海帮！牛不牛，厉害不厉害。所以吴征在美国畅通无阻啊。你说吴征拿着美国的护照和杨洁篪是铁哥们儿，

跟孙立军是铁哥们儿，一个公开的情报人员，就是外交部杨洁篪，一个是中国的情报头子孙立军，然后他拿着美国护照，

在美国注册 6611间谍特务，这意味着什么啊！战友们，这意味着什么啊！ 

接下来，过一段时间我要好好跟你们谈谈杨洁篪。杨洁篪的厉害和杨洁篪在西方世界，你们太小看杨洁篪了。杨洁篪和孟

建柱，王岐山号称中国近代，政治三大枭雄啊。 

 

7.孟宏伟因掌握习近平王岐山的视频被拿下【孟宏伟】 

今天的爆料，中南海能听见，你们都知道的。是孟宏伟掌握习近平王岐山的视频，而且经过调查确凿向中央紧急报告，说

孟宏伟已经威胁到习近平王岐山的声誉和安全，立马拿下。 

 

跟当年拿令完成是一模一样的，说令完成有 60个 G中央领导的性爱视频，必须拿下，有六个 G的文件，保密文件在令完成

手里面，必须拿下，这就是吴征和我通电话，吴征威胁我，就是说这话，就这意思，（令完成）这个案件的代号叫什么，

当时，叫“艺术品”，孟宏伟的案件编号在他们这几个上海的人物当中，叫什么知道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假牙”，

“假牙”呀，要拔掉这个假牙，这个假牙很容易被拿掉了。给郭文贵发红通，是吧，发红通的假牙，还有没被拿下的被威

胁闭嘴的令完成，“艺术品”。 

 

8.中国的政治今天不仅仅是习王斗，还有老派家族和新派斗【习近平】【王岐山】【CCP内斗】 

大家要记住，中国的政治今天，大家看到不是习王斗，不仅仅是习王斗，习王斗已经全面开始。现在是老的 GOP，老派家

族和新派，或者是上海帮和中国过去的老帮派，也就是散兵游勇们，叫二货帮，干起来了，斧头帮遇上了上海的西装派，

西装帮，现在 PK了。 

 

9.中共要发展区块链、虚拟货币威胁到美国，《香港保护法》一定会通过【区块链】【美国行动】【反送中】 

 

大家记住，马上你会看到发生，你们到今天，路德先生，路安谈，路刚谈，都没有说的事情，《香港保护法》一定会通

过，然后美国一定会有大的行动，经济界的行动和政治方面的行动，军事方面的行动会扑面而来！区块链这个事情震惊了

美国，没有区块链《香港保护法》很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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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大家，刚刚的好消息，就刚刚给我发来的，就刚才咱们出现声音灾难事件的时候，说 Miles我们确定马上推进，他

要找的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人，严重威胁香港法案通过的人，说刚刚跟他见过，要过。我们过去两三天，把香港的死亡人数

和死亡原因，和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和我们掌握的情况，以及香港大街上出现的假警察和解放军，和香港金融数据的虚假

的对比，我们完整地写了报告，最后又附上区块链的目标，为什么要干掉你们的 SWIFT和 CHIPS，为什么中共要发展 DC/EP

叫 DC/EP，虚拟货币在市场上两千多亿的比特币的背后，真正在暗网上，所有操纵的都有嫌疑。这个报告是昨天给的那个

人，今天早上约了咱们的人去看。刚才说他们要推进。这对美国是致命的，是要美国命的。那是多给你两个大熊猫解决不

了的！ 

 

10.四中全会中共内部得出了最大的政治决定，停止对川普总统攻击【四中全会】【川普】 

四中全会中共内部得出了最大的政治决定，停止对川普总统的攻击，因为他们评估完以后，川普连任后利大于弊，利大于

弊，说不要再攻击川普了，让他当选吧。 

 

战友们，共产党为什么现在要支持川普总统当选呢？因为他们觉得这几战打得很赢，他们有了信息能打赢，做出了这样的

决定，还有一个希望，香港的事情不要突变。所以得出了这样的决定。 

 

11.由于文贵爆料说王岐山要请布隆伯格和班农，北京的经济论坛会被取消【王岐山】【北京经济论坛】 

由于我爆料说王岐山要请布隆伯格和班农北京的经济论坛会，取消了班农，我们做完视频班农就得到信息，说你来北京的

事我们取消了，多夸张啊。所以咱们的爆料每一个视频，这班孙子都看，你就在镜头前面我都知道，你有种你别看，别看

我们爆料革命路德的视频，别看郭文贵视频，别看我们战友的视频，你别看，反应太快了吧。我就说了他们邀请班农去北

京参加经济论坛，连这个论坛都取消了，大家发现没有，多疯狂 

 

12.CCP找人挑战班农，挑拨文贵与班农【班农】【灭爆小组】 

接下来又找了这么六个人挑战班农先生，但你们看热闹，包括他们现在当前危机委员会在纽约的会议，各种力量在游说，

沉默的力量。大家你看到了吗，派出多少人，所谓的海外民主民运人士，卧底靠近爆料革命，挑拨文贵与班农关系。 

 

13.给郭媒体当顾问的爆料革命里面班农先生连前十名也排不上【爆料革命】 

 

给郭媒体当顾问的爆料革命里面班农先生连前十名也排不上，他心里清楚。在美国在欧洲全心全意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和

我们一起爆料，我告诉大家，班农先生连一百号也排不上，你看我就这么公开说，我当他面我也这么说。 

 

14.上海、北京、香港，美国现在一系列的事件，正在酝酿着一个爆料革命新的起点！巨大的风暴！【爆料革命】 

 

15.海外欺民贼过去几十年来各种造谣事件，对文贵缠诉，吴征和 FBI职员的交往，美国已经看清是有组织的。刚刚成立

的某个部门的针对华人犯罪的某个小组，大量增加人手调查。【伪类】【美国行动】【吴征】 

 

海外欺民贼这块儿啊，你们要看到，孟维参博讯，和熊宪民这个烂人，这个垃圾，还有夏业良、郭宝胜，这垃圾。郭宝胜

又换律师了！郭宝胜把他律师炒了。又换了谁了？叫过去给那个美猴王当律师那个，叫什么，Smith。过去是，给叶宁当过

律师，然后又给美猴王当律师，美猴王把他炒了，现在又跑郭宝胜来当律师。又换了，Smith，Smith啊！你说这些，郭宝

胜、夏业良，还有熊宪民这个畜生，还有这个孟维参，全！还有那个 FrenchWoller，MichaelWoller，律师改了！改成现

在和吴征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马蕊强奸案、博讯孟维参的案子和吴征的案子，全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同一家律师事务

所！你说这，你说搞不搞笑。所有我的律师，几十个律师都傻眼了。当他们听说，什么 StrategyVision啊，就那个

FrenchWoller，MichealWoller公司的案子移到吴征律师事务所，大家全傻眼了。更加证明，吴征作为特务代表共产党，

在美国进行缠诉，对我的这个事实。 

 

刚刚成立的某个部门的针对华人犯罪的某个小组，从过去 5个人增加到 45个人，这是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接下来可能要

变成几百个人。南区检察院，刑事庭会增加更多的检察官。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你们就放心，所以说，这些欺民贼，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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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们跳，别看他们折腾。大家你们看看，最近网络上在关于 19届四中全会，所说的中国，什么习近平让位了，陈敏尔当

储君了。一切都是谎言！ 

但是美国政府我第一次听他们反应这么快，说这一次不仅仅是造谣那么简单，这是有组织的共产党像吴征这些人放出的

风。每次都是错误的，放那些假消息，然后转移视线，更重要的是毁掉所有的在海外民主人士的形象。真正的民主人士的

形象。没那么简单！ 

 

这就是现在美国人已经明白了，过去几十年来各种造谣事件，不仅仅的是博取点击率。你像博讯，大家去查查博讯，一年

前两年前三年前，所有的新闻，你给我找出一条是真的。一条，就一条，你找出一条是真的，。都没有，那都是有目的

的。如果一个媒体，一个网站，一个人，百分之百说假话，还永远在关键的时间，说同样有价值的假话，那他就是有组织

了，那他就是有目的了。那就不是欺骗，谎言那么简单了。这是基本的常识。 

 

吴征带着 FBI的人，和我的保镖公司，我那个保镖公司，百分之八九十都是，FBI退休人员。大家看看，你觉得美国人就

真的不知道么？美国人什么都不知道么？ 

 

16.习要拿下公安、政法委。【习近平】 

 

公开拿下八局，这就是要开始了全面的大清洗，证据大搜捕。拿下公安一定会拿下公安的，拿下政法委。 

 

(信息密集，建议看完整视频或全文) 

 

2019 年 11 月 6 日 

郭文贵先生直播：共产党创造了几个荒唐政治事件(1)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VtPZJtBM0f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98cf656-1448-475e-a822-3ce2586b86f5 

1.上海进博会，是国际勾兑的一个政治流氓大会【进博会】 

 

法国某奢侈品集团控制了 50几个品牌，这个奢侈品集团在中国的生意占了集团百分之三十几，这个人已经被共产党威胁

的，已经蓝金黄的不行了，但这个人是有良知的，所有欧洲国家领导人退休以后都到他那里去，挂个一官半职当个顾问，

拿个 10万 20万欧元顾问费，但在这件事情上几乎是让他感觉到震撼。说这个法国，已经完全被共产党强奸了，连讲一句

话的权力都没有了。他本人提出了私下里的建议，说无论如何的维持法国的尊严，总得提个一两句。就是说你都不敢说让

我说啥呀，最后还是不说，谈大熊猫。 

其中的香港的两个最牛的家族之一，也是两次被选为当特首都拒绝了，一个最大的生产商之一，在跟他见面时候说过一小

时以后要飞上海，我参加上海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他很惊讶，你为什么到上海参加进博会呢？你公司都在外面，你是世

界上最有名的品牌，世界上每 10秒钟卖一个你的产品包包出去，你干嘛跑上海去呀？你不需要去上海开进博会呀！结果他

说一句话，趴耳朵上小声说，中共政府通知他必须参加进博会，而且要把已经拟好的订单要在上海签，来充实一下上海进

博会的数据。然后美国朋友说，我也是股东啊，你可以不去啊。结果他说了一句话，我的产品的 60%都在广东生产，在贵

州生产，在东莞生产，它会关掉我们的厂子，取消我们的免税额度。 

 

呵呵，大家你们看共产党流氓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在所有的机场，所有的包包店，世界上最大的包包，卖着包，老板被威

胁到上海去参加进博会，并且在进博会明确要求他要和 KerrieLam握手，要在摄像机前握手。他本来是不答应的，他哥俩

儿都去了。这么大的公司，而且过去香港机场都归他管，香港机场的老总。本来不是 KarrieLam林郑月娥选特首，选的是

他，他不干，但这回你要到进博会你要跟她握手，表明香港富豪支持 KarrieLam。来苦巴个脸，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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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香港，大家看的到的，还是我的好朋友，香港政府官员，我就不能说他是谁了。他本来是说有病，我去不了，结果北

京通知，你马上来到上海，因为你下面有明星，你必须表态，而且你必须站在旁边。后来当他看到在上海出现的和北京出

现的私人飞机，美国大佬，香港大佬，他也傻眼了。他说不是我一个人勉强被胁迫来了，这些人都来了。有的是为了钱，

有的是为了自己的生产，生产线被威胁。 

 

2.共产党用最快的时间将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国际之港变成了恐惧之港。【香港】 

他们今天第一次几个人给我说，我到了香港的两三天，当我们问香港这些人经济数据的时候，所以的人都摇头，这不是真

的。当他问共产党用什么来维持香港的市场？这些指数都上扬和稳定的时候，所以人都闭嘴，没有一个人敢说共产党篡改

了电脑市场的金融数据，可见恐惧到了什么程度！不但如此，这位美国朋友说，他过去的很大朋友跟他见面，包括他投资

的合作者，谈起这场运动时候就好像在电视机前面讲话一样的，在摄像机前讲话一样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当他们给他

私下说，你有没有害怕啊？你愿不愿意把有些投资项目改一改啊？全都是用身体摇头、点头来说，就不说出来！这严重的

震撼了他们！共产党真是用最快的时间将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国际之港变成了恐惧之港。 

 

然后美国朋友向相关人士问，陈彦霖女孩事件，没有一个敢回答他们的，是跳楼自杀，还是被杀，没有一个敢说，没人敢

说！而且当美国朋友试图批评中国在香港的这些政策和行动的时候，没有人敢接话。 

3.马上就要爆出来一个巨大的明星的老公的金融集团倒闭的事件【CCP金融】 

 

金融集团啊，巨大啊，娶了个明星啊，现在听说被中央给定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金融犯罪集团。 

 

2019 年 11 月 7 日 

文贵直播，投资郭媒体的基金相信共党必灭，苏世民等人要挑战班农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3dM7LhAshkQ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432f034-44d2-41ee-8892-c545796334b3 

 

1.杨洁篪荒淫无度【杨洁篪】 

杨洁篪就特别得意，说当年去四川，招待最好吃的是把一个猴子放在桌子中间，把猴脑子盖打开，然后拿勺子舀着猴脑

吃。我原来说过这个话我最起码听过 3到 4个就是中央领导说过的话，杨洁篪也这样，他吃猴脑，活吃猴脑，猴在底下还

蹬腿。 

四川一年那几万只猴给中央领导吃呀，就是开瓢把猴脑吃了，他们觉得壮肾呐！ 

杨洁篪专玩儿少女、玩儿孩子、恋童癖、玩儿处女的，要把这个吃阴枣儿的，听说杨洁篪吃的不是阴枣儿不是吃红的吃绿

的，他喜欢吃生的阴枣儿，放到阴道里吃完。 

 

2.中国银行里面的存款都已经是被掏空了 48%【CCP金融】 

 

3.十几家基金公司一致决定通告投资者要从香港全面撤回和中共有关的投资【香港】【海外投资】【郭台铭】 

四天前，在曼哈顿，十几家基金公司，第一次坐在那里，开了一个庄严的董事会。这些基金全在中国、香港有大量的投

资，长期投资。一致作出决定，将向所有的投资者……因为基金嘛，钱是来自公开募集、私人募集也好，都是募集来的，

写信——要从香港全面撤回和中共有关的投资，他们认为这个投资是有风险的。 

 

然后呢，可以让大家提前赎回，…可是拿走呢，我要告诉你，我有损失，就是八年的盈期预收我不能给你了。这是多大的

决定啊？一个基金都是上千亿，或是几百亿美元的募集资金，一个月在那儿啥都不用干，一个月就是几亿美元的管理费，

一年几十亿美元——不要了！因为中国要出大问题，中共要出问题。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432f034-44d2-41ee-8892-c545796334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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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这个……大家都是集体议事，所有人都说，中国这个国家肯定会强大。但是，中国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就是中

国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最大的威胁！中国人民将推翻这个政府。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会一起和中国人民推翻这个政

府。所以，我们向大家通告——我们把对香港和中国的长期投资，把长期投资给拿回来。 

 

我就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不能说的太具体，因为这都是跟我有关系的。某个基金，在广东、深圳投资的节能的电池，六十

亿美元，中方投三十亿，外方投三十亿，资金已大部分到位。但是，自从美国对这个事情开始制裁以后，人家外方撤出来

了，中方最后也接受，停了。 

 

另外一个基金投了某个科技公司，中方主动要求停的，中方说：这个事儿进行不下去了，因为美方制裁，这个芯片的事儿

停了。 

… 

刚刚在国内，郭台铭，这个基金跟郭台铭有合作，说所有跟郭台铭的合作，郭台铭主动叫停。郭台铭说我们进行不下去

了，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战略投资要改变。这个基金人士在美国相当有名的，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前名叫 Michael，后面叫 D

的一个人，因为违反过证券法他被抓起来过，相当有名、玩大钱的。旗下管着几千亿美元的资产， 

4.灭共是现在全世界最时髦、最受人家尊敬、最高尚，在西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灭共】 

 

接下来将是反共的最核心人物。马上苏世民、白韦，亚洲战略协会的，还有蒂姆叫 4个人现在定的是，要挑战班农。大家

看吧！非常火爆，然后达拉斯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当前危机委员会又在纽约也有一系列的会。然后在 11号、12号、13

号、14号在曼哈顿有几个大基金、全球的基金在这开会，聚集在曼哈顿。 

 

我想说什么战友们，灭共他是现在全世界最时髦的事。灭共是现在、在全世界最受人家尊敬的事，在西方是没有任何争议

的事。灭共现在是最高尚的事儿。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你现在心脏在跳动的人，你的人生你将面对着一个大事，共产党

是统治你还是共产党被消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5.文贵警告盗国贼【盗国贼】 

 

孙立军、吴征、孟建柱、王岐山，我再次告诉你，你干啥我都知道。当郭文贵出手的时候，你记住还包括这个杨洁篪，杨

洁篪、孙力军、孟建柱、王岐山，当我出手我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你最恐惧的东西比你想象还要恐

惧，记住我说的话。记住我说的话，你们啊。 

 

2019 年 11 月 9 日 

文贵报平安谈尹队长上路德节目打响以共灭共第一枪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llXaA4Ii3f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4fdba0d-5355-482c-8ef2-3d0ff8785ea6 

 

1.是爆料革命让西方、让美国把中国人和共产党划分清楚，我们写了成千上万份报告【爆料革命】 

 

彭培奥国务卿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吧，爆料革命现在已经在美国、在西方已经清楚的把中国人和共产党划分过来。可以告诉

你们，蓬佩奥国务卿要没有咱这个爆料革命他不会这么做的，包括彭斯副总统，包括所有现在国会的人，都是因为我们各

种成千上万份的报告给他们写过去。中国人绝对不接受共产党，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共产党和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就

像我过去说的，很多人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共产党，我说这是错的！现在我们绝对的扳过来了，这是给中国人最大的一个

礼物！让西方世界看到中国人是被绑架的。 

 

2.盛京银行现在的坏账是几乎一块存款，担保成 2.5到 3倍的贷款，全是票据贷款【盛京银行】【金融票据】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4fdba0d-5355-482c-8ef2-3d0ff8785e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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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共产党你要有脸啊共产党，你要有种你敢跟我在美国打官司么，盛京银行现在的坏账是什么概念啊大家记住，几乎一

块存款，担保成 2.5到 3倍的贷款，全是票据贷款。 

 

两大股东，第一大原来海南陈峰还有王健先生，当然背后王岐山；第二个叫仁和地产戴永革。基本上是 2.5到 3倍，那个

盛京银行的很多存款还都是当地的驻军，部队，他们只要能在盛京银行贷出钱来，带一块钱回扣 30%。盛京银行竟敢这么

干啊，贷一块钱回扣 30%！ 

 

3.北京银行 1块钱的存款最起码 1.5到 2倍的票据抵押担保。北京银行的背后老板贾庆林、刘琪、孟建柱、孙立军等都在

北京银行贷款。【北京银行】【盗国贼】 

 

北京银行 1块钱的存款最起码 1.5到 2倍的票据抵押担保。这不叫影子银行，这叫诈骗集团，你不要带个影子还叫银行，

你叫诈骗集团！现在是北京银行的背后老板，贾庆林啊，是吧，刘琪啊，孟建柱啊，孙立军，孙立军女朋友贷款全都是在

北京银行贷款。现在这几天都疯了，到处拉存款拉贷款，做假帐，混进来超过 24小时都行，然后给你高息。北京银行拉存

款，就给这年底这几个月，月息，月息 2%，月息 2%！ 

 

4.过两天爆料仁和地产戴永革，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仁和地产】【戴永革】【曾伟】【曾庆红】 

过两天我爆爆仁和地产的事，亲爱的战友们，现在不到时候，爆爆仁和地产戴永革，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就是挖地

道的，到人防工程，开商业的，挖地道的。他们玩这个黑怎么玩的。 

 

2019 年 11 月 10 日 

郭文貴報平安直播滅共已經在經濟政治領域中成為最時髦的話題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m.youtube.com/watch?v=mzu1ryqWyuw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099620e-d4e7-4297-8b82-97f7fa64ca8c 

 

1.香港接下来共产党跟林郑月娥等卖港贼安排好以后，将大肆抓捕，威胁四大不要脸，让他们闭嘴；然后，将抗议人士各

个击破【林郑月娥】【反送中】【四大不要脸】 

我说共产党跟林郑月娥安排好以后，大肆抓捕，威胁四大不要脸，让他们闭嘴；然后，个个给你们击破。更重要的事情，

骗你的招多着呢，没有遣返法例，他有 23条立法，还有国家安全法，还有香港戒严法，这些法用哪个都要你命。 

 

林郑月娥在北京已经得到许诺：家人安全，你安全，先撑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让你下，肯定让你下。李家超、卢伟聪、

郑若骅，都有明确的承诺，家族的利益、家人的利益、他们的安全，包括他们在西方受到的制裁，所谓取消护照，国家都

会给予补偿。用当时韩正的原话说：国家承担不起，也不会放弃你们这个后果。那就是说：共产党还得要脸，要面子，得

像个黑社会老大哥一样，得表现出义气，不管你杀谁，大哥得表现出义气，表演给弟兄们看。 

 

2.共产党在印钞票，要换新钞，要把习近平给印上去，有五百元、一千元面额【CCO货币】【习近平】 

还有现在共产党大量限制现金使用，我在几个月之前就说过，共产党在印钞票，要换新钞，过去换新钞两回事，现在换新

钞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把习近平给印上去，这是新的第四代核心，而且是第一次，中国要有五百元现钞，一千元现钞。 

 

3.共产党现在换新钞的目的是要把 40万亿的现钞洗没【CCP货币】 

大家记得当年是费孝通在 2005～2010年说过一句话，中国有 26万亿现金找不到，啥意思？26万亿现金就是被贪官放在家

里边，或者某些人存在家里面，或者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把钱存家里面。2005年到今年大家猜猜有多少万亿现金？那可不是

25万亿了，最起码也得 40万亿，40万亿的现钞，共产党要给你洗没了。 

 

https://m.youtube.com/watch?v=mzu1ryqWy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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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产党控制香港的银行和股市【香港银行】【港股】 

香港朋友说，郭叔，金融战怎么打？我说现在你去香港银行，你有种把香港钱划到美国银行去，划到欧洲去，别划美国，

英国，太高级了，划意大利这种穷国，穷得没饭吃的国家，那国家恨不得谁带现金来，天天在机场查现金，罚钱，穷得叮

当响都不纳税。你试试，你能划出来吗？ 

 

我说你有本事，你到香港交易所，大宗的股票你卖卖试试？看能不能卖得了。你卖完以后，你到电脑有没有行动？其中这

哥们是一个基金的经理，大家知道：基金，当你拥有股票的时候，在基金经理是签字人，他就去卖几个股票试试，连试几

回吓坏了。他说：郭叔，我怎么从来没经历过？我听你两年爆料，我这一试把我吓坏了。我从一百万股到两千万股拿去

卖，越卖股票越值钱，我一往回买，股票就往回跌，他说这意味着什么？就当年的中石油一样，股票是只有你真是出仓，

你真出仓，你卖吧，上面显示着一点，越卖越高，然后你往回一买，“啪唧”就收回来，都盯着你的股票呢。再往外卖的

时候，说我买回来，我卖得高买得低。我再卖的时候，又跌了，就你的个只股票被控制了，只有去没有回，只有去没有

回，而且只要你去，就拿你这个去做文章。那你洗钱，而且电脑上指数全都不显，都是好，都像好。利用你的出仓别人赚

大钱做高，你买回来以后，等你再买回来就很低，你再卖的时候对不起了，你卖不出去了，没人出价。大家可以试试去，

有股票的试试啊，千八五就你别试了，稍微有个大股你试试。特别是恒生期货指数，25万亿一手你去试试，10手、8手没

事，你试个 100手，试个 200手你看能不能卖出去。 

 

5.中国现在金融的现状，银行极度缺钱【CCP金融】 

北京银行的哥们儿看到我说北京银行以后马上去了，去取钱去了，找的人，说取 500万行不行，哎呀！没问题，那你账上

十几个亿呢！500万我给你送过去，等着吧，他说你看没事啊！等着吧。第二天说我们的行里开会，要后天，后天又是星

期六、星期天不行那就大后天。上星期一告诉他说 500万有点多，取个百八十万可以，没问题，取 100万吧，送去了 60

万。然后说我要划走 3个亿，这哥们儿就急了，你可不能划，你划走我的饭碗就没了。北京银行有死命令，绝对要保春节

前不能有大额划转，这个基数必须保证，绝对这个泡泡不能被戳了。 

 

然后给这哥们儿说，你的钱我给你增加了利息，这哥们儿坚决不行，我必须转走，转哪儿去？你要转，你转哪儿去？这会

儿有人给我出了个天价，我转 1个亿，过了节还我 1.15亿，15%两个月的利息，15%，转到哪儿去呢？说转到广东的一家银

行，招商银行的分行。招商银行 15%的利息，哥们儿晕了，说你这是不想让我活了，你把钱转走我就的被炒，你千万不能

转，领导盯着呢，我是靠你这钱活着。 

这就是中国现在金融的现状。 

 

6.郭宝胜为了 15万美元捐款，不还钱，害掉一个几百亿的富豪，有正义的富豪【郭宝胜】 

 

你像郭宝胜那个王八蛋，他骗了人家的钱。一位战友，加拿大的一位战友，给龚晓夏捐了 3万，给路德先生捐了 1万，路

德先生没要，给曾宏先生捐了 3万，给郭宝胜捐了 15万，就是一个条件：要支持郭文贵爆料。 

 

最后，是郭宝胜给加拿大皇家骑警揭发他说是暴力犯罪，他在国内有犯罪，然后说他的钱是黑钱，把钱汇到他老婆李某的

帐号上，然后把他老婆李某的帐号交给了加拿大政府，然后汇给中国警察国安部。结果，这个支持郭文贵爆料的战友，在

国内几百亿矿产和资产和家人被绑架，这个战友没办法回国，天真的回了国。我说你千万别回国，他还是回去了，现在消

失了。就郭宝胜为了 15万美元，不还这个钱，能害掉一个几百亿的富豪，有正义的富豪。这仇是一定要报的！这个战友回

来他一定要通过法律，要给他（郭宝胜）算账的。 

 

7.共产党搞区块链的目的是绑架全中国人所有人的未来和财富【区块链】 

现在要搞印假钞、银行金融管理、区块链，知道你每一分钱的去向。中国搞的不叫区块链，他是区域链，区块链里边是分

公和私的，公开的区块链数据和私有的、和私密的区块链数据。共产党搞的是不公开的，叫私块链，叫区域私块链，不叫

区块链。就是知道你老百姓每一分钱去那了，然后所有的钱他一人说了算，然后给你数据化，数据化在 0秒钟以内把你的

钱全部拿走，没人能查的了，因为去掉了中心化以后就他一个中心了，而且还立了数据法，数码法，没人敢碰、没人敢

查、没能力查，你也不可以查。也就是所有中国的钱他一秒，所有说没有就没有，说放哪儿就放哪儿，绑架全中国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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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未来和财富。你这边正在刷着卡呢，那边显示的 OK就给你收回来了。然后对所有人数据监控，就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

狱，大独立村。 

 

8.过两天文贵在华盛顿有两个秘密听证会【秘密会议】 

 

9.准备 11月 20号王健先生之死一周年全天连线的直播节目【王健】 

 

而且我们现在战友准备 11月 20号，一周年啊，王健先生之死一周年的，我们要搞一个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的，全天连

线的直播节目，回顾王健先生的被死一年，普罗旺斯发生了什么，这一年事真发生不少。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王健先生之死的真相一分钟一秒钟咱没给他放下过。 

 

如果大家你们闲着，不打扰你们睡觉，11月 20号你们好好看看，会有惊喜，会有惊喜呀，郭媒体全天直播，早上八点到

晚上八点。很多战友会携视频而来，会跟战友连线。谈观点，谈这一年发生的事；再谈王健先生普罗旺斯之后中国经济，

共产党还有海航、陈峰、王岐山、贯军、孙瑶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那天我们好好回顾一下 11月 20号。去年的 1120到现在，欺民贼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海航发生了什么事，到底王健

先生怎么死的，谁弄的？王岐山到底在哪呢，王岐山的保镖到底参没参与呀，是吧？ 

 

10.陶先生一两百次的捐款震撼了文贵【法治基金】 

 

陶先生，我不说你名字，陶先生，您这一两百次的捐款真的是震撼了文贵，你心知肚明，我也心知肚明。文贵万分感谢，

法治基金万分感谢！你让所有美国人都看到了中国人的力量。法治基金不会让你失望，郭文贵不会让你失望。第二姚先

生，姚先生您付的这些大钱，几十笔了。姚先生我就不多说了，还是那句话，法治基金不会让你失望，文贵不会让你失

望！我们的承诺永远你记住，喜马拉雅就是你的家。 

 

11.头两天我们给香港朋友买了很多保护性的东西【爆料革命】 

头两天我们给香港朋友买了很多东西，也是其他公司垫付的，还没在法治基金拿钱，买了很多东西，咱其他战友也知道，

香港同胞拿着东西以后，非常非常感激！有些东西只有某些国家有，都是保护性的东西。 

 

2019 年 11 月 11 日 

郭文贵先生与班农先生紧急直播关于香港最新局势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TzD2vtzJ5ro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4282985-e691-4364-97e3-9a1fb85a6590 

(无大事件) 

 

直播提要： 

班农严肃提醒和警告中共：我们会打败你们！ 

 

2019 年 11 月 12 日 

郭文贵先生关于香港最新局势紧急直播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m.youtube.com/watch?v=zc81QQqKy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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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d314e7b-37d4-4546-b07f-79d3594cc8f9 

 

1.大陆的警察和大陆的解放军，在香港非法执法，大肆抓捕并直接带回大陆，威胁战友家人【黑警】【反送中】 

昨天晚上香港又开始了，大家都知道共匪、流氓、黑手党对香港採取了人类上前所未有的、惨无人道的，去到家里面——

很多人的家里面，撞开门去抓人。 

 

昨天到现在，过去的七八个小时，很多默默地在香港抗议前线，支持香港抗议运动、爆料的，还有一些香港的抗议的勇士

们，在家里面被共产党所谓的“掏窝子”给掏走了。特别是有一些大陆移居到香港的战友，一些勇士们在家里面被带走。

而且是有组织的，并且非常明确，这些来的都是大陆人，直接对你讲普通话，非常清楚你家庭情况，也非常知道你参与了

所谓的暴动——暴动！ 

 

很多在香港默默地支持抗议运动、参与爆料革命的战友们，及家人们给我发来各种信息，紧急向我报告当时发生的情况。

这是昨天共产党在香港明目张胆进入到私人住宅，破门而入进行绑架。 

 

而且，主要的这拨抓的人，就是大陆的警察和大陆的解放军，穿著香港的警服，去抓捕在香港已经有居住权以及有香港身

份的人，直接带回大陆。到目前为止，我掌握的最起码有二十个人以上，二十个人以上。 

 

而且，这些家人给警察报警，警察就明确地告诉他们:好！你们等著，马上出警。稍后就有人打电话——你不要报警了，报

警也没用；再报警，你大陆的家人，你大陆的什么什么人……都很清楚，都会被抓！你敢见媒体，你敢把消息告诉媒体，

你家人就会被抓。 

 

这个流氓共匪到了今天这个程度，简直是太惊人了！能敢这样地流氓，这样地以黑治国，真是前所未有。而且，有的战友

们家里的贵重物品，包括保险箱都被警察现场打开，打开以后，把保险箱的东西全部拿走。 

 

这已经是公然地到香港非法执法，到香港掏窝子了。而且，这些战友的家人受到了人身的、生命的威胁。 

 

2.我们的战友在昨天之前已经告诉我，获得了内部信息；然后，昨天有行动计划，就是要对香港的港大、中大几个学校进

行定点抓捕【爆料革命】【港大】【中大】【反送中】 

 

3.获得重要消息：一定会在香港实施事实上的全面戒严【CCP戒严】【反送中】 

 

我们获得了更重要的信息，希望香港的朋友们，香港的战友们，香港的同胞们——共产党，就像九月份我说的一样，它一

定会在香港实施事实上的全面戒严！ 

 

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地抓，杀和戒严，到昨天事实上它已经戒严了！ 

 

接下来会对所有的香港同胞和在香港曾经上过街的勇士们，还有上过街的在银行存款的资产，包括支持上街的律师，还有

媒体，进行抓、捕，甚至还要杀几个，还要再搞一些浮尸出来。 

… 

香港危在旦夕呀！接下来还会更加的凶残！我已经通过我的方式传达给香港我应该传达的很多朋友们！ 

 

我再次告诉香港同胞，11月将是你们最血腥，最残忍的，也是最有希望的时间！我们不敢说什么要求啊，挺住，顶住，我

只告诉大家我们会无论如何全身心地与你们站在一起！ 

 

4.班农 11日直播所有说的话，在昨天所有美国政界和全世界引起来了巨大的震撼【班农】【反送中】【美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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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先生昨天的代表性讲话，很多人是因为无知，甚至是有意歪曲他的讲话，根本不理解他讲话的意义。我们今天想想中

国共产党，不要说出来一个前常委，就是一个前副部长敢对美国讲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开战。 

 

班农先生昨天讲的话，对香港的表态非常明确。参议院“香港保护法案”和“香港法案”和“香港紧急法案”一定会过，

美国人一定会站在香港这些学生和香港的同胞这一边，和共产党作战！“美国和欧洲感觉到可耻”，他昨天用了好几次可

耻这个词，这不是美国这一级别的人物所能说出的话。 

 

 

2019 年 11 月 14 日 

郭文贵先生华盛顿直播：香港一定赢！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m.youtube.com/watch?v=BzgBgUUuDOY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235bc91-7b76-4212-8312-df8e3e8d9ea3 

 

1.香港一定赢！【反送中】 

 

千万别以为华盛顿沉默，华盛顿从来没沉默过。这句话是我昨天，我觉得昨天晚上这位朋友说得特别好！我很多的牢骚，

把很多战友的牢骚，香港的牢骚发给别人。人家说句话，他说：“文贵，你们太着急了。这是个国家，这不是个公司。华

盛顿从来在，没有站在邪恶的一边。从拉（登）、卡扎菲，从这个萨达姆，从这个 IS，再往前齐奥塞斯库，再往前数，多

了去了，前苏联。美国从来最后不会站在邪恶的一边。”而且说，香港一定会赢！他说，不要看政客们说，他说，你要看

美国的行动。“不要看政客们说，你要看美国的行动。”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这个，本来我想展示一个非常让香港同胞们，能开心、放心的一个，一个信息呢。我想想算了。这位朋友，在最高指示的

时候，在赶着塞车呀，塞车，紧急地到那儿跟我耳语，马上，他说：“马上见你，这个会要听你讲讲。”所以我是赶快，

加班加点加急，在特殊车辆照顾下，跟人家参加这个会，向人家汇报整个发生了什么。 

 

…华盛顿是一个力量的、较量的、交易的中心。你说事儿，你要拿证据，你要让人家心服口服。没那么简单，哪那么简单

呐？但是，香港一定会赢！华盛顿，从来没站在邪恶的一边。不管之前发生什么，最后一定会站在正义的一边，也就是站

在香港的孩子这一边。 

 

2019 年 11 月 14 日 

文字版 2019年 11月 14日郭文贵先生路上直播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Tkwd3FS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OgldpSV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SCm47iQEk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a2ed481d-3fa5-46f4-9035-34e291674462（视频 1） 

视频 2、3无文本。 

1.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进入了快捷通道表决方式，一定会过【香港】 

大家今天看到了，卢比奥议员还有查彼得议员，一起连署发动了，参议院叫“快捷通道”的通过议案，必需完全没人反对，

这个法案自动通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通过这种提议的法案还没有过不了的。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e235bc91-7b76-4212-8312-df8e3e8d9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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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共产党的中南坑的人，在昨天——就咱们今天早上——的睡觉前，那么也就是我直播后的一个小时多一点，他们还收到

信息说保证香港人权法案不会过，它做梦它都不知道，今天早上 8 点 20，该法案就进入了快捷通道表决方式，可以说，这

是美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没有！ 

2.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宗教学院这几天被攻击，印证文贵之前说的重点人物、重大地点，抓捕从 1万人要升到 3

万人【反送中】 

过去这几天香港发生的事情多可怕？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的宗教学院都在被攻击，首当其冲要拿下中文大

学，因为中文大学的通信和学校影响力和里边学生百分之一百的是坚决反共，包括老师。这就是我在两个月以前和一个月前

所说的，它们要拿下几个重点的人物和重点的地点，要抓捕从 1万人要升到 3万人。 

这些东西战友们一旦要知道，香港同胞一旦要知道，你要是信了，你就会有战略，你就不会在战术上错误，这是多么的重要

啊，多么的重要！ 

  

3.国内政法界迎来腥风血雨时刻:孟建柱一铁哥们儿被抓，同时有 100多人被抓，都是孟建柱最亲近的人【CCP内斗】【孟建

柱】 

国内某官员一周前被抓，这个官员跟我很熟，家人跟我也很熟。在抓之前，这位官员的家人跟我通电话，说得到了中央的保

证，交代出事实，交代出人，最多两星期回家，官是保不了了，钱呢就是交代清楚这个案子，其他的也不会追究。他们还找

了王岐山，王岐山说这事不归我管了，都是人家赵乐际同志管。这事还是要相信中央，配合中央，没事。实际这位官员的家

人是有选择的，是能出来的，她说我觉得不能走，还得停下来。 

我给她的建议很简单，我说他是肯定完了，进去就出不来了，你一定要出来，你能出来就出来，我不是说你跟我一起爆料，

最起码有一天你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是：这位官员进去就没让他出来，他的家人也直接给弄进去了。所以这个天真的代价太大了，天真的代价太大了。咱不

能说，要是他当初跟咱一起爆料你什么感觉…… 

这位被抓起来的官员承认，大概刚开始是三千万，现在听说已经达到三百亿了。我给这个人说过：“王岐山这个人跟你说这

个话时，就等于你完蛋了，你怎么相信王岐山呢？！ 

这就是共产党的游戏规则，但是总有人侥幸、天真。这位官员进去以后，多少官员被抓知道吗？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跟随

孟建柱的人就有 100多个人在同一天晚上被抓，听说是 121个人，跟随孟的人。这位官员，跟孟是铁哥们儿。当然他跟王岐

山关系也不差，所以王岐山都没敢跟他说实话，谁能抓这样的官员呢？弄那么多钱，弄那么多人，现在说相关的人已经抓了

1000多了，跟他有关的案子 1000多人了。这 100多个人，绝对是孟最亲近的人。 

所以我在几个月前就说过，国内政法界引来了腥风血雨的时刻。像当年孟建柱打周永康一样，整个公安像什么李东升等一堆

人被抓，还有各省政法委书记。大家看到的才几个名字，实际多了去了，整个公检法战线、政法委战线被清洗。 

听说这两天，政法委正在面临几个省最大的问题，最要出事的就是河北省，河北政法委。然后就是辽宁、黑龙江、河南政法

委，肯定的。最安全的政法委现在就是广东，由于广东现在是香港平港前线，政法委不宜动人啊，这就是现在的国内。 

  

4.新疆问题的核心-从来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新疆的最大的问题-不团结【新疆】 

我说新疆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说新疆出现了人道危机，把新疆问题当成了当年希特勒关押犹太人的集中

营。我说这个事从来没有过，这个国际影响力，新疆第一次，而且已经成为欧洲，特别是土耳其、东突…… 

新疆成为国际事情，新疆现在第一个最大的优势。我说你没有意识到，没有人再能改变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个故事，新疆人

你意识不到的，新疆人这一次是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想跟共产党就玩点打打杀杀砍砍那些小动作，骚扰、骚扰这些汉

民，这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这个本质不是汉维的矛盾，也不是你杀几个汉人和几个警察、派出所（的人能解决的问题）。这都是牺牲品，也不是这你能

解决的，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新疆人搞明白，必须有自己的绝对能抗衡共产党的力量。新疆的最大的问题是不团结，新疆一定要团结就是你一定要蓄兵千

日啊，不要蓄兵百日。也不要养兵百日，是蓄兵，储蓄的蓄，蓄兵千日甚至万日，你要等待猛击一发。 

  

5.共产党参与 darkweb暗网，今年 5万亿美元的交易；某大佬要捐款 80亿美元，文贵拒绝【暗网】【法治基金】 

我说一你给我 80亿美元干嘛！我们干嘛！不需要你 80亿美元，人家给咱 80亿美元干啥去！我说我不需要你 80亿美元。说

实在话，你给我 80亿美元，我们法治基金真不要，要他 80亿美元干嘛！我们也不是拿你钱分给人家去，分给这些。然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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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miles，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不要你为什么你需要钱？这个人未来在技术上是我相信 6G，他是 6G的绝对改、他是中国现

在不是中国，世界上社交媒体上几个大的影响人物、革命人物。他下一步他说 6G，他说可能会超出咱想象的那么快到来。 

而且告诉我一个惊天的秘密把我给吓傻了。他说你知道比特币的故事吗？我说我知道一点点。他给我讲了简单的比特币和共

产党这些家族的事。他说我告诉你 Miles，共产党要挨一脚的是 darkweb暗网。今年 5万亿的交易，5万亿美元和共产党在

海外的操纵股市的这些所有的公司和钱的钱来钱往，还有暗网的比特币，这哥们儿不简单。 

  

2019 年 11 月 15 日 

郭文贵先生建议香港前线勇武义士蛰伏保留实力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Wpxjq6Hs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0b57de5-efda-4434-b1c3-47ef1c83f5b3 

  

1.共产党对香港此次镇压蓄谋已久，4月份派去第一个部队——信息部队【反送中】【黑警】 

我告诉大家，习这次的讲话这是都准备好的，本来是要准备好跟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在智利的 APEC峰会上讲的。这可不是

因为你香港中文大学才这样讲的，这都是准备好的，这就是大家要看到 5月份的时候我说香港要出大事。咱们的情报准确无

误地预测了这一大事，是告诉不是预测，报告了这一大事，爆料了这一大事，可以这么说。就是香港派去的第一个部队是 4

月份进去的，是什么部队啊？大家知道吗？信息部队。 

大家一定要记住所谓的 70年大庆阅兵的时候最牛叉的，外国最关注的，根本不是什么东风 41，你牛什么叉啊？关键的是你

的信息部队。还有一个就是武警收回中央军委管以后，给武警的特别是侦查权和特别权利，并且成立了武警特别行动的几个

部队，这些其中一个就是信息部队，已经大量地驻扎在番禺、东莞、深圳、湛江。这些部队派出前期大概在 500人左右已经

到达香港，5月份才是综合性的部队进入了香港。这咱内部的高层信息给咱爆料革命提供的是绝对准确的，这在当时我跟香

港朋友们分享的时候，香港人 99.9%的都是不相信的。 

  

2.共产党对台湾的准备和要打仗，远远超出香港【台湾】 

台湾千万记住，你别以为这两天不提你台湾，对台湾的现在所有的行动，远远超过香港，派驻福建等地的，大量的军队。谁

一秒钟就说：开始！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大家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对台湾的准备和要打仗，远远超出香港。这是我（要说的），对待香港今天是小枪，对待台湾直接

是毁灭性的。不信咱走着看。 

  

3.美国和欧洲过去的 24小时发生了本质变化，对香港是革命性的变化【西方行动】【香港】 

大家看到，美国，美国这边儿和欧洲，可以说是过去的 24小时，是本质性的变化！我可以今天告诉大家，在过去，也就是

前天和昨天，华盛顿之间政治的较量，超出大家想象！据我所知，某人和某人在电话上骂了好几次，骂完以后最后电话还得

再打回来，谁也不敢说把这事儿就给掐断了。最后是，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最后是说，“好！咱这个交易成！”交易成

了，你让我这过，我让你那过，我支持你这个，我支持那个。咱以后会看到西方媒体报道...... 

最后，迅速都把香港法进入快速通道。这几乎是，连他本人都说：“哎呀！我没想到这事儿能成。没想能成。”他说，“我现

在还得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大赢！”然后，赶快推进怕再有变数，马上推进，这对香港是革命性的变化。 

然后，现在在南卡罗莱纳州、在洛杉矶、在旧金山，昨天、今天、明天都有不同级别的高层的智库、政治家这样的论坛，所

谓的“支共派”vs“灭共派”，正在参与媒体上的较量，经济上的较量正在进行中。可以说过去两天，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4.香港这几天达到了本质性变化——全民皆兵【香港】【四大不要脸】【李嘉诚】 

香港从过去的这个三四天，本质性变化。大家在中文大学能看到，支持中文大学的，大家看到百佳，李嘉诚的百佳，李嘉诚

的百佳送进去最起码十几货车的食品。二话不说，来了！把最好吃的，最好用的全给学生，全给你。现金，大把大把。人，

那人送出去根本用不完！这很有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只要是学生到任何地方，捐钱、捐物、打车、酒店吃饭，一律免费！

那时中国最辉煌，最伟大的时候，想起都让人沸腾！...... 

所以说，现在香港达成了什么？——全民皆兵！而且，四大不要脸，现在有本质变化.....四大不要脸，捐钱的，暗底下支

持的，那时比原来多得多。某些家族也认真地开始来，真正地明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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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贵建议所有学校的学生赶快撤，并愿意提供帮助【反送中】 

我告诉大家，我本人建议，香港中文大学，你们已经往回撤了，我建议所有学校的学生，赶快撤！赶快撤！能撤多远撤多远，

能消失得多安全多安全。千万记住啊，你离开学校你反而不安全。共产党对你的脸和你的手机，和中文大学里边儿所有人的

信息，掌握得倍儿清。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权力啊！一定要避免被摄像头取调信息、还有手机、和家人联络，一定要藏

在安身之处，藏在安身之处比你撤还重要，就是如何隐藏起来。 

不要被现在共产党的现在已经发动了提前的叫游击战，就是各个击破，就是我说的要抓三万人，从过去的五千到一万，现在

要抓三万人。说现在三万人是必须要抓的，否则香港他赢不了。 

所以说在大陆现在又派了一批批的技术部队、信息部队、还有特殊的侦查部队，这是要包括可能已经到达、各种先进武器，

就是要掏你窝子，掏窝子把你各个拿掉。 

然后，第二个，我要跟香港的战友们建议：为啥我说要你们要撤呢，你跟他挺，你是挺不了的。共产党接下来，烧大楼、烧

人、烧车，都会栽赃到你身上，稍微缓一缓，让他尽情表演表演，香港毕竟是香港人的香港。你在那儿生活很正常，他在那

块儿高压下、危险下，他会出更多的纰漏。让敌人犯错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最高的战斗、战略和战术，让他犯错。因为什么，

他犯错香港人会看到，全世界会看到，在香港有更多的国际媒体。 

所以我第一次我拜托了所有战友们：你们活着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你们健康自由是我们的希望。而且，全世界的政治压力

随之会跟上去，所以你们先撤一撤、躲一躲，安全的藏起来，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最后一个建议：香港的所有勇士们、孩子们，这个时候能撤离香港你也撤离，你有任何需要的，跟我们法治基金，跟我

们联系，跟我们所有的你们知道的战友和我本人联系，我们能帮助的全力以赴。 

所有的美国、欧洲朋友说，香港的这些人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每个朋友，我刚刚的我直播前，在美国的几个朋友给我发

了信息，他说，我在南卡罗纳州和基辛格先生一场战斗中，但是说，你能不能转达所有的香港同胞们，让他们一定要注意安

全，我们有各种信息和情报，各种信息和情报，共产党在香港接下来这几天将非常的疯狂，让他们注意安全，美国一定会出

手。但是那种火战似的出手那是不可能的，那要等待一定的情况下，现在还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下一步等到他再次疯狂。所

以让他疯狂疯狂，美国才有更多的近距离的，所谓的政治行动甚至是武装行动。 

6.文贵提醒战友：这是一场准战争，国内的战友要沉默、休战，保安全；海外的战友要多传播、补空缺【爆料革命】 

据说据我所知啊，赵克志明确的在公安部内部说，现在是一场网络战争，在国内，这场网络战争绝对不能输。要求公检法所

有人，包括武警部队，全面的备战。现在整个大陆现在武警部队、警察、公检法内，已经全面进入备战状态。 

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内的网络控制，战友们，你们千万千万在国内的，文贵要求你一件事，你在国内你就不要再用国外的手机，

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内，不要传播香港的真相，你就不要碰你的所有手机，关于海外的。一定要注意，这是一场准战争，国

内的战友、最好的战友、真实的战友，别说话，沉默一段时间，让共产党得意一段时间。 

  

2019 年 11 月 16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BeU44-gg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d119f48-df3e-4e96-8690-2991cb98b897 

  

1.解放军上街，CCP意在 24号的大选【黑警】 

 解放军这时候出来就是一件事，24号的大选，一定要强迫你造假也好，改电脑也好，改选票也好，突然间紧急宣布也好，

选的都是共产党的扶持的人。甚至在这之前由于选举造成社会动乱，或者动乱造成无法选举，有人香港所谓的陈什么瑶啊，

那个流氓，还有什么亲共人士会主动要求解放军止暴止乱，制暴制乱。 

  

2019 年 11 月 17 日 

文贵对理工大学即将发生的人道危机的个人看法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iBAxs5Zq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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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27539c2-6320-4db0-be4c-6d1ce09d466e 

  

1.中共要对香港几个宗教的领导人、几个教会学校头头进行秘密抓捕，要拿下香港理工大学几个女士【反送中】 

因为有内部的战友们告诉我说：他们接下来要对香港几个宗教的领导人要进行秘密抓捕，对香港几个学校，还有几个教会学

校，对几个头头进行抓捕，然后对教堂几个活动地点，特别有聚会的地点，秘密地安装摄像头，叫秘密取证。而且在理工大

学里面有人已经被说服，有的家人已经被绑架，要求他们在里面配合这些共匪们提供给他们在里面的资料，包括这些人的信

息。 

所以当时我就录了小视频发出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香港的美国朋友昨天和前天大前天都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掌握的内部

信息，我不敢保证这是真的，但是来自于美国朋友大家都懂得，这种部门的人没必要骗我们。 

所以说本人呼吁，谨代表我本人呼吁，当时这些学校离开，在我呼吁六个小时前我已把我能联络香港的朋友，我用我们的方

式已经都发给他们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我在呼吁大家赶快离开的时候，离开中文大学的时候，在六个小时前我已经是用我的

渠道发给所有人了，而且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后来我又公开的呼吁，我公开的呼吁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我特别说到是理工大学。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朋友在内部所谓的平港小组里面执行王岐山的平港七策的人里面，其中就有咱们的战友告诉说：下一个

目标就是理工大，而理工大的内部情况是最复杂的，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你应该告诉他们务必小心。包括那几位女士，我就

不说了，大家都懂得反正是理工大这几位女士，那几位女士是最最被他们关注的，一定要拿下这几位女士。虽然是老师，虽

然是学生当中被相信的人，也是共产党要灭的人。这是为什么我本人我能和你们联系的我就给你们发了信息，我联系不上的

我没办法我就公开发信息。 

现在我还是希望大家要注意的是：理工大学还是有机会的，他们可能要撤，刚刚我得到消息，说可能要演给全世界看、要演

给香港看，他们撤回来了，你看我都到这种情况下了，我撤了，但是他们还在这样还在这跟我们斗，这是共产党一贯以来示

弱、卖萌、装傻然后装饰公平。 

而且一定要记住内部有人不一定是间谍，他是被威胁了，还有内部人现在跟外面这通信，会出卖你们。现在香港理工大还有

机会，还有机会，不是说没有，但是所有的学生们包括那几位女士，还有那几位学校的领导们，让孩子保存下来，让孩子们

安全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求求了拜托了啊。 

  

2.出现在香港的“战狼部队”曾在新疆灭村【新疆】【香港】【黑警】 

“战狼部队”，大家好好研究战狼，新疆人现在最好的报仇机会去香港找战狼去，有血性的新疆人该去香港找战狼去。就是

这些人在陈全国和孟建柱的领导下，彻彻底底把香港（应为新疆，郭先生口误）人干掉了无数个，强奸、轮奸、杀害、无论

老少全部杀害，当年战狼行动，当时在香港（口误，应为新疆）灭村的人也是战狼，有种的新疆人该去那找他去，现在他们

不在新疆了，他们到香港了，你会更容易的到达那个地方。 

  

2019 年 11 月 18 日 

香港理工大事件的背后故事和王健到底是怎么死的！part12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tUh07Jhxk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36c6a27-114b-4ebe-b316-b40859f9e4e7 

  

1.中共要求必须要赢这次立法会的选举【香港】 

据内部的报告说，抓三万，要是有死人呢？说死五千无所谓，五千人准备好让你死。24号，你不是要“五大诉求”麽？五大

诉求其中就有“立法会自由选举”，真实选举，行政长官真实选举。它现在 24号的立法会选举还让你选举，它现在完全百分

之百是被共产党控制的，卖港贼的这个选举，你还会有“五大诉求”吗？没了！ 

控制了立法会，就控制了立法权，控制了立法权，什么《送中法》？一万次的《送中法》你也得通过吧，那就是一秒钟的事

儿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根据情报，根据我们的内部情报，根据情况我们得知，（他们）必须要赢这次立法会的选举。 

  

2.韩正发起了“香港大湾区之战”——十月搞突击，十一月要结束【韩正】【香港】 

所以，最灾难的是十月、十一月。十月共产党要开十九届四中全会，政治斗争要讲数；台湾选举到了关键时刻；十一月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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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立法会选举。还有，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美国一定会有行动，通过立法支持香港。还有在国内，节前的金融

危机，银行挤兑危机，这些事情最好的办法，都给一并解决了，转移了视线，香港来个大赢。 

大赢就意味着跟美国有个讲数的条件，大赢就可以告诉美国人，香港我已经彻底控制，我有更多勾兑的条件。所以说十月、

十一月也是香港人争取“五大诉求”最疲劳、最容易妥协的时候。所以，调兵遣将，跟你打消耗战，孩子们上街的每分每秒

都不容易，PLA吃的就是这碗饭。 

所以，经过专家论证，由韩正发起了——十月搞突击，十一月要结束的，叫“香港大湾区之战”。这就是文贵说的，十月、

十一月将是香港最残酷、最血腥、最重要的时刻。 

  

3.2019年的 1120直播会让世界重新认识共产党【1120】 

战友们，记住啊，星期三纽约时间，纽约时间上午七点开始准备，八点正式直播，大约到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两点，我尽可能

地缩短时间。大家记住，再忙，战友们，只要真心灭共的，你就是一定要看到完。没那么了不起啊，可能会让你们失望，但

是，一定不会让你们扫兴。 

我在这儿先吹个牛叉啊，过了这个星期三，纽约时间下午，大陆时间星期四，你们的凌晨的时候，你们会重新看待共产党，

你会重新认识共产党，我们会让世界重新认识共产党。 

  

星期三，11月 20号，又将是一个传奇的日子。真正的战友们，一定要拨出时间，看这六个小时。准备好瓜子，准备好板凳，

准备好你们的心脏！心脏！ 

  

2019 年 11 月 19 日 

11月 19号文贵报平安 11月 20号的一整天直播的大概安排和香港理工大的背后故事。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1ot2h5Uus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ec8e1b5-ecca-43fe-8297-c95467e6fdec 

  

1.中共原本要扫平理工大学，后因里边是有 5个北京老领导的孩子、家人而作罢【香港】【老领导】 

咱从内部获得各种信息，就是要扫平你理大。为何后来不扫平你？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可不是一个朱媛啊，据说里边是有 5

个北京的老领导的孩子、家人。可不是一个朱媛啊，你们未来会知道的。后来还有些家人被威胁的人，跟警察配合，所谓的

和解就是配合，可怜啊..... 

朱镕基的孙女就告诉你，什么叫阶级！她是天，你的地上的畜生。香港人如果再不醒，再看看勇武派留下的那些誓言，勇武

派做梦都没想到，你们保护的是朱镕基的孙女。你们也没想到，朱镕基的孙女也救了很多人。你们也没有想到，因为朱镕基

的孙女，很多人肯定会被消失，知情者都会被“扎”，灭掉！皆因一孙女，香港这几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竟然一个人影响

了政局，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 

2.明天将为王健之死调查案的团队们募集捐款 1000万美元【王健】 

然后呢，明天大家记住啊，战友们没钱的，你们千万别捐，因为我已经发动了世界上过去跟文贵好的有钱的富豪们让他们捐

款。明天会为这个在前线调查的、冒险的、包括在内给我们提供大量的王建案、这些绝密信息的，给他们筹集 1000万美元。

明天是在这个郭媒体上，就是那个法制基金和法治社会的网站上，会 PayPal直接的捐款，而不是打赏到 YouTube上，打赏

YouTube上还扣百分之 30，成本太大了。明天目标是一千万美元，大家看看我能不能做到，一千万美元。咱有很多战友很有

钱，就想捐，你别傻乎乎的往上捐啊，战友们你们别傻乎乎往上捐，我可不是让你们捐，你们就表示一下就行了，你们的 100、

200就不要捐，还不够麻烦的呢。我要发动这些朋友，我要看这帮家伙能怎么样，看郭文贵这二三十年积累的朋友咋样。捐

一千万美元全部给王健之死调查案的团队们，大家记住了，这钱是全给他们的。大家明天看看能不能做到啊，让欺民贼们看

看他们有什么本事，看看郭文贵有啥本事。 

  

本来我想弄五千万，算了嘛一千万，咱小试一下身手、小试一下身手，明天再看那是真钱、那是真钱、那是真钱，看看能有

多少，弄不好一分没有呢。所以说明天是在线接受捐款，一千万美元为他们筹建。 

3.共产党刚刚开会确定“打好香港三大战役”【CCP治港】【香港】 

现在共产党刚刚在，我这又要说漏了，刚刚开的会啊，就是要大行动之后要打入媒体，打好这三个战役。第 1个、要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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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武派激进派拿掉；（第 2个）同时马上打好媒体这一战，把媒体上做好宣传，要海内外自己的力量全面发声，打好媒体

这一站。第 3个、最后打好歼灭战，歼灭战就是在香港把一些所有支持的，这所谓香港他们说的暴民，就是香港向他们反抗

的，还有所有的支持香港学生的，这些四大不要脸们，不管你是明的暗的支持的，统统给你消灭，歼灭战，然后共产党觉得

我赢了，这就是共产党。 

  

2019 年 11 月 19 日 

2019年 11月 19日郭文贵先生连线班农先生庆祝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全票通过。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p7i1JuvA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33b2133-23b8-4688-bd9d-1c12261d3c62 

  

1.从今天起，灭共拿到了美国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提示参议院投票背后有激烈的斗争【灭共】【香港】 

这次啊，这个香港人权保护法案已经不是香港人权保护法案了，毫不夸张地说，这叫灭共法案，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真正的

给了香港人合法灭共合法持有武器的一个合法文件，等于是给爆料革命给香港的勇武派一个灭共的营业执照。 

我刚跟路德先生说，什么意思，我说路德先生，咱现在灭共过去是个人，或者你的情绪表达，从今天起，咱灭共拿到了美国

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香港人跟他还手，跟他反击，拿到了合法的营业执照！我们的行动将正义化，合法化，将得到全世界

的支持。现在共产党是少数，我们是多数，我们最起码有 60亿人口支持我们，这点毫无质疑！ 

... 

但是，你们昨天没有讲我昨天发的那 3个小视频。你说我晃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我坐在椅子上，从来很少那样发小视频的，

就是你们还没读懂我。昨天我是太累了，我刚要坐那，人家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需要这样那样的事情，怎么怎么样，然后

这事情会 100%过。我说不行，这到明天每分钟都发生这些事。 

他说我告诉你 100%过！然后又有其他我在这不能说的。江财神，只有我们爆料革命在昨天 3点 20的时候，我们说一定会过，

共产党蓝金黄不了，你要看那三个视频，我那三个视频今天要是没过，那咱完了，爆料革命完了，那就真给屁嘣死了。包括

今天在 3点，4点又发出信息，100%赢，100%过，我告诉你，我在这里，路德先生亲自验证，中间的变化多了去，那真的是

打仗，这就是政治斗争！ 

而且共产党流氓耍到什么程度，竟然打电话，说报警。冒充报警说有人行贿在那儿，这流氓都耍得出来跑到美国来，说出他

们多恐惧，多可怕，多龌龊。 

… 

昨天，前天，我上次在华盛顿的时候，下午已经是 6点钟，就有两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回来，我说为什么回去？他说这个事如

何如何，意思是这个法案不可能过，肯定给你 hold住一年，二年，如何如何，我当时真的是忍不住了发了大脾气，我说这

是正义不是买卖，我们所有做这个事情都是正义，不是买卖，香港保护法案第一个提的就是我们提的，绝不是香港哪个人提

的，我可以告诉大家。 

大家看一下，班农先生我们从 6月 9号直播时候我们说啥？5月份我说啥？所以班农先生今天都傻了，一会“不好，不好”，

一会“不好，不好”，另外我们最起码有二十多个这样的战友在 24小时工作着，有人亲赴前线，等着就怕有电话，这话都不

能说。 

…… 

最起码有五个人打电话跟我说，路德先生都在场，给我发信息说:“Miles，我们能过，但是我们遇到麻烦了，可能要延长半

年或一年”。我说延长半年或一年等于没过，还不如没有呢。 

  

2.美国的配套政策都会出来【美国行动】【香港】 

更重要的第二个，美国正式的宣布，这个是了不得，这四条啊，正式的宣布：你想在香港再继续这么搞，美国是这几招已经

很具体的说了，经济制裁，官员制裁，海外资产查封，然后对你这些人进行国际审判，并不排除美国使用任何武力，包括军

事力量。他们叫 force嘛，force就是这个力量，就是军事力量，那就任何都可以的，就是 force它不是 weapon，force就

是什么力量都含了啊，这英文比我好，江财神，今天用这个词非常关键的，就这个词用了很长时间。 

另外一个，百分之百的通过之后，明确告诉你，经济制裁，跟你断交，金融制裁，个人制裁，个人资产查封，包括支持香港

拥有合法的正当的武力。昨天你跟路德先生谈，我今天早上看了，我说，我让他看这个哥们儿的信息，最大的支持者，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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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权保护法案最关键的支持者，美国步枪协会。他今天一天都在现场，昨晚上都没睡觉，就在那儿盯着。这个步枪协会

查查去，不光是卖步枪啊，所有老百姓拥有的武器，它都可以卖。老百姓能买什么武器在美国，一万七千种武器。我告诉你

电子的那个枪那个，一打出去，射到你身上，一拽就往这儿倒，一拽往这儿倒，叫电子的那种枪。多远都可以，一般都在一

百米，可以最远五百米，还有这个光制的武器，都可以卖给香港啊，也可以卖给那些被共产党压迫的人啊，也可以发给新疆

啊，对不对啊，这就是合法的自卫的中级武器，中间的中啊，中级武器，这都是了不得的。 

再一个，给了所有人未来，据我所知啊，据我所知啊，我不能说那么啥，很快美国政府会有推出的财务制裁政策，接着一个，

香港法，不是香港人权法，“香港法”，“香港紧急法”都会出来。 

  

3.美国国会成立专案部门调查中共大外宣、欺民贼、沉默力量【美国行动】【伪类】【沉默力量】 

你看今天那个瑞克参议员，看到了吧？明确地说——共产党在美国的大外宣专门造谣、侮辱中国人，说的就是我！哈哈！说

的就是我。 

他在领导着一个在美国的，正在调查在美国的共产党的大外宣。然后造谣的，他说的就是我。而且，给了我一堆的他们做的

英文的文件，他让我推出去，我都没推，我随时可以推出去。 

说我是过去三年来，共产党最高的、唯一的定点攻击的目标！以及造谣、攻击的目标！接下来美国国会专门成立一个，郭文

贵在美国遭遇的大外宣陷害、缠诉，以及欺民贼、沉默的力量对我们进行造谣和打击的，各种的专案调查的部门。 

  

4.爆料革命是美国和西方接下来对灭共的最重要的参考数据【爆料革命】 

咱们的爆料革命一定是人类的伟大历史的一部分，是美国灭共的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是美国和西方接下来对灭共的

最重要的参考数据，这是我们的价值。 

 

5.这一次“香港民主法案”的推动过程当中，郭文贵个人或者其家族基金，有没有花钱？郭先生：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

有【香港】【郭文贵】 

这话我很难回答。我要说没有的话，对这些人就就太不公平了，因为付出太多了！我要说有的话，未来会成为这些欺民贼，

有案子，哎……你不是说你有吗？直播当中说的，多少钱？所以说，我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可以这么说，我今天在这说一句话，在全世界这么大的事儿面前，只有我在一星期前说:一定会过！只有我告诉（大家）

是——今天过！只有我在昨天下午三点钟，告诉你一定过！而且就是明天。只有我……都今天下午了，我告诉你包括班农先

生，三点半的时候，班农先生说:今天过不了了；四点半的时候——完了完了，又不行了。我说:一定会过！ 

  

这我就啥也不想说了，天知、地知、我知、大家知！这些事儿谁付出了啥，谁做了啥，一点儿都不重要。 

… 

再一个，香港的“人权法案”，香港我捐了多少钱？我光一个厂家，一个厂家买东西，我们就（花了）上亿。 

  

6.1120将用最重要的证据爆料共产党把世界已经渗透到什么程度【1120】【王健】 

明天我们 10月 20号，我将用最重要的证据，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纽约时间早上 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 8点左右，我们

开始直播，一开始是播我们回顾的一个短片，8点整也就是北京时间 9点整，我就正式出来，我开始爆料关于海航，王健到

底是怎么死的。这一年了，我告诉大家你们会找出孟宏伟是怎么被抓的，为啥被抓的答案。你们看完这些东西以后你们会惊

叹。江财神、所有战友们我告诉你们，当你明天看完爆料的时候，你们能知道共产党能把世界已经渗透到什么程度。 

我们把明天报完料的视频，送到美国国会山，送到美国白宫国防部大楼，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所有的美国将军所有的美国官

员都会研究很多遍。就像当年我们推出的，共产党的假经济一样，震撼了美国和世界。 

  

2019 年 11 月 21 日 

2019年 11月 21日感谢万佛万神，警告海外华人不要帮中共作恶并喊话黄芳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1csM9fxsI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3665d99b-594e-401f-a893-469c864e5e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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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News、GTV、GPost组成 GMedia【郭媒体】 

GNews 是 GNews，GNews 没有即时发布视频，即时发布信息呀。他有他的功能，那叫门户网站，咱这叫社交媒体。接下来我

们有 GLive，我们现在改名了，叫 GTV，G 电视，那是什么，那是视频网络，视频媒体。所以说我们这三个加在一起，统称

GMedia。 

  

2.香港人权法案过后，我们将对香港的支持完全改变，包括美国法律允许的攻击行动，会提供更多自卫武器【香港】【反送

中】 

香港人权法案过后，我们将对香港的支持完全改变。根据美国人权法案，我们将联合美国的几个协会，包括美国的几个所有

的武器的什么保护性武器啊，和美国人权法案不允许你卖给香港的东西啊，包括香港的制裁啊，包括西方查封香港人资产啊，

包括对香港的金融控制啊，包括整个美国几个大的基金不能在香港有投资啊，如果他不做，咱们就在这儿行动。他不执行那

法的人，我们爆料革命就会发起一系列行动来攻击他。 

然后我们会对那些所有在香港支持共产党的，镇压香港学生的，我们对他全面地进行攻击，法律行动，美国法律允许的行动。 

然后我们会给香港提供更多的自卫的武器。美国步枪协会，那有一万多种，一万七千多种武器。昨天捐款里有很多人留言说，

这个钱我不是捐给你王健案的，我是捐给香港保护孩子的。这个钱我们都会给你回复，都会捐给保护香港孩子的有关的事上。 

  

3.郭先生预言：2020年 11月 20号就是没有共产党的 1120【郭先生预言】【1120】 

明年 11月 20号那就是回顾过去两年的 1120，没有共产党的 1120 

2019 年 11 月 23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v3ypRF-_o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807dad6-98de-48ff-9672-976b1d1127f6 

 

1.川普总统爆料习近平先生称 14分钟内把香港踏平，验证了爆料革命的信息真实性【川普】【爆料革命】【习近平】【香港】 

昨天是爆料革命和香港运动的分水岭，又一次的分水岭。让在全世界面前，让全人类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 

昨天早上川普总统，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他报了个可以说是当总统以来，对中共是第一次爆出最猛的料。他是美利坚合众

国的总统，他说的每句话那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否则他是要负上法律责任的。那川普总统不能乱说话的吗，昨天这个话说出

来，那是震惊了世界了。 

你们能想想吗，他能说一个中华共和国的总书记习近平先生，14分钟内把香港踏平。他能随便讲这话嘛，那不开战了吗，那

不开玩笑吗，甭说是一个中国的总书记，你菲律宾总统他也不能这么说呀。 

这个意义它有两层，第一个，当时我们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大校告诉香港同胞的，要实施戒严、屠城。这是 100%的

正确，川普总统统一给我们盖了印，说确有其事，也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9月 1号要屠城要戒严，这是真的。 

而且随着后面挂了好几个小尾巴，在深圳、湛江、增城、惠州、珠海，我们说镇兵 30万，他说镇兵百万，但到现在我得到

的信息是 30万。并且喷涂了香港警车上万辆，香港警察服上万套，大量的先进现代武器，无人机，这都是也在这里这几个

小尾巴上，证明这都是真的。 

还有在香港当时，从 7月份我告诉你们说要抓几千人，到 8月份我说要抓上万人，到 9月份我说了要抓 3万人，在 8月份的

时候我就说，人已经被杀了，有人被杀了。楼上掉的人不是自愿的，都是被仍下来的。还有把人已经拉到了内地，内地人达

到 3万之多。现在是 10万之多，到 9月份到 10月份被抓回大陆的人达到几万人，2万多香港人，大陆人十几万。 

而且在香港街头上，那些大陆人一点也没缺席，这一点也得到证实。所以说我们爆料革命第一次，由美国的总统用他的口，

用事实在世界面前得到了验证。 

  

2.川普总统一定会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川普】【香港】 

第二条核心意义大家都说，总统要不签那，是不是想拒签那，我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咱们有点 commonsense，有点常识，

美国的基本法律。如果给总统 10天，他不签或者他否决票，马上参议院、衆议院实行重新投票，马上投票，是在不修会的

情况下马上投票。别说他没有签也没有否决，自动生效是法律，马上执行。 

如果他否决了，在不修会的情况下马上投票，超过三分之二那也是生效。川普总统能不签吗，他否决了，人家一投一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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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乎就差一票，这一票听说现在还后悔了，现在要想办法要公开声明，说自己当时收不到信息。这也证明了当时 1119的

头一天，我告诉大家的是，有人想阻碍，那不是一个很多个。但是最后是一个，他后悔了。 

那么就差一票的情况下三分之二票，那是轻松过呀，是吧？而且川普总统不会否决的。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昨天说那话了？

美国有政治，川普总统是美国现在大当家的，他有他的为难，他有他的政治考虑。 

  

3.现在中国革命之火无处不在，特别是公检法内部的警察、公检法有思想的年轻人会有动作【公检法】 

现在的 90 后、2000 后不是过去历史上说任劳任怨、任人宰割像东北就是北方，现在这当官的能骗就骗、能坑则坑不吱声，

都是沉默的羔羊，在那边等着宰。整个 90后、2000后，现在中国革命之火无处不在！这就是你这个境界和角度的问题，而

且特别是公检法内部的警察、公检法的年轻人是看不惯的，他们是有思想的，他们是要有动作的。 

  

4.全球已经进入自动灭共、全球联合灭共真正的伟大的时代【灭共】 

《香港人权法案》一定会过。接下来还有《香港紧急法》，还有香港其他法，而且执行的要比任何法都要好。香港人民的生

命安全和自由，捍卫香港的法律和香港的五大诉求，已经成为全人类最大的事情。香港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跟世界人民

在一起。全球已经进入自动灭共、全球联合灭共真正的伟大的时代。 

 

5.启动法治基金的核心团队，营救体制内出来的爆料第一人——尹队长，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有条件接受【尹队长】【法治基

金】【美国】 

  

爆料的尹队长在东南亚的泰国遇到了问题，据说是从东北派去了小分队杀他。因为我和尹队长没有联系，路德先生告诉我以

后，我们马上启动了我们法治基金的核心团队，昨天进行了研究，包括跟相关部门联系。 

尹队长非常伟大的开启了国内体制内出来的爆料第一人。因为我们没有联系，当我知道这事以后，马上启动（营救）。 

大家记住，当你不是美国公民的时候，你在任何地方敲美国大使馆的门，领事馆的门是不会给你开的。中国重庆当年发生王

立军事件，他是闯进去的，才造成了那么大的事情，这是人类上最大灾难之一，美国人最大的错误。王立军当时给弄出去以

后，中国官员再也不敢爆料，这事可怕。到了东南亚，现在尹队长这个事情是一模一样，你敲门人家不给你开的。 

昨天我们跟最最高层的，未来大家会知道，这人会出来声明的，他说：不可能，我们不会给他开门的。我说那我们能想什么

办法能帮他？他说现在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都干了什么反共的事，受到了人身威胁，你赶快拿证据。所以我们马上把

尹队长爆料，在路德那有直播，这个管用，我们可以关注。但是，凭啥给你签证？凭啥让你进来啊？你得有两个条件：第一

个，我身上有现在能爆的共产党的料，而且是大料，马上就可以开始确认让你进来了。如果进来发现你没有，你是欺骗，立

马把你扔出去。 

所以我们昨天一天的工作，对尹先生这个事情，现在很明确的告诉尹队长，只要你手里有料，马上你所在国家的美国领事馆

会接受你。这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资料，请你和路德先生联系。 

另外，如果你没有料，你可千万别说有料，因为把我也毁了，把你也毁了，你那麻烦就大了。请你继续跟路德先生联系，我

们不是口炮。而且我建议你，安全为主，去的人对你绝对有致命威胁，必须要记住。 

 

6.王健案的核心供料人都已经安全出来，而且得到了最高的保护【王健】【爆料革命】 

  

海航王健的料为啥我们要等一等？就是要等给我们内部料的人出来。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感谢上天，感谢上天，在 1120的

前三星期，关键人全都出来了。当时我们在犹豫，如果他不能安全到达目的国的话，我们 1120要推迟 

一要保证文件的安全；第二就是我们的战友没出来以前不要影响他的安全。上天保佑，都是天意，结果出来了，完全安全了。

就像某些国家接受他们的时候，把这些文件给他们一看，二话不说，赶快。当天就发给了当地国居留证，然后由人家的秘密

的力量送到某个地方去，两个家庭都得到了叫做证人第一保护条例的保护。 

  

7.发出香港要戒严信息的大校先生被转移到天津关押【大校】 

  

我们的大校先生，他非常好，没被处决，我们也得到了好消息，现在被转移到天津关押。现在这位大校为啥没被杀掉啊？非

常简单，还怀疑他有人，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反而安全了。他是我们的英雄，他们家人很安全，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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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好。虽然他有最坏的准备，但是他给我们爆了最关键的料，我们给香港同胞发出了他们要戒严的这个重要信息。很多人

提前得知以后做了保护措施，这是非常非常棒的。 

  

8.再次告诫战友出国寻求安全的注意事项：别去东南亚、俄罗斯，别陷入海外民运陷阱，别在当地犯刑事罪【政庇】 

我告诉战友们，你们看我爆料，从第一天我就说过，如果你去东南亚其他国家，你等于跟没出国没两样，不如在东北或者西

藏找个庙里面呆着，别吱声。那些地方的宪警特已经全被收买，你像刘特佐出来以后，马来西亚不就跟中国的一个县一个样

子嘛。泰国，连中国一个镇都不如。我经历的太多了，我见的太多了。 

这就是大家要知道的，东南亚不要去，当然不包含日本。台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但你到了一定分量，黑道就把你干掉了，

你也得注意安全。东南亚只有日本是安全的，去哪都不行。 

其他你像俄罗斯、东南亚你别去，去了就是从左门到右门，再一转就进了监狱的门了。另外，你到了东南亚之后，只要你用

手机，那你跟在国内的某个县、某个村没什么两样，完全监控。 

这就是为什么赖昌星会被弄回去呢？赖昌星他没料，赖昌星他没申请政治庇护。如果当年赖昌星申请政治庇护他绝对不会被

弄回去的。他竟然没有申请政治庇护，而且他还没料，你呆人家那儿几年了，人家怎么帮你呀？结果又被海外民运以各种名

义吃、骗、坑三四年，最后是海外民运把他卖给了共产党。还陷害他赌博，带他去赌博，在当地又犯了刑事罪，最后把赖昌

星送回了国内。所以他死在自己大意，对共产党抱希望；他死在了海外民运欺民贼的陷阱里边；他死在了他自己身上有几个

钱儿的诱惑的邪恶力量；他死在了自己没有料上。 

9.呼吁国内战友、党内有料人士联系法治基金，法治基金可以协调庇护的国家【法治基金】【西方行动】【庇护】 

同时我也告诉国内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要出来的时候，一定记住，你手里的料决定了你能不能得到美国的庇护。如果你有共

产党的腐败，包括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还有英国、巴西、澳大利亚、德国这些国家都管用，我们的法治基金都可以给你们协

调，马上得到保护。请你和路德先生联系。 

… 

大家都要吸取教训，只有你能出了国你手里有料，你一定会得到保护，跟法治基金联系。只要国内战友什么党内高官，情报

机构，你跟我们联系，这些国家都可以给你庇护；还有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日本我们都可以帮你协调，没有任何问题的，只

要你有料都可以帮你。没有问题，你只要出了国门都可以，如果重要人物，在北京领事馆、大使馆和国内上海也有可能给你

采取特殊措施，关键是你的料。 

 

10.1120爆料视频信息补充：第一辆车上第一个上车的就是王健，戴着草帽穿着蓝色马甲【王健】【1120】 

...第一辆车上第一个上车的就是王健，戴着草帽穿着蓝色马甲... 

 

11.1120 爆料视频信息补充：中法两国认可的王健死亡时的 T 恤衫、裤衩是田丁的，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外交 100%腐败，两

个国家的司法部 100%造假，两个国家所有的司法机构联合造假【法国】【王健】【1120】【CCP治国】 

穿 T恤衫那个人由于咱当时去的保镖录屏把他变形了，那个人经过对比他是谁？他就是田丁，穿条条衫裤叉的人就是田丁。

战友们明白了吗？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发现的，昨天我正在翻译的通讯录里边说让田丁你就穿那套衣服，然后你穿那个 T恤

衫，然后说你手上要戴东西，谁发的？华镔发的。 

那个裤衩，那个 T恤衫就是田丁的。而它为啥成了王健死之后的警方、检方和中国的国安、中国的司法部和孟宏伟专人派去

的认可的这是王健死亡的衣服，因为那是从尸体上扒下来的衣服。 

那只有两种可能： 

法国警方、检方、消防队全造假，王健没死。 

第二，王健死了，他们在扭打当中，大家记得吗？那个酒店的老板说：保镖有两个回来了，另一个没回来的，全身是土，全

身是泥。你们记得我们的保镖说过，他们回去，很多人说他们身上都是泥。这跟我们第一次香港的团队到现场调查，花匠说

的：扭着脖子，搬着腿，扭打当中把他仍下去。 

扭打和全身是泥，这就对上拉。最后怎么把衣服弄到王健身上去拉，这个太有意思拉。这个衣服已经是铁证中的铁证了。为

什么王健死后的尸体上，穿着田丁你当时穿的 T恤和裤衩，短裤。又为什么黄芳会在检察院，法官，在所有的，大家记住啊，

所有的这些人的翻译都是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人去做的翻译。这里所有都是中国领事馆派去的翻译。然后在面前说：这个 T

恤和短裤都是我买的，而且王健先生有站在墙上拍照片的习惯，其他啥也没说。然后把绿卡和两本护照，首饰拿走。战友们

疯狂不疯狂，就这样法方的检方、法官竟然说案子结了，说王健是所谓自然死，跌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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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大啦，太大啦！两个国家的外交 100%的腐败，两个国家的司法部 100%造假，两个国家所有的司法机构联合造假，人类

上前所未有。 

  

12.盗国贼曾经策划要杀王健全家【王健】【盗国贼】 

我们更加可怕的发现了一个重大事件，原来他们曾经的策划可不是要杀王健一个人，里边当初他们设计是要准备搞车祸在法

国，要把杨光先生，就是海航在海外的董事杨光先生、王健的妻子和王健的儿子，还有王健的弟弟王伟，他是把王伟、王健

的妻子黄芳还有他儿子王约翰，还有杨光一起准备制造车祸弄死，结果是杨光晚到，黄芳最后没弄成，他儿子还在上学，说

请不了假，王伟这小子说是自己身体不行，最后没弄成。 

这吓人了，原来是要一窝端那，太恐怖了！我看完以后我后脑勺发凉。当他们告诉我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吓我一大跳，最可怕

的是竟然要把王健的儿子也给捎上了，这帮人太狠了。更加确定的是杀人者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田丁和华斌。 

他们这个计划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它是在五月份开始的。他想把王健弄死在津巴布韦或者非洲的赞比亚什么地方，弄死在

那的。还准备当时请王健的妻子和她儿子、杨光、王伟带他们去什么非洲大草原，这都安排过，包括参加法国高尔夫球赛。

就利用几个活动让他们一起参加。然后制造车祸死。 

结果看来，王为和黄芳，儿子和杨光，没弄成。但是杨光绝对躲掉一命，他们这回事坚决要把杨光给做掉的。结果天意保护

了杨光，躲过一命。太可怕了，这个杀人更加证明了为什么要在法国或外国干掉他们，让王伟、王健的老婆和儿子、杨光一

起回国是不可能的。只能在第三地点或第三国找个理由聚会，然后一起做掉。包括他们曾经尝试过放毒，就是慢性病毒让他

们吃掉，最后全干掉他们。 

 

13.郭先生提示，下周香港人权保护法案、中美贸易协定、爆料革命的新进展都可能发生【香港】【中美贸易】【爆料革命】 

接下来下周香港人权保护法案，中美贸易协定，还有爆料革命的新进展都可能在下周发生 

 

 

2019 年 11 月 24 日 

郭文贵先生马装助威香港公投选举议员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cRqCH72qM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09bd680-a039-47f6-8de3-4513e000a68b 

  

1.中共发动掺沙子人员到香港去投票【CCP治国】【香港】 

很多国内的战友给我信息，说国内将有 100多万，这二十年掺沙子的拿到香港护照的香港有投票权的人，一个一个的发动，

让你到香港去投票。所以说昨天香港的码头、火车大多数都要让路给所谓的到香港掺沙子有投票权的。然后广东省安全厅公

安厅，各省的安全厅，大部分人都在干一件事，要想进一切办法为香港去投票，而且每个人去香港投票还必须得拿出证据来，

就是你投了。如果每个人在这个投票当中能发动 5个以上的立功，100个以上的立大功，而且有金钱奖励；而且还考虑，如

果能发动人多的，给家人立马发单程证，也就是可以拿香港护照的。 

  

2019 年 11 月 26 日 

郭文贵先生与中国威胁论创始人比尔格兹先生直播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XL3qIE_1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6984b73c-aa20-401e-ad0a-bc2018062a80 

  

1.总参二部管台湾事务，扶持赖昌星、派驻百度的工程副总监都是对台工作【总参二部】【对台工作】【赖昌星】【百度】 

 

而且总参二部不管台湾事务，放狗屁！当年姬胜德、赖昌星，扶持第一个赖昌星，是干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报告给江泽民

写的。就说赖昌星在福建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的情报基地，那不是二部的吗？赖昌星就是把姬胜德干进去的最核心人物，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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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告诉你去年抓起来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百度的，百度公司里边的一个叫工程副总监，是二部派到百度去的。原因是什么，

说是二部派到百度搜集台湾情报的重要情报人员，级别在里边是大校级别了已经。百度派去的工程师，是对台工作的，收集

信息的，他不是二部的吗，二部不对台，你放他妈罗圈屁呢。 

所谓的军委七办，绝大多数是二部和三部的，还有军科。军科这块儿你像姬胜德在二部先给移到军科给抓的，军队的很多人

都是移到军科被抓的。你看过去几年，军科是对外技术、偷盗、复制的核心部门，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因为他没有实权，

也是这个部门，还有被弱化的人放那儿去，然后派你到对台去，严格讲放到对台有的是香饽饽，有的就让你送死去了，那个

消失就消失了。 

所有的这些人，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二部在台湾的底，都是通过金钱和台湾国民党里收服的情报部门来维持、来运转、

来掩护、来保护安全的。 

  

2.王强是专业特工的依据：一有编号；二是其女朋友符合共产党派特务的“红颜关系”【王强】【特务】【上海】【军办七局】

【国保】【安全局】 

我再说两个基本的常识，我告诉你什么，谁都没闹明白，王强和澳大利亚投诚当中告诉了他自己的密码，他自己自我的编制

啊。要我现在我想吹牛我是特务，人家说，哥们儿，告诉我你的密码是什么，没有一个国家不掌握任何国家特务密码的，绝

对不可能。就那个东帝汶，东帝汶，咱们抓了个东帝汶的间谍，共产党安全特务，叭叭叭给一弄，人家马上喊，喊号啊，什

么拐什么 9，7JJJ，哎呀，立马，哥们儿你是专业的，这是人家任何国家有间谍是正常的，他说我是这个地方的武官，我有

编号的。 

人家王强是带着编号去的，人家澳大利亚这，我告诉你共产党编号，比如说总参二部总参三部比如说叫什么 789105678J，

什么路德木兰大卫兄啊，你背下来，奥，有，一对，有，马上查，这是一个，核心你别忘了。人家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告诉了，

他的投诚当中已经真实的披露了他的专业身份和编码。看一看澳大利亚这个会上，我们的安红女士在澳大利亚天天老是在那

儿块谈恋爱也是，老是不干正事儿，你就不查查澳大利亚，安红女士看这是核心。 

第二个，王强的女朋友，王强先生的女朋友在澳大利亚，人家什么时候去的，人家在那儿干啥的，王强女朋友最符合共产党

的派特务，叫什么，这个就是叫做红颜，红颜关系，派出去你是配合这个间谍工作的，我估计他俩人是属于都被配合做工作

的人，就人家女朋友也是给他服务的，是关联方。 

... 

我告诉你，上海静安区出来核实，大家看看上海静安区什么地方，静安区，你有没有知道静安区干啥的，路德先生，上海静

安区就是上海帮和军办七局和国保上海局和上海安全局的重要所在地，怎么轮到你静安区出来来声明啊，所以说，一看，这

是想杀人的，先把他灭了，先灭口的嫌疑，王强先生绝对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这是澳大利亚给帮助了，就当他发这个东

西之前，一定是想把他做掉的，就是一般来讲，想做掉你这个人的时候，他先把你罪名把你的身份都给你弄掉了。 

  

3.王强上级向心跟姬胜德的秘书密切来往【王强】【向心】【姬胜德】 

我再跟你说向心，向心在那儿就跟姬胜德的秘书密切来往，这个向心，向心密切来往。这个姬胜德的叫秘书也叫司机啊，都

说他是同性恋啊，这位周先生，我跟他很熟，到台湾去了，后来到台湾啊跟国内有联系，做些事儿，但不敢回来啊，但不敢

回来。 

  

4.班农先生要跟郭媒体一起干一个大平台要干个大事【班农】【郭媒体】 

前天班农先生来这跟我在一起吃完饭开完会，有个重要的事我现在不能说，会议结束他马上就开车回去了。他跟郭媒体要有

些事要征求我的意见，要干，要干，我说我考虑考虑，我没有权决定要等投资者来决定。他要干一个大事关于中共的，现在

十几个原来在白宫人现在全面参与进来了，要跟郭媒体一起干一个大平台要干个大事，那就不得了了。 

  

5.谷歌李飞飞有特务编号【李飞飞】【特务】 

郭文贵先生：这个李斐斐绝对是有编号的，她一定有编号的。我希望她来告我，我特希望这帮人来告我，因为告我她就会受

到调查就能把你是否有编号的事情查出来。 

  

2019 年 11 月 27 日 

区选战只是开始！关注理工大学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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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fcoiHsc9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932ac12-0112-4e21-a45d-a6af2ac8ffcc 

  

1.美国各大机构在考虑没有共产党后的中国模式，北约在准备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和武器技术脱钩【中国未来】【美国行动】

【脱钩】 

另外一个最近美国各大机构都在争相着在这无共后的，共产后的的中国模式，就是没有了共产党，中国，香港，台湾，亚洲

是什么模式，简直成了流行了，昨天晚上 3 点多钟，欧洲的一位前高层官员，曾经是某个军火商的家族出来的后来到了北

约，离开了，最近又要回北约他说，给我讲了几个事把我吓一跳。 

说北约最近要全力以赴的准备没有共产党以后中国的国防和整个欧洲防护，欧洲要成立与中国军事交流和武器所有的技术

都要脱钩。这路德和老江天天脱钩脱钩，经济脱钩在美国，现在欧洲要跟他所有的技术军事交流所有要脱钩了，这回很可怕，

这真是的最近是天大的变化。 

  

2.坏人排序：第一最坏的是孟建柱，第二杨洁篪，第三王岐山，后面还有两个——孙力军和吴征【孟建柱】【杨洁篪】【王岐

山】【孙力军】【吴征】 

我给他说:第一最坏的是孟建柱，第二个是杨洁篪，第三个是王岐山。记住后面还有两个——孙力军和吴征，这俩人千万别

忘了啊！孙力军和吴征绝对别忘了！孙力军和吴征这两个家伙坏到家了！对我们爆料革命具体伤害、动手的人就是孙力军和

吴征。这俩人绝对不能忘了！ 

  

3.《香港人权保护法案》百分之百地成为美国的法律，最重要的事情是执行委员会【反送中】【香港】 

《香港人权保护法案》百分之百地成为美国的法律，最重要的事情是执行委员会，执行！这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千万别搞

娱乐化，别让人家政客把咱给玩儿了，有个屁用啊！对不对？这是核心。 

  

4.昨天一天孟建柱的人被抓了将近五百多个，共产党正在全面的内残当中【孟建柱】【CCP内斗】 

 昨天晚上，也就是大陆的白天，黑龙江、新疆、广西、广东、珠海、深圳、东莞，上海黄埔区同时行动，抓了将近五百多

个人，全都是公安的，所谓的打黑、扫黑保护伞，都是孟建柱的人。就在路德先生刚才直播——路钢穆谈的时候，就在同时

我得到信息，又弄走了十几个。捂窝了、把窝给捂了，共产党内部的绞肉机正在全面的，正在全面的内残当中。谁也停不了！

这是这些年种下的根。 

  

5.新疆从 2012年到 2018年，人口的净增长值大概少了百分之八十，新疆人口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新疆】 

刚才我纠正穆桂英说的一句话，穆女士——新疆从 2012年到 2018年，人口的净增长值大概少了百分之八十，新疆人口少了

百分之二十五，不仅抓起来，还少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字是我在 2017年、2018年一再说的。 

我在美国华盛顿一个高级别的秘密听证会上，我明确告诉他们，当时他们说绝不可能，我说你们查去。结果他们说是，是这

样的。大家现在知道了。 

这是……我不相信，2012年的十八大到现在的十九大，修宪的这些年里，新疆人正常的少了百分之二十。我也不相信，他是

正常的出生净率少了百分之八十。但是，新疆的棉花一点儿也没少生产。这是什么样的数字，什么样的逻辑？新疆的万年的

水，新疆的那些石头，新疆的那些玉一点儿也没少！新疆油田里的油一点儿也没少出。 

新疆人太惨啦！新疆人真的是太惨啦！西藏人已经是趴在地上的时候，把新疆人又趴在地上。这两个民族，这两个地方，真

的已经快要到了地底下去了！太惨啦！惨不忍睹。 

  

2019 年 11 月 27 日 

11月 27日晚上文贵再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祝感恩节快乐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UsvLkyidZY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12ca44d-5da7-4926-b6d8-7522e4af88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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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跟孟建柱、王岐山交好的一个南方某省的纪委副书记被抓【CCP内斗】 

昨天晚上抓的，有一个南方某省的纪委副书记，这个纪委副书记，就在他仅有的几个家里面，其中的一个家里，搜出了几亿

的现钞，一亿美元的现钞。此人是跟孟建柱，王岐山交好。多年前我见过这个人，这个人非常的学识渊源，王岐山在广东的

时候跟他好得不得了，后来这个人又到了江西。跟孟又混上了，孟进了北京，他就在广东，成了他的大拿。这个人曾经说过

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在中国内部中纪委，说：共产党没了，我们都得被人挖祖坟，只有维护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以习王为

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我们才不会被绝后和挖祖坟，谁跟这几个条件作对的，都应该被消灭。曾经这个人一度时间很火，

现在完了吧。 

  

2.中共黑警、解放军在香港抓人毫不掩饰身份【黑警】【反送中】 

就是香港的几个小时前，深夜，好多香港的孩子又被抓了，很多在背后支持香港的几个店家又被抓了。而且直接讲普通话，

根本不讲粤语，而且就告诉你啊，盯你很长时间了啊，人家说你是说普通话，你是香港警察，还是人民警察。人家直接说，

你想说我是啥我就是啥，你说我是解放军我就是解放军，怎么了？香港就是中国的。 

  

3.新疆屠村灭族，百万人要抓捕，是战友冒着生命的代价给的内部情报【新疆】【爆料革命】 

新疆，只有我在 2017年的时候说，新疆屠村灭族，百万人要抓捕，那不是我蒙的，那是内部的情报，是战友冒着生命的代

价给我们的。我们希望新疆的朋友，新疆的这些真正的维族的同胞们能知道，后来是我说 200 万，人说 100，我说 200 万，

现在是证明 180万绝对超过 200万。我看到了，今天这个在上午我直播以后，好多战友给我发来的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新疆的

料，我给战友们说谢谢你们，非常感谢，我可以告诉你们，当你们看到新疆人和西藏人被杀害被强奸被轮奸被活埋，那些孩

子的惨叫的时候，你会知道共产党是天下最大的魔鬼。 

  

4.GMedia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媒体之一，将成为文明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和西方相互了解真相的一个大平台【郭媒体】 

GMedia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媒体之一啊，最赚钱的媒体之一。更重要的事情，GMedia将成为人类上唯一一个让西方 28

亿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啊，以英国大陆法为基准的文明世界，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唯一一个让中国人能看到西方真相

的，也让西方这 28亿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真相的一个大平台；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让中国人、新疆人、西藏人、

香港人能用视频，能用文章能用语音进行联系和发声，说出心里话的，你说他会多大。 

  

5.我们距离灭掉共产党是多么的近，我们已经摸到了成功的大门【灭共】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去想想，川普总统说要不是他打电话给习，香港已经被杀几千人上万人。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个电话使香港少死了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是的，我们都不愿意，这是好事，不愿看到这发生，但

是如果说 9 月 1 号，派去百万大军，14 分钟杀了几万人，今天感恩节是这样过吗？大家记住，想想，今天的感恩节是这样

吗？没有共产党了，他已经没了，他已经死翘翘了，对不对？还有共产党吗？咱们那明年的 6 月 4 号国庆节提前了，改成

2019 年 9 月 1 号了就。少死了几千人是好事，但是共产党多活了几个月，那是一剑封喉啊！大家想想我们距离灭掉共产党

是多么的近呢，我们已经摸到了成功的大门！ 

用张爱玲的话说，你摸到了生活的碗边了，我们已经摸到了成功的大门了，连钥匙口都找到了。 

 

6.《香港人权法案》给了我们爆料革命和香港的被压迫人民灭共的合法营业执照【反送中】【灭共】【川普】【美国行动】 

川普总统今天创造了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川普总统他自己我都不相信他能真正的意识到在感恩节前送

给香港人这个礼物，和中国人这个礼物，和世界有正义有文明的人的礼物和他对有正义追求的不为只为了等吃等死的人，对

他们良知的唤醒这些巨大的价值。未来大家会看到《香港人权法案》它是中国走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个伟大的总统

做出了改变人类命运的最伟大的决定。 

Rubio议员、NancyPelosi议长等美国的所有这些议员 400多个人，都将是人类上最伟大的人物。美国历史上极少有的这个

立法之速度和立法之艰难，和这对这个立法的对象之挑战和背后的较量，我告诉战友们，任何一点你讲你都把你吓死了。你

们想想共产党他有多么邪恶的力量在美国，多少议员被他们各种关系所游说，他们要面临着多大的压力，一次又一次的渡过

难关，放弃了所有对他们的诱惑，这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川普总统这感恩节这个大礼太大啦！我似乎都能听到，在香港的，整个香港的海边上欢呼的那种声音，

和香港人每个人那种高兴的欲哭，欲喊，对川普总统，对伟大美国的感谢，对美国国会所有议员的感谢。这关系着多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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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命运。十四亿中国人现在都快变成行尸走肉啦！ 

这个法，美国这个人权保护法，是开了一个美国国家灭共的第一枪！香港这个人权保护法，是打响了全人类要灭共的第一枪！

《香港人权法案》给了我们爆料革命和香港的被压迫人民灭共的合法营业执照。这个法案将使所有在美国，再跟共产党勾兑

的人，让他们自己天天做噩梦！全人类今天是第一天，合法地说，共产党是全地球的老鼠，人人喊打！ 

 

7.关于香港，欧洲立的法，比美国的法还要严，还要重【香港】【西方行动】 

就像我告诉大家的一样，欧洲现在，北约都开始准备和共产党，在军事上，技术上脱钩。欧洲也会立法，欧洲也会立法，立

香港（和美国）一样的人权保护法案。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又是郭文贵第一个说的，（关于）香港，欧洲立的法，比美国

的法还要严，还要重！ 

 

8.成立了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以后，郭先生最后的、唯一一个和战友们要做的事情：设立一个真正的『感美节』，感恩伟大

的美国和美国人民【中国未来】 

当我们干掉了共产党以后，成立了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以后，我最后的、唯一一个和战友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设立一个真正

的『感美节』。感恩伟大的美国，感恩我们的彭斯副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及卢比奥参议员，南茜-佩洛西议长，伟大的川普

总统，以及美国四百多议员和美国人民。 

  

2019 年 11 月 29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ZvnCsLbwQ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439a806-0dc0-4e6f-96b0-5d4a8ed3ea8f 

  

1.龚小夏带任务，满口谎言挑拨文贵与班农及战友关系，郭先生让其辞去法治基金职务【龚小夏】【法治基金】【班农】 

你看她能起来了，法治基金啥时候你看过账啊？什么动不动你就 DOJ啊！DOJ是你大爷啊 DOJ！给脸不要脸，啥时候你辞职

的？是我让你辞职的。你从欧洲回来你是去乌克兰了，你要过俄罗斯境没过去，你没签证，你是从意大利过去的。 

你跟我说班农求着你去他去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教堂。然后呢说班农没有钱了，班农连租金八万块钱都拿不起，然后意大利政

府要告他，然后班农先生的一个管家英国人说烦死班农了。啊如何如何！然后呢就说文贵呀你离他远点吧！他在华盛顿现在

都太臭了！谁跟他有联系他就完蛋了，如何！白宫斗争很险烈，都往死了整，这届政府很狠。 

然后呢你国内有一战友，说愿意支持钱，甚至可以买下来，我问她多少钱啊？她说大概五六百万美元，我说我现在告诉你小

夏，如果说五六百万美元我马上就去给班农给它买了。你现在给我电话，叫他给我联系。啊那没事！我回头给你。 

我说你说的班农是不对的，班农八万欧元都没有？后来我查了，人家班农那个合同是今年才开始付钱，根本不存在违约的事，

她完全胡编的。 

我说班农，他的在他的名下登记资产是五千万美元，我认识一个华尔街的哥们儿帮他管理资产的，人家是几千万美元。我说

小夏你完全胡说的，这个人家班农五千万美元是百分之百的。他给我说一句话我就给他几百万美元，他怎么会缺这钱呢？我

看你，我说你去，我问你去欧洲去哪了？你说唉我在欧洲、在意大利啊！ 

我问你去欧洲去哪了，他说我在欧洲意大利啊,然后我说你呆多少天？然后你跟我说我呆了几天住在他那儿啊，然后我说有

没有去往哪个乌克兰俄罗斯跑啊？他没想到愣住了，我去了乌克兰但没到俄罗斯我没有签证，这才是本质知道吗，你去不去

俄罗斯乌克兰跟我有屁关系啊，你瞪眼撒谎是有关系的，你为啥骗我们，为啥要完全假话伤害班农。 

而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得到了中共的内部情报，要不惜代价花几千万美金挑拨郭文贵和班农的关系，挑拨郭文贵和韩连潮，和

华盛顿的关系，韩连潮估计值 10万美元，估计现在值 1万美元了，然后就出来了你开始挑拨了。 

我放下电话一会儿给你发的信息，我说小夏，我说你离开这个法治基金吧，你辞去这个职务吧，回头你回的“恩，好吧，那

我辞去”，然后呢，最后你去找班农又哭又闹，说郭文贵要炒掉我，为什么要炒掉我，我多重要，最后班农来了跟我谈，你

不能炒掉小夏啊，我说那好留在这吧。 

这个时候你又跟我联系，我就不愿搭理你了，然后呢，我们的律师 Jennifer跟你联系，竟然是你给法治基金 Jennifer说我

可以按小时收钱的，要脸不要脸呢，法治基金公益基金让你当董事给你脸了，哭着闹着要进来，你 charge谁一小时呀？你

凭什么 charge一小时啊，把那律师都气疯了快，这什么人啊！最后你没脸了，你自己才主动辞职，你才辞去了工作，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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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你忙吗？在辞职信上又撒谎，说你没时间。 

  

2.龚小夏钓郭先生鱼，让郭先生说习近平的坏话，照相、录像、录音给北京【龚小夏】【习近平】 

我想问的事情，我在这个之后我直播中说过，我竟然在那晚餐上，我知道你是来钓我鱼的周孝正，我也知道你这个 Sasha龚

是钓我鱼的，就想让我说习近平的坏话是吧，说完以后给北京。结果我给你，我就是故意上钩，结果是第二天北京给我打电

话，文贵呀昨天晚上吃饭就吃呗，你高兴了，当着那么多美国人的面，还有周孝正，你又不认识他，你老说老习坏话干啥，

那上面都已经都传过来了，说你看看，郭文贵本质暴露了吧，目的反习，就是骂习。 

我想问你小夏，那天晚上你录没录像！你照没照相！你录没录音！照相，录像，录音去哪了！我要给你整明白。私人聚会你

照相了吗？录像了吗？录音了吗？去没去北京？为啥去北京了？看看我的录像 7 月份我就说了竟然有人故意陷害我，把这

些东西送给北京，挑拨，就是就像让郭习斗，小夏，你开玩笑呢你。 

 

3.接下来新的袁世凯将诞生！美国的新的华盛顿要诞生！中国的华盛顿也将诞生，开天辟地【新的袁世凯】【中国的华盛顿】 

接下来，新的袁世凯将诞生！接下来，美国的新的华盛顿要诞生！接下来，中国的华盛顿也将诞生，开天辟地！大家还没闹

明白呢，走着看！ 

  

2019 年 11 月 30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jlLLokcGw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5aa45b7-c6bd-4e7f-9834-ae6252f0f35c 

30日文贵报平安 

  

1.王岐山灭了吴小晖夺得招商银行【吴小晖】【王岐山】【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我从开始爆料就说过，招商银行曾经是吴小晖的，大股东，也是吴小晖必死的其中一个原因。招商银行过去是马

蔚华的，马蔚华过去是常委家族的，大家都知道。后来，吴小晖霸王硬上弓把它给拿下来了，拿下了就成了吴小晖的了。但

是王岐山盯住了，王岐山非拿下来不可。而且王岐山给吴小晖传话，让的就是田慧宇，说田慧宇要当这个招商银行的董事长。 

后来是吴小晖和王岐山较量，田慧宇迟迟不能到位。最后是王岐山利用习家和邓家过去的矛盾，成功转移视线，把吴小晖给

灭了，全家族给灭了，把邓家整软了，把招商银行董事长席位交给了田慧宇。 

大家一看这才能闹明白咋回事，两年了我老说招商银行要出大事。刚刚我们有战友告诉我，发来信息，本人去汇款都给拒绝

了，不行！5000美金都不行。这种溃败，这种糜烂，谁都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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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1 日 

报平安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1Ng4Lp3oE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452002 

文字链接：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0df52a6-076d-4121-b746-2e208cac14fe 

  

1.共产党用对付敌人、欺骗敌人、毁掉敌人那一套对付香港孩子；打压媒体；4大不要脸分别被做工作 【香港】【媒体】

【四大不要脸】 

大家看到这个周末在几个地方：中环，太子站，太子警署旁边湾仔香港的同胞上街抗议，同样的受到了香港黑警的催泪弹

甚至是布袋弹，而且这次黑警更加聪明从背后包抄，你来我进，你走我也走，你回来我再回来。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进行

截，堵截你，包抄你，然后分成几种形式的在中间拦截:包括穿着便装，穿着游客的衣服，扮着游客在中间，突然间的猛袭

在大街上抗议的孩子们。现在共产党的这一套，用在对付敌人，欺骗敌人，毁掉敌人那一套全拿来用在香港的这些孩子身

上。 

 

不但如此，最近这些天香港的媒体受到了巨大的打压，很多媒体直接被攻击，很多媒体的记者家人受到了威胁，很多支持

媒体的人直接受到了威胁，而且有些记者直接被消失。你可以看到共产党在 11月 18号当时踩踏人事件，由于现场的很多

记者被给弄跑了了，很多人的摄像机给砸坏了，所以说现在警察就不承认。现在很多人出来举证，像陈彦霖她母女一样有

人出来举证，还有周梓乐同学一样有些事出来举证，要么摄像头坏了，要么他把你对面的摄像头给你干掉，要么把你把着

摄像头的人给你灭了，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香港大家看到很多人，包括 4大不要脸现在都是分别被做工作，被许诺，被承诺，包括利益，安全，未来市场都给你准

备好，千万不要去跟这个孩子们站在一起，跟暴徒们站在一起，这些都在做。 

 

2.美国对香港的人权法的核心是执行，因中共、香港官员在英国的利益比在美国还大，美国对英国提出若干要求 【反送

中】【西方行动】 

大家要注意到接下来美国对香港的人权法的执行是核心之核心，重中之重，我们要看到谁被惩罚，谁被制裁，谁被拒绝进

入欧美，包括美国提到的联盟国家。 

 

第二，欧洲最牛的国家就是英国，对香港最牛的最有制裁时效，对它影响最大也是它最担心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和香港过

去百年的关系，香港四大不要脸和香港的官员们，在英国的利益，在英国的家人房产关系人脉，比美国只大不小。 

 

如果英国通过了这个法，大家要记住，英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保护法案，并且比美国的要求还要多。美国已经向英国提出了

若干要求，因为有些事情美国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持有英国护照的港人港警港府官员怎么办？美国人没有，很少是吧。叫

英国要做，包括接下来香港对英国的移民，如何来进行把控。 

 

第三，包括在英国现在有大额存款，包括在英国的一些中共企业和香港企业，这在美国是很少的，就是香港政府的投资和

相关合作。 

 

第四，是关于在英国现在大量的所谓的港资和共产党的国有企业，合资的企业在英国的投资，那大了去了，英国的一半就

被人买走了，怎么处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1Ng4Lp3oE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452002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0df52a6-076d-4121-b746-2e208cac14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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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整个大英帝国，在世界各个所谓过去的殖民地，现在的还有关系国特别关系国，列如澳大利亚，例如英属群岛如何

对香港的官员和商人，就是带红色商人制裁。 

 

第六，大家都知道军事上警察上绝对不能合作。 

 

第七，技术上比如华为，英国绝对不能用。 

 

第八，香港的所有的带有支持共产党背景的这些孩子学生背景小粉红怎么处理？ 

 

第九,美国政府现在已经突出英国，必须在媒体上，网络上，严格限制香港的警察和香港的政府官员。 

 

3.梁振英等香港官员害怕对香港人权法案的执行 【反送中】【梁振英】 

这不是开玩笑的，让英国下一招出来，那对香港绝对是肝颤。 

香港的叶刘淑仪、何君尧、李什么琼，还有什么何什么啊，还有梁振英... 

 

结果在海南吃饭的时候，我这个同事说，就有人问一下子梁振英，说，香港人权法案，在美国对你们在海外会不会有影

响？哇塞，几个人的脸色都变了！你问这干什么，你说这干什么，他能制裁我们什么，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国家，中国共产

党，他们能封我们什么，别听他们瞎喊，都是宣传。你怎么能看这个呢！结果这哥们当场，被恒大高层，你怎么能问这话

呢，不懂事，你快去干什么事去，给支出去了。他不知道那是咱的人。 

 

你可见他们对香港人权法案的执行有多么的害怕，有多害怕，这位我这个同事说，他说，郭先生，你都不知道再没这个话

题以前，那牛叉的，全人类全宇宙都他们的，香港那全是暴徒，把香港人说那个不堪。说香港那些上街的人，都是一些没

家没业，精神有毛病，考大学考不上，父母多数离异，就差了这些人全都是神经病了，啊，还有些人吸毒。他们就这样宣

传的，但是那个牛的，自豪到不行了， 

 

4.韦石、史诺、夏业良属一条假信息链，上线是吴征和孙立军 【假新闻】【伪类】【吴征】【孙立军】 

昨天路德先生说了句话，为啥所有的假新闻，都是由韦石第一个推出？屎诺第二，然后是夏业良。夏业良连她娘都卖，连

他娘都敢睡的一个主。这夏业良为啥都是一起的？为啥都是一起干这事呢？为啥呢？因为他们就是一条链，假信息链。全

是吴征，吴征是他们的上线，吴征和孙立军。我们在问询问了好几个，全部都承认认识五征。包括那两个骗子，全是跟韦

石在餐厅、在酒店见面，都承认，供认不讳，太大帮助了。... 

这屎诺啊，这个王八蛋他得不到好报应啦，这家伙是屎缸里面，肛毛里边，痔疮里边最烂的一个货。还有韦石他弟弟、现

在国内又多少房子，家里有多少房子，你们知道嘛？他在美国有多少账号，北卡罗来纳州有多少账号，多少房子？几乎这

些人的联系全是韦石，熊宪民。所有这些伪类们基本全是他，韦石上头就 Bruno吴就吴征，特别有意思。 

 

5.预料中的大事没看到发生，不等于没发生，爆料革命需要耐心【爆料革命】 

战友们今天是星期天，我在嗑瓜子，都嗑着瓜子过了四十个多小时了，也没大事发生，掌嘴吧！掌嘴是不是吃火鸡吃太多

了，忽悠郭文贵大忽悠，真够忽悠这个家伙，真是忽悠！别着急啊，战友得有点耐心，爆料革命还需要耐心！ 

不放弃！不抛弃！不背弃！还要有耐心！关键你信不信？你不信？就算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过去 48小时发生的事情，你们现在不知道而已，你不知道的不等于没发生。战友们走着看，明天 2号，

星期一，星期一大家走着看，记住这星期一，你可能啥也看不到，但你永远不可能忘掉明天的星期一，你们永远不会忘掉

明天的星期一，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战友们记住我说的话。 

 

6.郭先生谈对 GNEWS的要求。【郭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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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个 G-News是个什么样的 G-News，他叫门户网站，这个门户网站要做成什么样的？就是共产党这帮老杂毛，这帮中

南坑的这些家伙他醒来，没带上眼镜，没戴上假牙之前就得摸手机，然后对着戳几下，用他的小手戳几下，戳出来！赶快

就得戳这个 G-News，在带上假牙眼镜、戴上假发之前，得用他那个不吃药的小手，去打开手机： 

 

第一个：就看 G-News，他要关注的就四个问题：川普总统又说啥了最近推特上？ 

 

第二：美国西方国家的制裁又发生什么事了？ 

 

第三：我们在外国怎么看？怎么知道中南坑他周围发生什么事了？他不知道咱得知道啊！爆料革命发生啥事了？ 

 

第四个：我的天哪谁又被爆料了？双向就是让中南坑中共的内部人，不管是精英或者新一代必看 G-News！那就是关于世界

最新的新闻，关于中国的最真实的真相！现在叫什么 News？你叫 G-Olds！2014年的新闻你都敢弄上去，算啥吗？ 

 

所以说这个战友之家，现在是 Sara总编辑，非常辛苦！路德先生说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是很辛苦！结果！我要的是结果！

要的不是-辛苦！现在就她一个人，就在这个当着总编，Sara，这个很辛苦！但是但是现在是 G-news变成 G-olds，完全目

的不对！ 

 

另外个让外国人你得让川普总统白宫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国会议员醒来第一件事，在他没吃汉堡包之前没锻炼之前他第一

个打开要看 G-News， 

 

中国发生什么事了？ 

 

中国共产党又吹什么牛了？是上太阳系了？还是上月亮系？ 

 

关于中国的香港运动，香港的突发事件是什么？简单扼要，吧唧打开。 

 

让美国的商人，一打开中国股市如何？中国有什么运动？中国政府像什么易纲？什么时候人民币又要长毛了？不能长毛

了，还是长绿毛了？是不是？中国的夏火鸡，现在又流行了没有啊？什么赵大肚子，这又哭了？没有？这样写关于中国的

重大新闻，必看无疑！关于中国香港还有更重要的要看到的是让美国人所有人，不但是白宫官员起来看吧！他要看到一个

完全通过你能看到中国的事实！发洪水了，人道了，灾难了，吹牛叉了，外交部又要吃龚火鸡了，这就这些事现在有吗？

没有？东拼西凑！这个门户网站完全是：现在这个“门”字，真的这个“门”字，现在是瘸腿少瓜。 

 

所以说战友们！希望所有的有抱负的战友们踊跃的，对门户网站的建设提出技术性意见和帮助，踊跃地加入到 Sara这个团

队及编辑团队写文章，原始文章，踊跃的加入到战友之声咱们这个 G-News咱这个团队，给提供更多的关于国内外猛料，G-

News是郭媒体的重要门户网站，现在由战友之声顶着，接下来一定是全部战友参与！真是全部战友参与。希望他尽快的，

实现我们的目标！ 

 

另外一个 G-Post，G-Post是这个拖拉机到现在是越整，从过去的三轮拖拉机，现在整的像两轮拖拉机，我觉得也是越整越

少，但是没他不行！因为国内战友，都要看到我每天发声和推东西，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战友们能更多人加入， 

 

将咱们的两轮拖拉机手扶式拖拉机能不能尽快变成四轮拖拉机？正在进行中… …有神秘的战友现在已经是发了大誓，要一

鸣惊人！擎天一柱！ 

 

然后现在咱们这叫 GTV过去叫 G-Live，正式注册下来叫 GTV！也就是像 Youtube一样可以直播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熊博

士、瑞哥小哥最近的节目大家看到了吗？讲的非常清楚，我们老江同志现在看好郭媒体的程度！已经准备是把所有捡的塑

料瓶现在全部投资到郭媒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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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希望你们在 GTV 上能帮助郭媒体，一定做好。共产党接下来会更加疯狂，没有共产党了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高级

的 GTV，就是视频这个平台，一个发 GPOST的社交沟通平台，GNEWS一个网站，网络平台，门户网站。这三个是实现喜马拉

雅革命的目标和让中国人真正实现法治，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舞台，当然我们还有个重要的法治基金，法治基金是中国

真正实现喜马拉雅旁边的诺亚方舟。 

 

... 

希望大家一起，爆料革命的所有战友一起来建设 GTV，GNEWS和 GPOST，打造一个我们没有共产党以后的真正的诺亚方舟，

还有强大我们的法治基金。 

 

7.接下来中国最大灾难就是粮食灾难，粮食出事就在黑吉辽。【中国未来】【粮食】 

接下来中国最大灾难就是粮食灾难，辛亥革命最可怕的就是当时的粮食危机，然后黄兴革命，然后孙中山，然后八国联军

进入，最后是整个皇后旁边的人整个是崩塌式腐败，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最不公平的一件事很多人都没说过，是什么？中

国的粮食价格。 

如果任何在镜头前，现在不是 15岁以下的孩子，15岁以上的孩子，请问问你们身边的农民，全人类上只有一个国家，就

连委内瑞拉都没那么做，就连非洲国家都没那么做，粮食价格由国家一党控制，完全不允许市场化。中国连生殖器都市场

流通化了，到处有妓院，但是粮食从来没有市场流通。 

我过去讲过，我就是当年，大概 97、98年回到老家的时候，在我老家的村上，竟然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最传统的一个家庭

里边，以开饭店为名开妓院了，当时我就傻眼了，我说中国完了，当时在我村里就开妓院了。长得非常像夏火鸡开妓院

了。结果最后全家疯了。 

我当时就问了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他们都是开着一群车陪着我，他说：“正常，到处都是，老七，到处都是，文贵

呀，哪村没有？都有这。”他说：“现在啥都市场化了，搞市场化了。”我问他：为啥农民的粮食不能市场化？他傻眼

了，当地的县委书记和当地的地委书记还有副省长，都是扯蛋的傻子，除了会喝酒，搞女人，啥也不会，你一说就问傻

了，我说：“你知道共产党这市场价格，粮食价格中国从来不让对中国人是最不公平的，中国的农民种的粮食是赔钱的。 

头两天，黑龙江的一位咱们战友，现在已经被抓了，是纪委的某个干部，是厅级干部，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抓，家人大部

分都出来了，我们也帮了他忙，他给我们爆了很关键的料，我们也帮他忙，人都已经都出来了，很安全，这些事未来都会

公布，现在不能公布。他爆的料，其中让我很震惊的事情，说中国现在的整个在黑龙江种植粮食，粮库，中国黑吉辽一出

事，那就辛亥革命了，就整个、那就是民国时期的前期了。 

大家会看到，粮食出事就在黑吉辽。东北的化肥现在是越来越贵，东北的农药越来越贵。种一亩地下来，你不打农药、不

上化肥，你不可能有收成的。见过这个国家吗？化肥、农药是党控制的，根本没有别人，这叫做专业销售、垄断。你卖给

农民的饲料、化肥、农药涨了多少？每年涨 10%、20%、40%、50%、百分之几百的涨，可中国的农作品却是不能市场化，不

能市场交易，这叫非法。这是对中国农民最大的剥夺。4亿吨粮食，战友们，一吨粮食剥掉你 10块钱，4亿吨粮食是多少

钱？400亿、4千亿没了。这是什么概念？  

中国共产党你有种，你把粮食价格市场化、公开交易、随便交易。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中国社

会最不公平的、中国农民最可怜之一。就你的劳动结果、你的剩余价值、生产价值全被他给剥削了而且你将一生中当他的

奴隶。 

 

8.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滞涨；还有中国东西南北经济不平衡【中国未来】 

中国问题不是通胀，因为共产党所控制下的虚假市场和这种生产资源和生产材料的垄断造成的滞涨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滞

涨的结果就是大量印钞，搞假额银行就是说叫影子银行，现在搞叫票据金融。  

招商银行，昨天我看路德先生爆料李小冉还有什么。那个叫票据，用票据搞走的 10几亿，太容易了。一张信封里边盖个

章，10几亿拿走了。这个信封，他永远不掉下来，只要转、一直转，钱都弄到外国去了。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中国在搞票

据金融，完全是诈骗金融。他靠什么来养活这票据金融、影子银行、盗国贼的印钞和财富，通货还不膨胀。很多外国人都

在问我。为啥中国通货不膨胀。我说因为他滞涨啊！这是个最起码的常识。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滞涨！还有一个中国东西南

北经济不平衡，市场不透明，生产材料绝对垄断，然后非市场化的，绝对是社会稳定性的材料的供给，包括粮食、农作

物，这是核心。 

中国人就是奴隶！就是被他们统治的行尸丸、人尸丸、统治的奴隶！这是为啥中国人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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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当村长的、当县长的、当市长的，你们这些王八蛋，你们就不会告诉这些农民、你们家人吗？你种粮食就是个傻瓜，

全是赔钱的。美国的农民种粮食利润率是多少？大家上网查一查。中国农民种粮食的利润率是多少？大家上网查一查。欧

洲农民种粮食的回报率是多少？巴西种粮食的是多少？巴西几乎是自然形成，巴西农民农作物粮食的回报是中国的 200

倍、200倍。美国是中国农民的是多少？是 50倍。欧洲是中国的一百倍。50 、100 、200倍。巴西的粮食放在那弄完就是

一个人工成本。价格，中国买走。为什么？中国人投一块钱，农民里面投一块钱，回来 0.01分。一亩地挣 300块钱，一亩

地挣 50块钱，还有一亩地要赔钱。但这一亩地的粮食是多少钱？大家算一算。人家巴西是多少钱？你美国多少钱？欧洲多

少钱？50，100，200 

 

9.王岐山、孟建柱、曾庆红盗国贼家族控制中国的火葬场、墓地、养老、幼儿园产业【盗国贼】【王岐山】【孟建柱】

【曾庆红】 

人家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第一笔生意。当年的在承德搞了第一个生意也就是在重庆被抓起来的老孙。第一块地，批了块墓

地，这是曾伟起家的开始。孙政才、孙政才，大家知道孙政才怎么发家的吧！孙政才就是当时搞了，给曾伟的。这一说墓

地，这泡泡都起来了，不是龚火鸡发力了吧！孙政才帮助曾伟搞得块墓地，发了财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儿。  

王岐山的太太姚明姗，唐山、北京、承德、廊坊、河北去看看去最大的墓地，几乎全是王岐山家控制的。中国的养老产

业、火葬产业就殡葬产业，80%豪华的地方全是王岐山家控制的。姚庆，大家去查查去，去查查去。  

所以说，幼儿园孟建柱控制；火葬场，现在是常委几家控制，孟建柱家也控制不少，王岐山家也控制不少；然后墓地，人

家曾家和王岐山家控制；养老产业，人家王岐山家控制。你说咋活呀！中国老百姓咋活呀！你说你咋活吧！ 

 

10.王立强案，中共做法庭假视频，可见郭先生之前说的大连案审判、开封案审判、马蕊强奸案等案件中，中共无耻造假

的真实性。【王立强】【假视频】 

今天没谈到王立强先生，澳洲间谍那个。我当时就说过，他是多高级不重要，他是谁都不重要，你共产党不管什么情况下

也不能做那个假视频。那个假视频真的有一点脑子都看的出来。他连法庭的假视频他都敢做。... 

你能相信一个国家，完全被孟建柱、孙立军…真的孟建柱、孙立军之前，真是周永康、共产党还没敢这么干过。你看看孟

建柱、孙立军还有吴征 Bruno吴，他敢 2018年登记特务。他敢做郭文贵的“郭三秒”、“郭三邪”、路德的“11个情

妇”还有马蕊强奸案、视频。造成这样的假，他竟然把王立强的审判，那猪都知道是假的。他是高低，他是不是门童看门

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造这个假，你撒这个谎。你是个国家啊，你是个国家啊。... 

他竟然敢这么造假，那个视频假到那个程度，你可见大连案审判，还有开封案审判，我给大家讲的，我给大家说，大家过

去当娱乐。我说他竟然把法庭重新装修，然后呢把我们的人给抓进去，然后写好，还要演习十几遍。你走进来我录像，我

怎么说话，... 

你们能玩出这种卑鄙可耻的法律，这种虚假的游戏，让全人类怎么看待中国人呢？丢人呐，丢人呐！ 

 

2019 年 12 月 2 日 

国内做好准备囤食物囤美金，保护好自己！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O1APg5YT0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22f0c06-c519-4199-b597-5cd72013ef86 

 

1.中办控制中央电视台节目、人选，可实时断播。【中办】 

那么中办是所有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上什么，用谁，怎么上，什么时间，每一秒钟都要他定的。 

 

而且现在中央电视台直播那个关机把你电直接关掉。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现场的今天的总导，这个实时中断，总导演，咱们的专业小哥懂哈，你问专业小哥去，他比较懂。 

第二个：就是现场有一个叫做中央电视台的保卫部，他是有权利给你关掉的，那全都是正儿八经的，那是国家授予权利

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中办有个键，咔嚓就给你按了。不用像过去还什么荷枪实弹，64的时候，还到现场看着你去，那是在直

播节目。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大楼里边专门有这个设施，远程控制，在中办。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22f0c06-c519-4199-b597-5cd72013ef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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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令被撤回的可能原因：一、习危也；二、可能是香港戒严令。【习近平】【戒严】 

这我听路德先生一说这个习近平令给撤回去了。 

我觉得无非有二： 

第一，习近平危也！那跟其他人危也换不了他的令，你王岐山危也也换不了习近平的令啊，是不是啊？你江家危也换不了

他的令啊，那个他的令，本来发一个能发两个。习近平危也，这是一个。 

第二个，这个令很有可能是香港戒严令，实施紧急戒严法，最后被老同志给叫停了。 

这就无非有二。但是咱们别猜了，我相信很快真相都会出来。 

 

 

 

3.香港银行取钱已经不行，三千美金都不能取 【美金】 

大概在两三个月前，香港取钱已经不行了。结果很多战友说，没问题，取钱。我们公司里边，我让公司人去取钱去，就是

我告诉过大家的，填完单子以后，各种理由给你退票，换不成。到头一段时间，三千美金都坚决不让你取，坚决不让你

取。到头两天去试去，这个三千美金又是不让取。我们现在一定要看到，爆料革命给所有的同胞带来的是真相，真相就是

力量！真相就是财富！这是起码的常识。我告诉大家一声。 

 

4.共产党已到了穷途末路，劝告国内战友储备粮油盐、存美金。【美金】【粮食】 

另外一个，请战友们要记住的，能告诉国内的同胞不要夸张，现在共产党到了穷途末路，已经跟当年的卡扎菲和萨达姆一

样，走进了地窖里，走进了桥下面，他已经完了。是不是完了，大家拭目以待。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希望所有的国内战友们，有老人有孩子的，你起码长长脑子，也不需要你卖地，也不需要你卖房子，

你就把老人孩子照顾好，这是我们爆料革命给你带来的忠告。别饿死，别到时候大家莫名其妙地尸横在马路上。要有点儿

准备，要有点儿智慧，特别是在家有担当的人，要有脑子有智慧。看看共产党发生什么。整个金融的崩溃和粮食的危机，

社会的动乱最后导致内部政治全面的大倒戈。这就是中国现在真正地开启一个走向新时代，一个走向喜马拉雅，伟大的时

代，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时代，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大家再看一看欧洲。我头两天说，欧洲各国向美国表态，全力以赴，百分之百要执行，《香港人权保护法案》，现在，美

国各大企业，各大组织，都在开始执行。执行委员会，还有现在国会山。刚刚的“香港保护法案 “，在众议院又是四百四

十几比零，又过了。大家看到，接下来的” 香港特别法案 “都会出来。香港自贸区地位没有了，香港同胞，还有在香港

存钱的战友们，我告诉你，你那个时候你会明白，爆料革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他意味着现金，钱，和你的脑袋，安全，和

你的生命，未来。我把话说在这儿了啊。 

粮食，国内的战友朋友们，现在家里都不存粮食了，一定要记住，等有一天，你家里边得有点儿现钱，当然最好是美金，

另外一个有点儿粮食，有点儿油，有点儿盐。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危言耸听，大家走着看。 

 

2019 年 12 月 3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OGAkOZ7dU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fabd8c6-bf35-48f7-b588-22a46390a504 

 

1.公告人民币换美金需求：有美国朋友在中国有大量人民币需要转美金，做内借外还，美金兑人民币 1:10，中介费 10%，

要求合法、1000万美元起。【美金】【换汇】 

第一个事，所有在海外的战友们，所有在、就是两个墙，大墙、大防火墙就是国内的，以深圳为边界的，国内的同胞们，

就是以那往外边的、外边的墙，这是一个。第二个以美国、欧洲这些国家，就是说出来香港以后第二层墙。有一个这样

的、咱们现在很多美国朋友在国内长期投资，投了很多钱，反正就是钱汇不出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OGAkOZ7dU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0fabd8c6-bf35-48f7-b588-22a46390a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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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能猜到包括某基金在国内盈利，投过微信、投过马云也投过很多基金，他现在国内现金就几十亿美元、几十亿美

元，他不是美金呐！他都是人民币，他现在需要把钱往回、往回拿。现在人家钱在国内是合法的，首先告诉你是合法的。

在国内是完全合法的，有 N个公司。最起码目前我知道的就是某商会、某商会在中国那、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那获得了完

全、全套手续的钱都在账上搁着，人民币，税后纯现金、纯利润，都大钱，但是他汇不出来找麻烦，各国政府协调也是耍

流氓。总是明天复明天，明天何其多总是这样，跟这个火鸡龚都是一样的，给你搞期票。 

所以说很多人就找了我们说，能不能、看看有在海外的企业、海外有现金、美金的企业，他们在国内有需要人民币的，他

们在国内愿意给你人民币按 1:10的比例给你。人家首先是律师跟你接触，拿着所有账上的人民币，给你国内人民币，合法

的你验证完，这钱合法的，都是外企、合资企业和基金公司在国内的纯获利，被税务局、政府部门全批准的。然后把人民

币给你可能要办一个借款手续，他就是把钱借给你了，借给你 1千年，这可能是利息你也别要了，然后你在海外借给他一

千年相等额的美金，然后谁也不要利息。然后就有一个说法，整个合法化由律师来做，这叫做内借外还，比例是美金

1:10，战友们 1:10。 

中介人比如说、比如说 Sara现在有介绍，Sara我知道她家在国内很有钱，她家需要钱，借到了一个亿美元，10%的佣金，

10%，这 10%可以在国内可以给你人民币也可以国外给你美金。就是人家是 1:11来最终付钱。 

亲爱的战友们记住啊！亲爱的战友们记住。谁要有这个关系你就挣大钱了，特别做贸易项下的，特别做贸易项下的，那你

赚大钱了，你有外汇，你钱也不往里面进嘛！中间人 10%，这是最高了中间人，但是你不能、你得符合法律的 10%。你得有

这个能力，你才能拿这个 10%。 

亲爱的战友们，一般来讲，低于 100万美元的你就不用来谈这事了。最好在千万美元起价，100万美元都不感兴趣，最好

在千万美元。 

如果有意者可以给文贵的 G Post 上发私信和路德先生联系、Sara女士，战友之家的家长 Sara女士联系、还有木兰传奇，

可以跟她联系。我们暂定这几个，暂定这几个。如果大家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资源的，一定记住在法律的范围内、法律

的范围内能给你、能挣大钱。 

 

2.有外资股权打大折要卖 【外资撤离】 

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在国内的投资就是想撤出来，都要撤出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两批东西，什么呢！国内的整个外资，

有一些股权，他们可能是打大折要卖。但是对不起，在国内你得有能力接，还要海外付美金，要把股权卖给你，很便宜、

很便宜。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在上海 A股的某上市公司，像这个基金就打着污水结构上赚的钱，这个、这个公司很大的，在中

国目前排行大概在前 15名。他的股权价值大概在 300亿，他可能只要 50亿，六分之一走人了。300亿的股值 50亿走人，

但是对不起外面付钱。 

3.香港银行美金取现、大额港币取现被严格控制。【美金】【港币】 

第二个香港，我今天、我负法律责任地告诉所有的战友们还有香港同胞们。我们连续试了三周了去换美金，我可以告诉大

家的事情，明确的是我们拿着美金、我们拿着美金去换的、换港币，换了 5、6回才给换出来，美金换港币。为啥呀！我们

有些支持孩子需要人民币、需要港币。为什么？严格控制现金。大额现金港币也没有，等了又等、等了又等。当我们拿港

币去换美金的时候或者取美金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 5周的时间了，总共取出来还不到 5万美金。我们账上的钱最起码都

在几百万美元以上，现在我们往外划款，划款划了有 80万美元的、有 200万美元的还有一个 1千多万美元的，这几笔钱已

经是三周了到现在划不出去。  

最核心的就是汇丰银行，你到汇丰银行你拿钱试试，汇丰银行真的已经是属狗的了，我就不晓得啥意思了，只许进不许

出。中国银行那就找各种理由麻烦你了，骚扰你了，现在如果谁还在认为香港你取现金能取三千美金，到那就取，你试试

去你有种。 

4.公告港币换美金需求：加价 50%，10%佣金。要求合法、1000万美金起。【美金】【港币】【换汇】 

我在此再宣布：任何战友们，能帮助港人取现金和在海外给大额美金，一百万美金以下不感兴趣，必须是合法的，人家都

是要来海外买房子，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来买房子。人家在香港给你港币，让你自己看，都是有名有姓的，比

如香港新荣基、香港新世界、香港恒隆地产都是这样的公司。 

比如，比如，我没说是，比如给你一个亿港币，你给多少，你给美金，美金现在汇价多少，给你加 50%，中间人再给你加

10%的佣金，谁能做到？请跟我们联系，大额的，一千万美金以下你就别玩了，一千万美金以上，就说给你香港港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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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比如你给 8500万，人家给你加，再加上 4250万，再加你中间 10%现金，前提要美金，这个港币这块是要英镑的，英

镑，法郎他都要，其他货币他不感兴趣了，因为这些人买房子都是在英国，法国和瑞士。 

战友们，谁有本事谁赚钱，我这儿是不收任何费用，如果有这方面信息，请直接最好你的律师，跟路德先生、Sara 女士、

木兰妹妹联系，中间有 10%的佣金，所有发生的律师费用和其他费用，一概由换汇方负责。一会儿，我请路德先生、Sara 

妹妹、木兰妹妹马上把我这个公告写成一个严谨的公告挂在 G News，挂在 G Post，挂在咱们所有社交媒体上，战友之家广

泛传开，中英文的，好不好？留下 Sara的，木兰妹妹，还有路德先生的联络电话，专门有我们的律师在处理。有收到这个

信息的，请你们直接给我们发信息，有律师在处理。 

5.黑警有很多是前些年从广东移民香港的 【黑警】【香港】 

我说你觉得有多少解放军？他这信息还是让我挺震撼的，他说他被弄走两次，一个解放军都没见。他说这个解放军是什么

情况，解放军是跟着香港警察后边，打完就散，他们旁边都是有指挥的，打完就散。在大街上很多都是香港警察，但是香

港警察有个什么样的问题，是很多香港警察是多年前，七、八年前，八、九年前在广东移民来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信息

非常重要！他说旁边这个警察，就专门说是九年前来的，就让他给听见了，他说我到了香港这九年如何如何，九年，九年

啊！这孩子是从广东，讲广东话然后拿了香港移民来的，然后到了所谓“速龙小队”。这些人非常残酷！ 

他说对这些孩子就像恨一样，他说一打就打后脑勺，再一个就是打生殖器，然后打手指头，只要你嘴说话，就往你嘴打，

非常可怕！说他们弄这个头，给你翻过来之后，就拽着这个底下，你根本死也死不了，喘也喘不了气。 

 

6.香港支持学生的各界人士被共产党威胁、拍认罪视频【香港】 

美国人权法案对他们多重要，人权法案过了以后，他说他所能看到的，他所能听到的，一片狂欢！说男女喝酒，比过年，

比过圣诞（还庆祝），到处墙上贴着川普，谢谢川普。他说连这共产党竟然都不允许。他们的头儿领导说，你们就不要把

这东西再拿出去了。拿出去我们就受影响。就是公司都被威胁，不要拿美国国旗，不要拿川普的照片。他的一个合伙人，

这个会计公司，就是被政府直接威胁，你再敢到街上举着美国国旗，川普的照片，你小心，你明年你什么业务都没有。他

的一个姐姐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就在中文大学闹事之前，这人就警告她，今年政府不会再给你发粮啦，不会再给你们钱

啦，不支持你们了，你们吃什么，你们喝什么。结果中文大学发生事以后，你看香港政府做什么，几个学校一分钱不给。

你见过这样的政府吗！香港的教育的钱是纳税人的钱，又不是你林郑月娥的钱，又不是你共产党的钱，你凭啥不给呀。她

当时还不相信呢她说，现在确实发生了！ 

更夸张的，其中一个，在香港有一个名店街家具店，卖那些古董啊，卖那些老家具啊，这哥们儿老回大陆，但这哥们儿坚

决支持孩子。不知道怎么让人家给刷脸了。到了大陆就给逮住了。把在深圳北有一个仓库，里边是古董家具，全给查封

了。怀疑你走私文物。这哥们儿可惨大了。然后说你想定暴力罪呢，还是走私罪呢，走私文物罪呢。这哥们儿就傻了。一

开始他很倔，最后给打惨了给，录了 N次像，说我被学生威胁，学生威胁我管我要钱，要我捐款，然后我根本不支持学

生。 

大家你们看啊，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出来的。很多人已经被录了。说这个人被录的时候，就发现旁边也有人在录。他不是 3

个组 5个组，说很多人在被录。都是被威胁完以后，过来给你标准： “有人威胁你让你干这事是吧？有人威胁你干这事是

吧？” 然后都录完，你看接下来还会在电视台会有一堆的人出来，跟那路德有 11个女朋友一样，路德有 11个女朋友的

事，已经传遍世界了。让这些人上去说，我有很多女朋友，我嫖娼了。然后我被学生威胁，然后所以说我才说支持这些所

谓的暴徒们，我痛恨他们。都这词儿。 

昨天晚上他还告诉我，曾经在我公司一个同事，一个孩子，被抓了一个多月找不着了。每次去警察局去备案，警察都认认

真真听你说。找个律师，因为他是个..他母亲早年和他爸爸离婚了在加拿大，父亲在香港某家银行。在我那工作过。父亲

就找律师父亲不差钱。但是回去以后律师都辞职。对不起了，我不方便了，我不能代理你这个事情。5，6个律师了全都退

了。他不知道，他还猜，他猜他认为这些律师离开警察局就受威胁了. 这也是当年恒生银行的高管那。 

 

7.香港戒严后会发生三件事：与中共断交、查封中共资产及取消官员家属签证、美国联盟国家亚洲所有军事大量布局 

【香港】【戒严】【美国】 

昨天我给路德先生还说呢，接下来只要他一戒严，三件事就会发生。哪三件事？ 

第一条，与中国共产党彻底断交，绝交，一切来往都没有，就跟北朝鲜是一模一样。第一条一定会发生，包括香港，但要

看香港是什么情况。 

第二条，立即查封所有的中共和香港在海外的一切资产，并且让所有这些官员的家属，取消他们一切签证立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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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所有的美国联盟国家，在亚洲所有军事大量布局，避免人道危机发生，那就准备开战。 

 

2019 年 12 月 4 日 

郭文贵先生报平安谈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被绑架回京的经过以及给盘古、政泉和裕达同事们发出的安全保护办法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as3IFJL2rf4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2f5edab-028d-4004-8fa1-0f3376c019d9 

 

1.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被绑架回京的经过 【郑若骅】 

给大家爆个料，郑若骅怎么回的北京，为啥回北京，又从北京回到香港，原来她在伦敦滞留不回，后来驻英的大使刘晓明

得知，郑若骅不想回去了。最后中央说这是大事。然后派出专案组，有这个刘晓明，明确跟郑若骅谈，你得回去。在香港

现在不回去，律政司不回香港咋办？坚决不回去。说白了就是不干了，老娘不干了。耍赖，她本来两次要辞职，郑若骅两

次要辞职都被拒绝了。不能辞职，辞不了。最后到英国去了。我都怀疑摔倒时她自己摔的，还是被弄摔的？坚决不回了。

最后看怎么劝都不回啊，中央明确告诉了，给你四条意见： 

第一条：你不能再提辞职 

第二条：你现在必须离开英国，直接回香港，或直接跟我们回北京，有领导来和你谈话； 

第三条：如果你上面两条不去执行，你的家人和你大陆的资产，还有你个人安全我们无法保证，我们将啓动外交强令你遣

返； 

第四条：坐专机回北京 

谈完话以治疗为名，也可能让她看看过去的小视频，然后回香港。从那以后，所有你的个人安全，都由速龙小队和所谓大

陆派去的香港特保来保护。郑若骅惨了吧，完了吧，这是跟共产党的下场。啥结果？ 

 

2.给盘古、政泉和裕达同事们发出的洁身自保指导与不配合要求【盘古】【裕达】【政泉】 

那么我现在告诉所有的同事们，任何、不管是北京盘古还是北京政泉，还是河南裕达所有同事们，我告诉大家，在唯有产

权实际控制人和受益人，大家知道这所有资产都是在一个国家基金的名下里，没有人家授权，没有人家允许和法律、法务

部陪同下。你提供的任何文件，你提供的任何协助和所有的有关任何部门来的，你都是违法的。结果你都是侵占公物罪和

渎职罪，未来一定要被起诉的。那么所有的司法部门到这些单位来，到这里所谓的办案执行，一定要记住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他们现在颁布的那些、那些所谓的恶法，按照法律程序走，你们记住那才能到这来被接待。但是你没有在被授权的

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态度，你不能有任何行动，这就是给你们的要求。 

他愿意做什么、做什么。有人担心裕达会着火了怎么办！盘古着火了怎么办！政泉着火了怎么办！着火，他有保险公司，

跟你没关系。财产被抢被盗，未来会有说法，新中国建立后会有说法，在共产党的执政下是没有说法。 

比如说像曲龙带着十几个大汉，由卫城法院一个警察到公司强令的开走八台车，而且还殴打员工，毁掉记录仪，这叫抢

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按照他们的法律。抢劫，那你是可以有正当防卫的，正当防卫那个结果那是由法律明文规

定的，什么后果都可能发生。你们要用好正当防卫的这个法律，在哪个国家都管用。 

千万记住，任何执法部门所谓到现场执法，到这些公司执法的，任何人的配合，任何人提供的协助，任何人提供的安全都

是不允许的，未来都要跟你算账的。还有我告诉大家，基本上逻辑是你们是被迫的，我这都知道，咱们没办法遇到这流氓

政府了，遇到这些流氓法官、流氓执法机构、黑社会了。被迫的执法，那这是你没办法选择，你可以辞职，你可以离开公

司或者你可以请假，工资照发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这是强奸，这是抢劫。你主动地被抢劫，主动地被强奸，那是绝

对不允许的，后果是严重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你付不起这个责任。 

另外一个，不要担心公司里面所谓着火呀！那裕达着了火了，盘古着了火了，那是、那是、这都是公有财产，会有人说

的，那有啥不好的。烧了总比这帮人控制着好。对不对呀！现在听说那个叫金隅接管盘古以后，几个、四个大汉在门口站

着跟黑社会似的，盘古的龙头现在是被强奸状态，总有一天会有人发声的，不要担心。 

所以说，裕达这个事情昨天闹场、耍流氓、抢劫要进入房间，还要关门。是不是！还要干啥呀！你还有什么小想法吗？任

何资产在没有走法律程序情况下，任何被损害、被伤害都会有说法！但你们不准配合，配合的结果那就是对公司的背叛。 

任何所谓的只要对你强迫、威胁立马辞职，公司会继续发工资，请你立马辞职，但是你绝不准配合！不管你财务人员还是

保管人员，还是管理人员你提供任何的文件、任何的资料和任何的签字后果自负。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2f5edab-028d-4004-8fa1-0f3376c019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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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先把话说这儿了，希望战、战友们，希望我们的同事们用脑子、用智慧来做好你的事情。 

... 

行了，同事们你们辛苦了。咱们的盘古，政泉和裕达的智慧足可以让你们要洁身自保，然后要让自己对得起良心，不要让

我们的企业文化：情理并重、法律红线、道德红线。不要把这个文化给侮辱了，不要把这个文化给污染了。你们可以不当

英雄，但绝不能当狗熊。你们可以不反抗，但是绝对不能去把强奸变成顺奸。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好吧。 

 

2019 年 12 月 7 日 

钢铁侠对话七哥郭文贵 第三期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youtu.be/qgZ_UYJh9i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f55d677-c991-4553-b9d2-eafb48795776 

 

1.沙特有最起码 10个左右的王子和公主跟郭先生是特别好的关系 【沙特】 

我首先说沙特吧，沙特有最起码 10个左右的王子和公主跟我是特别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之前沙特有一个最有钱的王子，也

号称最有品位的王子，这个他当时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某酒店的创始人，在 1999年的时候他拥有了一个波音 747的第一架私

人飞机，这架 747的飞机呢是什么概念？是中国国航买的 747-200，当时因为这个中东有些文化它有的人很小气，你不要

以为王子的就很大气，他买了一个二手的国航的飞机。你可以上网一查就查出来了，然后他又换了俩引擎，然后到了这个

美国的达拉斯一个飞机场啊，这个装修公司去装修，在装修当中我就去看了，里边都是绿的，他用世界最豪华的酒店集

团，号称最会赚钱的中东王子在华尔街也非常有名，我跟他有合作。 

 

2.郭先生的价值观：没有贵与不贵，只有值与不值【文贵价值观】 

我告诉他一点，每天都用钱来绑住你的时间，你在怀疑钱被别人骗，被别人偷，而且您老想着贵与不贵，便宜不便宜的时

候，你已经成钱的奴隶了。我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面，没有贵与不贵，只有是值不值，我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喜欢他，

他没有什么贵不贵，我当你不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块钱都是贵的。例如你现在你饿了，给你个面包 100块钱都是值得的，

当你不饿的时候，他给你再好吃的东西，中东人爱吃鱼子酱，给你一盒鱼子酱，那是害你呐！ 

 

3.金融票据是中国经济埋的雷，很快要爆雷 【金融票据】 

你看到的方正这两天发生的事，这个李友，我从第一天爆料就告诉所有的战友们，方正和方正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盗国贼集

团的白手套之一，而且方正最大的雷就是票据，金融票据。没人提这个票据，而且这个金融票据的诈骗，和中国经济埋的

雷，大家可以看看，我们 2014年，15年，和方正开始打官司的时候，我就给所有的社会上写过信。第一个就是财新杂

志，财新杂志的胡舒立是第一个否定这个事的，北大全面开始对我们攻击就是来自这里。 

 

金融票据就是金融诈骗，为什么我说就没人相信呢？因为我在那时候，我是方正的股东啊，我是二股东。我是看到了不是

几百亿，是几千亿的金融票据，和北京银行，和南京商行，包括商行界最有名的票据一姐，一个人搞了几百亿。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言而无信，靠的就是言-而-无-信。因为这个票据，我是要兑现的。你想吃猪肉，我答应你我回来是要

给你杀猪吃的；我答应你你把木头搬那边去之后，我要给你封官封地的。而金融票据是，当你把木头搬到那边去之后，是

不会给你封官，不会给你封爵，也不会给你封地的；答应给孩子杀的猪也没有猪可杀，家里头没猪。 

 

那你说这个结局会是什么呢？什么叫言而有信呢？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怕的是，当你看到中国企业家的时候，他

是没有信用的。 

… 

我相信这个疯狂的票据马上要爆发、爆雷了，中国的金融是一定完蛋，信用的彻底缺失，CCP全天就撒谎，急功近利，导

致老百姓也是这样。 

 

4.郭文贵是唯一个跑出去还给拿进国内 200亿人民币的人【文贵过往】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f55d677-c991-4553-b9d2-eafb4879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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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千万要记住这个事实，郭文贵是 2014年十二月份跑出来的，我 2015.2016将近给共产党拿掉了两百亿人民币啊，我郭文

贵是唯一一个敢举着手说没有从中国拿出一美金的人，我还是唯一个跑出去还给拿进去 200亿人民币的人，这都在法庭上

都给出示出来的，你说这个流氓共产党有多可怕。 

 

5.郭先生谈爆料革命的策略与 30年准备：知己知彼、打进共产党内部、支配足够的钱、集结一切关系、认识国际友人、

发动所有组织...【爆料革命】【灭共】 

我冒着全部的风险，全部家人和同事的被侮辱，所有的家长就这样的被抢劫、被侮辱，把我老娘给气死，也打死我八弟，

气死我老娘，抓捕我哥哥，还要关在监狱里，我说我妻子女儿全部被你们关起来，三抓三放。我这难道没有准备吗？我没

准备就把我哥给送进去了三次？现在还在里面，把我女儿送进去两次、把我太太送进去、把我娘给气死、把我八弟给枪毙

了、把我同事都关到监狱去、然后几百亿的财富就让你这么抢走？！我没准备，我干这事，你觉得我脑子是不是进狗屎了

呀？！ 

所以说我这种准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是私仇，我第一天就说：“保命、保财、报仇，那是我的战略。然后是郭七

条，然后是全球自动灭共，然后是全球联合灭共。” 

从郭文贵上明镜媒体，BBC没有播出来的直播，还有 N个媒体没有敢播的采访，到最后在 Twitter上、在 YouTube上我自

己直播。 

到后来，还有一个叫什么？原来那个烂人叫秦伟平，小屁孩是吧！简直气死我了！秦伟平这个流氓，还有一系列，郭宝胜

这些垃圾，我跟他（们）打交道。 

到最后，郭文贵 Twitter被关、Facebook被关、YouTube被关，到创建咱们拖拉机郭媒体（Guo Media）。 

我可以今天负责任告诉钢哥，「从第一天想，就是我从 89年的时候，从看守所里的时候，只要我有出息，我一定这么干：

“先把孩子养大，把老人送走，把我一定要赚足够的钱，集结一切的关系，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共产党内部，了解他们

的内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当年在看守所，我的墙上，在墙上面（写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是号长，旁边远远的中间一大块地方，墙上就是知

己知彼、百战百胜。后来这个看守所的 60多个人，几乎都被枪毙完了，几乎枪毙完了，我那个字还在那呢！是不是！知己

知彼我就要知道共产党，然后我出来认识这国际友人，包括对西方的了解。 

想想！ 

郭文贵第一年买房子在美国是哪一年？大家去看看去。 

郭文贵第一年在美国买房是哪年？ 

郭文贵第一年买房子是哪一年？ 

1992年在洛杉矶贝拉尔，我就买房子了。 

还有一些欺民贼说郭文贵刚来美国，你大爷来的！我来美国的时候，你在哪呢？你还在那穿什么闵裆裤呢！是不是….。 

我当时美国在西方，要搭建一个西方的舞台，而且我意识的认识西方的精英，跟西方接触。唯一我最恨我自己，就是英文

没学好，这是我特别生自己气的地方，当时就是英文没学好，这个真气死我了。 

什么都做好准备了，我只是没想到是从 2017年开始，不是 2014年跑出来，当时我准备好的，真的就是 2020年。但是我现

在这个时间提前了，打的措手不及，但是我的准备已经 28年、29年现在已经 30年了，这个有准备的事情和没有准备他是

不一样的，有准备的我能耐得住风寒，我耐得住风险，我抵挡住这个风险，我才能有今天，否則我早完了嘛，你看看我所

有的战略，和对共产党的爆料，包括在西方，我要看这个美国总统。 

这个 2014年我绝对不能爆，2015年我不能爆，我得等到川普总统上来了我得爆，这是天赐机会，能爆！而且我在这之

前，他在没选总统之前，我就是（马勒戈？）的会员，我不是他选上，最后当的会员，大家可以看的出来。 

包括我跟日本朋友建立的关系，大家不要忘了，到现在他都是日本最有钱的家族，共产党最畏忌的家族，我跟他建立一种

友谊，完全我跟他没有投资跟被投资关系。 

但是我一句话，就像我对财富和权力的理解一样，你多有钱，如果你没有支配权，你等于没有钱。你多有权利，你没有说

no的权利，你等于没有权利，权力的核心是你说 no。我啥职务都没有，但是我说不行，你不能干，这是最大权力。 

钱，你再有钱，你没有支配权，等于没有。我没有钱，但我能支配这个钱往哪去，那我就可以了。所以我在爆料当初我就

做到了，我不参与任何组织，但是我要有任何所有组织、更多组织、能和我站在一起，这是我的目的。同时我没有钱，但

是我能支配些钱为我服务，这是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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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能看得出来，我当时我这脸上脑子上都带着我的计划，每时每刻我真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一秒钟忘过要灭口是我一

生唯一的使命，所以我那时候爱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就是到我老娘那去，我从来不跟我娘说什么，就是给我老娘面前

哭，一哭两三小时，我娘就陪我哭，我老娘懂我，知道我想干啥，她知道我想干什么，她儿子被人家杀了，她难道不知道

吗。 

我的姥爷地主，被共产党（把）全家都给做抄了，我的姥爷当地最有钱的人当年。共产党光在咱家抄那个东西，那个瓷器

古董从屋里往外扔。我娘听着说：大概有十几天，不好全扔了，好的拿走了他，乓乓的响，整个门口一大堆，全给砸了，

连我老爷的父亲的一个棺材板他都给拿走了，太厚了。老家流行一根木的棺材板，都给拿走了，连门都给拆了，她难道不

知道共产党是坏的吗！她儿子想干啥她难道不知道吗！他就担心我，但是就这 30年时刻的准备，和我对我的生命、和对爆

料革命、和对共产党的了解知彼了，我也知己了，我才能在今天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像我刚才我说那个十几年了，那个同事说的，最近告诉我说：“郭先生我现在绝对相信你是准备了 30年。”因为他知道

我随时都有最好的选择，我可以现在过上你们想不到的好的生活。每个人，包括某国家王子，说现在整个的这个山脉都是

我的。说文贵你要是不愿意爆的时候，那里军队也是保护你的，没有一个人敢动到你。这个人跟习的关系特别好，跟王岐

山的关系也特别好；他说我保证你的安全，那个山都是你的，不会有任何人能碰到你，他绝对能做得到的。我们这是多年

的关系，说白了，他们也不敢碰我，我有这个选择。 

第二、美国这块儿我有 N个选择，N个选择！我可以完全不去做这事儿（爆料）的。 

还有加拿大的，我过去……某个家族，我们一起合作的。跟我说: “文贵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在加拿大我保证你的安

全，所有——我们这块山上，整个地方随便你选，对面这个湖都是你的，我送给你，你做的已经够了，你让我家族提前从

中国把钱给撤出来，我们对你感恩不尽！我们将保护你的安全。” 因为你可以了解，他们家在加拿大是最大的家族了，而

且来自于法国。 

我完全是可以有选择的，所以，这个朋友说你有各种选择。而且，我知道你的安排，知道你的行动以后，我才真知道你拥

有潘多拉盒子，你真的准备了三十年。这跟我几乎像我的家人一样亲的，才跟我说这话。 

所以，很多战友不理解或者怀疑，我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战友们，真正能了解这三十年，我是怎么准备爆料

革命的，对每个人，对你将赚大钱、成功、事业是有帮助的。 

 

6.中共穷途末路，要钱不择手段，在世界银行插队要贷款 200亿美元，引发美国政府、国会愤怒。【世界银行】 

其中有一个会议，就是世界银行的高管给我打了电话，我说视频。他就在谈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他说就在前天，世界银行

开一个每五年一次的，就是国家框架性的这么个会议。其中谈的就是，每个国家你要借款的计划，谈的就是菲律宾和非洲

一个国家。 

但是突然间，中共就派出了代表，递交了二百页的再贷款的一个文件。大家看到的报导是三十亿或十五亿，不是的！它要

求的是一百亿美元的一个借款。 

这里面有一个程序的问题，就是每个国家每五年有一次。那么按照中共国呢，（根据）它上一次借款是……就是明年它才

有上会的条件，就像我们企业贷款，就是到上会的时间才能上会。那么上会之前，准备的报告和材料是有很多程序的。 

那么这个突然间，菲律宾的事情和非洲国家的这个小国的事情，突然间中共就来了两百页的这个申请报告，拿进来了。谁

能让它拿进来？只有俩人，一个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先生；一个是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那这完全是不符合程序

的。 

这个事情一下子就被白宫知道了，白宫立马就火了！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要打破世界银行的这个程序？哪来的两百页的文

件？大怒——我听说哦！我就不说是谁了，大怒！然后，国会山那边也知道了。 

为什么中共国那么有钱，突然间完全没有……就是排队时加塞嘛！ 

就是钢铁侠先生你看到的，可能你住在法国，看到法国那些很多买名牌排队的，中国人爱加塞儿一样，就是加塞儿嘛，人

家不舒服了嘛！怎么回事儿啊？这事情发生后，一讨论热闹了——中共国完全是“蓝金黄”了世界银行，完全是靠非法程

序，挤进来要一百个亿。 

说明了中共国，共产党是没钱啦！要美金。要钱要到了不要脸的程度，跟“火鸡龚”一样，完全是不要脸不要腚了，直接

插队进去了，完全没规则。还大声喊着——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这一下子美国国会爆啦！这绝对不可以！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是六千美金的 GDP以下，你已经是八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了，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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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国会的议员，其中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他说 miles，我想问问你——世界银行的贷款到中国后都去哪了？我说

——那你认为去哪了？跟刚才钢铁侠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他说“我怀疑它用在了新疆集中营，我怀疑它用在了香港的某些公用的……实际上是法治基础设施、强制性基础设施的建

设。”这词儿很重要啊钢铁侠先生。 

接下来他又说了，我怀疑它用在了为政府服务的特殊机构，世界银行所有的贷款只能是公共设施、扶贫、救灾，必须可

查，而且资金必须到期归还。 

 

7.中共在世界银行贷款大部分用在盗国贼家族的私人的事业和享受，以及挪用做压迫中国人的项目。世界上的 NGO机构和

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将对过去所有的共产党的贷款，每笔都要审核，接下来欧洲、各洲都将跟进【世界银行】【欧

洲】【盗国贼】【NGO】 

我马上告诉这几位朋友，我说我正在给所有的过去的合作者发信息，我说我现在就发给你，世界银行所有的贷款，百分之

九十九到中国以后……我不能说全部，就说九十吧，都用在了盗国贼家族的私人的事业和房地产开发，及跟这无关的一些

私人享受上，包括了最让人发指的新疆的集中营，还有正在广东和广西建的监狱。 

而且，中国过去向世界银行贷款当中（用途）最多的是叫“中国教育”；我请问钢铁侠你见过中国有一个学校在全世界有

排名的吗？而且是小学、初级教育；你见过有一个地方是来自世界银行（贷款）建的好学校么？ 

所以我说，这些（贷款）全部被挪用了。而且，有没有还？有的是还了，是借新还旧。但是，比如说还了旧，是借了两块

钱我还你两块钱，下次再借四块钱，这完全是骗局。而且，他们进行了销账。 

千万记住啊钢铁侠，不是说借了款还给你现金叫还账；联合国认为这个项目建完了学校，它是给你抹掉的，它绝大多数是

给你抹掉的。  

所以结果是钱用在教育和国家公共设施和扶贫和公共医疗的钱被用去了建新疆监狱和正在对香港组织监狱，包括焚烧、准

备焚烧香港的焚烧炉而且他已经超过了 GDP 8千块了，完全不符合贷款条件。 

还有一个，世界银行应该查清楚过去的钱去哪儿了？都被盗国贼家族弄哪去了？引发了雪崩之效应。昨天这件世界银行的

事件绝不亚于航空母舰到达台湾，他现在没到台湾，绝不亚于香港事件。为什么？香港是政治事件，是干掉共产党的一道

大门。 

世界银行将、这是两年前文贵说的 WTO它一定被赶出去，世界银行他一定被赶出去。我告诉你去年八月份，我在华盛顿的

时候，我去开会的地方就是世界银行。我告诉大家吧！我就是、做的秘密演讲就是世界银行。 

就是告诉他，我亲身经历的河南交通厅长史发亮和交通部部长当时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和在山西的世界银行贷款以及上海几

个所谓高速公路的世界银行贷款，钱去哪儿？还有这高速公路收钱，钱去哪儿了？就是我干的。 

然后凯尔巴斯，我们最好的兄弟，法治社会的主席，昨天也跟我视频会议。推动世界银行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凯尔巴斯，凯

尔巴斯唤醒了全世界。所以我告诉凯尔巴斯，我跟他第一次在达拉斯见面的时候。我们俩交锋之一就是世界银行，凯尔巴

斯挑战我，这是美国人很可爱的一面。 

我当时告诉凯尔巴斯，我说世界银行的时候，他愣，miles，你撒谎，我了解的数据不是这样。世界银行的谁谁谁是我朋

友，马上打电话问，问完以后回来了。miles，我向你道歉，我向你道歉，我错了，你说的是对的。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让世界银行知道，中国人民被绑架用贫穷、用伤残向你们贷的款，钱全成了攻击我们这些人武器，你们

应该知道真相。我曾经在、也在哈佛演讲过，很早、秘密演讲。不像陈峰那么牛，跟训孩子似的，很少的人也就一百多个

人。 

我就、很多年以前我说过，中国人的贫穷将给世界带来最大的机会。因为我们是个未开发的处女市场，后来这个市场被共

产党王岐山定义为，这是中国对抗西方的核武器叫市场权利、市场进入权，这就是西方被威胁的最核心原因。我说世界银

行是中共威胁西方和培养、控制市场核武器最大的帮凶。 

昨天、前天全发生了，发生这个意义叫什么？NGO机构和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将所有的过去共产党的贷款，包括世界银行每

笔都要审核，这将导致什么效应？不、不仅仅是香港孩子要流血，共产党所有的家族给世界银行提供的虚假材料和贪污了

的钱，用中国人的贫穷和伤残、灾难骗来的钱全部要吐出来，而且要负上刑事责任。这是爆料革命一个全球性的大的胜

利，接下来欧洲、各洲都将跟进。 

 

8.王健真的死了，且过程、证据被作假【王健】 

第一个，王健真的死了。今天是猛料吧，钢哥？（钢铁侠先生：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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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我告诉你，王健那个裤衩是蓝裤衩，深蓝色裤衩。那个所谓证据的裤衩，跟那个田丁身上穿的裤衩，不是一个裤

衩。他身上，当时躺着，他穿的是个粉，红色的衬衣。就是我推出的照片，最后一张照片，他有带点点的白 T恤带红的，

他是当时穿的那个红色衬衣，外边儿是个蓝夹克。 

当他掉下去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全没了，就剩一个红的衣服了。上面是被那个 POLO衫盖在胸前的，王健先生。你知道王

健多可怕？他已经被定义死亡的时候，王健的眼睛还在流泪呢！而且是这个样子，狰着牙的。就王健死不带瞑目，死，就

定义为死了，那个，已经把那个尸袋拉到这儿，装尸袋拉到这儿（额头）的时候，他眼睛还在流泪！ 

纯蓝色的蓝底裤，大卫哥是牛叉的啊，政事小哥是牛叉的，他们搞对了，这两个哥是厉害的。那个裤衩，实际上，跟那个

田丁穿的，不是一个，但是 POLO衫是一个，穿着粉色上衣。而且，腿上一大块儿肉，他是被挣扎，绝对是被杀掉的。他绝

对死了，绝对是被杀掉的，而且这里边儿全是造的假。 

 

9.郭文贵谈对母亲的回报。【文贵价值观】 

当我想母亲的时候，她是我几世以前的缘。这一世，我和母亲一起在完成，佛祖上天给我们的使命。没有如果她飞到美国

了，但是我相信，我会在天堂相见。就像我那天和我太太说的，我不会让我母亲在天堂等我太多时间。65岁的时候就是大

限，我随时准备好走。因为，我很幸福。 

… 

所以，我想什么？我母亲毕竟 88了，被他们给气死了。我想想着，多少人的孩子，还有王健的母亲、家人，怎么想想自己

孩子这个样子！我幸运的事情——我母亲走得比我早，我不比我母亲早，我母亲没把我送走。这是我要感谢佛祖上天的！

我要告诉我母亲：儿子，在这里，正在完成你给我的使命，和你一生中想不敢做的事，我正在做。所以我应该哈哈大笑，

告诉我娘：“老娘！看你儿子，山头拿下了！赢了！不是可能，我们一定赢了，看看全天下，已经没有共产党了！”我要

跟我老娘拥抱，亲我老娘：“儿子完成了你生下来我，给我的使命！而且我让更多的人成了你的儿子，跟我一样，反对共

产党，消灭共产党！让更多的中国人不要像王健一样，在拉上拉尸袋的时候，还在流眼泪！” 

这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 

 

2019 年 12 月 8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9JKIcbdlk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dc612dc-2c5b-4d7c-9206-e1a1f9c77235 

1.灭共之后的第一件事：建立法治的、民主的政府、人民有土地永久拥有权、盗国贼的财富要用于给百姓还贷款、成立可

以罢免政府的超级人民组织【中国未来】 

他说 Miles，假如这个真的发生了，都上街了，共产党被灭了，还会发生什么事？你觉得第 1件事干什么？我说第 1件

事，中国老百姓要建立一个法治的、民主的政府。要跟世界合作，要得到世界的尊重，让世界信任，让全世界欢迎勤劳

的、善良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国投资和定居。我说中国人在你们留下的印象就应该像香港人这样。你们喜不喜欢？哎！我们

喜欢。 

说如果现在香港人到全世界移民，那个国家都愿意要。我说中国人绝对都会变成香港这样的人，但是需要个时间。那么很

多战友、很多外国朋友问我，如果到这一天的时候，第 1个决定应该是什么？ 

我说我、如果我郭文贵爆料革命，我们到那时候有说话权的话。我说、我过去也讲过，我现在我还是这样讲。第 1件事，

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的地应该属于老百姓的，就现在大家住的地都应该是你的，拥有权、永远拥有权。 

任何一个政府上来，你要不接受这个，你就别当政府了。 

这是一个国家公民起码的人权权利。 

你见过到全世界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竟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土地叫你的国家吗？那是你的奴隶工厂，这是个起码的常

识。什么是你的国？什么是你的家？因为那是生你养你的土地而且你拥有这块土地的永久的权利而且你在这里安家乐业，

你土地都没有，安什么家、乐什么业。 

这位朋友说，这个你说的好，这个太好了，我下步要推这个事。我说中国老百姓必须马上要拥有土地，这不应该是共产

党，共产党强奸了我们，抢劫了我们，绑架了我们的最大象征就是绑架了我们土地。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dc612dc-2c5b-4d7c-9206-e1a1f9c7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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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个中国过去这几十年改革开放，从 1.3万亿美元的 GDP变成 16万亿美元 GDP，被盗走的财富最起码几万亿美元，这几

万亿美元必须回去。那就意味着什么？所有中国现在有贷款买房子的，贷款买车的，欠银行钱的都不用还了。因为这些盗

国财富拿回去以后，完全都可以大、双倍全部给他、给他 cut 掉,都还上。 

我说中国老百姓过了这么多年，自己的土地上都变成化学土地了，这么大的污染，政府必须赔偿。赔偿的就是看病不能花

钱，上学不能花钱，所有的房子归老百姓的，所有的土地归老百姓，所有的贷款，所有的借款，所有的按揭都不能还。 

哎呀！他说这个好。这是我们第 2个要推的。第 3个我们要做到的，中国老百姓必须要成立一个比美国这个工会，比这

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美国的国会还要高的，我们叫超级人民组织。绝对是可以随时免掉你这个政府的，而且是高效的。

今天早上发的，晚上就把你免了。 

当年日本换首相，大家看一年换过两、换过三。中国共产党天天在那笑话人家，说这个日本完了，每一年、你看一年换两

三个首相。你说他多不要脸，人家日本一年换两三个首相，人家换了 20多个首相，日本经济一点也没差，社会安全稳定越

来越好。 

我说我们未来中国人，我早上可以换你，我晚上可以换你。但是这个国家的法治是第一重要，这是法治基金的重要性。法

治必须以法办事，然后要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人只要有了可以宗教信仰了、自由了，他不会跟你扯淡去，不会给你闹腾

去。 

 

2.郭文贵谈成功的基础：执着，先想好、千招会不如一招绝，时间、忠诚、孝敬【文贵价值观】 

当你做事的时候你执着，你做事先想好，你不想好你别做——千招会不如一招绝。时间、忠诚、孝敬是中国人成功的基

础。 

 

3.郭媒体要加入视频广告一事，让郭先生对爆料革命有重新认识；郭媒体前景广阔，郭先生可能会争取回一些股权【郭媒

体】 

然后，让我另外想到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事儿，就是《郭媒体》。这《郭媒体》拖拉机现在是这个样子。 

这两天，昨天人家给我看了一个模板，说未来在《郭媒体》要植入的广告。就是未来我在这直播的时候，大家记住啊，三

十分钟要六次广告，插播视频，强制性的啊！ 

我现在不知道未来我怎么面对战友了，因为现在我在这直播的时候……我这讲多长时间了？呦！十点半了，快一个小时

了，天呐！就在半小时的时候，有六次突然间插进来的视频，十五秒噢！我相信很多战友会很不舒服，我现在都不知道咋

面对了。 

但是真的，《郭媒体》投资者不是我，我说实话，我现在真后悔了。当时我也没想到《郭媒体》怎么样，我为了把全部精

力放在爆料上，我说这些人做投资者。结果人家是投资者，我想弄你回来股权也难了。 

那天班农先生跟我说，文贵你做的最错的决定，就是把《郭媒体》的百分之百股权让别人投资，你这个看的太近了，他说

这将是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现在说实话啊，我还真有点儿小后悔；但是，未来还不一定，我也许要尝试尝试弄回来点股权。但是它上市的时候，我们

肯定有……战友们和我都有机会的噢。 

就是它要加入视频的这个事情，让我对这次爆料革命这个事情有重新认识，就是《郭媒体》这种拖拉机式的，竟然现在有

九十多家媒体要跟我签合同，九十多家媒体，要和我们签合作广告。 

大家你们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吗？你们去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我在这播了一个小时了，按照它即将……大家要做好心理准

备，未来你们要有耐心，要支持爆料革命这种方式，你们要有耐心了噢！看文贵视频的时候，啪叽……每几分钟出来一个

硬插的视频。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九家里面七家是搞视频广告的，这七家里面，未来大家可以看到，将近五六家全都是世界级的企业，

不一定是大牌子，但是是走量的。你算算每一次视频蹦出来多少钱？ 

昨天，钢哥钢铁侠跟文贵做访谈，大家看到了，钢铁侠这仅仅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从零的订阅量直接干到了——昨天是一

万六到一万八的关注量。你看看 CNN是多少关注量？用了多少年？你看看海外有多少人能超过一万的？包括福克斯这样的

直播节目，你看有多少人在线？ 

昨天，我们在线达到了一万六千人，而且钢铁侠的节目访谈完了以后，十六万次的观看噢！你不要看现在那个。我已经推

到群里面去了，事实上，后台是十六万的关注量。十六万次啊，每人点击一次视频，一次一块钱——十六万美元！如果这

中间插播了十次，大家算算多少钱？十个十六万就是一百六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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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现在还在发生呢，但是我告诉你，视频有好几家跟我是六块钱！六块钱！就是有的是点击一次就六美金，那个长视频。

那六美金的话，十六万，那就是说，点一次的话，那就已经是八九万了。那点十次的话，就八九十万美元。而且有几家广

告公司到郭媒体来，竟然提出了什么要求——我要跟你签十年合同，你任何情况下你不能不跟我合作。 

这是世界前三大的电子媒体，广告媒体商。这都吓死人了！吓死人了！而且他们做了个模版，是以面具先生，那个面具先

生的视频做了个模版。我看了非常非常地棒！ 

那么，这位最大的广告商，说从香港的抗议运动中看到，百万人、两百万人上街，和未来整个郭媒体的价值。想想两百万

人，要是点击你郭媒体，大家算算值多少钱吧，你去算吧。大家任何一个懂经济脑袋算出来，海外的媒体要两百万人“吧

唧”去点击你这个媒体去，你算值多少钱吧。 

所以昨天，其中一个换汇的人说：“郭先生，我对你最大的回报，我未来在你郭媒体上，我会买最大的，投入最大的广

告，我将列入郭媒体。这是我给你的回报。”他以为我要中介费呢，“郭先生怎么给你中介费？”我说：“我绝对不要

啊！”如果发现未来郭文贵拿了一毛钱中介费，郭文贵就是骗子，你们可以告我。你们去可以拉我一脸屎。我绝对不要。

他很惊讶：“你不要这百分之十？”我说：“我不要。其他人要是其他人的事，我们不要。”我说你们俩边儿牵上头是你

们的事儿。他说：“我未来，我告诉你，你是我最大的广告商！”他说，“我们现在一年，一点六亿广告费！” 

哎哟我的娘来！你说这不小心，这我就给出了战友们答案，怎么能赚大钱呢？昨天钢哥把我问叉问懵了，我回答不太好。

我今天告诉你，当你有信仰的时候，当你有追求的时候，当你能给别人带来未来和机会的时候，你只要你有耐心，你别贪

婪，你别什么都控制像共产党一样，管天管地，管还中间管生殖器，管空气。这是什么都要拿走，一切都听党的，一切都

是党的，别耍着流氓的时候，你把一切都是大家的时候，这个上天会给你开一个巨大的门，想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告诉大家战友们一个答案。郭媒体这种拖拉机似的媒体，你去看一看，全世界有多少牛叉的媒体，专

业的媒体，但是谁能跟这咱么郭媒体比？ 

 

4.郭先生回复战友现在如何赚大钱的两条路：1、紧跟爆料革命，做更多贡献；2、做爆料革命的媒体。【爆料革命】 

现在就可以公开给大家回复，如果你想赚大钱，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条，紧紧地跟随爆料革命，增加你的信任度，做更

多的贡献。就像这个，昨天晚上达成的那十几比一一样，你可以收百分之十的佣金，爆料革命可以给你背书。这是赚大钱

了吧？一亿美元的交易最起码一千万美元的利润，白白拿到，纯利润，你干啥去？贩毒都做不到。而且是安全的，合法

的。第二个，做爆料革命的媒体，会赚大钱，郭媒体给了你答案，会赚天大的钱。 

 

2019 年 12 月 9 日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qPMeR4jsE&feature=share 

文字链接：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9_12.html 

 

1.郭先生帮助换汇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外汇使用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香港；联系换外汇的人全都支持香港；大

量的人想逃离中共。【换汇】【香港】 

我真发现了，这个香港太了不得了，就基本上这些外汇都要通过香港。 

这共产党真的疯了！他敢惹香港！我知道香港厉害，我真不知道香港这么厉害。 

... 

我的感受是！香港太厉害了！绝大多数的贸易生意都通过香港，什么狗屁上海，根本没上海的事，就这大的贸易公司，都

在香港！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外汇，人民币外汇的使用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香港，太夸张了！ 

另外一个让我感到震撼的事情，就是所有人都是支持香港的，就到我这，联系换外汇的，全都支持香港的。 

另外一个，让感觉慎得慌的事情，咋这么多人想离开中共啊！人家现在是没办法。 

比如说：“现在某个贸易公司，做了已经几十年了，经历过多少（事件）！（经历了）什么非典阿、中美之间的摩擦啊，

南斯拉夫都没想离开过。这次是说：我们要花一年时间离开，国内需要人民币，海外美金。” 

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9_12.html


 1100 

这个是：国内给你人民币，然后我这块就想得到美金，我这不想在国内积留了。他在国内，大概三十几个城市，就有 300

多亿人民币在那呆着，他说：“我们是够了，给共产党是够透了！” 

上万个员工啊！这样的企业都要离开！非常夸张！他们储备基地原来都在中共，现在全部往越南搬，越南、台湾。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而且很多，他的生产厂家，原来给苹果做二线服务的、运输的通通都准备撤！这是多大的钱呐！ 

 

2.郭媒体被黑和多次发布假信息、搞比特币捐款的（有）三个人：杨健翱、韦石、第三个大家猜【郭媒体】【法治基金】

【杨健翱】【韦石】 

这个郭媒体被黑和多次发布假信息、和这个搞这个比特币捐款的（有）三个人。 

一个这个王八蛋，我们现在已经（派）专门的人在加拿大在（用）法律在收拾他。一个叫杨健翱的，杨健翱这个孙子特别

坏。咱刚开始爆料的时候，他从推特上开始骂人，叫我给他踢出去了。然后他要电脑，当时我们最早给他买了电脑，要钱

给他弄钱。弄什么傅政华，脑子有毛病、神经病这孙子。我们在国内，现在已经把他全部查的非常清楚，在国内。在加拿

大专门有一班人现在盯着他呢。 

他、高冰尘，还有那个韩梅，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专门有人在加拿大盯着呢。加拿大会很慢，在加拿大动手以后，法律系

统不会给留半点机会。 

绝大多数全是杨健翱，搞什么灭共集资啊，发行什么这个灭共后的债券啊，搞比特币就这孙子。 

第二个就是韦石（真实姓名：孟维参）搞鬼，韦石是在美国最大的黑客，黑电脑、黑战友、出卖信息最大的就是博讯，就

是韦石（孟维参）。跟班的小狗，就是熊宪明了。我们下一步，我们已经做了一两年了，大家知道他的刑事调查，一直都

在调查中。 

我们现在掌握各种信息，韦石是在美国最大的黑客的头，孟维参是最大的黑客的头，他背后跟着吴征就是在西方收集战友

信息，然后黑客战友的（设备）。很多虚假信息和比特币的事，都是他和熊宪民干的，大家要记住啊！所以说这是第二个

人。 

第三个人，大家现在要清楚，目前在海外黑战友的、没有黑客能力的、有组织的、听从于平爆的。除了杨健翱这个流氓之

外，还有这个孟维参（韦石）和吴征之外，还有一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吗 ？我就不说了！大家猜去吧。 

 

3.孟维参（韦石）是在美国最大的黑客的头，博讯网站是钓鱼网站，战友务必小心【韦石】【博讯】【黑客】 

再一个是孟维参，我告诉你，他是美国绝对的最大的黑客之一，他的网站就是钓鱼网站，就是钓鱼网站！所有的信息都跟

人分享，而且搞这种慈善诈骗很多都是跟韦石有关系的，你可以看看他博讯网站，所以大家务必小心。 

 

4.重申文贵不需要、不会要战友捐钱。郭媒体网站被黑发布募捐信息事件，经调查发现所有比特币，都是跟香港银行、国

内、平爆小组有关系【郭媒体】【黑客】【比特币】【捐款】【平爆小组】 

千万记住，任何情况下，说郭文贵要伸手捐什么比特币，捐钱了，如果你们相信了，那你们脑子有问题了，只要郭文贵活

着，永远都不会要你们捐钱的。 

我个人不需要你们捐钱，什么战袍不战袍的，我这所有的战袍、战装全部都是文贵花钱，全部都是送给战友们，一分钱不

能要，谁要拿这个玩你八辈坏了良心了，我花那么多钱送给战友们的，你们拿着玩，这种人是遭天灭之人。 

 

亲爱的战友们，另外一个，咱们有点智商，别老瞎捐钱，你们跟了文贵那么多年了，两三年了，每天我们守在一起，我是

会让你们捐比特币的人吗？我一再说过不可能捐比特币！三点钟被黑客的，四点钟，五点钟就有战友把比特币给捐出去

了，你这不是糊涂吗？！弄得我心里边哭不得笑不得。 

咱一个日本的战友，“咣叽咣叽”捐了 6个比特币，你这不是疯子吗？！被人骗了吗？！还好你及时跟我说，我看到信息

了，迅速的要警察把它给拦下来了，不然这 6个比特币给人骗走了。 

但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是，我们就查清楚了，所有比特币，你发现没有，都是跟香港银行有关系，跟国内有关系，跟平爆小

组有关系的。 

 

5.郭先生帮助牵线换汇已经 2000亿美元，春节前想办法换出 5000亿美元。【换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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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尽快的。因为共产党也官僚，他的行动来不及，在他没有行动之前，我们尽快的把他这几千亿美元换成，对他造成

打击。目前我看 2千亿不止了，我觉得在春节前，我们想办法能帮助换出 5千亿美元，那就了不得了，那对共产党来讲，

就是让他心惊肉跳，对他有重大打击，我们也会拯救很多朋友。 

 

6.王健案近期马上有新的一系列爆料；呼吁黄芳与司法机关合作。【王健】【黄芳】 

比如说王健案，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要马上就发出来一系列的东西啊大概 15，16号 18号以后把我们对王健案有新的爆

料，我们将公布王健案的更加核心的证据，我们对王健之死王健被杀这个案子将进行新的一波这个调查行动。为什么，我

们花钱了，我们合法的花钱了，我们合法的获得了资料了。 

这是我对社会的承诺，我要让全世界看看共产党是怎么杀它的白手套的，怎么把他全部的家人给威胁到这程度的。大家要

记住，只有王健的家人知道有没有当时安排你黄芳女士和你儿子王约翰和王伟一起到非洲，由于王夫人和王伟没有去，你

全家躲过了被杀之灾，车祸和全部被干掉。 

现在王健是真的死了，真的死了，这个死换来了全家的安危，但是请王健先生想知道共产党能放过你全家人吗？我们现在

做的事情是拯救你全家，是拯救你们全家呀，你慢慢你会懂的。但愿你不要再犯一次错误，像王健一样，等着没气儿了你

再后悔都没有机会了.你的懦弱，不要再拿你儿子的生命付出。 

你应该跟司法机关合作，我不会跟你合作了，你不要跟我说，我不会跟你合作，司法机关合作。 

把你应该的钱拿出来，你那一千万的保险，你那个王伟现在跟你也不来往了，是吧，黄芳夫人。王伟也跟你不来往了，王

伟天天和你斗，就为了一千万的保险，这一千万保险，人家共产党就捏着你，就把你弄死了。 

你现在只有跟司法机关合作，调查出真相，将王健的几十亿美元的转走的钱，该你的给你，该国家人民的给人民，然后让

王健之死的真相出来，你儿子和你永远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司法的保护，你才是安全的，这点道理还用我说吗？ 

你现在想给我们法治基金合作，想跟郭文贵合作都不可能了。到现在目前调查的费用几乎没有钱是法治基金的，全都是我

们出，这种事情这种料，是我拥有权，我会用。包括我花钱。 

 

7.郭先生买到了周永康的卷宗【周永康】 

头两天买了两个卷宗，周永康的卷宗我们拿到了，过一段时间我们把周永康的卷宗我们要分批推出来，看看周永康都讲了

啥，那是我的拥有权。 

 

2019 年 12 月 9 日 

爆王健彩色尸体照片！承载五十亿美元的王健短裤！喊话王家跟美国政府合作！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qPMeR4jsE&feature=share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243a681-7b2d-41f0-9caf-3c7063230c7b 

 

 

 

1.爆王健尸体照片；视频和照片是战友冒着生命的代价提供的【王健】【爆料革命】 

这是被共产党拿走的现场办案的文件。准备好了啊，你们将第一次看到王健先生被杀之后的尸体，还有彩色的尸体照片，

还有他的短裤。别吓着了，战友们，别害怕。 

你们看到惊讶吧，战友们？ 

王健的手，王健当时穿的袜子，和王健的腿和这个蓝色的短裤，拉锁被弄开了，这个是一个急救包，上边是他那个蓝色的

夹克，这个手被拧着，这个手戴着一个手环。 

大家注意看看这个是什么？大家你们能想到吗？今天我在美国的纽约叫喜马拉雅大使馆在展示着当年坐在我旁边的王健 —

– 王岐山的白手套他的尸体照片，太残忍了！ 

所有的现在跟共产党干的人，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共产党，你们的白手套。 

… 

一个这样的人你说他是拍照死的吗？他的这个地方，未来你们会看到尸体上全部肉都烂掉了。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烂呢？现

在这个照片没有，未来会展示出来。因为是从上边，就是花工 Jacky看到搂着脖子两个搂着腿在厮打当中给扔下去了。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qPMeR4jsE&feature=share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243a681-7b2d-41f0-9caf-3c7063230c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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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衣服全都是烂的，后面。王健穿的是一个粉色的，就有点像这个颜色，粉色的上衣。他最后走的时候那个照片上的粉色

的上衣。 

…亲爱的战友们，共产党多么的邪恶。如果没有爆料革命，没有郭文贵，会有任何人把这些照片给亮出来吗？你知道我们

那些视频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吗？我们冒着多大的危险吗？等哪天我告诉大家那些视频有多么的艰难。你知道我们多不容

吗，战友们？我们的视频有多么的难呐，把所有的视频找到，那是多少战友冒着生命的代价给我们的。咱们体制内很多掌

握视频的人，和掌握这些照片的人都已经消失了，还有多少尸体咱们不知道啊，战友们？当你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多少战

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冒着全家生命的危险。文贵在这讲每一秒钟都有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 

这是王健先生最后的一张照片，这是他穿着的蓝夹克，被撕破的扔在旁边了，打烂了，最后是谁啊？是那个赶紧把那个

polo衫放在了王健先生的旁边，这个位置上，旁边是那个粉红衣服，七月二号最后穿的就是这个衣服，然后外面套着这个

蓝马甲，穿的这个短裤，这就是王健一生中带走的所有的东西。 

王岐山呐王岐山！你没想到吧！你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了，你以为都给销毁了吗？我郭文贵能拿到你相信吗？你从来不相信

吧！花了多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拿走了，现在它都出现了！而且就在你共产党的手里给我的。我再告诉你，那六百多张

照片我一张一张给你来，两万多条发的信息我一个一个跟你来，大家看到了吗？ 

 

2. 华镔是谋杀王健最重要的总策划师、现场的执行者 【王健】【华镔】【周恬恬】 

再你想想这个周田田，还有那个华镔，法国那个华镔，华镔和（周田田？）是整个谋杀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华镔是谋杀最

重要的总策划师，现场的执行者。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华镔绝对不能跟他拉倒！ 

 

2.王岐山在广州又换了一个肾 【王岐山】 

这王岐山……听说王岐山最近到广州又去换肾去了，换另外一个肾，又去换肾去了。这我估计最近，这个新疆又得有年轻

人死了。这王岐山又去广州换肾去了。广州的战友告诉说：“王岐山在广州又换肾呢！”上次 831，就是在出“平港七

策”的时候，检查，对号，这回去了，又换肾了，又换肾了。估计真能活几年啊！这又换肾了。但愿这回换的肾，这位新

疆被杀的人，能把这个王岐山给灭了，别在这身体里折腾了。 

……昨天晚上，我得到了准确的信息，王岐山在广州又换了一个肾，又在广州换了个肾。所以，广州海南都是王岐山的大

本营。王岐山，还有这个，王岐山在海南广州，这是他的地盘，大家发现了吧？他在这地方玩儿，他在这地方玩儿。 

所以说战友们，你们意识到了么？王岐山布的兵都在沿海，海南，广东，所以他出“平港七策”呀。所以说，换肾，他不

相信北京，他怕给弄死他了。他去广东去换去，肯定又最起码一两条这个新疆的年轻小伙子人命又没了，连王健先生这待

遇都没有。 

 

3.王健死后，孙瑶账上转入 50亿美金 【王健】【孙瑶】 

王岐山，在你看到的田丁给你报告的信息当中，多次给你的裴楠楠发信息说任务顺利完成，任务顺利完成。杀完人以后，

及时像你汇报长达 200多条信息发给裴楠楠呐。然后你这 50亿美金的款就转了，给你了。那 50亿美金不是王健的钱，也

不是你海航的钱，那全都是中国人民存在银行里的钱呐。你就这样把人给杀了，50亿美金？天下公平在哪儿呢？ 人命

呢？... 

然后孙瑶账上进了 50亿美元。 

大家记住啊，你们看到的是汇了 15亿，那只是你看到的两个，两笔。真正的是我们掌握的信息是 50亿。我们找到票据

的，15亿。但我相信那 35亿我也会找到的！ 

 

4.未来郭媒体上市前要让战友集体拥有不少于 20%的股权【郭媒体】 

但是我现在、我要给投资者商量未来必须拿出来股权来，要让我们在爆料革命当中的战友们，要在上市前集体得拥有一部

分，郭文贵可以不要。...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这个我曾经做过承诺。很多战友给我留言，郭先生你说过，未来郭媒体上市的时候，有战友、一定

有，永远。我给这个、未来我可以把投资者的合同公布出去。我没有要，但是我说过当上市前，我们最、对爆料革命有巨

大贡献的人，有权利要一定的、不少于 20%的股权，pre-IPO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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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0 日 

共产党正炮制猛药去毒死香港人，王健死亡真相引发国内巨大震荡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785518 

文字链接：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10.html 

1.又有大事，但有变数 【香港】 

今天有几个大事儿，本来我要今天下午直播的。但是，由于过去几个小时，又有了重大变化，看中共那边又想变呢，又想

变呢！ 

然后，对港的一系列政策，估计今天这边本来要公布的，可能也要有点儿时间的推迟。所以呢，我们要看事情的进展进

度，我的两个听证会，到下午四点到五点都能结束。结束完之后，如果事情的变化在我们了解和情报的范围之内，我就马

上给大家直播；如果没啥，我就给大家说一声，今天不直播了。 

 

2019 年 12 月 12 日 

对港四大原则即将出台，香港将面临诱惑分化以及法治基金 C4召开董事会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850403 

文字链接：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12-c4.html 

 

1.郭先生要开三波最重要的会议【大事】  

今天下午，我要开三波最重要的会议。 

 

2.即将出台的对港四大原则是王岐山对香港的毒药 【王岐山】【香港】【对港四大原则】 

我说 10月、11月是最凶残的，大家都看到了。8·29、8·30、8·31，王岐山到了广州以后，平港七策是最凶险的，你们

已经感受到它的凶残。这王岐山到广州，又再换腰子的时候，换肾的时候，又给香港人布下了香港人将面临的 4大挑战。 

在王岐山来讲，就是对港 4条原则。这 4条原则对香港人来讲，每一坎你都很难跨过去。就像那个跨栏运动员一样，那个

栏最高不超过 1米 35，或者 1米 25，他给你弄个 13米。你跨过第一个 13米，第二个就是 18米，第三个就是 180米，第

四个是 1800米，直到把你累死为止。王岐山抛出的这四条原则，那个毒辣程度，用昨晚一个朋友的话说，王岐山的对港四

大原则是对香港的毒药。 

… 

这就是我今天乱播的对港四大原则即将出台，这四大原则估计对香港将是巨大挑战。一手是鲍鱼，一手是毒药，一手是甜

糖，一手是子弹，你选择啥吧？而且现在对港的所有的决策，对港的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都将是史无前例的。史无前例的，

我告诉香港的战友们。你们要面临的挑战，最重要的是面临诱惑，面临着分化。只要你能经得起分化，经得起诱惑，你们

就会赢。对香港人讲这次是生死决策，生死抉择呀！不是开玩笑的！ 

 

3.郭先生星期六要跟某国政府的人谈王健【王健】 

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大卫兄弟，邀请我星期六，跟他连线直播，我说我这一周可能够呛了，因为星期六呢，是

某国政府的人谈王健，王健案子，星期六。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文贵报平安，王健的第四种死法背后的重大意义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877145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1a6e0d-f5ff-4506-a076-0b8eb2226dd9 

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10.html
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12-c4.html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877145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1a6e0d-f5ff-4506-a076-0b8eb2226d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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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岐山在这个时间点换肾说明他已没有选择【王岐山】 

王岐山这回这个换腰子啊，这个事可不是小事。大家去想想吧，他在这个时间点上换肾换腰子，绝对是没有一点办法了，

没有一点选择了。而且在这个之前他对香港所谓的四大原则支招，包括选择广东，那都是有很深刻的政治意义的。 

包括这次中央的政治经济工作会议，和所谓的国家安全啊，几次特殊的会议，王岐山均未参加啊，均未参加。 

 

2.解读习近平晋升一批将军【习近平】【爆料革命】 

那么为什么说习主席这个晋升将军啊，大家那么关注呢？实际上大家不用过度解读。共产党的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可不叫

人民啊，这个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就是说共产党的解放军，啊共产党的解放军，他不是人民军队，他是党卫军。党卫军就是

他只负责谁呢，他只服务党的。 

那么过去的所有的啊，共产党这些年来晋升的将军，还有晋升军衔只有两个原则：庚朝换代的时候啊，换了军委主席了

啊，换了军委副主席了，也就是常务主席的时候，那他一定要搞几个将军啊，换一批将军.换一批就是洗牌嘛，把自己的人

换上来，把别人的人给拿掉嘛，同时也收收钱嘛，那就是换枪把子的控制权利。 

更重要的事情，中国的所有的将军啊，都是什么，都是阅兵军，阅兵的将军。大家仔细看一看，70周年（大庆）的阅兵，

这多少天以后马上晋升了少将中将；大家再看一看，60年大庆以后有没有晋升，一样晋升。50年大庆，有没有晋升，一定

晋升。只要是阅兵之后，阅兵完阅兵的所谓的啊，听话的将军，完成任务的将军都将是被升职，被提升为少校中少校中校

大校啊，少将中将大将。所以说共产党的将军基本上都是阅兵的将军。啥叫阅兵啊，阅兵是吓唬党内的人啊，同时是把对

手的所有军队里边不听话的人通通给换掉啊。这就是共产党一直以来，你往回查几十年，只要阅兵之后一定是升级军衔

啊，从来如此。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习选择了阅兵之后推迟了一个月啊，开始晋升军衔，这里边是跟王岐山这个换腰子是有关系的，

啊，是有很深刻的关系的。说明共产党的内部啊这个斗争啊，够激烈的。 

同时大家看到所有的换的将军啊，我相信啊，绝大多数都应该是空军，因为我真的没看，都应该是空军来的，因为中国今

天的军队就是许家兵。许其亮的兵。许其亮的底盘啊，还有他的所有的资源哥们全在中国的空军啊。 

所以说共产党升官升将军，你不用想，跟你干多少没半毛钱关系，只是跟你跟谁跟着谁了，还有你给谁做过交易，跟谁一

起上过床，跟谁一起扛过枪，跟谁一起搞过一个女人的娘啊，这是有关系的。（还有）大家发共同发过财啊。这就是你我

相信啊，我没有看啊，我相信不用想啊，绝大多数是空军。这种晋升啊，它在党卫军里面它是正常的。他不这样做他就不

叫共产党了。 

而且这么做法对我们爆料革命是有好处的。因为会吸取了军队的绝对的心理不平衡和利益不平衡和安全不平衡。大家看一

看当年 38集团军啊，54集团军啊，包括东北军高岗等人啊，最后下场是什么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牺牲品。啊，文化大

革命斗争牺牲品！你一定要相信共产党所有的军队都是杀人民的。 

所以你看阅兵阅兵是给美国人看的吗？是给全世界看的吗？阅兵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阅兵是换将军，军队利益交换的

一个手段啊。借少将中将大将是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啊，和盗国财富的一个内保团啊，内卫军。严格讲就是家保啊，

保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解读，大家就全明白了啊。 

 

3.王健是人类上少有的第四种死法，【王健】【王健亲友】【周斌】【吕志和】【习近平】 

 

王健先生啊，王健之死事情可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啊，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了。王健之被杀，绝不是被害被杀

啊和自杀那么简单。过去的几天来啊，我们的开会包括马上要开会的都要问这个问题，包括某些国家的机构啊，他们接受

了我现在的第三个说法。 

我说王健的这个被杀，他不是被杀那么简单。大家记住啊！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他只有这两个死法，一个是被杀害，一个

是他自己事故死亡或者是自杀啊，事故死亡或者是自杀，这三种死法没有第四种了是吧？但是我，可能这三种都不是，甚

至可以说把这三种全给加在一起。第四种死法现在可以给王健先生他的被杀害定义一个标准：叫王健是人类上少有的第四

种死法。什么叫第四种死法，大家慢慢看结果吧。请大家注意关注啊。 

关注这么几个人啊，大家你们去去查一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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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先生的夫人黄芳的弟弟，黄芳的弟弟。黄芳的弟弟是澳门香港的赌王吕志和的合伙人。吕志和作为澳门赌王在美国欧

洲有大量的资产，他的合伙人就是黄芳女士的弟弟。她的弟弟是代理了，购买了很多海航的在美国买的私人飞机，叫湾

流。同时也帮助湾流卖给了很多国内的富豪。 

同时你要想想香港的还有一个人物啊，叫四太啊，何鸿燊的四太梁万琪。四太我也认识啊，跟王健先生的夫人黄芳女士有

深刻的关系。 

王健先生死之前，我再说一遍，一周前把办公室的贵重物品全部拿走。并且在一周内他发出的信息长达 7000条，7000

条！并将很多事情都进行了安排，自己的女知己，我今天第一次告诉啊，我说王健先生有女友女知己。他的夫人黄芳女士

的弟弟，还有中国现在比王岐山还大的官啊，那个那个那个最高的官，他小舅子，他小舅子啊，很厉害啊，很厉害啊，他

小舅子，多次发信息通话。安全部十几个人，分别都给大量的翠呀玉呀，钱哪给了他们。包括天津的领导，包括中纪委很

多领导。 

最起码见王岐山的秘书周斌五次以上。这每五次见面都是单对单的和周斌见面。而且在周斌啊，在王岐山的秘书周斌的见

证下，还有裴楠楠作为监督人的情况下，王健先生竟然在活着的时候，和海南的陈峰先生签署了一个死亡后的补偿协议，

死亡后的补偿协议呀！补偿啥？你怎么知道你死啊？！ 

然后我们现在发现，海外很多王健控制的公司，BVI还在生存，活动状态，还在继续付钱。包括对意大利的啊，法国的一

些会所，高尔夫俱乐部，还在付钱。 

更夸张的事情，陈峰先生和王健签了这个补偿协议，在王健先生死之后不算数了，啥都不认了，死了就死了球了算拉倒

啊，死了就算了啊，完全不认账了。后来周斌，周斌的职务竟然是当时十九大王岐山之后，周斌的职务进行了调整。大家

想想王健之死的这个可真不简单了！ 

所有人都傻眼了，全人类最牛的两个谋杀案的刑事律师，大眼珠凳子都傻了：Miles你在开玩笑呢吧。看这个来自中共核

心秘密的信息，我让他看，全傻了。 

我给他们大概啊，给他说了一下子这个绝密的信息，所有人全傻了。他说这个事情可是震惊世界了！我说这可能是对美国

整个的政治版图，都将有巨大的改变！ 

4.习王之间斗争和较量远超当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习近平】【王岐山】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是在前天拿到了党内的一个重要信息，哇塞，我真看了，习和王之间这种斗争和较量远远超过当年

刘少奇和毛泽东！远远超过林彪和毛泽东！啊，这个较量太厉害了！ 

我终于知道啊，为什么爆料革命那么能戳的他们那么疼啊！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慌乱之下能露出假孙瑶，假贯君，假刘呈

杰的视频呢？为什么王岐山乱了阵脚，这个老奸巨猾的天下第一魔鬼，做出这么多无知的事情。原来王岐山的真的比我们

想象的还要凶险。 

我说实在话，现在看习近平的智商和政治能力跟王岐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严格讲习的所有的，这过去这十几年都是王

岐山手里玩的个球，玩的个球，啊，就是玩的个球。等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你们会震撼。 

习身边的人，包括他家人，绝对不知道也不会相信他们家处于什么处境！ 

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党员，中共党员，绝对不相信这些人这十几年被王岐山整个控制！ 

王岐山啊，我郭文贵当年跟他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因缘啊，我竟然能这么准确地定位他就是当代的赵高啊，绝对是当代的赵

高啊！啊太可怕了！ 

昨天晚上老领导又给我打电话了。老领导说，文贵啊，不要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美国没那么强大。啊，王岐山是个王，你

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一半的天是王岐山的天，你应该有感受，有感觉，该收手就收手吧。 

我告诉这位老领导是的，当美国从白天进入黑夜的时候，也就把这个世界阳光的权利交给了中共，也就是中国人民，正好

中国是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我说中共干的事都是强奸欺骗，以黑，以假，以骗，来奴役着中国人

民，白天比黑夜还黑。这个时候是好像这个世界都在被中共在运转着，因为美国进入了黑夜中，在睡眠状态。当中共的天

下进入黑夜的时候，太阳从美国升起了，美国开始了向世界传播民主，人权，信仰自由，法治和文明，聚集着全人类的精

英。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它是相对是公平的，它是一个人类的行为方式。 

我说这个时候中共的王岐山和共产党开始了，人类上进入了黑夜的状态，那就是魔鬼。我说共产党的党员绝大多数人都是

被奴役的小鬼，小鬼上面有大鬼，大鬼上面有一个阎王爷，这个阎王爷真的就是王岐山。 

这个王岐山黑夜中运行了一个巨大的魔鬼机制。用火刑，用冰刑，用电刑在奴役着全世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更重要的事

情，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白天干的坏事，更不要你们知道晚上他正在干的坏事。王岐山领导的共产党正在试图把西方永

远变成黑夜，永远地变成黑夜，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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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爆料革命的意义，在海航王岐山和王健陈峰这些人身上将爆发出来，巨大的人类的最大的一个军事革命！政治革命！地

缘革命！一定会改变人类的命运。【爆料革命】 

 

我说这话很多战友也跟两年前一样，你们可能不理解，但最后你们一定会懂的。爆料革命的意义，在海航王岐山和王健陈

峰这些人身上将爆发出来，巨大的人类的最大的一个军事革命！政治革命！地缘革命！一定会改变人类的命运。 

2019 年 12 月 14 日 

文贵报平安谈：王岐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险以及陈峰以双修为名行淫乱之实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901611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fa62e15-b232-4a86-b390-c529f66c2faf 

1.第一批去法国调查王健案的战友已经消失一年多。【爆料革命】【王健案】 

想一想我们这么多战友，当你们面对了这个东西，是文贵花了一年多时间，用生命，用无数的金钱，无数个战友冒着生

命，我们第一批去到现场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吗？第 1批从香港去的战友，他们消失了一年多了。不是美国 NY这个警察去

的。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自己拿着命换出了这些东西啊，你想他们的恐惧是什么样子？ 

 

2.王健案是郭先生看到的涉及全人类的最广、最深一个案子。【王健】 

这是我活着那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一个是横跨全人类。从最最高层到最最低层，没有人不被参与之内的，涉及财富之巨

大，涉及官员权力之广，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活着看到的涉及全人类的最最最最最广，最深的这么一个案子。 

 

3.王健的死法没那么简单，连内裤的颜色都经过王健本人精心选择。【王健】 

王健先生之死真没那么简单啊，就王健先生，现在他死了，选择了上面那个红的衣裳，还有他的内裤啊，我说的是内裤，

外面是蓝色的，里面内裤的颜色。他都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精心的选择的！！！ 

我原来我知道，我从其他录像中，我当时说到他为什么要穿这个内裤啊，他们也研究过。但是我没有取证，我不能相信。

还有太多信息了，有些信息重要，可能都被我模糊掉了，忽略掉了。直到是前 48小时，我在看到这个证据全在的时候，我

也吓了一大跳！ 

我和海南前安全厅的一个人通话的时候，我告诉他什么，这哥们儿在电话里边，啊一声！啊一声！唉哟，我说：你这是怎

么回事？？过半天跟我说：文贵，你说是真的吗？我说真的，还有我浑身都是起鸡皮疙瘩，浑身抽。我说：你装什么，你

又不是什么小孩啊，还装着惊恐状，有什么害怕的！他说：我这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我一大早上起来，文贵啊，我都吓

成这样。他说你说的这个王建事件真是太慎的慌！他说：他死之前的前一天我们俩通电话，他专门问了我其他关于这方面

的事情，他说我没想到这事是真的。他说他们太邪恶了！他这一惊一乍把我也给乍得！我说你是早上，我是这里已经到晚

上了。他说人还有这么个死法？还有这么多讲究！ 

 

4.王健的尸检做了三次，前两次的结果没了；王健的尸体、内脏、大脑、血液肉眼可见异常，但法国法医、中国法医、王

健家人和同事都认为正常。【王健】【尸检】 

王健先生他的尸体，当时决定可以就地火化，可以你家人带走。王健先生他的家人当时都不看尸体的。从开始从这里剌了

一刀，哗一剌开啊，里边王健先生的肉啊，还是肌肉不少的，哗一剌开。为什么战友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黄和绿色的针扎，

一个扎针的一个口子，这个口子要打开，经法医说必须要检查。这时候法医换了 2-3个，最后剌开了，检查了这个大口子

裂着。大家你们去想想这个王健先生尸骨未寒的时候，剌开的时候，那个尸体里边剌开那块啪拉开了，还有现场有照相有

录像，化验结果出来他最起码他得有结果吧，他这个打的什么针有什么药？这能化验出来吧，病理能化验出来吧，这个口

子在最早的记录里面明确的说明这里边是有了什么药，这药是可以致命的，什么名都给你清清楚楚。哎，这个口子这个这

个检验结果没了。 

第 2次又换来一个医生，化验结果这里没事。这个没事的结果也没了啊，在档案里也没了。 

第 3次所有的尸检结果没有这个地方被划开的，被划开了，你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事啊。一个人尸体的化验的结果能化验

三次，前两次给你整没了，那你想掩盖什么呢？王健先生的肚子哗给打开了，把肠子肚子从里边给捞出来，一样一样你在

旁边数。你们看那照片，你们去想一想，王健先生在那打开，从里面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心肝肺五脏，唉，让人看得时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7fa62e15-b232-4a86-b390-c529f66c2f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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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知道肠子堵的是什么吗？正常人死亡你见过有东西变成绿色的吗？你见过那些人的内脏能变成绿色的吗？跟那绿巨

人似的，特别是心脏，你可以带个王健先生带个上亿的翡翠戒指，但是你心脏要变成翡翠色是不可能的。当你看到的人打

开从里面啪出来，那个那个心脏哗放在这哗放在这结果是绿色的。唉，一检结果正常。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概念？战友们，

这是何等的概念。 

最后把脑袋从这儿哗打开，脑子啪给打开，你们看那个脑子那些录像和照片的时候，唉呀，你想想这个万亿富豪啊，脑子

巴给揭开的时候哈，这个那个那个样子啊，而且是你熟悉的王健的时候，这个人的脑子也有问题啊，这脑子的颜色也不正

常。你说战友们，这样的一检结果它也正常，王健先生那个腿拿那个刀刷拉开那么肉，全是瘦肉啊，全都是瘦肉。拉开那

个腿的侧面里面肉全都那个侧面全都是烂的，检查的结果正常，一检结果正常，你能相信拿肉眼我隔着的那个照片和摄像

就能看出他不正常，一检结果正常，这是法国的法医做出的结果。 

关键是战友们千万别忘了啊，过两天我在我在这在视频上不能给你展示，我要把刚才说的事情很多要展示给大家。关键是

中国的后来是也有法医参加，中国的法医认为这也正常，这个太可怕了，不但中国的法医认为正常，他的家人，王健先生

的小舅子和王健先生的夫人，还有他儿子，还有到场的自己的好哥们儿陈峰，还有他的董事杨光，还有他的亲信谭向东，

甭说那是田丁丁了，陪着的孙景浩了，裴楠楠了啊，也不要说的那李宁了，都说是正常。 

大家你去想想啊，你去认真想想，横跨半个地球的人聚集到一个点上，看王健的尸体变成了翡翠色的内脏，大脑的颜色

啊，也变成了暗绿色，你觉得正常吗？人死不到 24小时，剌开的时候那个血液是黑色的，黑色的。人死了，血是黑色的，

他才二十几个小时啊，而且是凝固状，那个脚上两大块啊，那是绝对是在挣扎中，那是在那个墙上干掉的两大块。 

 

5.胡舒立不是一般的人，胡舒立和王岐山的好，和李友的好，真不简单【胡舒立】 

我现在才闹明白啊，这个真是…我是这两天就想，我真是我爆了两年料了，有些事我真没整明白。胡舒立这一次让我彻底

让我感觉到胡舒立不是一般的人，我小看胡舒立了，就胡舒立和王岐山的好，和李友的好，真不简单。 

你再往回看所有中纪委抓的大老虎，前边报丧的，喊执行的，和最后盖棺定论的只有一个人，胡舒立。胡舒立能给曝出习

近平家里边的财富丑闻，这是当时的美国记者在我家里当场告诉我的，是胡舒立介绍了谁谁谁给他们认识，他才写出习近

平家里这个丑闻的，这录音我哪天我一定要放出来的。你去看看胡舒立她能第一时间她能报出来，王健之死脚疼死，那不

是开玩笑的现在，那脚脖子上两块大的像拳头一样大的，那个那个东西那个肉，我仔细的看录像，看照片，我说这个胡舒

立真不简单啊，而且这个时间之把握你是无法想象的。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二十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然后

不到两天到三天的时间就发出了官方文字，文字当中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说了一句话，王健事故死亡，事故性死亡。 

战友们，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这个人死了还正在准备，正在验尸和调查中，还根本没有出意见，你怎么就可以一个中国那

个司法部文件，国安委的文件竟然给定义为事故性死亡。而且马上要求所有的资料毫无保留要给我拿过来，我要他的指

纹，我要他的这个这个指纹鉴定，身体特征。然后所有的限你两天内必须给我，两天内必须给我。人在死后的 24小时就到

达了，他咋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咋飞过来了，孟宏伟等三四个人，现在我才知道是在现场驻扎督察办公，这国际刑警组织

真是王岐山家和孟建柱家开的。 

大家去想想荒唐到什么程度，这个人尸骨未寒，你已经定性为它叫事故性死亡。同一时间胡舒立报道出来，王健摔倒两次

冲上坡，在家人的见证下两次冲上坡，说事故，然后脚疼死，在家人的鉴定下，家人眼睛看着他冲上坡，最后摔死了，然

后就说一句脚疼。千万记住她报道这个时间的时候，正好是王健的先生，王健先生的夫人，黄芳，还有她弟弟啊，还有她

儿子，刚刚到达现场，大家可以查一查录像，文贵放出录像时间，和胡舒立报道的时间一模一样。 

 

6.王健的铁哥们儿，也是陈峰的多年哥们儿提供资料，王健之死是一个国家级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大谋杀。【王健】 

海南安全厅的某个朋友说，当天他和孟建柱在一起，孟建柱说王健死了，解决了很多麻烦，减少了在美国欧洲西方的一些

不确定因素，然后举杯，大家喝一杯吧。他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孟建柱这么说：王健死了，在美国欧洲减少了一

些，不确定因素，解决了不少麻烦。 

当时孙力军跟这个哥们说啊，王健的家人我们会安排好的，陈峰也会安排好的。大家想想是什么人把这个他死之后事都能

安排好，给他家人都安排好。王健死之前告诉他说，如果陈峰，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如果陈峰不兑现，你一定要把这些东

西，你一定要亮出来，希望你别坏良心。 

这是这个人跟我联络的原因，我今天要说他也是被他允许的啊。这个人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分钟也被他弄死了，连王健还

不如呢。他说你就把真相弄出来吧。用这个人知情者，王健的铁哥们儿，陈峰的多年哥们儿和他提供的资料，我们用他一

人的提供的资料和他自己经历这个事情来看，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大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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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峰玩“双修”；海航是中共领导的“双修”媒介【陈峰】【双修】【海航】 

更让我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家你想想这精神多分裂！陈峰在这面墙上，电视上看着把王健的脑袋打开，哗一下子脑子出

来，身体剖开哗啦一下出来！他在那儿看着这个两个脚翘着，穿着一个睡衣躺在沙发上看着这些来验证这些的录像。还有

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明星，不是她是个大明星，年龄真是最小的最小的明星，最漂亮的明星。刚刚在那

屋，那个女孩啊拍了一堆的视频，我才知道陈峰有这个毛病啊，我第一次知道陈峰有着西藏的密宗。这叫双修啊！双就是

大家欢乐佛知道吧，欢乐佛用女性啊，坐在怀上，这个各种性交的姿势啊。 

...王健之死的大戏真的是刚刚开始，你再看王健先生的手机信息的时候，战友们，你精神要再不分裂，那你就真不是人

了，所涉及人之广，你能看到现在中央电视台电视上能出来那些不要脸的东西，那些如死尸般的脸孔的东西，你看到这人

原来都跟王健有利益关系；你再看看你曾经喜欢的明星，有这么多人是通过海航跟领导睡觉换取金钱和拍电视剧拍电影，

我才明白呀！中国为什么几个电影公司现在都要垮了呀？原来海南暴露出了中国电影的这个整个领域和所谓的演艺圈，大

部分力量都是跟海航跟领导之间的一个，说所有的双修的淫床，给这些女孩子的最大诱惑回报，叫大家叫领导玩烂了以后

你去拍电影去。 

 

8.澳门吕志和的资产和很多常委的家人都有关系，跟王健先生和他小舅子有关系【吕志和】【常委】 

王健先生临死前啊，把澳门吕志和大家看一看啊，吕志和的资产很多是跟王健先生和他小舅子有关系的，和很多常委的家

人都是有关系的。 

 

9.共产党和美国一定会有一战；爆不爆料共产党都会被灭，只是中国人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已【美国】【爆料革命】 

共产党和美国一定会有一战！一定会有一战！中国人和共产党一定会有一个有一方被毁灭掉的一战，绝对不是推翻你和你

继续统治我那么简单，绝对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说实在话，明年 6月 4号共产党最好别被推翻，真的，我觉得明年叫共产党再折腾一年不错，中国人会更加彻底。如果

6月 4号共产党被推翻了，中国人会觉得这是个惊喜，这是个礼物，意外。所以说唉呀郭文贵不简单啊，爆料革命不简单

啊，但是啊共产党也快该完蛋了，大家轻轻松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共产党的魔鬼魔性和对人民的残害

和对世界的威胁！ 

再给共产党折腾一年，让全世界全中国人都会看到这家伙不是人，我猜这不是人，这是魔鬼必须得消灭，得彻底消灭。得

粉骨扬灰！ 

说实在话，这个地球上连埋葬他们的地方都不能给，绝对不能给。共产党一定要在中国被结束！中国人过去几千年来我认

为最最的残酷的上天给中国人惩罚就是派来了共产党。中国人的懦弱和自私遇到了人类上最大的魔鬼：共产党加王岐山,加

孟建柱，加孙力军，加陈峰，加吴征。全人类上你还见过有这么坏的人吗？都来了都在中国，这 14亿人民被他们这么玩，

都玩成这个样子了，人民还不醒呢。所以我说最好让共产党在中国再玩一年，让中国人能看到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我这几天精神也快错乱了，我就真想赶快蹲在山里不爆料了，爆不爆料共产党都会被灭，只是中国人付出多大的代价而

已。 

 

10.爆料革命未来有亚洲篇、欧洲篇、美国篇，军事篇【爆料革命】 

外交杨洁篪拿下全世界的外交权利，外交部全部控制。 

然后全世界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任何一个基金的大佬，你不买王岐山的账，你绝对活不下去。全世界那是下一篇，我

们再讲国际篇，咱今天讲的是海南篇。 

当我讲国际篇的时候大家会傻眼的，国际篇短期不会讲。我们要把国际篇形成轰轰烈烈的在国际上灭共战场上的一个重要

的战役。我们要不让美国和欧洲立上 100个以上的大案子，咱就不叫爆料革命，大家记住我说的话。 

… 

咱未来国际篇、亚洲篇、欧洲篇……、国际篇、美国篇，军事篇…… 好多篇 

 

11.法治基金 2020年的灭共计划 【法治基金】【灭共】【班农】【美国】【西方行动】 

今天下午我们要跟卡尔巴斯还有班农先生有重要的会要开，其中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两位主席还有另外的两位董事提出

2020年的灭共计划，昨天他们给我提建议邀请我参加，作为最大的赞助者，捐款者和发起者，邀请我今天参加，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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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要把法治基金的所有的钱，在 2020年 11月份以前全部花光，计划全部花光。大家捐款者可以看到公告，钱花哪

去了？怎么花的？你们每一笔可以确认，每一笔可以确认，稍后我们研究方案公告。 

第二、就是让班农先生和西方的主要的灭共力量的人，发展几个节目，逐渐的再花几个月到半年时间，让西方开始关注海

航，关注王岐山，关注孟建柱，关注孙力军，关注吴征，关注贯君，刘呈杰，孙瑶，这半年就让西方像我们两年前爆料革

命的中国一样，让大家认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在半年以后把这些事情变成在美国欧洲的司法行动。 

第三个、全面在西方展开和这有关的合法的调查，提供给当地国的司法部门。 

 

12.方正是中国金融第一骗里面的创造者；北京大学是一个淫库【方正】【北大】 

大家要记住，我爆料两年前、三年了，我说过方正，方正是中国金融第一骗里面的创造者，他不是第一被骗者。他和肖建

华玩最早的叫金融票据。北大、北京大学就是一个淫库，就是一个金融骗子的发源地，黑客的创始地，中国人灾难的根据

地。 

如果大家要不相信文贵的话，未来你看看。所有对中国人洗脑，洗脑的方式和中共培养出虐待中国老百姓的官员，都来自

什么地方？来自北大和清华，北大排第一！发明了中国文字源代码，让中国人只要你在任何地方，你使用简体字的文字、

繁体字的文字都会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就是北大王选、就是方正！ 

李友和北大发明中国最大的影子银行和金融票据。现在北大方正才几百亿出来，那太小儿科啦！我三年前就说过上万亿的

票据。 

 

13.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犯了大事；平安银行有七八万亿的大事【CCP金融】 

然后你才回头想到，原来郭先生三年前说北大金融票据是这么大的事; 原来北京银行有这么大的事; 民生银行有这么大的

事; 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有这么大的事；原来平安银行这七八万亿是这么大的事。你会发现，大家真的觉得白

活了，真的白活了。 

 

2019 年 12 月 15 日 

文贵直播谈：王岐山、陈峰对女性的淫乱被称为双修是对佛教的侮辱和利用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932255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f58b1ab-7c33-4f35-9503-88a1b2179bca 

 

1.王岐山是中共隐形的教宗，要以生殖器治国【王岐山】【CCP治国】 

江湖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南怀瑾的密宗大师。密宗大师接纳了几个徒弟最有名，其中之一最厉害的就是反腐运动领袖王

岐山；第二个就叫陈峰；第三个就是过去的常委的一个家人以及 N个政治局委员，其中还有一个王岐山的小马仔，原中国

人民副行长叫蔡鄂生。蔡鄂生离婚以后娶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媳妇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他家旁边每天跟着一个西藏的叫密

宗法师，叫仁波切。叫什么什么仁波切，禅什么玉仁波切。现在人家一见陈峰都是“陈峰仁波切，陈峰仁波切”。以后我

们要叫陈峰同志仁波切了。 

王岐山的兄弟当中，他的这些党羽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密宗，或者说应该都是密宗。所谓的南怀瑾大师过世以后，谁是他的

衣钵继承人？江湖传说很多。我在上海见了 N个金融届大佬，还有什么孔丹呐，中信的这一帮人，包括死的那个陈毅家的

陈小磊都是密宗。 

但是我问他们谁是现代的密宗的宗祖啊，教宗啊？大家都不说。我告诉大家，中共现在里边有一个叫教宗，隐形的教宗，

双修的教宗，就叫王岐山。 

王岐山是真正的中共当中最隐黑的力量。他要干什么？他就是要以生殖器治国，治他的黑暗帝国。他多年来他就布下了天

罗地网，从金融系统，到广东，到海南，建立了海南的桃花岛，由陈峰来当这个岛的这个场的场主，把他所有需要的官员

拉到他们当地—– 海南岛。 

… 

共产党本身就是邪教，邪教再加上魔教，还把王岐山弄成一个党内大家公认的，所谓的大师走之后，他是公认的教宗。 

…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932255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f58b1ab-7c33-4f35-9503-88a1b2179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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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贷着国家明着几千亿，暗着几万亿的贷款，但他没有挣过一分钱。20万倍的成长，一千天里边 20万倍的成长。这是

王岐山培养的一个邪恶的暗势力，就是所谓的喜宗，暗黑教的教宗，咱就叫他、叫做“双修教”。双修教教主王岐山， 

 

2.红黄蓝给官员“双修”培养智慧女【红黄蓝】【幼女】【双修】 

弄官员有中纪委，抓人有政法委，判人有检察院有公安。那孩子咋来啊？8岁，14岁，怎么来啊？水啊，阴啊，代表水阴

啊，什么呀？就是红啊，红就是火啊，黄就是阴呐，这叫智慧女；蓝呢？蓝叫啥呀，大家记得吗？叫土。黄叫土，对不

对？所以说，咱得搞一个叫红黄蓝幼儿园，红黄蓝。红黄蓝干嘛的？红黄蓝是给他培养叫智慧女的，搞双修的。还得把它

上市。弄哪上市？美国啊，华尔街啊？ 

亲爱的战友们，现在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爆料革命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让大家认识的爆料革命的意义了吗？ 

红黄蓝幼儿园的事情是郭文贵能编出来的吗？ 

红黄蓝幼儿园那后边的老板孟建柱是我能编出来的吗？ 

去红黄蓝的这些军人和高官是郭文贵能编出来的吗？ 

能让红黄蓝幼儿园在美国上市的谁能做到，只有王岐山吧？ 

谁能让红黄蓝的孩子小女孩阴道被人家戳了以后也就是破了处以后，把火、阴、土、智慧女变成了双修女之后，还不能有

人去碰，不能有人去查，谁敢说话家人消失，连那公安的孩子都被消失了。孟建柱亲自到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家里面告诉，

“孩子不错吧？按上探头看着点。听说你孩子想爆料嘛？” 

这是文贵能编出来的吗？是我爆料革命能编出来的吗？ 

… 

战友们当你们把这 3年,红黄蓝,也就是双修里面的叫智慧女,火、土、黄、阴、风，也就是 14、16、18的少女，不超 18，

是 16以下少女，叫成红黄蓝 ，红黄蓝里出了多少这样的事呢？ 

 

3.“双修”要有级别，是王岐山控制官员手段【孟建柱】【孙力军】【双修】【王岐山】【杨洁篪】 

那不是阿猫，阿狗都能搞双休的，那是分级别的。也就是说得一生下来就是正国级，正国级，像王岐山那样的，才能搞双

修；像阿猫阿狗，陈峰这样的，你算个屁啊，你搞什么双修啊你，你那叫鸡奸，你那叫强奸，你那叫轮奸，对吧。你们把

强奸，轮奸搞了个名，叫做双修。 

你双修一个不够，十个不够，你还搞一个上市公司，叫红黄蓝幼儿园，人家红黄蓝幼儿园怕人家说出去，不同意给你双

修。你搞了个政法委，孟建柱，结果孟建柱利用双修，练了八块肌肉。 

孙力军不仅搞明星，还有搞明星的孩子，有多少明星的孩子被孙力军给搞了，孙力军是搞双修的，大家要记住，孙力军是

搞双修的，绝对搞双修的。 

… 

陈峰王岐山一弄就许给他那个哥们儿来世，只要你听我的，你只要搞双修，我保证你，你不会死，你有来世，最起码你还

回来当个正部级，弄不好就弄个副国级了，这些官员都相信了。 

项俊波就是一个。大家你们去看看项俊波什么罪行。项俊波最好的朋友就是陈峰，王健，陈峰，王健的多少金融贷款是在

农行，多少金融牌照的保险是项俊波给他们的，拉着项俊波双修啊。最后项俊波道德腐败，生活糜烂，迷信风水，被灭了

吧。 

… 

有多少银行行长都有代号仁波切啊，锷生仁波切，国立仁波切，惠宇仁波切。仁波切陈峰，仁波切王健。所以说大家一见

面不用握手，（直接说）：仁波切，仁波切，你双修了吗，你双修了吗。都来这个，对上暗号。 

咱们战友一见面，你健身了吗。人家一见面，你双修了吗？双修了，昨晚双修了吗？双修了，明天双修吗？我給你准备好

了。这不是笑話，这就是残酷的事实。 

...大家再想想杨洁篪，杨洁篪喜欢少女、处女，他不是偶然的。他不是对一个生殖器的喜欢，他是搞“双修”的。只要你

搞“双修”的，他百分之百你要被谁控制？被王岐山控制！ 

 

2019 年 12 月 16 日 

文贵报平安：维护海外华人形象，依法惩治海外的大小欺民贼 

【文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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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971199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12b7774-db73-4b47-b2bb-c97db5aef347 

1.中共的领导上层没人不玩毒的【CCP治国】 

有些人不甘心，想在碗里面在水里面加点酱油啊，加点盐呢，加了还不过瘾，加的芬太尼呀，加点麻黄碱呢，所以中央的

中共的领导上层没人不玩毒的，咱老百姓真的都傻乎乎的不知道。你只能抽芬太尼，人家过去抽大麻，后来就抽那个麻黄

碱，麻黄碱是中央领导见面大家必享受的，拉上窗帘来一下，跟那个某明星啊，找小女孩啊，吸一下能玩三天，多爽啊，3

天时间他射一次，甚至不射，然后很兴奋，然后这都玩，全都玩这东西。见面领导都送这东西... 

人家一见面握手，一袋麻黄碱，高纯度的玩这个。 

 

2.郭媒体会在华盛顿有一个自己的分部，设立多个新闻站专门盯着伪类【郭媒体】【伪类】 

接下来郭媒体会在华盛顿，会有一个自己的分部，总部永远在纽约。在喜马拉雅大使馆，再加一个分部，我们会在华盛顿

就要有个分部，也有可能天天去。我们在某些地方有驻扎的地点，新闻站，多个新闻站。 

像什么火鸡龚啊，什么赵岩呐，还有华盛顿什么郭宝胜郭牧师这种垃圾骗子，还有什么李宏宽那个畜生，夏业娘啊，我们

就专门有人盯着他们。就把共产党派出的这些垃圾，让他们 24小时曝光在天下，直到有一天让美国人彻彻底底按照美国法

律把他们送上法庭，送他们去到该去的地方为止。 

 

3.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将让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替共产党说话的媒体、伪类受到追究和惩罚，被公诉【香港】

【伪类】 

记住文贵说的这句话，我会让他们这些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替共产党说话的，（让美国法律送他们去到该去的

地方为止），包括那个明镜，还有那个何频，竟然说：”香港（孩子从）楼上往下掉的人是假的，被强奸是假的。” 

… 

你是要受到审判的，你太过分了！竟然把香港的事情你胡说八道了几个月，一会学生是暴徒，一会美国不会支持，一会是

香港人根本没有被抓，根本没有被杀，根本不存在什么香港警察有假解放军，然后又说不存在强奸，海里面尸体都是自杀

的，现在竟说一切都是造谣，你这太疯狂了。你以为美国政府都是傻子啊？何频，你真以为美国政府都是傻子啊！走着

看！走着看！因为你何频做这个事情，是帮共产党在坑害香港的学生跟孩子，泯灭天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在替共产

党在西方正在传播虚假信息，这叫犯罪，这已经不是诽谤的问题了。更重的事情，你还在欺骗、诈骗很多人的捐款。再一

个你在这里传播暴力，传播暴力这属于对恐怖分子是一样的，传播暴力必须受到惩罚。” 

所以说现在拿共产党钱的，什么这一系列社交媒体上的人，美国政府会给你们最后的结果，到底是说你们诽谤啊？还是说

你们参与暴力啊？还是因为像当年替萨达姆·卡扎菲在美国呼吁的媒体最后都去哪了？现在看看去，都去哪了？有人请他

们吗？有人能要他们吗？ 

未来在博讯工作的，在明镜工作的所有的记者，你都将会受到审判。因为你们在支持暴力的犯罪，你们在泯灭天良。 

香港人权保护法你们看一看啊，文贵是第一个推出去的，专门有一条，所有支持在香港实行暴力侵犯人权的人，无论在哪

个国家、在什么地方都将被受到追究和惩罚，被公诉。大家要记住，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明镜还有博讯，还

有现在网络的几个大咖替香港人说话的，事实上他已经触犯了美国法律，叫支持暴力犯罪。而且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不是

开玩笑的，大家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工具。 

 

4.法拉盛(中国城)一定会受到惩罚；FBI调查华人犯罪团队达到 48-50人【法拉盛(中国城)】【华人犯罪】【FBI】 

所以我们对待这些欺民贼们,对他们的打击一点儿也不能手软。而且一定是老鼠蚂蚁一起弄。海外的华人如何不是这样的认

识到危机的话。就是梁贯军，郑祺，这种海外华人，流氓媒体，包括现在，在华盛顿过去，在 FBI，原来 5，6个人调查华

人犯罪，现在已经变成 48到 50个人了，专门就查你们这些法拉盛，还有中国城的，华人打红旗的、威胁法轮功的、欺负

新疆人的、欺负西藏人的、中共来了挥小旗的、欺负海外民主民运人士的，还有陈闯创那个垃圾孙子货，还有搞假政庇的

那些人，在法拉盛的这种部那种部的。你们放心，咱走着看，你们一定记住文贵说的每句话，这就是我直播说的意义，决

不可更改，可以查询的。就像我们的面具先生，把郭叔的话全都给背下来了，我都不记得了他记得。用视频记住，法拉

盛、中国城一定会受到惩罚。 

记得去年我穿上一个夹克到中国城去照的照片吗？我告诉大家，中国城将改变。美国政府和当地的纽约政府，正在计划把

法拉盛和 Queens进行大量的改造，决不能让它变成黑帮，也不允许未来把中国人变成在美国的一种国家种族之间歧视的问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971199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112b7774-db73-4b47-b2bb-c97db5aef347


 1112 

题。人家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在这样下去，海外的中国城和法拉盛的孟维参、熊宪民、陈闯创、郑祺和梁冠军这帮孙子，

就会把所有中国人的形象全毁掉。 

人家美国人有一天就会像当年二战珍珠港事件以后把日本人全抓起来一样，那不毁了吗？现在在很多大机构里面，一说到

你，我住在中国城，人家就会问你住中国城是干嘛的。现在已经是很小心了，华人住在中国城已经成美国政府高度关注

了，知道那是共产党的匪窝、贼窝、情报窝。 

 

2019 年 12 月 17 日 

文贵报平安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199993197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44f1a8d-db1e-4fed-8903-ee5025d7ac59 

1.香港问题引起美国各种层次的重视，香港是美、欧洲、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在亚洲的一个代表，严格讲香港的对抗，

就是西方跟共产党的对抗！【香港】【西方】【基督教】【天主教】 

两个好消息。香港问题啊，引起美国的各种层次的重视，又在跟过去那一次的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点让我

感触太深了，大家都意识到，香港这个事情它本身不是香港。严格讲香港是美、欧洲、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徒的，西方

在亚洲的一个代表，和中共的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对抗。严格讲香港的对抗，就是西方跟共产党的对抗！ 

 

2.美国真正的 Billionaire，有钱的人,拿出现金反共【美国】【反共】【现金】 

另外一个好消息，这是爆料革命以来我第一次听说，美国真正的 Billionaire，有钱的人,拿出了现金。昨天我就在这个房

间里面，三个大家族，三个家族里包含两个基金，一个是拿了 800万，一个拿了 80万。那拿 80万的人啊，大家都是耳熟

能详的人，那个人从来不会拿钱的。但是那个人拿出 80万来，我可以告诉大家说明了什么问题？这 80万他是过去是亲共

的，现在是反共的。另外一个是 800万的，更夸张的有一家，直接拿了 12亿美元，12亿美元！也是亲共的过去。12亿美

元干什么？——支持一系列的智库，和马上对中共进行的调查，采取的措施。 

战友们，记住啊，这个事情会发生在四个月到五个月内。大家你们会看到结果就会出来，资金到位陆续会在这个月底和 1

月初，结果会在 3月份 4月份一定会出来。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文贵报平安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post.guo.media/posts/261133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1b14418-9778-472b-8704-30878452568a 

无大事件 

 

2019 年 12 月 21 日 

文贵报平安:谈谈欺诈犯郭宝胜庭审细节和海外华人形象危机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089513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a5f030-f50f-44d3-ba12-f3341adc5925 

 

1.郭文贵诉郭宝胜案的核心意义是维护海外华人的形象， 【郭宝胜】【海外华人】【伪类】 

这个案子的核心就是欺诈罪。... 

从昨天起，郭宝胜的车辆保险，房子贷款，未来孩子上学，和他的牧师资格，和他的募捐，和他走向慈善机构，包括参与

政府政事的邀请，永远 0，永远 0！这不算数，我们就在开庭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计划和战略，对郭宝胜

的另三个案子已经全面在起诉中。我们做梦也没想到，郭宝胜在后面的延期两天当中，是如此的配合我们接下来的战略和

计划和诉讼。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944f1a8d-db1e-4fed-8903-ee5025d7ac59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1b14418-9778-472b-8704-30878452568a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a5f030-f50f-44d3-ba12-f3341adc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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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大家会看到，不是我郭文贵，会有战友们会对郭宝胜的欺诈罪的再起诉，这个欺诈罪起诉要告他的老婆叫李里

（音），李里（音）是这次出庭作证的第一个证人，... 

第二个战友们，我请问战友们想一想，郭宝胜这个案子，如果郭宝胜任何一个他罪没定成，接下来吴征的案子，熊宪民的

案子，孟维参博讯韦石的案子，赵岩的案子，赵岩和郭宝胜和叶宁韦石的案子。上海的开餐厅的。跟明镜的合伙人陈先

生，Jonathan陈，叫什么？“思烤”“思烤”叫陈军是吧，叫做“思烤军”吧，陈军的案子，高冰尘的案子，韩梅的案

子。还有美猴王的案子，袁建斌的案子。还有成水炎的案子，大家去想一想往下走是什么概念？ 

夏业良的案子开启了盘古开天地，郭宝胜案子是给我们鉴定了基石，接下来这一系列的开庭，你想想这个案子欺诈罪在

前，诽谤罪成在后，...你去想想这是未来案子的影响。... 

如果是郭宝胜什么罪名都不成立，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结果是什么知道吗？我们马上会因为这个案子，所有另外的四

十几个案子会形成雪崩效应，美国是案例法的国家，你拿一个亿美元你都挽回不了那个局势。... 

我获得了绝对的情报，就是郭宝胜一定要打这个官司，...当我们得知这个情报以后，分析结果，为啥郭宝胜他有 20%的赢

的机会我们有 21%呢？是因为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这些证据人家搞不懂，而且看上去很滑稽。 

即使你都清楚，这个定罪很难。那么另外的 80%在哪呢？最后决定是：这 80%的 51就是看陪审团了。51看陪审团，剩下的

29%、30%完全是看这个个人和律师之间的合作。就是你和律师之间的合作默契，决定了你的 29%或 30%，那另外的 51就是

完全是你个人的表现和能力和运气，是陪审团对你决定。... 

 

战友们啊，这个影响太坏了。美国人，西方人认为所有的华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一定要让西方知道，郭宝胜等人绝对是

犯罪分子，他是诈骗犯，欺骗犯。经陪审团一致表决的欺骗犯，他不能代表我们华人，这是我们一个最重大的意义啊。... 

这场意义的核心就是要维护我们海外华人的核心形象。把爆料革命变成一个中国人在海外和国际形象的这一场正义运动。

全世界让我们爆料革命分清楚了，共产党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只有九千万共产党员。继这些之

后，我们要让全世界更加清楚的知道，海外的欺民贼代表不了我们海外的华人。郭宝胜，熊宪民，孟维参，夏业良，高冰

尘，韩梅，陈军，何频，郑祺，梁贯君这些人不能代表我们海外华人，这是我们这个案子的核心意义。 

 

2.美国国会将立法，禁止在美国的华人与中共勾结作恶【美国行动】【海外华人】 

大家未来很快会看到，美国国会会立什么样的法，禁止在美国的华人干什么样的事。就是梁贯军和郑祺天天挥舞着红旗，

在法拉盛，在？？中国城干的这些事情。熊宪民，孟维参干的这些事情，郭宝胜天天骗捐的事情。 

 

2019 年 12 月 22 日 

文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平安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119226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a5f030-f50f-44d3-ba12-f3341adc5925 

 

1.一个美国朋友觉得王岐山脑子、精神出问题了【王岐山】 

美国朋友，非常非常认可，因为他也是刚从台湾，香港，澳门，北京回来，也见了很多人，见了非常多人，同时也见了王

岐山，在广州见了王岐山。见了王岐山以后是非常深的感受是，他觉的王岐山这个人脑子出问题了，绝对王岐山的精神出

了问题了。 

他记得王岐山是他的多年的老朋友，而且明确的告诉我，知道你跟郭文贵认识，我也知道你跟这个家伙有联系，没问题，

你可以把我的话说给他。王岐山说你们美国人根本就糊涂了，就中国人现在，他说你看中国人这一年多没有什么猪肉，不

买你美国猪肉了中国人不是活的好好儿的吗。 

然后这个美国朋友说，我看到了很多在广东各地在抓狗，到处在打狗，他说你们把这狗都打死，这么小的狗这么可怜，你

给狗要颁发执照，生存执照，那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给一个对你们提出 1亿的人他们有生存环境呢，你们可以一夜之间把

所有的狗杀掉，有多少狗要被你们杀掉，王岐山说你想知道多少狗吗？几亿只，几亿只狗，那几亿只狗变成肉的话，中国

人一年也吃不完。他说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狗了，他说当时疯犬病，死很多人，最后中央做了明智的

决定，把所有的狗全部打掉。结果狗救了很多人，你知道他当年杀狗救了多少人吗，救了上千万的人甚至上亿的人也不夸

张。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cfa5f030-f50f-44d3-ba12-f3341adc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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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美国哥们儿他简直懵叉了，他知道王岐山那个脑子出问题了，他说你为什么要把这狗都杀了，结果这个哥们儿说中

国人不吃猪肉，可以吃狗肉，而且中国的狗就杀了能救几千万上亿的人，你说这个家伙脑子不是出问题了吗 

 

2.郭宝胜的背后，付钱的人除了吴征还有海外华人假基督徒、假宗教领袖【郭宝胜】【吴征】 

我说、你觉得郭宝胜的背后，付钱的人是谁？他说 Bruno Wu、Bruno Wu、吴征。但是我告诉他，除了吴征还谁能付钱？ 

我说你不要忘了，郭宝胜这样的人在美国是以假牧师来行骗的。他从西部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华盛顿，而且他这三个证人当

中其中就有一个牧师出来，而且其中当中一个最在乎的，其中之一我说他是假牧师。 

我说我问你，在美国在你们华盛顿还在美国的社会华人的圈子当中，谁是代表中国所谓的华人基督教徒和牧师和宗教领域

的？谁又愿意让郭宝胜在这个官司上，他愿意付钱，对所谓的海外华人假基督徒、假宗教领袖对他有利。还有一个，我说

是谁在国会山到处说我坏话，除了火鸡龚要代表共产党，海外欺民贼。我影响了谁的利益？他当时：“诶，他！”我说对

了。 

我说郭宝胜这个人背后、他是一个傀儡。有人打着宗教的领域搞假政庇，中国所谓的民主民运和假 64就三帮。我说在美国

就三帮，没有任何的第四帮。我说第一假民主民运，假 64所谓代表，假宗教领袖。 

他们现在要打着各种名义在美国国会山游说。然后呢！事实上游说结果全部跟共产党玩的一套，就是精神绑架，然后是肉

体绑架，然后榨取你的剩余价值。就这三帮人嘛！就是搞政庇嘛！榨取这些刚刚从大陆奴隶社会跑出来的人。他说你说这

些有道理。... 

就是这些重点当中是郭宝胜在对抗、所谓抗辩当中，他在过去被庭前问话的时候，问他、大家都知道那个视频在网上呢！

问郭宝胜，你的律师费谁付的？是不是你自己付的？他说，不是我付的。我们在我们律师问他的时候，这个律师费是不是

你付的？他说是我付的。我们律师就拿出来说，你在庭前问话时候，在去年 12月吧，不是，在几个月以前，问你律师费的

时候，你在几页几行说，问你律师费是不是你付的？你说不是。然后呢！郭宝胜说我不记得了，我们律师没有再往下问。

我在之前我告诉他，这个问题你只问到这为止，我不希望你用这个问题对他穷追猛打。因为这个问题我要把庭上问话，要

用到下一个和下两个案子当中去。 

我就是让他说出一句话，我就知道郭宝胜在庭上一定否认这个钱，是自己的付的。原来说的来自第三方，他不承认。只要

他不承认，我说、他就开始进入另外一道大门。... 

另外一个，大家看到郭宝胜开完庭以后跟江涛拍了个照片，还笑呵呵的红光满面。我告诉大家那是他的钱主、出钱者让他

必须这么做的。... 

第一条，出资者，你绝对不能承认你败了，因为你败了，我们这个骗捐、牧师这个资格就没了，我们怎么能败呢？你败了

就代表我出资者败了，我是牧师界败了、宗教界败了，不可以！然后你要拍个照片说我赢了。 

 

3.呼吁被郭宝胜诈骗的战友把索赔权利卖给一家公司，全面起诉郭宝胜【郭宝胜】【爆料革命】 

再一个最后我要跟战友们说，战友们，现在我们虽然有很多战友已经签完了文件，把你们被骗的所有的这些信息，还有被

骗的钱的这个权力，已经签署了文件，卖给了其中一家公司。 

按照美国的法律啊，战友们我解释一下。比如说：“安红女士，他被郭宝胜骗了，骗了一百万美元，安红女士有权力把被

骗了一百万美元的这个案子卖给一个叫 ABC公司去（任何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可以先付你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付

你现金就把你这个案子所有的权力买过来了，ABC公司就有权力去诉讼郭宝胜，然后你要配合这个诉讼当中的出庭、作证

就行了。” 

那么现在我们做出了个决定，亲爱的战友们，请大家听清楚啊：“不管你是被郭宝胜骗了是一百、一万、还是一百万，只

要你跟木兰女士联系、Sara女士联系、路德先生联系，这三人都可以，你跟他们联系完以后，你把你捐款的凭据发给他，

只要是你签我会发给你文件，我们有标准的律师文件会发给你，发给你以后你签署、你同意、你看完以后，我们会中英文

版本的。你所有被郭宝胜骗的钱，百分之十我们立马付给你，记住啊！百分之十。”因为在美国的法律有规定，当你买这

个被欺诈案，或经济案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付钱，这是无效的。 

所以很多战友说；“文贵我不想要你这百分之十。”不是我要，是一个独立 ABC公司，跟我半毛关系都没有啊。那家公司

买你的，他必须要付你钱，战友们！咱们之间很客气，但是这是尊重法律，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接受这个百

分之十的钱，否则到法庭是没法告他的。 

当你们收到这个百分之十的钱的时候，付款给你的票证和签署的合同放在一起，就可以到法院去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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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现在战友们，当你们任何人给郭宝胜捐过款的。听说 Sara女士，我们的 Sara女士，人家在所谓美国 FBI的男友替

他捐了款了，那票证（记录显示）都捐了好多钱呢！这 Sara当年是郭宝胜的强大支持者。 

所以说 Sara女士先把你的票据先弄过来，我们要把所有的战友，被郭宝胜骗的这个案子全面起诉，拜托了战友们啊，拜托

了啊… 

请大家千万记住，不要把这当成支持文贵，你不要钱。你要支持文贵，你一定要百分之十的钱，咱们现在全面开始。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文贵在凤凰城提醒香港同胞一定不要被 CCP分化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13978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841bdd7-4170-42a8-a2df-cbff215958c0 

 

1.香港现在运动当中有两个最大的弱点【香港】 

我觉得香港现在有些人啊，有些人，有些人，有点失去方向。 

头两三周的时间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要以为香港人权法案通过了，你就什么都有了，那绝对不等于。最多在你寒冷，寒冷

的深夜，或者是漆黑的深夜里，你走夜道的时候，有人给你加了个防风的衣服，给你点着了一个蜡烛，但是路还是要你走

下去的。如果你敢停下来这个蜡烛就灭了，被加的防风衣也就不存在了，就这么简单，很残酷，很现实。 

那么当时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他们下一步打击你们最核心的两方面，栽赃陷害这是肯定的；更核心的事情就是拔掉你的经

济来源。 

其中某个人大家都看到了烽火基金，烽火基金我们你们还在香港的银行系统还在开帐号，那你就是太天真了。 

… 

么钱这个问题是核心的，我给香港朋友说，我们你们现在是好飞行员，你的找到飞机，把你钱路断了你啥都不是。你别老

觉得香港那几百万老百姓上街你就行 ，有些人很执着，很执着，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争锋吃醋。现在有人争权，谁决定

谁决定，过于自负。看人类的历史都是骄傲自满。轻敌当中把自己的战绩全错过了。 

星火基金给查了 7000万，包括那个南阳银行，也是 2000多万被查封了，查了将近上亿的钱，这是大家捐的钱。给香港警

察你们还讲法律，那你现在就是太愚蠢了，你太愚蠢了，他怎么能跟你讲法律呢，他要杀你呢，他怎么跟你讲法律呢，对

不对啊战友们，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吧。 

… 

香港现在运动当中，现在有两个最大的弱点，就是香港现在在金融安排上完全没有。这是、这会让你、导致你脆断，导致

你脆断。光靠集资捐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场革命光靠集资捐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你面对着共产党，第一个就灭你

的财路。  

所以说我们必须有决心、有能力，你有足够的财富支持而且对过去的财富不能有半点留恋，你有半点留恋就完了。你不

能、绝对不可以现在又想革命还想钱。你只有一条路，成功灭共。 

另外一个就在香港这事上看到天真、这个天真太可怕了。 

...那么我们香港的这次运动资金已经不是一回了。而且你们知道共产党在香港给四大不要脸的家族，第一你不能捐款；第

二在金融领域把汇丰拿下，然后所有的中资银行，要掐断所有的香港这些运动的这些组织者的财路；还有一个作为任何一

个香港人在大陆投资作为威胁，家人作为威胁、绑票。这是他起码一定会做的。说明对共产党还存有幻想，存有幻想那就

完蛋了。 

所以说香港现在呢！很多年轻的孩子有些也是有点、现在有点失去方向。最近沟通当中有些人就存点幻想了，有点存有幻

想了，这个幻想让人挺失望的。所以最近我给他们说，我说、我在法庭上、我正式的承认，我捐了多少钱，我是负法律责

任的，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捐的钱。但是现在你光指望我一个人捐钱或者捐了钱都被查封，那有多少钱也不够用的。

对不对呀！那有多少钱不够用的。 

其中有一个在日本的，一个咱们的华人已经去了多少年了。最近准备捐 3千万美元，但是看到最近这些情况决定不捐了。

他说我捐多少钱，他们这样查封或者根本没有一个财务安排，没有用的。人家也不是说那种巨富，3千万几乎家产的 80%

了。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841bdd7-4170-42a8-a2df-cbff215958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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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给香港的战友们要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实现你的理想。我过去说过

要想干成一件大事，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干成这件事的钱和干成这件事的人。 

另外香港就给我们一个鲜明的例子，香港的以前多么的精彩，但是过去的三周，几个党派之间内部就出现了不团结。由于

不团结就被这个警察钻了空， 

 

2.王岐山的四项原则最近得逞【香港】【王岐山】【对港四大原则】【分化】【蓝金黄】 

就王岐山的现在的四项原则，这四项原则其中之一条，就是要彻底的把香港所有的上街的人，反送中的人叫反派，支持的

人叫挺派，把反派和挺派彻底划开，王岐山这小子的招阴得很，就是一下子就给你划开； 

第二就是彻底要利用澳门的这个资源和土地和中央的政策支持，把香港的反派的一部分拉到澳门去，就分离你的部队，跟

打仗似的。现在我看到国民党这边有一半被共产党收买兰金黄了，另外一半是支持蒋介石的。我把另外一半给你支持日本

去，给你打日本去，然后蒋介石完蛋了，国民党完蛋了，共产党又来了。我让你香港的反共的人，反送中的人一半的人因

为澳门的这块，我要支持澳门了，搞金融了，搞金融特区了，然后都发赌牌牌照了，然后房地产价格上去了。来吧，你来

我就白给你，很多人就跪下磕头了。 

其中我一个朋友是搞银行的，他就跟我说，强烈支持反送中，自己的女儿也上街的，跟我说：老郭呀，我不能坚持了，把

我约到深圳去，领导亲自请我吃饭，而且王岐山亲自带话说，我随时可以在广州，北京见你，我向你许诺，你的银行可以

在澳门马上获得特批，甚至给你家颁发一个赌牌牌照，前提是你一定要站出来，要把很多人说服，不要再反送中了，把反

派拉过去了，你看可怕不可怕？这是王岐山的四项原则其中的原则，接着就兑现了。 

澳门现在大张旗鼓，不是开玩笑吗？在中国中共来讲，香港是中国的面子，澳门是中国的肛门，你想把澳门的肛门代表香

港的面子可能吗？不可能，但有些不要脸的东西，香港的四大不要脸，就可能被共产党上当了。说我要把你的脸变成我的

肛门，我要给你钱，他最后说是很臭我接受，就跟海外欺民贼一样，这招很管用。 

现在你看看：第一招，其中一个就是把反的和挺的彻底分开，最近这几星期已经完全做到了。很多家人的撕裂，现在让共

产党也做到了。然后最后他有了绝对的，一定的民意的基础支持了，然后他就开干了，金融的开始了；第三个最夸张的：

彻彻底底把香港的资源和金融和香港人必须的生活的基础条件，牢牢的控制在香港的政府手里，用这些资源来调控反的和

挺的之间的力量平衡，这王岐山这小子阴得很，做到了吗？做到了；第四条，不惜一切代价要把香港人现在大部分人，年

轻人，输送到国际上和带到国内来，然后在国际上彻彻底底的用国家的力量和政策把香港年轻人彻底分化和彻底给蓝金黄

了，现在最近这几周，做得非常成功。 

香港最近向外移民的年轻人是过去 30年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倍，大家可以查查。很多人现在已经疲劳了，家人再什么就移民

走了。移民走之后到了海外，你不知不觉中就被别人蓝金黄，被别人安排了，然后他再说服香港内部的人：不要上街了，

没用了，湿湿碎了，到这来吧，完了。反送中的年轻的主干力量会越来越少，王岐山阴，这是当年共产党对付国民党时

候，现在基本上要大赢，大家看到行动了吗？ 

 

2019 年 12 月 24 日 

文贵在凤凰城报平安：中共大肆杀狗真相竟是因为迷信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160307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9101f62-854f-4a6c-b051-6718a65aada7 

 

1.中共大肆杀狗真相竟是因为迷信属相相冲【王岐山】【习近平】【杀狗】 

王岐山跟你美国朋友说那话，他背后故事他没讲，为什么呀他说在中国官场上，非常迷信，就是中国的奇门遁甲，还有所

谓 12生肖的相生相克的也就是今天的道家，所说的，命相之学，属相之学，王岐山属鼠的，王岐山就讨厌属狗的属狗的就

是狗掐老鼠多管闲事。他说你文贵你属啥的，事实上我是属狗的，户口上是 68年属猴的，时间上我是属狗的，他说你就是

狗掐老鼠，他说王岐山一说狗就恼火。从你这事发生以后他多次说，这他妈真准，惹我的都是几个属狗的。 

所以说呢，这小子就给习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明年这个年啊，鼠年啊对蛇也不好，对鼠也不好，这个毛泽东当年呀就是

说，这年必须要鼠年灭共，狗年灭鼠，他说你要灭狗，这就开始灭狗了。 

...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f9101f62-854f-4a6c-b051-6718a65aad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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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岐山他相信。你看他找的人，田慧宇、田国立、陈峰、刘呈杰全属鼠、属蛇的、高燕燕属蛇的，习（近平）属蛇

的，你发现了吗？……，所以说你看，战友们，这个事！很荒唐的事，这么一个国家 14亿人，就被这一个相信所谓属相学

的人给绑架着，而且要把全中国的狗给干掉，就因为狗掐老鼠了，他属鼠的！你说那明天要发生点其他的什么事，那明天

人要是克鼠的时候把人也都给杀了吗！？ 

所以说老领导说这个（杀狗的事），我马上让木兰妹妹，马上给我查一下，一查真的！全属鼠的，全属蛇的，明年是鼠

年，我都不知道，我都问：“明年是什么年，”鼠年。原来王岐山本命年啊！对蛇也不好，对鼠也不好。 

所以狗掐老鼠，看来王岐山真的不妙啊……真的不妙啊！ 

 

2.2020年是重大的诉讼年，还有“隔空取钱”【伪类】【诉讼】【隔空取钱】 

再就是吴征的案子，2020年几个最火的案子，大家高度关注，吴征、跟吴征之间互告的案子，和有告他的两三个案子，所

有明年的案子，全牵涉吴征，陈军的、还有明镜何频的、还有博讯韦石、熊宪明的、还有吴征的弟弟吴斌的、还有袁红冰

的，统统涉及到吴征，所以明年你们能看到最起码二十次到三十次吴征出庭，包括这个马蕊强奸案，都会跟吴征有关系。

还有接下来几个新的案子，明年吴征 2020年只有一个选择，你要么你就跑了。你要么你就到美国来，天天坐在（法庭上）

被问话、被开庭，看谁缠谁的数？谁缠谁？ 

… 

然后能明年 2020年，吴征的案子、大戏。马云的案子阿里巴巴，我们告马云的案子、大戏。博讯、韦石绝对拿下，熊宪明

还有赵岩、还有什么叶宁绝对拿下，还有什么袁红冰、还有什么 Elliott Broidy，两周后我们到加州去问询他要问他的

话。 

2020年是个重大的诉讼年，不管共产党，六月四号早上灭，还是六月三号到六月四号的半夜灭，差几个小时，这些案子都

不会放过他们。 

而且接下里我们会控告香港的某一系列的机构在西方。大家要记住我说的话：“隔空取钱….隔空取钱呐”，大家我说的话

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忘了，“隔空取钱”！ 

 

3.郭先生解释为什么昨天语音连线庄烈宏先生的节目【庄烈宏】 

昨天我为啥要上庄烈宏先生的节目，荘烈宏先生几天前给我发的信息。他说他要我上下节目，给他开门，他这个节目现在

可以直播了。我说我真没时间，确实没时间。然后当天有 20几个，都来找我的，我说算了，我不能跟任何人上线直播。昨

天是我不想看到庄烈宏先生他的沮丧，我昨天是到图桑去了，在 Sara家隔壁，跟几个牛叉的人吃饭。大家知道，我的爆料

革命是第一目标。然后吃完饭以后，我赶快我上去我看到庄烈宏先生正在直播，我马上在车上给他打过去。我车上还有人

坐着呢，我都不好意思你知道么，但是我还是给打过去。我给左媛，他的伙伴问好，给我们的老顽童同志问好，然后呢给

我们的小皮匠问好，他们还问了我问题。我心里就舒坦，因为我让庄烈宏先生高兴，我让战友们都有机会。 

但是我是语音啊，我没有上视频。我昨天说了，绝不再跟任何战友视频上你的线，采访，绝不可以，永远不会。如果任何

有人视频，你可以到郭媒体来，或者我跟你连 skype。再一个有战友上节目我可能打个电话进去，这是可以的。 

… 

昨天庄烈宏先生，是因为我希望庄烈宏先生，他真正的明白，不背弃，不放弃，不忘记，这个战友的真谛，这会让庄烈宏

先生内心感到，感受到从爆料革命到现在，我给庄烈宏的面子和帮助是最大的，最多的，我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希望荘烈

宏先生真正得对战友也这样。 

 

2019 年 12 月 26 日 

文贵报平安谈：中共经济正在崩溃，习王之战正在展开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194968 

文字链接：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26.html 

 

1.美国军工企业过去停产的项目现在重新恢复，明确针对中共【美国行动】 

在这里看到了整个凤凰城军事工业城简直太震撼了，所有战友们可以 Google看一下，有些不是绝密信心。当你从这个谷到

那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凤凰城军工企业的规模。据战友们所说，在过去的 20个月左右，军工企业过去停产的项目现在都

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9/12/20191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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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恢复了。而且一些准备未来三五年的项目，针对其他国家，极端战争情况下的设备武器都在运行中，而且明确地就是

针对中共。而且非常清楚，下一场战争一定是和中共。中国、俄罗斯、伊朗，这跟文贵当初爆料的五个轴心邪恶国是一模

一样的。 

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我在最前线看到了，但你想要了解美国在哪里做好了准备的时候，不要光看他从哪里调兵了，

你要看他的后勤供给线，在圣地亚哥，在凤凰城，在亚利桑那州的几个军事基地，在看他们的后勤军备供给上是否行动

了，做准备了，那才是关键的。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更是让我看到爆料革命在凤凰城如此之重要 

 

2.海外欺民贼害人太深，海外华人如不能意识到华人社区中的黑帮组织、沉默力量，再为中共卖命将有大麻烦【伪类】

【海外华人】【爆料革命】 

 

这次在华盛顿开庭，在这里我强烈的意识到，就是海外的华人同胞，朋友们高度关注着。大家都说这不是赢钱的事，一定

要让大家看清楚郭宝胜的真面目。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郭宝胜的假牧师，它不是一个人假，郭宝胜这个假牧师是华人

在海外的一个组织。大家完全同意，美国人很兴奋的跟我说：郭先生，我们去你们的华人教会的时候看，都不是正经的华

人教会，而且是搞非法移民。 

美国人很清楚现在，说郭宝胜是假牧师，他是想赚点钱吗？他不是想赚钱，他是想骗钱。假牧师不说，还想骗钱，然后说

谁在给郭宝胜付这个律师费，一定要查出来。这些美国朋友支持中国走向法治，民主，信仰自由的这些朋友们，高度的关

注，所以咱们都想到一起了。 

再一个他们所有人都说：海外华人形象的毁坏除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派出的这些污染，他们叫污染源。就是那些在法拉

盛，中国城等各地的一些所谓的中国教会，什么爱国会，什么假的传教士，假牧师，还有打着六四民主的那几派。他们完

全同意，他们说海外三大恶帮一定要让西方世界知道。 

这真是，战友们，很多人不去行动，我每天，见多少人，开多少会。能深刻的感受到，美国人和海外的华人们对这些欺民

贼们，假牧师们，还有吃六四血馒头的这些混蛋们，以及他们在海外对华人的影响，他们深深的痛恨他们。 

在这个凤凰城大学，咱们几百个华人，联合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感谢文贵和爆料革命维护了海外华人形象。说他们当中

有几十个人被当地部门约谈，因为他们当时填表以后，人家现在要求重新谈，重新填表。你爸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爸妈

是不是共产党干部。没办法就谈了，其中有两个咱们广东的学生，当场就给接走了。填完以后，他又填假的了。他觉得原

来我填假的，现在我还填一样的申请大学，到了里面警察直接过来说：现在你可以走了，只给你两个小时收拾东西。而且

也是支持咱爆料革命的，啪，就走了。 

我们这块有来自国内的被残害的人到这来了，大概八，九个人吧，申请政庇，两次拒绝，最后是穿着郭战装去了，然后就

跟人家解释。人家移民官问：你穿这衣服是什么回事？他说：我是支持爆料革命的。那你给我解释解释爆料革命。然后就

解释解释，解释完以后，问你：穿这郭战装是谁给你的？他说：谁谁给的。他说你真的支持他吗？真的支持，我还给法治

基金捐了钱。人家移民官说，行了，你今天的政庇过了。哇，结果就是他认识的那两个人，就被遣返了，而且这两个被遣

返的战友是非常挺郭，支持爆料革命的，你说这个惨不惨啊！ 

所以说你们那些海外的欺民贼害人太深了。我们三十几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事实上我们这有将近几百万的华人。如果

你们不认识到，不意识到，在你们所有城市的中国城和餐馆里和所谓的华人教会当中，藏着几个巨大的黑帮组织和共产党

渗透的沉默的力量，那你们的麻烦将大了。 

我今天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下一步对所有中国餐馆，美国政府将有一系列的行动。将对所有在美国的中国餐馆和有中

国人的餐馆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搜索，而且是突发性的，突然性的，而且是美国全国性的。 

很快将上任的新的移民局的官员，大概过一段时间就上任了。这个人是在美国有了名的极端。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所有

的华人餐馆，所有的华人聚集地，进行全面的非法移民调查，要远远的超过对墨西哥裔人的调查。 

这就是中共植下的的病毒，你到了国外来还在为中共卖命，那不是傻了吗？他们给你啥啊？而且海外的几十万学生都是好

孩子，都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拼了老命把孩子弄出来上学。你参呼举红旗干啥，那不是傻吗？你以为美国人都不

知道你举旗了吗？你以为像福建那几个会，像梁冠军那几个，他 100%要完蛋！ 

 

3.中共的内部现在四分五裂，习王之战即将全面开启【习近平】【王岐山】 

中共的经济正在崩塌中！中共的内部现在四分五裂！习王之战即将全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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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7 日 

文贵报平安录播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未找到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78a6e2-3a04-4e64-a5a5-7ed9f1a41af5 

1.好莱坞、洛杉矶有很多战友，将是爆料革命未来最重要的灭共基地之一【灭共】【媒体】【电影业】 

这个山顶上，就这个叫做（xxxxx）的上去，有个 9000号曾经是我一段时间的办公室。再往上山顶，有好几个我们的战

友，都是过去极为亲共的人，现在全部撤回来了。 

（他们）昨天跟我讲，他说：“郭先生，他从大陆回来的时候，所有他大陆跟他们合作的人，几乎全部要移民；他说不管

现在中共灭不灭，我们是不在中共待了，坚决不待了。然后他们也是坚决不跟中共混了，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再那个对面很远的就是好莱坞山，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好莱坞标志那个地方，好莱坞往这边来就是整个的好莱坞大道。

整个这块领域（地域）现在很多都是华人买的房子，他们跟我讲。而且呢，很多都是咱们的战友、很多演员、很多明星。 

昨天我有接不完的电话，一直给我打电话，都是好朋友。大家知道，过去很多导演都是咱们的绝对哥们。最牛的人、投资

者，中共想买他们电影公司，他们非常明确，「只要卖给中共，他们坚决是全部辞职不干」，不能卖给中共。然后都同时

我们爆料革命。这些演员说：我们不能公开支持你，但是郭先生你太勇敢了！你做了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我们坚决支持

你的同时，希望你注意安全！这就是洛杉矶这地方的资源、战友、还有挺郭爆料灭共的力量，大家未来你们会看到有多

大，我深信洛杉矶虽然作为一个民主派最大的大本营，但未来在灭共这个事上，我深信不疑（他们）会走在最前面。就像

凤凰城一样，凤凰城的战友们（以及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灭共基地之一，而且我深信一定会成为一

个巨大的力量。 

很多战友的一些想法，还有现在他们已经做好的一些事情，包括他们的行动，咱们很多战友（付出的），我现在无法告诉

大家的。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战友有那样的想法！那样的行动！我相信中共完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条街是我过去走的最多的一条街。然后从这里也可以到（xxxx）那边去，那边最多是（xxxx）华

人最多的地方，那很远了，那个方向。所以说好莱坞这个地方、洛杉矶这个地方将是爆料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全

球无论是在媒体界和电影业，我相信将有革命性的事件发生！而且这里的战友的行动力和实力也是很了不起的。 

 

2019 年 12 月 28 日 

文贵报平安谈细丝的行为纯粹是第二个郭宝胜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233465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0423b77-67cd-41f3-9bda-d23dcc49b01b 

1.郭宝胜背后的金主【郭宝胜】 

所以郭宝胜这个案子在华盛顿审的时候，西部的很多人都在看，说到底看看这个骗子能不能成，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当你

脑子定了一个欺骗罪的时候，你在美国是绝对活不了的，然后看到这个假牧师，哎呦，他们说这个假牧师这个词儿郭先生

你说的太好了，他说华人很多人来，老人，想信教，去外国教会，不会说也听不懂，要是真想听明白就找华人去教会，他

说完了。然后专门说到，他说郭先生你注意到一个问题了没有，他说我们曾经帮了三四个人，以信仰被破坏，压迫，被残

害的信仰宗教人士，到了美国来。咱们知大家道给郭宝胜钱的那个所谓的宗教领袖，中央党校出来那个人，他说郭先生你

去算一算，你往回看一看，凡是他弄出来的所谓这些人，申请政庇的，有一个是真正反共的吗？ 

他说你去想一想。 

哎，吓我一大跳，你这个说法好，最后我发现郭宝胜的金主所有弄出来的，所谓的反共人士没有一个到了美国再反共的，

最后他告诉我说，滕彪，滕彪就是个例子，人权律师，第 1个来造你谣的，诽谤的。 

… 

我们话再说过来就是这个所谓的华人领袖，弄到美国的人他说我告诉你郭先生:我们去过 N个华人教会，基本上全是捐款，

所有人都是一看你穿的好，一个带个洋老公或带个洋老婆，他这个牧师就冲上来了，再一个就是骚扰的你完全你不想去教

会为止。还有个他说成天让你签这个名吧，签那个名吧，参加这个，烦死了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4678a6e2-3a04-4e64-a5a5-7ed9f1a41af5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233465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50423b77-67cd-41f3-9bda-d23dcc49b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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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爆料革命带动了在西方让华人团结和华人对自己形象重新树立信心。【海外华人】【爆料革命】 

所以说假牧师，假骗捐，假基金，假民运，假 64，还有是天天扯红旗的，在当地的中国城毁坏中国形象的，这帮派那帮

派。所以说咱们华人这次让我在西部最大的感受：爆料革命影响之深刻，远远的，远远的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爆料革命带

动了在西方让华人的团结和华人对自己形象的重新竖起了信心，和在西方社会地位和西方人怎么看中国人这个方面的影

响，那真是大家可以去想吧。 

还有一个就是真是现在挺郭爆料革命当中绝大多数的，有文化的有层次的，真有信仰的人，是很多人沉默到下面。...这次

爆料革命让所有海外华人和中国有思想有追求有想法的华人，紧紧地凝结在一起，通过社交媒体。很多咱们见到的战友们

都痛恨在网络上，这个以爆料革命为由，骗捐骗钱的他们恨之入骨，当然这些人很多战友都是真成功人士，真有钱的。 

 

3.龚小夏进法治基金第一次开会就要骗钱【龚小夏】 

我说当时这个头两天我跟班农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一件事，让我很惊讶。他说王雁平说，我真的不知道说法治

基金是龚小夏要进来的时候，火鸡龚，说第一次讨论开会，她就发动了比尔格茨先生和班农先生，就讨论她拍电影的事，

要一集 10万美元。第一还没有还没有办完手续的时候火鸡龚就来了，就干这个，火鸡龚来就没别的事，就是想拿法治基金

的钱，我现在才弄明白。你想想当时如果没有班农先生，没有比尔格茨先生和监督法律，还有一整套程序，火鸡龚绝对是

骗到手了。你看我都不知道，比尔格茨是她朋友班农她也认识，然后这几个基金的人她都清楚。 

 

4.针对细思极恐成立基金骗捐事件，重申任何人不能利用爆料革命搞募捐；批评一些战友如瑞安平的糊涂【细思】【骗

捐】【瑞安平】 

説到这啊这两天在网络上，很多在西部战友説到一个热点，就是我们细思极恐啊，咱们的老战友成立了一个什么基金，説

实话最近所有的视频我都没时间看，我都没时间看，成立了一个基金，听説 Js牧羊子还有一些人挑战他，然后很多战友发

表了意见，我是真没..昨天我问了一下细思小哥，我给他发了一个 WhatsApp，我说细思哥你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跟 Js牧

羊子发生这个事？什么情况你跟我説説，我不知道咋回事，细思哥就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过来，他发了个打字的，说我成立

了一个基金，公益基金，我能做好，我支持香港人和新疆人，然后未来可能帮助什么什么人，能做好他发来信息。 

我当时一愣，因爲我还在开会，我得想想是咋回事啊，我就让战友们把网络上很多的关于这个评价给我看，我第一个就看

到瑞安平女士一个评价，我非常惊讶。我刚才还给瑞安平发信息那，这个安平有时的思考脑子真有问题啊，不是一般的有

问题，然后她就给叭叭叭..老战友一堆评论，把 Js牧羊子给批评了一阵。然后还有其他人替细思哥説话评论，我昨天晚上

我下了飞机我就给咱们几个老战友发了信息，我説你们怎么看这事，他们这些人给我说了看法，然后我又搜索了一下关于

这些人的看法，然后我就给细思哥发了一个 WhatsApp语音，我説我明天直播当中我会提到你这个事，我説我什么观点，我

说了四条观点，而且是过去 Js牧羊子对路德先生挑战，我私下説：你不要挑战路德先生，后来在华盛顿见面，我当面説你

不要挑战战友，你不要挑战路德先生，但是这一次 Js牧羊子説的是对的。他是对的！ 

像安平这样的糊涂，我很惊讶。我很难再相信你瑞安平任何做出的判断，怎么总是这么糊涂在这些事情上呢？ 

我们爆料革命从开始到今天这几个原则条件，绝对不允许，绝对也不可以，绝对也不能，永远不会的，参与到任何组织。

绝对不允许任何打着爆料革命的名义，去捐款，成立各种慈善组织。像东京爆协就是个最根本的例子。东京爆协已经被定

为诈骗行为。你去搞吧，你没有爆料革命之前你给我成立一个组织我看看？任何把所谓的爆料革命战友带到一个地方，带

到一个方向，带到一个坑里面去，然后你就要各种名义的捐款，你就是诈骗。 

… 

我昨天给细思小哥明确了四条： 

你可以成立组织，这是你的权力，郭文贵无权管，爆料革命无权管。但你绝对不允许用爆料革命这个名义！绝对不允许！

你用爆料革命的名义，我一定砸你。 

第二条，你砸不砸郭是你的事，你挺不挺爆料革命是你的事。只要是你反爆料革命，你要是敢砸郭，立马砸你。我不会再

允许第二次郭宝胜再出现。我不会再允许一个个这样的骗子出来。先挺郭再砸郭，我跟你很客气绝不可能。 

这次我的律师跟我说一句话：郭文贵先生，我开完庭我赢了，但我告诉你，是你让郭宝胜走向了对你最大的这种伤害。我

们的战友，多少人被骗钱，在华盛顿的一位老大姐，在美国工作在行政部门，政府部门三十几年，独身，一根白髮没有，

十几万美元，六万美元被骗了，郭宝胜给人家骗了，头髮全白了，就跟我说：文贵我就相信你了，我现在不会允许任何人

再打着爆料革命郭文贵的名义，你再去骗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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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我告诉了细思，你可以在你的直播当中，你可以不挺郭，你可以不爆料，你不要以爆料革命的名义，你不要以任何

郭文贵的名义再提到我们，你最好不要提到我们，你最好不要提到我们，我们不欠你的。细思小哥我们没拿过你一分钱，

没苦求你做任何事情，我们尽可能的让你去做了网红，让你尽可能提高了关注度。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向法治基金借钱，

借 15万美元我没借给你，你要成立个基金，而且你谈到法治基金，这让我很不高兴。你有什么资格谈法治基金那？你有什

么能力呀？你算老几啊？你连法治基金的毛你都比不上你知道吗？我不允许细思哥再和我谈到一次法治基金，你谈一次我

就跟你翻脸。 

第四条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啊，我们现在爆料革命，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爆料革命这种气

候，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最极端的潘晴，拿着老婆的癌症骗，骗走我多少钱；袁白冰这个王八蛋这个畜生，多大的骗子，

整个澳洲出现多少这样的人，但是澳洲有安红，澳洲有木兰传奇，澳洲有很多极端更好的战友。 

... 

我们对待尹队长仁至义尽，可以让路德先生说说。我深更半夜的在给泰国那块联系，我说你们给我准备好，法治基金需要

你们帮助，人家那都准备好了。人家查了半天说你说的是不是不对呀！跟你说的不一样啊！就这路德先生还在联系。 

谁拿这尹队长，尹队长是你家什么人？我就纳了闷了，谁有资格，你问问你自己，你把你那点能力，把你那点资产，把你

那个经验、人脉，你拿着谁来挑战法治基金，你在开什么玩笑呢！ 

就这有战友竟然跟随，你这个瑞安平你糊涂不糊涂。谁都有权力捐款，你当然有权力了，你捐一万个基金是你的问题呀！

你把法治基金拉上干什么？你把爆料革命拉上干什么？你把郭文贵拉上干什么？你拿我们比什么呀！这是不是常识？动不

动就拿爆料革命，就拿郭文贵说事。你们能干，你拿我们干嘛！ 

细丝哥募集资金，我有能力按照澳洲法律。那都有法律，共产党还有法律呢！你捐呗！你能支持香港人，你能支持新疆

人。新疆人在社交上可相信的捐款的地方上百家之多。香港的各种基金包括烽火基金包括海外的上百家之多。用得着你小

哥给人家筹款去嘛？谁委托你啦？香港人那个人委托你啦！新疆人那个委托你啦！西藏人那个委托你啦！ 

... 

我希望、我求求所有的有一点点中国人有骨气的人，不要在这一次，中国人最后的机会当中，再搞募捐、诈骗、骗捐了。

别把这一个、唯一一个中国人最有信仰当成一个赚钱的机会啦！ 

 

5.中美贸易谈判，美国给中共准备黑白方案：要么灭亡、要么开放【中美贸易】【美国行动】 

我和一个最重要的中美贸易谈判者有了一个深刻的晚餐。很多很多话，这个都谈完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么形容中美贸

易谈判？”他说：“非常简单，我们给中共准备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萨达姆、齐奥塞斯库、卡扎菲和南斯拉夫，我们的

行动也就是那两个绞绳，你要不要，你要这个吗？你肯定不要。你不要这个，签合同。打开你的市场，把你的什么区块

链，密码法，外资管理办法，外汇进出口管理规定，还有什么外国人在中国的数据还有技术分享法，国家安全法，通通取

消，干不干？不干就这个，就两手，你要哪一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最明确的黑白方案，他说：“我们在等着呢，只要

他这次玩我们，接下来，税会大量增幅，对中共的企业和国有企业大量的制裁，金融系统全面开战，科技领域全面封

杀。” 

我听到这话，战友们，我就“蹦”一下子，这是我们想要的。这位美国朋友说了句最最对我们爆料革命最准确的定位，他

说：你们爆料革命给美国人民，世界人民起到一个作用，“呼”吹哨，One minute，就是中共错误的翻译，美国的民兵，

One minute，叫警告。吹口哨，这位美国人有智慧。 

… 

大家想想：签了，是什么？不签，是什么？我说：如果共产党真的签了呢？他说：共产党要是真签了，那就等于是喝下他

们自己酿的毒药，自己慢慢喝了。就是你自己给老百姓酿那么黏的毒药，放到水里，“噗呲”放在这，今天喝了，就这意

思，你把你酿的毒喝下去。 

美国非常清楚，要么一个绝对符合美国利益，绝对听美国话的中国政府，叫中共；要么我就把你消灭掉，树立一个让美国

可以合作的，信任的中国政府，就这么简单。也是第一次听到，对中共，对中美贸易谈判的最好的定义。我说完了吧，战

友们，就这么清楚。要么你就听我，跟我合作的，可以相信的一个共产党，你变革，共产党就没了嘛；要么我就把你灭掉

铲平你，树立一个跟我合作，可以信任的中国政府。 

当然了，这个我不能全部同意，我的意见是：可以平等合作，跟随美国，咱坚决别当老大，当不了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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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告 23号法治基金、法治社会两个基金的年会，班农先生、凯尔巴斯先生、比尔格兹先生、路德先生、SARA女士都会

参加全天直播【法治基金】 

23号咱们这个法治基金、法治社会，班农先生，凯尔巴斯先生，比尔格兹先生，路德先生，SARA女士都会参加全天直播的

两个基金的年会。 

 

7.共产党在香港玩流氓手段，中俄伊联合军演、搞密码法、区块链货币，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香港】【戒严】【中俄

伊】【区块链】【美国行动】 

亲爱的战友们最后我要说一个问题，香港这些天的所有看到共产党就是玩儿流氓手段，以不宣布官方戒严的方式，实际上

是戒严。暗流涌动最大的是经济威胁，信息掌握后的绑架，和对这些勇敢的伟大的孩子们各个击破，然后再用澳门和深圳

来经济上利益上拉拢四大不要脸，同时他们现在是对整个的香港的社会全面的进行了各个领域的新的侵略方式，资源上、

市场上、份额上，用承诺、兑现和保证来分化香港的社会，达到彻底的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用时间、用经济、用金融、用

分化将它胎死腹中，这是共产党的算盘。但是战友们，一定要记住，传播香港危机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共产党这些想法西方也知道美国也知道，他得逞不了！ 

大家别忘了他在缠诉香港、分化香港、收买香港的时候共产党也在流血。共产党在全世界面前，他就在一个鱼缸里的鱼，

人家鱼缸里边一帮金鱼，进来一个癞蛤蟆，这个癞蛤蟆在鱼缸里跑来跑去，它以为它穿上了香港的金鱼装它就是金鱼了，

不是的，所有全世界都在看着这孙子就是一个癞蛤蟆，只是穿了香港的金鱼装穿了香港的警服。随着全世界关注度的增

加，在金鱼缸里边儿出现的这个穿着金鱼装的癞蛤蟆，就是全世界要把它抓出来的。癞蛤蟆在金鱼缸里边转的时间长了也

会累、也会耗失精力、也会耗失信用，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这就是香港给我们爆料革命带来最大的礼物。天天高兴吧战

友，香港人用生命、鲜血在捍卫着我们的中国人法治和自由，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说，香港现在带来的这种运动和带来的这种实际的推动的效果，亲爱的战友们你们现在可能不明白，等有一天你们绝

对会明白的。包括美国人见我面就问：那个陈小姐，陈彦霖的母亲和陈彦霖是真的都被弄死了吗？你看看这美国人，然后

说那开枪的那个人死没死啊？然后说在楼上扔下来的什么什么像元朗啊黑社会呀，美国人都摇头：这共产党太邪恶了，太

可怕了。《纽约时报》为什么科恩能写出这篇文章？为什么咱们的国务卿彭佩奥能讲出这样的话？为什么咱现在的副总统

彭斯正在……这有点儿说过了，等着吧，副总统彭斯要大动作，为什么国防部长还有国防部现在几个新的组织都跑到台湾

跑到香港去了？为什么现在中俄伊要在……，三年前我就说过邪恶五国，来了吧？他们在那儿一练兵，放几个窜天猴对咱

们爆料革命的支持大了去了，他搞这个密码法这个区块链货币，那这个事儿大了去了。 

美国人说我的腰包你要给我弄走，你在背后还要搞我两下子，我的油控制的你也想给我灭了，我的敌人现在你们站在了一

起，我的钱你骗走了，我的技术你偷走了还不付钱，我的农民都被你绑架了，然后现在 WTO你骗了我几十万亿美元不算数

了，然后香港现在我的八万人在那儿你随时想给灭了，台湾现在我的哥们儿你也想给弄死想弄走，现在你又跑到中东去，

连我美国的船都不想让过了，这还不算数，我的通行权南中国海你也要给弄走。哎呦我的妈呀，这美国人能受得了共产党

这气吗？受不了，受不了咋办呢？美国人在家里边炒鸡蛋？美国人搞个基金搞捐款？那是不可能的，美国人绝对不会的。

真的是中国人但凡有点时间花个一两个小时认真了解一下美国，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深信美国是上天派来到地球的，我

深信美国得到这么多天下最美好的东西是上天选的，美国拥有的东西太神奇了。 

 

8.警告“亚当”停止挑战爆料革命【亚当】【战友】 

还有一位叫亚当的，亚当天天挺郭爆料革命，挑战战友，还有跟 Sara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亚当，我不想多说你什么，但

是你是干什么的我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亚当。你对爆料革命的挑战，你最好到此停止，我们郭文贵和战友不是傻子，如

果你还想继续下去这样玩双面刀的话，我告诉你那就别怪文贵不客气。我在这把话说明了，我不说暗话，如果你要想觉得

共产党的饭好吃，你想砸爆料革命的话，你不要老说什么东北人东北人，你代表不了东北人，谁也代表不了其他人。 

共产党动不动就代表 14亿中国人民，动不动有人就代表这人那人，代表新疆人捐款、香港人捐款，人家有人家，新疆人有

Inty哪，西藏人有达赖喇嘛呢，香港人有一百（听不清具体是谁）用的着你代表吗？东北人用的着你代表吗？我就不让你

代表，你代表什么代表？我跟你说亚当，你干这些事情你说这些话，我希望到此为止。亚当的节目是有问题的，非常有问

题，质疑怀疑，在战友中间没起好作用。 

我有些话，亚当我就不在这说了，我给你留点面子，如果你需要我说的时候我就给你说说啊。 

亚当肯定有问题，这个亚当的问题是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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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贵去凤凰城、洛杉矶干了几个大事【海航】【家族信托】【王岐山】【凤凰城】【洛杉矶】 

文贵去凤凰城、洛杉矶，干了几个大事。先给海航你们说一下，你们的在洛杉矶、在凤凰城的资产，包括你们在洛杉矶的

银行和关系，包括王岐山那些房子付钱、钱的来源，包括你们用家族信托和别人名下代持的资产。 

 

10.提醒中国百姓储备美金、欧元、英镑或者黄金，避免饿死。【储备美金】【饥荒】 

任何一个有脑子的老百姓，你要不把钱赶快留在美金，留点儿欧元，留点儿英镑，或者买点儿黄金，未来饿死你你都不知

道怎么饿死的。 

 

2019 年 12 月 29 日 

郭先生与钢铁侠电话连线直播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089513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29b6f629-7076-44fa-b57a-46c838a59a23 

 

1.没有共产党以后第一个就是要把教育要搞好，教育绝对不能被政党控制，教育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政治成分【中国未

来】【教育】 

就是一个被共产党，一个政党掌控的教育，人心如狼心，人心如兽心。人已经人兽不分，这是对我们整个中国人民面临最

严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红黄蓝幼儿园多少家长闭嘴。他都没有想到他的孩子曾经可能被双修过，甚至有家长配合双

修。教育的问题是中国所有核心问题的核心问题。 

当然了，没有共产党以后第一个就是要把教育要搞好。所有的教育的核心要怎么搞好就是要全民参与教育。教育绝对不能

被政党控制，教育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政治成分。教育绝对要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所有社会包含的任何人都要全面参

与，这是核心。这是我们下一步推翻共产党以后，我希望所有的爆料革命战友，永远不要忘了我们的初心。那就是中国需

要一个国际化的，全民参与的，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政治色彩的，没有宗教色彩的一个真正的人性的教育。 

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爱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教育搞好。这就是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谢谢晓甜这个问题，这个问

题太好了。有很多就这个话题我要说，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是咱时间的问题我就不细说了。 

 

2.《香港人权法案》背后的核心推手是美国步枪协会【美国步枪协会】【香港】【新疆】【西藏】【台湾】 

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对《香港人权法案》，包括《维吾尔人法案》，包括《西藏法案》，包括《台湾法案》，背后的推

手就是美国步枪协会，千万不要忘了，美国步枪协会是最核心的。 

这位年轻的主席是我们最好的战友之一。 

 

3.在法治、正义前提下，支持中国人拥枪【拥枪】 

这位主席跟我深刻探讨过中国应不应该拥枪的问题。我想借用他的一句话说，他说如果中国人有一天需要枪的时候，千万

不能像美国人这种拥枪的方式。他说美国人用多少个生命，捍卫了拥枪的自由。中国人一定要拥枪，但不要拥有美国、美

式的拥枪。 

哎！我！这个哥们，我就喜欢他了啊。他是川普总统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人之一。这个话题我们谈了将

近一天的时间。最后得出了答案是中国人实现了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世界以后，要有一个绝对性的，世界上最高端的 ，最合

法的，最和平的，而且不让人民失去拥枪自由的拥枪模式。那就是两条，就是在社会的监督和科学的管理和绝对负责任的

情况下拥枪。这就是美国现在，实际上美国要做到的。不拥枪和拥枪，这是完全胡扯的两个极端。美国不拥枪是不可能

的，绝对谁都拥枪那也是不可能的，它正在往这方面过渡。 

那我们非常好的事情，当中国没有共产党以后，可以在通过法律把一些规定，把一些管理，把一些监督、法规、法令全弄

好。然后市场上什么人可以买枪，什么人不可以买枪。什么人不可以买枪。你怎么保护枪，怎么用枪，什么场合用枪，这

些要更细腻化。那就是站在美国这几百年拥枪的苦与酸，成功与失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法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要给你拥有枪。美国先贤当时立国的时候非常清楚，给老百姓拥枪就是防备有一天当政

府欺负你的时候，老百姓能有反抗的权力，这是保护你基本的人权。严格讲，这是生存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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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中国拥枪是为什么？给中国人定义，除了捍卫你作为人权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你捍卫正义。中国人现在缺的就是

正义。只要是隔壁家里强奸，轮奸，着火，各扫门前雪，跟我没关系。这个跟我没关系就是共产党教育当中给我们植入的

最大的病毒之一。而且总是自动反应，自动反应这是正确，我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不要管，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叫你们拥枪就是要你们必须维护正义，捍卫正义而拥枪。这样的话能提起中华民族的正义之气。我拥枪不是要

杀我的敌人，而是要保护好人，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的正义。 

所以我坚决的支持在以上两个条件情况下，中国人拥枪。 

 

4.细思极恐要营救尹队长之事有问题，细思极恐藏得很深、很危险【细思】【尹队长】 

还有那个尹队长，尹队长跟你啥关系啊？你去救他，那你拿钱那。什么狗屁姐夫你大爷你呀。你有本事你拿钱救他去，你

干嘛让路德去泰国啊？  

路德一跟我说，路德傻乎乎的，郭先生他让我去泰国。我说路德你立马停，搂住。怎么可能让你去泰国呢？你怎么去泰

国？你去泰国还能回得来吗？到昨天做节目，战友给我发过来一个，国内的警察，也是咱们战友，公安部的一个相当专业

的战友。他说路德这个脑子是真有问题的。当时我一下脑门子就冒火，又来一个杀路德的。我说你什么意思啊？路德咋惹

着你了？他给我发了一段，他说你看路德刚才放的语音。 

他说阚哲当时说什么，他说我正在和国内来的六个人正在打。他说你看到没有，他说的是在跟国内来的国保国安在打，我

的手破了，电话现在要交给别人了，赶快给钱，赶快给钱啊，给钱。这个干警察的就分析，说这个路德就不长脑袋，他找

你要钱的时候说，“我跟国内的国保在打，你要给另外一个人赶快给他钱”。他说跟后来的杀人这是两个事。这个有道理

啊有道理。这个战友还是厉害。所以那个时候阚哲说后来杀人， 和他给路德当时发的语音，说要法制基金拿钱，路德去救

他去保释是两个事。 

第三个，他说你知道吗？博讯第一个报出来，博讯绝对是有内料。博讯就是共产党的机构，就是钓鱼的网站，百分之百。

我郭文贵受到了伤害，吴征就是证明。吴征就可以花钱可以洗，吴征的语音就可以证明。他怎么能放出来呢？ 

这个警察说我在香港查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泰国杀人案，我没见到。他说路德咋这么糊涂。我说路德就是这么单纯。他说我

总也查不到阚折在泰国杀人案，我作为公安部的人我都查不到，博讯怎么知道的？ 

然后说那个细丝，那个混蛋呢那是，那纯混蛋的啊，那完全是变色的啊。说是有一段细丝消失了，消失之后这个人就变了

个料，而且说大量的那个关注度就提高。他说哪来的关注度啊？他说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嘛。但是细丝有没有跟共产党沟

通，他要查一查去。他说这是不正常的，他说明显的阚哲打电话给他是玩路德呢。玩完路德以后就出现了个姐夫，你大爷

的你姐夫，你孙子你。然后就是这个姐夫出来砸路德，混蛋砸老江。什么不要脸的东西？哪冒出一个怂货出来？谁一不小

心尿出这么个东西出来啊？我都不知道是谁？他说你们都不长脑子吗？爆料革命就没人分析这个事吗？所以昨天咱们这个

战友说完之后我明白过来了。我还没看，我等会儿去看一下路德先生节目。 

所以细丝这个人是藏得很深的人，是很有计谋的人，非常危险。你看上去是似而非的事，他给你玩得很阴，而且此人贪

财，极为贪婪，极为贪婪。等他的事慢慢再说好吧战友们。 

 

2019 年 12 月 30 日 

郭先生第二次直播：向战友询问春晚的举办形式并出示惊人的王健死亡照片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319738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df897a18-fdda-453a-b467-a89c2b3bfdd1 

 

1.伊朗革命卫队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昆仑银行【昆仑银行】【伊朗】【洗钱】【王岐山】【孟建柱】【江家】【周永康】 

伊朗的革命卫队所有的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中共的昆仑银行。我在两三年前就说过中共的昆仑银行是王岐山家

族，孟建柱家族，以及江家，和当年的周永康最大的洗钱银行。就是挑战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和禁运的制裁，但是中共专门

为伊朗真正的革命卫队建立了这么一个洗钱的银行，主要业务，95%的业务主要是处理中共盗国贼家族从伊朗购买石油后的

付款，包括后来的叫做易货贸易，中共给它武器，它给石油，都由昆仑银行来处理。 

 

2.伊朗革命卫队是中俄培养的前锋队；郭先生 2017年说霍尔木兹海峡炸船、偷袭美国军舰不是预测，来自内部情报【伊

朗】【俄罗斯】【霍尔木兹海峡】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31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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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共和俄罗斯和伊朗的军演，是中共走向死亡又迈出了一步。美国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接受，中共、俄罗斯、伊

朗这三个邪恶的力量，再加上金正恩，再加上土耳其，那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和西方世界那就完蛋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俄培养的革命卫队一定会遭受美国的打击，特别是叙利亚阿萨德。叙利亚的石油绝大多数是来自于伊朗，

叙利亚的武器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通过过去几年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上的错误判断，让叙利亚做大，成了俄罗斯染指中

东的力量，最后又把叙利亚、伊朗、科塔尔、土耳其、北朝鲜这五个邪恶国家紧密的连在一起，挑战美国。 

但是大家要记住，我 2017年爆料的时候就说，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天会有人去炸几艘船，会有人出事儿，甚至偷袭美国军

舰，在过去两三年都发生了。我再次重申，这不是预测。亲爱的战友们，这不是预测，这是情报！没有一个预测家和算命

师能 100%准确。我们靠这些准确的情报，共匪内部的情报，和我们战友的情报，和伊朗内部的情报，和俄罗斯内部的情

报，掌握了他们挑战美国，挑战西方的这一系列军事野心和计划。这和一带一路，二〇二五，二〇三五，二〇四九都是一

样的，目的只有一个，3F美国。这是为什么我在 2017年新闻招待会上，最后一分钟，我告诉翻译，告诉所有台下的记

者，美国人准备好了没有，黑暗已经来临！ 

… 

共产党在中东的行动，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次巡视，美国这次的果敢出手，给革命卫队的打击大家去想想。革命卫队

基本上是中共和俄罗斯用了最尖端的武器，最多的钱培养了一个前锋队，就是对付美国的。就是我能不能打赢美国，我能

不能挑战美国，我把我的武器都交给了它。就像我现在我想打人，我不能去打，我就让对面的港妹，我把我的枪，让港妹

去，你帮我打去。港妹就是那个革命卫队，它能不能打赢就决定了我能不能打赢。 

 

3.中俄伊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演打破了中共历史以来最根本性的几个原则【伊朗】【中俄伊】【俄罗斯】【霍尔木兹海

峡】【西方行动】 

中俄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行动打破了中共历史以来最根本性的几个原则，永远不挑战美国，永远不驻兵在外，永远不

在海外搞联合军演，永远不结盟。中共的对外几项原则和上海联合公报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过去的所有军演都是象征性

的，从来没有像现在到了美国的利益腹地，基本到了美国家里边的客厅了。 

中东是美国的中东，美国花了几万亿美元，你跑那块去干啥去，你上那干什么去。所以说这一次，中俄伊军演的时候，我

兴奋地抽了一根半雪茄。我就担心它不去啊，哪天这个混蛋它不去了后悔咋办，快去吧，我着急啊，我念叨啊。 

说实话，我在华盛顿开庭的时候，我听到内部说，正在准备，人已经到了。大家要记住，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个副参谋长，

常丁求。 

… 

所以战友们，中俄伊一到霍尔木兹海峡巡航就像香港行动打开了第一个共产党灭亡的大门。我一听说中俄伊准备好了巡

航，特别是俄罗斯派出了它的智者雅罗斯拉夫号护卫舰，然后中共派出这几个人去，我说这回行了，美国人都盯着你呢，

除了不知道你肛门上长几根毛，啥都知道。 

... 

所以说中共和俄罗斯把危难之时的伊朗的革命卫队当成了一个借来的刀来杀美国，美国难道不明白嘛。美国是世界上最聪

明的国家，搞明白了，你挑战我们，叙利亚你弄油，往叙利亚弄油。然后在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到红海，

吉布提封了，安哥拉石油，非洲石油，然后把美国给断了。然后中东成了你中共的了，成了你俄罗斯的了，美国人花了 6

万亿谁给啊。 

头两天，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和中东的一位王子，我跟他通电话，我说我向你保证，美国人一定会有行动。 

…中俄伊的军演对我们意义重大啊，战友们重大啊，这是走进 2020年上天给我们送来的大礼物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

可不是开玩笑的。世界局势从这一刻彻底改变，过去的 70年中共制定的对外的五项原则，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台湾

问题，香港问题，中共对外不驻军，不搞联盟，不挑战美国等一系列的政治承诺和国家的基石以及世界关系都从这一刻彻

底打断。 

美国现在想干啥就干啥，美国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约束了。中美之间最根本的问题已经全打发了，这已经等于

是向世界宣战了。中国和俄罗斯和伊朗要挑战美国和欧洲。欧洲会等着嘛，大家记住我现在说的话，欧洲将会有一系列的

行动。 

你就等同于说，我要把所有的基督教世界，我要把天主教世界，把白人世界给你毁了。欧洲人不说话嘛，北约就是哑巴

嘛。德国的老人家，默克尔，再哆嗦，再弄点钱，在关键时候她还是维护西方利益的。 

香港的运动刚刚还没有结束呢，走向另一个阶段的时候，中俄伊的军演之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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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军空袭，除了亲伊朗武装，还打了一些人，美国没公布；南中国海中共的军事设施会被移掉【伊朗】【美国行动】

【南海】 

大家你们想知道还打了谁嘛，美国没公布的。过一段时间你们看新闻，还打了一些人，美国没公布。美国这很聪明，我就

把你揍了。就有些人到喜马拉雅大使馆来偷东西，有些人把你憋到洗手间把你打了，我得装作看不见。你这不说，我也不

说，大家看着吧，这意义大了。 

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们们，今天是个好日子。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未来，南中国海所谓的那些军事设施就会像伊朗革命卫

队，就像这个山一样，×就给你搬掉了，Chua就给你移掉了。 

 

5.展示几张王健尸体解剖照片，请战友投票选择 2020文贵看春晚风格，票选结果为暴力型【春晚】【王健】【陈峰】

【双修】 

1月 26号春节，咱们这过去两三年，每年都搞文贵看春晚，咱今年还要搞。可能要提前一天搞，还是当天搞，战友们你们

觉得什么情况好，你们提建议。 

我们今年春节有两种方式，为啥要征求战友们的意见呢，第一种方式完全是喜乐形的，跟战友们连线，谈一谈这三年的爆

料，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有什么样的成绩，感恩，感谢，唱歌，就是这样形的。 

我们也可以跟班农先生，我们不让他到现场来，我们跟他连线，因为春节那天我不在纽约，我会在另外的地方过春节。我

们跟班农连线跟 Kyle Bass连线，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了，22号已经都一天了，但是我们会中英文同时播，我们也会播几个

小时。 

我们也会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跟战友们连线，这叫喜乐形，这叫中国人的传统过年形式，这是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我们春节的时候干嘛呢，咱恶心共产党，警告中国私营企业家，再次向他们亮剑，把爆料革命，海航事情再

往细了说。 

本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王健先生的夫人黄芳女士，是我们这个准备春节爆料的核心重点。还有黄芳女士的弟弟叫刘

刚，同母异父的刘刚，刘刚这小子不简单，有大钱。半赌的半公的，严重参与。而且陈峰的儿子陈小峰如何双修。 

接着中间我们要把王健先生很多没有爆的照片给爆出来，很暴力，很血腥，开脑子的，拉开肚子的肠子的，蓝色的心脏，

蓝色的脑子，半截拉的，腿都截开了，然后又包上了。然后双修的视频，然后你能听到小女孩处女被打开以后的惨叫声。 

战友们，很惨烈，很暴力，很黄！但是战友们，你们大家过年接受的了嘛，你们愿意吗？咱绝对让共产党，让私营企业

家，让这些人彻底傻眼，这是非常直接的，非常关键的。关键是我们用生命用钱，合法的，战友们用生命找来的证据。 

... 

所以说黄芳女士的我就不爆了，刘刚的让我少爆我也就少爆了吧。但是陈峰双修，陈小峰藏的钱，还有跟王岐山之间的事

儿，还有王健怎么死的，裴楠楠起了什么作用，还有王健死的多惨，到底是被骗杀，还是他杀，还是自杀，咱是不是得说

道说道。这是一个选择，暴力的，黄色的，揭发共产党凶残的，让王岐山绝对这个春节他得刺激，他得吐死，他得恶心死

他自己这么一个年，另外一个就是喜气洋洋的年，这两样你们喜欢啥，这是我今天要说的。 

战友们现在你们这样，给你们 20秒钟，先练练心脏，你们深呼吸，瞪大眼睛，然后闭上眼睛，现在我给你们现在数，我上

趟洗手间。20秒我回来，出现两张不雅照片，这是里边最好看的两张照片，最好看的，但你也受不了。也就是说要暴力爆

料的时候其中就包含这个... 

准备好了嘛，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王健先生的脚，王健先生的脚丫子。这就是胡舒立早于任何人都知道的，王健的脚疼

死。就这两块肉，大家你们觉得王健是怎么下去的，王健的脚丫子是怎么下去的，王健的两块肉是咋回事儿。亲爱的战友

们，这就是中国一个万亿富豪的下场，这就是中共的企业家的白手套的下场。这个是很简单的，看到这两块肉了嘛，切下

全屏。大家好好看看，太惨了，这不叫切片，这可不是切片，别搞错了。这是从整个墙上下来的时候，被打的挣扎，你们

大家看明白了吧。 

如果说这个是未来当你们要看的时候，这都是小儿科。这个人当时这种伤是多暴的力量啊，真的是，你老田家也真够狠

的，你说这保镖能把老板给保成这样，这叫什么保镖，害怕不害怕，这是个被杀害的，记住战友们。 

这个田丁丁，这个李秘书，还有你们这几个人，你们太狠了。 

下一张，准备好。战友们我告诉过你们，王健的装尸袋，看到装尸袋了嘛，看到装尸袋的眼泪了吗，大家看到了吗。什么

感觉啊，战友们，什么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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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陈峰的你的双修兄弟，还有中国的密宗之王王岐山，大家看到王健先生这个眼泪了嘛。你们看到这个嘴角，在现场的

录像当中，其中有一个法国人说了句话，说什么，说这个人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死，但是旁边的领导接到电话说，马上

装，装到尸袋里去。王健是被拖拉着脚，拖拉着过来，放到了装尸袋上，拉链的时候，王健的头在往里边塞的时候，王健

的眼泪流了下来，这就是金钱毁掉一个人，这就是王健。大家看到了王健的腿的半截了吧 

... 

说实在话，我见过不少死人，场面，但是看到一个中国的王健这样的人，一个佛教徒，王健太惨了，王健真的是太惨了！ 

从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吴征，陈峰，陈小峰，田国立，田惠宇，周亮这帮盗国贼王八蛋里边，最善良的还真的就是

王健，我一直对王健先生保持了绝对的尊重。大家知道现在王健穿什么衣服了吧，这件红色的衣服，未来我们让你们看他

穿的什么样的内裤。我再让你看看内裤上有啥，我再让你们放大看看他衣服上有啥。 

这些魔鬼，你觉得他们只杀过王健嘛，他只杀过一个王健嘛，你信吗。田丁丁，裴楠楠，他的李秘书，你觉得他们只杀了

这一个嘛。 

... 

大家现在我给你们介绍完了，春节期间你们想看比这暴力 1000倍的嘛。 

... 

王健的嘴唇还有血色，哎呦战友们观察得太细了。还有另外一个照片我没放，我怕大家受不了。他被袋子拉到这的时候，

那个眼睛微开了，嘴张的更大了，特别吓人，就那种死不瞑目的感觉。所以春节我们就把那些开头啊，开瓢啊，肠子，肚

子心脏拿出来蓝色的，你会看到，那是毒起了作用了。 

现在战友们开始 1分钟时间，从你们的留言下边选，选暴力的，选喜气的，我要看一看，什么多，从现在开始，我看你们

的留言。 

再来一张我真怕你们受不了。好了，现在看来主要是暴力了，咱就大年三十，和共产党的同时春晚看戏，就是暴力，爆共

产党的力，展现共产党的暴力，来吧，下一张。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王健先生脑子被开瓢以后脑子被收回去的，这个是腿被打开被绑回去的，这个是肚子切开给拿回去

的，然后手切开打回去的，这全部都切开了。这个时候王健先生的表情，大家看到了吗，我会让大家开始一节一节的往上

看！ 

我让王岐山，我让所有的共产党高官们，中南坑的所有的领导们，和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和白手套们，让你们看看，王健死

的有多惨！他的心脏是什么颜色！大脑是什么颜色！血是什么颜色！把镜头拉近，看一下头部，这张照片可以说是最温柔

的，最最温柔的,真的没跟你们开一点玩笑。 

如果春节你们决定了暴力，你们这个过年的时候，你们都得准备好速效救心丸，后果自负，不允许小孩子进来，18岁以下

的孩子绝对不能看，受不了，那个暴力的.还有你要看到双修的时候的视频，看到陈峰本人，他绝对不相信他所谓的练双修

的房，他的录像会出现在这里，让大家好好看看。再有很多的通话，放心吧，未来会给你们展示出来一系列的。 

大家你们会看到整个人被解体以后的感觉。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看了权力的游戏，权力的游戏很残酷，夜王很

坏，王岐山之坏远远超过夜王，陈峰之坏远远超过夜王。你见过夜王把 12岁的处女，16岁的处女给强奸了，给轮奸了，

在惨叫声中还要在阴道里边放上东西，把一个孩子把阴道把肛门全给玩烂，你们见过这个嘛。 

我们要展示给你们看，这就是共产党，你听着都受不了了，这就是共产党，而且是美国支持的共产党。美国给了他们太多

钱了，美国给自己讲民主讲人权，但是你们培养了一个最大的魔鬼，杀人如麻。 

 

6.郭先生最近经历了几个传奇的事情，看到了生命的奇迹，可能春节会告诉大家【文贵价值观】 

我最近经历了几个传奇的事情，我看到了生命的奇迹，等哪天跟大家讲讲，我说完之后，在十分钟以内你自己就会去体

验，你们就会感受到生命的奇迹，你可能是每星期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的神奇！我哪天高兴

了，可能春节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大家的掌声够了，给法治基金捐款捐的高兴了，我可能要牺牲一下，我给大家讲讲这个

秘密，很简单，就会看到神奇，生命的神奇，和你会知道上天是存在的，上天就在我们头顶上。上天安排好了一切人的行

为，花开花落、后面的雪、雨水、海水的涨潮落潮、包括人的高潮，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地球是在天上

悬着呢，地球外面有太阳系、太阳系外面有银河系、银河系外面有黑洞。 

我现在我绝对知道了，猴子变不了人、人变不了猴子我这回看到了生命的秘密！这么简单的秘密我活了这么多年，马上 50

岁了我不知道。我经历这个传奇我更加尊重生命，我更加相信有上天，西方叫上帝，然后咱们穆斯林叫做真正的穆哈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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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释迦摩尼、耶稣、基督，这都行。各种神的名称，我绝对相信有神，而且生命是如此之神奇之奥妙。让我现在或者更

加有滋有味、感觉良好。生命太伟大了。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文贵报平安谈：2020是霹雳年，不能让任何人阻挡爆料革命！ 

【文斗整理】 

视频链接：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302949 

文字链接：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99c992f-5a5f-452e-b2b0-1a6b46ab27b4 

 

1.香港反送中运动被捕者实际超过 1万人；组织者不再对港府和港警抱有任何幻想，将有一系列的行动【反送中】 

昨天是跟香港的很多朋友，一直在连线。这个香港的朋友，昨天他们有了一系列的决定。那么在过去将近半年的香港的整

个反送中运动当中；大家都知道，官方宣布大概 6000到 7000之间被抓捕的年轻的孩子们、还有这些香港的英雄们。但事

实上，以各种理由、各种原因往上靠，瞎编乱造的抓捕的，实际上超过 1万人。这是完全香港本地香港出生的。那么完全

不包含在大陆的，包括有若干个，不多，几十个外籍被抓的人士。大陆的就多了，绝对是超过 2万人了。被抓的这些人当

中，大家看到官方公布的数字，香港孩子就占了 60%多，是未成年的孩子。香港所有反送中的组织者，最近对有一些被抓

的这些孩子的家人进行了了解。情况非常惨，有些孩子遭到的待遇，那是惨绝人道的。那么香港的这些黑警，和香港的这

个黑政府，对香港人民的这个摧残和虐待，真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想象的。 

那么香港的组织者强烈地意识到了，再对港府和港警抱有任何幻想，那真的是会更惨。 

所以说，他们将有一系列的行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孩子们不但要拯救、帮助，关键还要采取行动。希望香港

的这些英雄们能真正的通过自己的行动，为这些孩子们赶快的争取自由，让他们不要再受这种黑警各种现代化的，还有这

种非人道的残酷的折磨。而且尽可能让世界上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特别关键的 

 

2.郭先生道歉：中国坚决不能实行新加坡模式【中国未来】 

我现在庄重地向朋友们道歉：新加坡模式是文贵当年所说的，无知。中国，没有了共产党的中国，坚决不能实行新加坡模

式。这简直混蛋至极、太混蛋了，不准谈政治。在香港这么关键的时候，他们为了利益，竟然不允许香港人在那块开立账

号，太疯狂了，太疯狂了！ 

 

3.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造假，同时掩盖陈峰、王岐山盗国家族的钱；海航骗贷 2000多亿【CCP金融】【金融票

据】【海航】【陈峰】【王岐山】【盗国贼】【渤海金控】 

昨天晚上一位美国朋友，我们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电话。兴奋莫名，谈得很兴奋，我真是睡不着了，昨天睡了一个很晚的

晚觉，但是让我收获颇丰。这位美国朋友他妻子是一位中国人，他们到中国这回整个又和中共的各方见面以后，他们强烈

地感受到，中共内部，真是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种感觉，就是经济上太差了，太差了。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跟他正好在大陆、在香港看完以后对上了。我说我们现在内部的情报获得：招商银行、中国银行、

进出口银行，内部的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们这两三个月全是忙着弄头寸。全部就是到年底了，还旧贷新。再一个拉存款，

掉头寸，账上的账目合不上。第 2个就想办法调头期吧，就是想凑凑数字嘛。还有一个就隔夜贷款这块，这个黑市疯了，

隔夜贷款。 

他说今年和往年最不一样的事情，现在在这个金融票据上，金融票据这一块太可怕了，还有这些年发的一些金融产品。他

说这老百姓要挤兑呀，了不得呀。 

金融票据，现在他们知道这个天大的雷。什么影子银行啊，你跟它没法比。影子银行还有点成本呢，票据连成本都没有，

就一张纸。然后整个银行的储备都是一塌糊涂，都造假。存款造假那不就是储备造假了嘛，这不很简单道理嘛。 

那么这就是一塌糊涂的金融，到了这个最后一两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事情，大家懵了。就是说王岐山的二田：田惠

宇、田国立，包括进出口银行被抓起来的大部分高管之后的一部分人。 

那么这个银行呢，发现了最可怕的，比这个金融票据，比影子银行还可怕的，二田正在处理的事情。那就是海南银行和渤

海控股系列的，一系列的贷中贷，贷中保，保中贷。 

大家全傻了，哇塞，原来发现这个也是跟渤海控股连在一起的，那个也是跟渤海控股连在一起的。而且不但连在一起，贷

款金额都是巨大的。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27235681/events/8197481/videos/200302949
https://s.vog.media/Detail.htm?w=899c992f-5a5f-452e-b2b0-1a6b46ab2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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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好哥们，一个企业贷了 160亿。贷了 160亿所谓到海外发展搞石油产业，搞能源。跟我特别熟悉的某国，签理了

天然气石油合同。中东这个国家，这个王子啊，刚刚要搞一个上几万亿的一个基金。然后呢，这哥们就是要认股，听说要

认 1.5%。中间人要认购 1.5%，全世界最大的所谓的自己国家主权基金，要上市了 2万亿美元，我就不跟大家说是谁了。这

个哥们竟然能说是代表国家某某某，什么战略性一带一路投资。这个钱还没投呢，中间人已经拿走了 10%了，那就是十几

亿现金拿走了。这哥们贷了 100多亿，最后发现这个哥们的企业转来转去，就跟渤海金控搞在一起去了。 

这就是海航陈峰系列的诈骗集团，这就是带着帽子的叫海航的，什么慈航啊，骗人家叫慈航。就是双休，就是双休基金，

什么纽约慈行啊，香港慈行啊，海南慈行啊。什么叫慈行？还有渤海金控，什么渤海银行，渤海信托，什么陕西什么民航

啊。就是你给我贷，我给你贷,我给你担，再互相担保。互相担保完拿出贷款，贷出来钱以后，把贷款放在银行上，我再担

一次保，再贷一把。贷完以后钱又放在银行，再来担一次保，再来一把。贷中贷，贷中保，保中贷，连锁式的骗钱。 

结果他就要找这些完全跟海航没关系的，银行贷款人跟他讲，你得说是什么关系，没关系，这就把我这哥们的企业拿去

了。在这个银行弄了 100多个亿，这 100多个亿已经投到了中东某个基金了，这个基金还没投，中间人拿走十几个亿了。

我这听了有意思了。 

我说这就是说明，中国银行现在完全不明白海航实际贷款多少钱。那么在过去两个月所谓的海航系列的二田，还有一周，

叫周亮，他们的贷款帮海航骗的钱不叫贷款，以贷为骗的这么样的贷款，实际上多少钱？ 2000多亿人民币。 

现在知道了这 2000个亿人民币，现在二田和一周。包括那个蔡鄂生...就那个混蛋帮着协调，蔡鄂生是中国整个信托界老

大。就是那个姚榛，他是负责帮助姚榛，搞什么非洲的什么什么非洲基金。 

所以呢，这些人就忙活了，赶快铲除这事，想尽办法解决。把很多国有企业，民资企业还有大的基金，调头寸，凑存款，

以还旧贷，贷新款。这就是过去两个月来中国银行都在忙活的造假，同时也要掩盖陈峰这样盗国家族和王岐山盗国家族的

钱。 

 

4.孟建柱控制东南亚多国政经警军及黑帮，控制所有大型国企在非洲的安保、押运；江家、曾家、朱家、孟家是上海界前

10号的金融玩家；孟家通过信托产品和 P2P骗钱，钱洗白后转往美国、欧洲，很大一部分钱潜进台湾。【CCP金融】【台

湾】【美国】【欧洲】【盗国贼】 

然后上海银行，上海的信托金融机构全傻叉了。任何在上海呆着的人都知道孟建柱现在在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孟建柱在外

面的子女都是玩更大的钱，更隐蔽。所谓的要一带一路上搞像黑水一样的安保公司，就是孟建柱搞的。所有在非洲的所谓

的押运公司，孟建柱搞的。所有的一些大的国有企业，什么中桥、中建、中国建，这中建一、中建二，中建三，中建四，

有可能啊，哪一家在非洲有工程的，这些安保，包括安保设施，押送，都是孟建柱在背后控制的。 

孟建柱的执行者，那就是孙立军。同时吴征跟上海帮之间在海外的搞虚拟货币，搞所谓的云数据，搞 5G，这都是孟建柱控

制的。他控制了下端和国际市场，包括湄公河，所有的湄公河，打掉了湄公河的所谓的黑社会，整个湄公河，整个东南亚

全部是孟家的。这就是为什么 Jho Low——刘特佐这个孙子，孟的私生子能打入到整个马来西亚上层，能控制整个马哈蒂

尔的政界，经济界，包括警界和军界，就是孟建柱布下的。 

在泰国也是渗透，在警界、军界，基本上孟家说了算。你像那其他几个小国家，除了印度之外，基本上孟建柱想干啥就干

啥。 

所以说战友们，任何人要离开中共以后，你一上东南亚国家，除了日本你可以相信，台湾你不是大人物，可以暂时过渡一

下，没有一个国家你可以留的。你去那个地方，基本上是你从北京飞机飞出去几个小时，你又回了河南郑州了，又到河南

郑州了。没什么两样，只是想不想弄你而已，想弄你比在郑州弄还方便。因为在郑州弄，他还得考虑到自己的政敌，自己

的政敌要被抓住把柄。你到泰国去，你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那你到任何国家，什么越南哪，柬埔寨呀，那就是想干

你啥干你啥。自己不用干，让当地的这些人给点钱就干了，比在国内的成本还便宜。所以说战友一定要注意。 

那么看到上海银行，上海信托，上海金融，现在在干嘛？都在玩数据，都在处理金融产品，都在处理 P2P。孟建柱的姐

姐，孟建柱的外甥，在上海界基本上是前 10号的金融玩家。当然了，第 1号是江家是吧？江绵恒、江志成；你第 2号就是

曾家，曾家完了是朱家，你咋轮得着别人呢是吧，最后是他，是前 10号了。 

那么这些信托产品和 P2P骗了老百姓的钱，就像过去一样，所有的金融产品一样，骗过的，全部都要通过东南亚，孟建柱

控制东南亚的黑帮，所谓的“湄公河案”周围的国家战略利益关系和战略性资源。包括黑社会洗黑钱，包括黑帮、警帮、

军帮。那孟建柱玩的大了，过去叫情报系统，现在叫什么，叫做在东南亚维护国家利益的隐形战线。无论是洗钱，是赌

博，还是毒品，还是东南亚的整个非法劳工，包括那些翠呀、玉呀，木材市场，都被他们控制了。这个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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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玩这些钱的时候，同时在国内也在把很多老百姓的钱，通过金融手段也给骗走了。这些钱都放在什么地方，大家去

想一想。有一部分经过洗白以后还是在美国，有一部分是在欧洲，更大的一部分，大家不要忘了，现在很多钱潜进台湾，

潜在台湾。 

 

5.共产党倒闭脆变最大可能的第一根火线——中国金融；中国金融一定将崩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被盗国贼把国库、银行

储备金全盗空了【灭共】【盗国贼】 

所以最近，中共内部就说了，可能要搞个大赦方案：不管你的钱你是怎么弄来的，我不管，就在这改革开放一样，不管黑

猫白猫，只要你投资国内国有企业，你的钱将绝对受到保护。不管你是谁的钱，只要你能拉进来投资，又像改革开放初期

似的了，骗港商、骗台商一样，骗海外华侨。只要你能拉进投资，5%，能拉进来（回扣）5%。不管你什么人，只要他拉进

来外汇、美金，而且现在把很多倒闭的企业，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要给所有所谓的新的外来真实外商投资者。 

我们最近换汇的事情，为战友报告一下。我们很多战友发来的信息，现在有的是回了，有的没有回，回了我不能在这说，

因为我在这是大家要保密的问题。有几笔做成以后，大家已经连上了很好的关系。其中一个，在南部某省，有一家企业和

这个欧洲的一家大型企业对上以后，让我特别开心。两家企业从来一开始都没说出口来，到了做了几笔之后，现在就说，

他们是最大的爆料革命的支持者。所以这个天底下啊，他永远是相信要轮回因缘，善恶轮回。结果这两家企业现在要有其

他方面的合作，非常之好。作为这个国内的贸易型企业，你拿到了你国内必须要人民币的，然后人民币现在是达到了 12.7 

-12.8，还没突破 13的。现在是两家企业已经非常清楚地，合法地，共产党完全无法控制地，它也无法知道的一个良性

的、合法的一个换汇的来源。海外的朋友得到美金，国内的给他人民币。海外的给美金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家跟美国长

期供应合同，他一定要打美金的，这美金给了多好，这两家企业全部受利。 

就最近这几大笔的交易下来，让我深刻的感受到，深刻的感觉到中国金融一定将崩塌！这个崩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被这

些盗墓贼把国库、把银行储备金全盗空了。中国的金融崩塌，一定是是从银行开始。偷老百姓的钱，共产党说我们没有盗

国贼，王岐山没弄钱，陈峰没弄钱，陈峰只练双休了，王岐山只练双休了，没弄钱。但是老百姓取钱取不出来的时候，老

百姓就会跟你翻脸，一定是！ 

我现在深刻地意识到，原来我以为中南海可能是棒叽有一枪啊，冷枪，两枪，三枪，十枪，开始了这个爆料革命的关键。

但是现在我认为，共产党的这个倒闭呀，可能是在我们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时候，国内外发生最大的脆变的可能，就是从中

国金融线。 

第一根火线——中国金融。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坏，远远！ 

就这次换汇当中，你像上个星期，西方是圣诞节都在忙活圣诞呢，谁去换汇啊，谁忙活生意啊，都放假。但是非常的例外

的，美国的朋友和其他几个方面，包括和东南亚的某个国家，亚洲某个国家换了几笔汇，换的汇钱非常非常大。 

 

6.法治基金请 Kyle Bass先生、班农先生当主席，请路德、Sara等战友加入，目的是为了法治基金的正常运转、永续生

存，不论郭文贵生或死【法治基金】【卡尔巴斯】【班农】 

另外台湾的这位战友，你多次寄支票过来，总是用一句话，就说：干啥事不要急，共产党一定被灭，但是不要急，要注意

安全。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虽然你说了暂时不方便联系，但是您寄来的支票，和寄来的钱，所说的话，都让法治基金非常

感动。特别是您在最近寄来支票说了句话：文贵我猜猜你用班农的原因……。你猜得非常对，我可以在这告诉你，没错。 

我可以告诉大家——本来我不愿意谈这话的——我必须每天，每时每刻做好被干掉的准备。我要是被一枪给打死了，或者

共产党给车祸撞死了，法治基金就没了吗，就不运行了？那是对所有战友最大的伤害，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当初成立这个基金的时候，就必须要保证的，绝对不能跟郭文贵有任何政治上、经济上、生存上的依赖关系，我

只作为捐款者。之所以让班农先生和 Kyle Bass当主席就是，郭文贵在不在，这两个建国基金都能正常运行。你能把班农

和 Kyle Bass给杀了吗？你能把他俩也干掉吗？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是美国法律，美国国家主权拥有的基金，你想关

掉，你不把钱说清楚，你能关掉吗？你想推卸责任，你能随便推卸责任吗？ 

为什么让我们战友加进来，原因非常简单，但是没想到火鸡龚这个烂货这么烂，给她脸她不要脸。我们当时让路德先生，

Sara女士，让木兰加进来，就是我们战友之中要有可信赖的代表人，就是监督着这些钱的去向。不管文贵生与否，活与

否，这个基金都会正常运转。就是说白了，郭文贵生与死都和这个基金没关系。 

这位台湾战友你说对了。我在这给你回复，这是对的。我必须要为战友负责，这个基金它除了钱是安全的，钱是能达到目

的的，对得起捐款者。更重要的是，这个法治基金要永续生存，是中国人的海外唯一可信任的，唯一可依赖的，没有共产

党的中国以后的建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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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严格讲，也是为文贵，跟我离得越远越好。当发现这个基金离我近的时候，我就告诉你，那就麻烦了，那就有问

题了，我就成了“爆协”的郭，宝胜郭，郭宝胜。所以当时非常清楚，从成立，每一张文件，每一张纸，每一个人事任

命，每一个形式，包括和班农先生，还有 Kyle Bass的关系。 

大家要记住，如果这种 NGO慈善基金，你找了一个吃不上饭，天天到处借钱、骗钱的人，这个基金在那块搁着，真的是你

在一帮强奸犯旁边搁了一个美少女一样，他今天不动明天不动，他早晚得动，这一定的。所以为什么得找像班农先生、

Kyle Bass先生这样，他不是强奸犯，他家里边有媳妇，也不缺美女这种人，你就放心了。再一个，他也不敢，他付不起

这代价。这是最起码的。而且为什么 C3，C4都要有战友在，必须要有战友在。Sara连着战友之声——战友之家呢，多少

战友（通过）Sara可以发出声音。你让 Sara造假她敢不敢，你让 Sara说假话她敢不敢，她肯定不敢，她也不会去做。你

让路德先生说假话，他敢不敢，他也不敢那么去做。你让木兰传奇这么做，她肯定不敢。就是说她既不会这么做，也不敢

这么做。 

而且 Kyle Bass先生，班农先生，比尔格茨先生，你想让他去贪污钱去，去进监狱去，这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前

提。 

 

7.国内的金融领域和银行之间做假账，贷中保、保中贷，为海航、为王岐山突然袭击式地平这些账，是习王之战已经全面

开始的政治信号；国内的金融崩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更快、更加惨烈。【CCP金融】【习近平】【王岐山】 

我说国内的金融。金融领域和银行之间做假账，贷中保，保中贷，为海航，为王岐山突然袭击式地平这些账，我认为这是

政治信号。从这一点上看，习王之战已经全面开始。只要国家开发银行抓完人，再做假账，那就说明现在已经到了骨髓

了。 

啥叫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就是共产党官二代的小金库。那陈元一句话就是 100亿，两句话就是 300亿，两句话变

成 1000亿也是容易的。那就是共产党觉得这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它永远不会花给我们这些草根，它永远不会花给杨改

兰去。杨改兰女士你给它磕头，它都不给你花。它只为当官的花，它只为这些盗国贼花。 

习近平先生他敢动陈元吗？吓死他也不敢，他不敢的。就像他动王岐山，他也是腿哆嗦着才敢动他。那是什么概念，就像

当年中信王震的家族一样，王军哥俩没了，但是你敢动吗？你不敢动。所以说战友们，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国内的金融

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崩塌得要早，崩塌得要快，崩塌得更加惨烈。 

... 

我给这位美国朋友讲了这些金融系统，美国朋友感受颇深的时候，他就见了些王岐山的旧部，和原常委张高丽的手下，还

有当年黄菊栽培的一些人，这都是美国帮嘛。见了他们以后，他深刻感受每个人都是惶恐不安，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将发

生什么，而且每个人谈到爆料革命都是，有的是吓得马上不能提这个事儿，有的是悄悄的听听，你们怎么看，然后再否

定，否定完了再又肯定。 

 

8.“细思极恐”黑料【细思】 

就这两天，你们能看到，关于这个细丝骗子，鸡腿丝这个家伙基金的事情。很多战友根本不了解真相。你们去看看细丝当

年，2017年 18年的时候，我让他给潘晴去，他主动给当时的潘晴，还有安红女士，还有当时的昭明先生去所谓的建设网

络的时候，他是按小时算钱的，我们当时是给了他钱的。 

细丝当时是第一个，是澳洲第一个人，我给了他 1万澳元的。他要 1万澳元，我连一秒钟都没犹豫，立马给他了，比潘

晴，比任何人都早。是第一个给他钱的，他那时候狗屁不是的时候，我就给了他 1万澳元。啥都没有说，就给了他 1万澳

元。 

当时他说我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好，你把账号发给我，立马给 1万，比郭宝胜还早。然后让细丝去帮助潘晴和安红，昭

明先生架网络的时候，要按小时收钱。收的钱，潘晴给我发信息，原话说这个人收钱是澳洲最高的。我说这个你完全有你

们决定，我给你一个月 1万 2万澳元，你拿这钱，付不付由你来决定。大家后来你知道，他啥也没干，他把他自己架起来

了。 

另外当时，细丝这个人，当时做了一系列的东西，就提出这样钱那样钱的要求，最早分化澳洲的不是任何人，是细丝，你

们知道吗。这咱未来都可以把证据亮出来，最早告诉我潘晴和安红不能相信的，包括昭明不能相信的，就是细丝。大家知

道吗？你们没想到吧。 

细丝到我们喜马拉雅大使馆来，他在这凑凑呼呼，粘粘糊糊在那来了，连鸡腿钱、住宿钱、亲朋钱、麦当劳钱全报了，花

了几万美元以后走了。走了以后他干什么，未经任何人允许，未经我，未经王艳平允许，他给我们的印度籍美国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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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mail，要求喜马拉雅大使馆把所有的 IP地址，把所有的整个的电脑的内部信息和源代码，包括郭媒体全部给他。这都

是用 Email联络方式说了算。 

你觉得这正常吗？当时我们的法国人员当时就火了，说这个人有什么用心啊？安保也不愿意了。我说停停停，这事儿到此

为止，既不要说也不要提。就像报销一样，财务不愿意，说这是什么概念，你没有任何（票据）报销这是诈骗啊，我怎么

能干这事儿。我说没让你干，美国人又较真，没让你干你别报，这钱我报，我来给他。 

他来之前他来之后，庄烈宏先生不下 3到 5次跟我说，他建议细丝到这来，包括后来这事儿那事儿找细丝。我明确告诉庄

烈宏，你不要找细丝，到此为止，你不要占人家时间，不要麻烦人家。 

这个细丝的故事还没开始呢，过两天我们把细丝那些通信，把细丝的一些行为和最早于支持他的钱，这个人是狼贼野心

啊。 

… 

我大概在一两个月以前我就告诉过路德先生，我说你千万要记住，细丝这问题他不是砸你的，他是砸老江、砸安红。路德

先生傻乎乎的不明白，到现在他都不明白。我说你别说话，你 Low住，让他尽情地表演。他为啥去砸老江、砸安红啊？把

你路德的左膀右臂砍掉，你不就成光棍儿了吗？他就没明白，路德先生傻乎乎的。是吧郭先生，会不会怎么着啊？我说你

Low住。 

... 

昨天很多战友跟我发信息，非常恼怒，暴怒，说了很多过激的话。即使这样，我告诉所有人，不要被这小事儿给影响，它

不值一提。他狗屁不是，他下场比郭宝胜还会很惨，还要惨。我现在负责任告诉所有战友，你们不要管，交给郭文贵，我

会让这小子在澳大利亚，我会让他看到比郭宝胜还要惨十倍的下场。我们现在所有的准备，跟他准备要蹦出来，我们已经

准备了几个月了。两年前我们被他骗走的钱，和他现在骗走的钱，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战友会有一系列的行动。 

 

9.艾未未是流氓，跟共产党睡一个床【艾未未】 

大家知道原来有个流氓，叫艾巍巍是吧？艾巍巍个流氓，他折腾啥啦？这个王八蛋，跟共产党怎么睡一个床上去啦？天天

卖他的建筑艺术、雕塑，那就是个痞子。在国外只骂中国人，把中国人当屎，操中国人的妈。这是个人间的垃圾吧？当时

在海外掀起了什么？——全海外都操中国人的妈。就这人当时也有人捧。很多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真的病得不轻！” 

是我们开启了海外的，真正的中文社交媒体。出来一个艾未未是吧？艾未未个流氓，他折腾啥了？这个王八蛋，跟共产党

睡一个床上去了。天天卖他那建筑艺术雕塑。那就是个痞子。在国外只把中国人当屎，操中国人的妈。这是个人间的垃圾

嘛。当时在海外掀起什么全海外都操中国人的妈。就这人当时也有人捧。很多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真的病得不轻。 

使我们开启了海外真正的中文社交媒体，出来一个艾未未，还讲什么英文，还操中国人的妈，还把他当英雄，贱不贱呐？ 

 

10.2020年是郭文贵和爆料革命的霹雳年，1月 1号开始起全面开足马力灭共！【灭共】 

2020年，郭文贵没有任何心情，也没有任何时间，也没有任何所谓的，你们想希望看到的，在那瞎啵啵。还再去钓鱼去，

我没有钓鱼的精力，没有钓鱼的时间，我也没有心情去钓鱼。我 2020年 1月 1号开始起，全面开足马力灭共！ 

就像昨天，说今天星期一下午，美国将有一系列的，准备着，所谓第一期协议签和不签之后的各种规划。大家看到，全世

界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这个结局。文贵全部精力都准备着这事儿呢！ 

… 

2020年必须是我的霹雳年，大家记住就是郭文贵和爆料革命的霹雳年。谁想站出来跟爆料革命作对，我告诉你，只有一

条，把你消灭，要么你把我消灭。 

灭共的这场运动，从现在开始起，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倒数阶段，谁挡在我们前边，我们消灭谁，要不你把我们消灭了。还

有几十个小时，就进入到 2020年 1月 1号了，大家你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郭文贵。 

.... 

今年 2020年 1月 1号开始起，真心爆料爆料革命的战友，对任何欺民贼不要留半点客气。2020年只要有人站出来质疑、

反对、污辱爆料革命，就站起来，我们大家无限制的对他发动攻击。我们不骂人，我们那是端着呢，我们不想骂人，但是

如果你骂人了，看看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们会不会骂人。 

… 

亲爱的战友们，2020年是我们的霹雳年。绝不能放过一个用任何马甲、任何手段阻挡我们爆料革命的人。亲爱的兄弟姐妹

们，当任何人砸郭，你们真的别在乎。但是只要是以爆料革命为敌的，反爆料革命的，特别是以各种形式捐钱的，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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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R他八辈祖宗。因为那对整个爆料革命那是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会彻底地消掉国内的，共产党内部的，对我们有信心的

这些战友们。让他们的血白流，让他们失去信心，将失去了灭共的战绩。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各种名义，打着爆料名义的

幌子攒聚人气。以任何形式、任何手段捐款骗捐，都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