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为何热捧《长津湖》

山西省近日连降大雨，

引发山洪和洪涝等严重灾

害，全省11个市76个县（市、

区）170多万人、近300万

亩农作物受灾，近2万间房

屋倒塌。铁路、桥梁中断。

平遥古城墙局部坍塌。多地

发生土石流。据报导，山西

本次受灾范围比河南更大。

有当地村民表示，灾情

与上游好几个水库无预警泄

洪有关，县里没让大家做撤

离准备。

有网评称，山西暴雨连

下60小时，抗灾民众泡在

深秋的冷水中，却“无人问

晋”。当地政府对救灾及赔

偿等问题迟迟不给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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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家卫国” 
还是“助朝侵略”？

菲俄记者守护真相获诺奖
中国记者因言获罪被刑拘

一位博士后的
“三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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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亲笔信爆光，毛说：“教训惨痛啊!（美

帝）大伤了我们的元气。”

如此惨烈的史实有损“伟光正”形象，

所以中共建政以来，从来不提长津湖。

旅美时评人唐靖远指出：“过去，长

津湖战役在中共军队内部，是作为教训

来看待的。”

政论家胡平发推文说：“长津湖之战

如果真是那么值得中共讴歌，毛时代早

拍成电影，搞得和《上甘岭》一样家喻

户晓、妇孺皆知了。哪还轮得到今天。”

煽动反美  洗脑效忠
今天中共为什么突然高调宣传这场

战役呢？

专家指出，此时正值中美关系恶化，

在台海问题上，中共也越来越倾向于武

力犯台，频频侵扰台湾西南空域、日本

近海，招致美国联盟日本、英国、澳洲

等组成军事同盟。

中共已到了“红朝”末年，为了挽救

将亡的命运，极有可能发动战争。但体制

内都有各自利益，腐败占了上风，军队没

有士气。这就需要在国内刮起民族主义狂

潮，强调“不怕死，不怕苦”的“长津湖

精神”，让韭菜们忠于它、为它卖命，甘

愿充当炮灰。

中共建政献礼片《长津湖》在十一

假期档上线，5天内票房突破20亿，打

破《战狼2》创下的中国影史战争片单日

票房纪录。

该片长达3个小时，耗资13亿元，拍

摄团队超7000人，动用了7万人次的群

众演员，参与特效公司超40家，号称中

国电影史上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部电影。

中共官媒不断发文给该片造势，多

地有组织地要求党员干部集体观看。

“长津湖”：中共以前不愿提起的
战役

长津湖战役，虽然中共不宣而战搞

突袭，以15万兵力对阵联合国军的2.6

万兵力，但并没有完成消灭美军陆战一

师的战略目标。而中共军队死伤惨重，

减员接近5万人。伤亡的比例是死1个美

国士兵要死40个志愿军。其中因为御寒

装备不足，出现大量非战斗死亡。美方

虽也有伤亡，但陆战一师基本全身而退，

还成功掩护了近10万难民一起撤退。

刘伯承曾说：“长津湖一战，一个兵

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一师，没有能

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

于敌人的代价。”

毛泽东一封承认长津湖之战惨痛失

山西洪灾严重
灾民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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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战役中冻死的志愿军战士



中共一直宣称，1950年出兵朝

鲜，是因为“美帝”要以朝鲜为跳板

侵略中国。然而，1990年代俄罗斯

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披露

了真相。

金日成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
方的土地”

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成南北

两部分。1948年8月，南部成立大韩

民国。1948年9月9日，北部建立了

金家王朝。联合国大会1949年10月

21日通过决议，正式认定韩国为朝鲜

半岛唯一合法政府。

然而，金日成一直梦想武力统一

南方。1949年末，他向斯大林提出，

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得知

美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便转告金日

成：“我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你。”

1950年初，金日成秘密访问莫

斯科，随后到北京访问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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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家卫国” 还是“助朝侵略”？

中共从东北第四野战军抽调了三

个师及两个团的鲜族官兵，换上朝鲜

军装，4月开往朝鲜。这实际是第一

批没有公开的中国军队。此后陆续有

鲜族小分队人员入朝。共计4万人，成

为朝军进攻韩国的精锐部队。

联合国认定中共入朝作战是
“侵略”

在斯大林的首肯和毛泽东的支援

下，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朝

军率先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随后，

几乎占领了韩国的全部国土。

7月7日，联合国军队成立，任命

美军将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16国军

队和5个国家的战地医疗队支援韩国。

9月17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

仅一周，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以中共

朝鲜族师为主力的朝军全线崩溃。

10月1日，韩军越过三八线北进。

同日，美军发出要求朝鲜投降的通牒。

当天，金日成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请

求中共出兵。

10月9日，毛发出第一批志愿军

入朝的命令。

10月20日，联合国军攻占了平

壤。朝军基本被消灭殆尽。麦克阿瑟

预计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

朝鲜这个在当时没得到承认的非

法政权，主动入侵韩国合法政府，是

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韩国军队是保家

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是在朝鲜半岛

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因此，1951年2月1日，联合国

大会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第498号决议，

谴责中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是“侵略

行为”。5月18日，联合国又通过提案，

对中国实行禁运。

“保家卫国”是更大谎言
中共一直对内洗脑说“抗美援朝”

是为了“保家卫国”，“我们不打这一

仗，下一代也要打”，这是更大的谎言。

当年，中共高层在是否出兵的问

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赵紫阳的秘书鲍

彤近日发推说，“抗美援朝”是毛泽

东一人拍板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陈毅都不赞成，林彪也反对。毛泽东

要粟裕挂帅，但粟裕称病拒绝，毛泽

东只好火速调彭德怀进京。

2017年2月8日，人民网刊文举

出林彪反对出兵的理由，最关键的一

条是美国不会入侵中国。如果美国要

入侵中国，在蒋介石政府撤离大陆前，

就可以直接攻入中国腹地，根本不需

要绕山绕水隔着一个朝鲜来入侵偏远

的东北。

事实上，当时美国没有打到鸭绿

江威胁中国，只是把北朝鲜军队赶出

南韩，就又退守三八线。

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由

民主国家扩张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

自由世界挡住了“红祸”的扩张，而

中共保住了专制邪恶的金家王朝。至

今朝鲜民不聊生，世界和平受到威胁。

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98号决议，认定中国政府“援助与协助侵略朝鲜之
人”、“在朝鲜从事侵略”。



2021年10月15日3 视角

中共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人海战术，一场战斗下来，战场上躺满成片的志愿军战士尸体。

是“最可爱的人”还是“最可怜的炮灰”？

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自

1951年起就被选入中学课本，影响了

几代中国人。了解了韩战真相，不禁

叹息，他们其实是最可怜的炮灰。同

为军人，中美士兵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中共人海战术  飞蛾扑火
在朝鲜战场上，联军完全控制了

领空权；中共军队则占有人数优势，

以无数年轻志愿军的肉体和劣势武器

装备来抵挡联军的精锐枪炮。

美军文献中描述到：“中国军队好

像对美军致命的火网毫不在意，第一

波倒下，第二波就跨过第一波的尸体

继续前进，接着是第三波、第四波……

那阵势看起来好像是些殉教者。”有

的只有十五六岁。

用一群群士兵消耗敌方的弹药，

击垮对方的意志。这就是中共敢打硬

仗的秘诀。

中共派出督战队，阵前退缩者格

杀勿论。当年督战队老兵李振举说：

“在朝鲜两年，我没有杀过一个美国

兵，自己人却杀得记不清了”。

苏联官方解密文件称，中方死亡

100万，是联军的20倍。

韩战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曾叹道：“中国人（中共）不仅漠视生

命的价值，也漠视自己人的生命。”

长津湖：“最悲惨可怕”的战役
长津湖战役历时17天。那年冬

天，朝鲜经历了50年来的最低气温，

夜间最低接近零下40度。中共急调

第9兵团15万人参战，企图围歼美

军陆一师。该兵团集结在苏南、上海

一带，是准备攻打台湾的精锐部队。

原计划在途经沈阳时补给御寒物资，

但他们接到急令，要求火速直接入朝，

根本来不及补充棉衣。士兵们身上穿

着的是华东地区单薄的冬装。

入朝后，每个班只有一两床棉被，

摊在雪地上，十多个人挤着互相搂抱

取暖。饥饿和寒冷吞噬了整个部队。

每次部队开始行动时，总有一些人留

在原地再也站不起来。

20军59师177团6连奉命在死

鹰岭伏击美军，然而当美军经过时伏

击部队一枪未开。一名美军下士回忆

到，当他们轻松攻到山顶时，惊呆了：

山头上到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大约

有一两百具，他们在炮击之前就已经

冻死了。死后还保持着三三两两抱在

一起取暖的姿势。

长津湖战役中被冻死的中国士兵

多达3万人。据中共自己统计，有3

个连的埋伏人员全部冻死。

这其实是场人祸。紧急命令让9

兵团失去唯一的棉衣补给机会。此外，

为了让部队尽快到达伏击地点完成包

围，指挥部下达了超越极限的行军命

令，参战部队为抢速度，强令士兵放

弃厚重笨拙的御寒衣物。

部队尚未进入战区，下发的粮食

就已吃完，各部队平均断粮两天以上，

有的长达7天。有时一天的口粮只是

两个冻土豆。炒面吃光了，就吃雪、

草根、树叶，甚至战友的尸体。士兵

们通常将干粮袋里的最后一点碎末留

下来，称作“冲锋粮”，直到发起攻

击时才一口吞下以补充能量。

相比之下，美军认为，御寒装备

是主要的，冻死冻伤绝不允许，首先

空投的是御寒装备而非弹药。

如今，中共把冻死惨剧美化成光

荣的“冰雕连”，变成昂扬的爱党礼赞，

闭口不谈自己的失责和对生命的漠视。

人道与非人  战俘冰火两重天
韩战结束后，双方遣返战俘。美

国战俘回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中共代表轮番劝说志愿军战俘回

国，但22,000余名战俘中有14,235

人选择前往台湾。后来，他们有的完

成学业；有的考上军校，当了军官。

渐渐融入台湾社会，过上正常生活，

直至善终。

而回到大陆的战俘，档案中注明

“系终生控制使用对象”，在历次运动

中被扣上“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

国分子”“叛徒”“特务”等罪名。在

婚姻、求学、就业中受尽歧视。不少

人被发配农场、煤矿劳改。有的逃荒

要饭，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被逼自杀。

结语
中共视生命如草芥，不惜一切代

价维持极权暴政，数以百万计官兵被

碾作炮灰。

著名法学家、志愿军老兵程干远

著书表示，“不能再为独裁政权去卖

命了，军队不能变成他们打天下和看

家护院的队伍。”



4 聚焦 2021年10月15日

罗昌平的言论立即引起中纪委网

站、“共青团中央”微博、《解放军报》

等官媒发文炮轰，他的今日头条账号

遭封杀。《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评论，

批罗是“公然侮辱英烈”。公安正式

通报说，罗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违反了《英烈法》。

不仅对罗昌平，在新浪微博和微

信公众号上，大量对《长津湖》的负

面评论和留言统统被删。

有网友称：“爱国也不是这样爱

的，这年头道德绑架太多了。”“感觉

电影套上主旋律，就像打了满满的玻

尿酸。”“电影好坏让群众自己用雪亮

的眼睛看不好么，捂嘴就不厚道了。”

在其他社交平台上，关于这部电

影的讨论已经扩展到长津湖战役的真

实历史、中共该不该派兵到朝鲜战场。

有推特用户发帖：“不想看到有一

个人为了保家卫国的谎言在零下40

度被冻死，不会为了这种歌颂人道灾

难的片子贡献一分钱。”

还有人说：“很多冻死的英雄竟

然就一笔带过，让人误以为当年轻轻

松松虐美国。”

罗昌平提醒国人反思朝鲜战争的

性质，就因言入罪，等于中共任意篡

改、涂抹历史可以无限合法化；等于

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于10月9

日出炉，由菲律宾新闻网站Rappler

的执行长雷莎和俄罗斯独立媒体《新

报》的总编辑德穆拉托夫共享殊荣。

诺奖委员会表示，这两人获奖是因为

他们为“努力捍卫言论自由”，“进行

了勇敢的斗争”。

雷莎，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

扫毒行动中，长期进行追踪报导，发

表了当权者不喜欢的真实报导，因此，

2年来政府对她发布了10次逮捕令。

外界称她为“真相守护者”。

穆拉托夫，他主编的报纸敢于挑

战官方立场，不顾当局的压力和恐吓，

坚持调查官员的不法行为和腐败。20

多年来，穆拉托夫的办公室遭到多次

攻击，他们报纸的多名记者遭到杀害。

普京政权是穆拉托夫报导和揭露

的对象，但得知穆拉托夫获奖后，克

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向媒体表示，“我

们祝贺他，他才华横溢，勇气十足。”

然而就在同一天，大陆知名媒体

人罗昌平被海南三亚警方刑事拘留。

因为他在微博上评论电影《长津湖》

及质疑朝鲜战争的正义性，说“半个

世纪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

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

的英明决策”。

菲俄记者守护真相获诺奖
中国记者因言获罪被刑拘

链 接

舆论管控升级 
中共全面整治
民营新闻机构

左图：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蕾莎（左）和德穆拉托夫（右）。右图：罗昌平因在微博发
文质疑朝鲜战争的正义性被海南三亚警方刑拘。

近期，中共对舆论管控全面

升级。10月8日，发改委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

版）》，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

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不得经

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

栏目、公众账号等；不得引进

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不得举

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

奖评选活动；不得从事涉及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

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

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

的实况直播业务。

有学者表示，中共硬生生把

全大陆变成了哑巴沉寂土地。

有网民引述柏拉图的名言：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

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

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

将会被认为是居心叵测。如果

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

力将会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

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

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对中共的历史只让唱赞歌，不能有半

句质疑。因为中共知道它用枪杆子打

出来的政权是非法的，要竭力掩盖和

维护这个非法性。对“英雄”的怀疑，

对战争的质疑，其实就是对中共合法

性的质疑，这是在要它的命，是它最

害怕的。



傅政华落马 “血债帮”正遭受惩罚

敌的行动，曾经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陆

续落马。

目前，已有6名“610”系统头

目落马，周永康、李东生、张越、彭

波、孙力军和傅政华，以及众多各级

“610” 官员遭恶报。“610”被称为

中共体制内的“高危职位”。

外界分析，这些前“610”、公安

部高官都是以迫害法轮功作为在党内

升官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官场厄运

就是作恶招来的报应。

麦塔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

些人落马的表面原因不是迫害法轮

功，中共也不会以某种方式停止迫害。

对这些人的“腐败”等指控，只不过

是出于政治原因打击政治对手，是中

共操纵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说白了，

这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

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

报是天理。

麦塔斯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

的迫害，尤其是活摘器官，实施的是

隐性群体灭绝。国际社会最终将通过

综合的制裁方式惩治恶人。

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孙

力军和主任傅政华相继落马。对此，

记者采访了《血腥的活摘》的作者加

拿大知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和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他们一致认为，由于中共内斗，

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正在受到惩

罚，但是只要中共存在，它就不会停

止人权迫害。

“610”、公安系统官员大面积
被整肃有原因

法国国防部智库近日发表重磅报

告，揭露中共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机构

“610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起源可

以追溯到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决

定发起政治局临时会议，要对法轮功

采取措施。”

报告称，这个办公室实际上是一

个法外机构，成立后几个月，就在中

共体制上下建立了严密的网络。“610

办公室”遍及中国内外，它可以不需

要任何法律依据，打压法轮功。

十八大后，中共党魁展开清洗政

“三退”保平安。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声明“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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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党凌驾于法律之上
曾做过10年检察官的乔高说，

“不幸的是，在中国，党凌驾于法律

之上”，“中共从头到尾都没有法治。”

在中国，所谓的“法院”对案件

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判决是由中共

高官事先做出的。那些法官坐在那里

做笔记，看起来像是在听证据，但任

何所谓“证人”在法庭上所说的任何

话，都不会对判决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他表示，中国人民勤劳、智慧，

是他们用劳动换来了中国经济的成

长。在中共的统治下，他们就像蝼蚁

一样生活，“中共的法律制度是难以

形容的糟糕和不人道”。

敲响最后的警钟
22年来，在“610”的直接部

署、实施、推动和监督下，导致至少

4600多位有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

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伪案、“傅

义彬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

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的。

20多年过去了，如今隐藏在幕

后的“610”几乎已被摆在光天化日

之下，并在历史的审问之下，开始偿

还他们的无边罪业。

从1999年至2021年，总计约有

近2000名“610”系统的工作人员

遭到恶报，包括车祸、绝症、猝死，

以及被查处，或患重病，或被判刑等

厄运。“610”头目的职位又被称为“死

亡职位”。

武汉市黄冈“610”办公室，因

前后几任书记、主任都暴死，后面被

提拔填补空缺的官员死活不肯接任。

历史表明，对正信的迫害会招致

最严厉的天谴。天理在衡量着世间的

一切。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

炼者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希望所有

的人都能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

量中，明辨善恶，做出正确的选择。

周永康 李东生

彭波 孙力军 傅政华

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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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自焚呢？联合

国还有个备案，说天安门自焚是这个

国家导演的国家恐怖主义。有个电影

《伪火》，分析天安门自焚有很多破绽，

证明是个陷害法轮功的假新闻。”

“江泽民因为编造自焚伪案陷害

法轮功，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

暴利，被30多个国家，55个法庭起

诉为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

他用电脑搜索出了这些资料。

他又问：“念九字真言就能保命

了？你别侮辱我的智商了。”

张女士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打

压，还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就是

因为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并且有祛病健身的奇效。病毒专家董

宇红带领她的团队研究一个课题，找

了152个晚期癌症患者，这些人只有

5个月的生命期限了，修炼法轮功后，

到课题结束，这些人的生命都增加了

10倍，97%的癌症都不翼而飞了。

这篇论文在美国肿瘤协会官方网站发

表了，非常权威和严谨，都是世界一

流的肿瘤医学专家。”

他马上在网上搜索到董宇红的相

关调查，嘴都张大了：“真的有这些事

情啊！”

最后，张女士讲到：“顺天意，天

人合一，是咱中国的神传文化。一个

法轮功学员张女士遇到一位在加

拿大读博士后的刘先生。

开始这位先生听到张女士跟他提

“三退”，就说：“我看你也不像是没钱

的人，怎么也做这个事，美国是不是

给你们钱，做这个一次给多少钱啊？”

张女士回答：“西方民主社会的

税收、支出都是透明的。如果海外有

一亿大法弟子，美国拿出100块钱给

一个人，他就要拿出100个亿，哪

个国家敢这样做？他承担不起这个责

任，你说是不是？”

他想了一下，点点头。又说：“我

理解‘三退’就是反党，背叛国家，

我们都是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我

就申请过入党。”

张女士说：“你加入党团队时发

誓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相当于拿自

己的生命去签合同。咱们生命非常珍

贵，只有一次，献给谁都不应该啊。

中国人从上学还不懂事的时候，党就

要你给它献出生命。八九年‘六四’，

它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如果党

是妈妈的话，会这样枪杀自己的孩子、

国家的栋梁吗？”

刘先生开始认同了。他接着问：

“天安门自焚，政府还会作假吗？”

张女士说：“如果天安门自焚是真

的，为什么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100

一位博士后的“三退”记

2021年10月15日

朝代都是有气数的，坏到一定程度就

要受到天惩；人心变坏了，就要被淘

汰。瘟疫就是瘟神来淘汰坏人的。上

天有好生之德，‘三退’就是在天灭

中共时，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再表一次

态，你听了就有救了；你不听，还发

誓把生命献给它，你就是它的一员，

就得跟它去了。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谁都代替不了，必须得自己同意。”

他听后马上说：“我姓刘。”

“那我就给你起名叫刘福吧，留

住你的福份，把你之前入过的团、队

退了，你同意吗？”

他听后终于笑了，不住地点头，

退出了之前入过的少先队和共青团。

明真相的警察
是这样做的

近日，一位70多岁的法轮

功女学员给一个年轻人讲真相，

小伙子却打手机诬告她。一会儿

警察来了，把这位大法弟子带到

派出所。

在派出所院里的一个僻静地

方，他悄悄告诉大法弟子：“我

问你什么，你不要配合我。”然

后把她带到屋内做询问录像。

起初，这位老年学员总感

觉警察问话不回答是对别人不尊

重，不礼貌，就回答警察的问话。

警察没办法只好抹掉重录。折腾

了三次，这位学员都答话，把警

察急得够呛。第四次她闭嘴不说

话了，才合格。录完了，警察去

请示后，把这位大法弟子放回家。

20多年来大法弟子坚持不

懈讲真相，让各界善良人都明白

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都

是好人，同时也看清了中共的邪

恶本质。所以很多人都不愿再与

邪恶为伍参与迫害，他们用各自

的方式帮助大法弟子，加速解体

这场迫害。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