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录音：本杰明-弗里德曼的演讲，华盛顿特区威拉德酒店，1961年。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即将听到

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演讲。这篇

演说解释了目前正在制定的将美

国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

它是不久前在华盛顿威   拉德酒

店   。 

D.C.的演讲和后来的问答环节都

让听众感到很兴奋，以至于一群

爱国者将其        转移到了        两

个     长期播放的。 

唱片，你可以买来给你的朋友、俱乐部和你社区的教会团体播放。演讲者是本杰明-弗里德曼

先生，他是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所有计划的著名权威。弗里德曼先生是一个前犹太人，我是说一

个前犹太人。他曾与共产主义世界的阴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今天，他是一位著名的美国爱

国者。我们现在请大家上台发言，介绍本杰明-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的讲话] 

 
 

今晚我打算告诉你们的，是你们从其他任何渠道都无法学到的东西，我现

在告诉你们的，不仅关系到你们，还关系到你们的孩子，关系到这个国家

和基督教的生存。我在这里不只是为了盘点一些事实来提高你们的血压，

但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将帮助你们维护你们认为世界

上最神圣的东西：自由，自由，以及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权利，在那里你们

有一点尊严，有一点权利去追求你们的良心告诉你们的正确的事情，作为

基督徒。 
 

Benjamin H. Freedman 

 

现在，首先，我想告诉你们，1960年8月25日----那是在选举前不久----肯尼迪参议员，即现在的

美国总统，前往纽约，向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表讲话。  简而言之，他在讲话中说，他将

动用美国的武装部队，以维护现在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该地区建立的政权的

存在。 

 
换句话说，基督教男孩将被赶出家门，远离家人，被派往国外，在巴勒斯坦与只想返回家园的

基督教和穆斯林阿拉伯人作战。这些基督教男孩将被要求开枪杀死这些无辜的[阿拉伯巴勒斯

坦人]，他们只想执行联合国在过去12年中通过的15项决议，这些决议呼吁犹太复国主义者允许

这些人返回家园。 

威拉德酒店 



现在，当美国军队出现在中东，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盟友作战，以防止这些在1948年犹太复

国主义者从东欧移植到那里的武装叛乱中被赶出家园的人返回......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将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说，什么时候会发生？答案是，一旦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困难得到解决，就会发生。一

旦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困难得到解决，就会发生。一旦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解决了他们的困

难，阿拉伯世界或穆斯林世界不再与法国发生战争，他们就会把这些人迁回他们的家园，当他

们这样做时，肯尼迪总统就会派你的儿子们去那里打仗，帮助那些骗子们保住他们从无辜的男

人、女人和儿童那里偷来的东西，我们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当战争开始时，你可以肯

定，我们不可能从那场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胜利者。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世界上没有

一个国家会让他们的儿子为这样的事业与我们作战。 

 

我知道并与这些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大使们交谈过--在那里的99个国家中，我与其中的70个国

家进行了磋商--当我们在巴勒斯坦开战以帮助盗贼保留他们从这些无辜人民那里偷来的东西时，

我们不会有一个人在那里作为我们的盟友与我们作战。 

 
你会问，这些人有谁会支持他们呢？  好吧，在肯尼迪总统--或者他当时是肯尼迪参议员--于

1960年8月28日发表这一声明的四天后，阿拉伯国家在黎巴嫩召开了一次会议，在那里他们决

定恢复或重新启动巴勒斯坦政府，自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装叛乱以来，巴勒斯坦政府或

多或少地处于休眠状态。 

 

不仅如此......他们还下令建立巴勒斯坦军队，他们现在正在世界那个地区钻探50万士兵，带领

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的盟友是万隆会议集团的所有国家。这包括苏联和苏联的每一个

卫星。它包括红色中国；它包括亚洲和非洲的每一个独立国家；或者说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

八十。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地球上五分之四的人类将是我们的敌人，与我们开战。而不仅

仅是现在地球上五分之四的人类，他们是世界上的非基督教人口，他们是世界上的非高加索

人......非白人国家，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美国这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教主义者完全控制了我们的政府。

原因太多，也太复杂，在这里我很乐意回答问题，但是，为了支持这个说法，犹太复国主义者

和他们的同教主义者统治着美国，好像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绝对君主。 

 
现在，你说，'好吧，这是个很宽泛的说法'，但让我来展示一下你们在--我不想把这句话穿出来

--让我来展示一下我们都在睡觉时发生的事情。我包括我自己和你在内。我们都在睡觉。发生

了什么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夏天。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在座的像我这个年

纪的人，很少有人记得。现在那场战争的一方是英国、法国和俄国；另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

和土耳其。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两年内，德国赢得了那场战争：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胜利，而是实际上的胜利。德国的潜艇令

世界大吃一惊，它们从大西洋扫荡了所有的护航船队，而英国站在那里，她的士兵没有弹药，

站在那里，她面临着一个星期的粮食供应--而在那之后，就是饥饿。 

 
当时，法军发生了兵变。他们在索姆河畔的凡尔登保卫战中损失了60万法国青年之花。俄国军

队正在叛变。他们正拿起他们的玩具回家, 他们不想再玩战争了, 他们不喜欢沙皇。而意大利军

队已经崩溃了 

 

现在的德国... 在德国的土地上没有开过一枪.没有一名敌军士兵越过边境进入德国境内。然而,

德国却在这里向英国提出和平条件他们向英国提供了一个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条件 在律师们称

之为"原状"的基础上.意思是:"让我们取消战争, 让一切都像战争开始前一样" 

 

1916年夏天的英国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真的！他们别无选择要么接受德国宽宏大量地提供给他

们的这个谈判和平, 要么继续战争并被彻底打败. 

 
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在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代表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去了英国

战争内阁，并且--我将会很简短，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我有所有的文件来证明我的任

何陈述，如果这里的任何人好奇，或者不相信我所说的是完全可能的--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去了英国战争内阁，他们说：他们说："看这里，你还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你们还可以赢得这

场战争。你们不必放弃你们不必接受德国现在向你们提供的谈判和平。如果美国愿意作为你们

的盟友加入 你们可以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当时没有参加战争。我们刚刚成立；我们年轻；我们富有；我们强大。他们[犹太复国主

义者]对英国说："我们保证让美国作为你们的盟友参加战争。"我们将保证让美国作为你们的盟

友参加战争，与你们一起战斗，如果你们答应在战争胜利后给我们巴勒斯坦"。 

 

换句话说，他们做了这样的交易："我们将让美国作为你们的盟友参加这场战争。在你们赢得

战争并击败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之后，你们必须向我们支付的代价是巴勒斯坦。 

 

现在，英国有权向任何人许诺巴勒斯坦，就像美国出于任何原因向爱尔兰许诺日本一样。绝对

荒谬的是，英国 -- -- 它从来没有与被称为巴勒斯坦的东西有任何联系或任何利益或任何权利 -- 

-- 居然把它作为王国的硬币，以支付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美国带入战争。 

 

然而，他们做出这个承诺，是在1916年10月。1916年10月。在那之后不久...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

人记得... 美国几乎是完全亲德的... 完全亲德的... 因为这里的报纸是由犹太人控制的, 银行家是

犹太人, 这个国家所有的大众传媒都是由犹太人控制的. 

 
猶太人不喜歡沙皇 他們不想讓俄國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所以德国的银行家们... 德国的犹太人... 

库恩-勒布和美国的其他大银行公司 拒绝为法国或英国提供一美元的融资。他们站在一边 



他们说："只要法国和英国与俄国捆绑在一起，一分钱也不给！"只要法国和英国与俄国捆绑在

一起，一个子儿也不要！"但他们把钱投入德国，他们和德国一起对抗俄国，试图舔舐沙皇政

权。 

 
现在，同样是这些犹太人，当他们看到得到巴勒斯坦的可能性时，他们去了英国，做了这笔交

易。当时,一切都改变了, 就像交通灯从红灯变成了绿灯.报纸一直都是亲德的, 他们一直在告诉

人们 德国在商业和其他方面与英国作战的困难, 突然间德国人变得不好了.他们是恶棍.他们是匈

奴人他们射杀红十字会的护士他们砍掉婴儿的手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不久之后，威尔逊先生对德国宣战。 

 

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这些电报送到了美国，送到了布兰迪斯大法官那里。"去对付威尔逊

总统吧我们从英国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现在你去工作，去对付威尔逊总统，让美国卷入

战争" 而这确实发生了这就是美国如何进入战争的。我们对它没有更多的兴趣；我们没有更多

的权利参与它，就像我们今晚必须在月球上而不是在这个房间里一样。 

 

现在，美国参加的那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没有理由成为我们的战争。我们参加了

这场战争----我们是被骗进去的----如果我可以粗俗一点的话，我们是被骗进去的----那场战争

只是为了让世界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获得巴勒斯坦。现在，这是美国人民从未被告知的事

情。他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发生了什么？ 

 
我们参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去了英国，他们说："好吧，我们履行了我们的协议部分。让我

们有一些书面的东西，表明你们将遵守你们的协议，在你们赢得战争后把巴勒斯坦交给我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一年还是十年所以他们开始研究出一份收据。收据的形式是

一封信 它用非常神秘的语言措辞 以便全世界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所谓的"贝尔福宣言"。 

 

《贝尔福宣言》只不过是英国承诺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支付他们所同意的东西，作为让美国参战

的代价。所以这个伟大的《贝尔福宣言》，你经常听到的，就像一张三美元的钞票一样虚假。

我不认为我还能说得更清楚。 

 

现在，这就是所有麻烦的开始。  美国参加了战争。  美国打败了德国我们去了那里，这就是历

史。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人去了巴黎 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有117

名犹太人作为代表犹太人的代表团在那里，由伯纳德-巴鲁克领导。我当时也在那里我当时在

那里： 我应该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 

 

犹太人在那次和平会议上，当他们把德国分割开来，把欧洲分给所有这些声称有权拥有欧洲某

部分领土的国家时，犹太人说，"我们的巴勒斯坦怎么样？"据德国人所知,他们第一次发表了

《贝尔福宣言》.所以德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哦,这就是游戏!那就是美国参战的原因"德国人第一

次意识到他们被打败了, 他们遭受了可怕的赔偿,被打了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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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巴勒斯坦，而且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 

 
现在，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当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憎

恨它。到那时为止，犹太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比在德国过得更好。 

 

你有拉特瑙先生，他在工业和金融方面的重要性 可能是伯纳德-巴鲁克在这个国家的100倍。你

有巴林先生，他拥有两家大的蒸汽轮船公司， 北德劳埃德公司和汉堡 -美国公司。你有布雷希

罗德先生，他是霍亨索伦家族的银行家。你有汉堡的沃伯格家族, 他们是大商人银行家... 世界

上最大的银行家.犹太人在德国做得非常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德国人觉得:"嗯,那是一个

相当大的出卖" 

 

这是一种卖力的表现，我可以做最好的比喻--假设美国今天与苏联开战。而我们正在获胜。而

我们告诉苏联，"好吧，让我们退出。我们给你提供和平条件。"让我们忘掉这一切"突然间，红

色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加入了战争。而把他们扔进战争带来了我们的失败。一场惨败，赔偿金

额是人类无法想象的。 

 

那么，试想一下，在那次失败之后，如果我们发现，是这个国家的中国人，我们的中国公民，

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是忠心耿耿的公民，在和我们合作，是在向苏联出卖我们，是通过他们把红

色的中国带进了对我们的战争。我们会怎么想，在美国对付中国人？我想，他们一个也不敢在

任何街道上露面。也不会有足够的灯柱，方便照顾他们。想象一下，我们会有什么感受。 

 
这就是德国人对这些犹太人的感觉 "我们对他们很好"，从1905年起，当俄国第一次共产主义

革命失败后 犹太人不得不逃离俄国，他们都去了德国  德国给他们提供了庇护。  他们得到了

很好的待遇而在这里，他们把德国卖到了河边，除了想把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所谓的"犹太联邦"

之外，没有任何理由。 

 

现在，纳胡姆-索科洛--所有伟大的领袖，你今天读到的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的大人物--他们，

在1919年，1920年，21年，22年和23年，他们在他们所有的报纸上写道--报刊上充斥着他们的声

明--"对德国犹太人的感觉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意识到这个伟大的失败是由我们的调

解带来的，并使美国加入了对他们的战争。" 

 

犹太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德国人在1919年发现 一杯犹太人的血比可口可乐或

Muenchner啤酒更美味。  没有宗教的感觉  不存在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反对这些人的情

绪。这一切都是政治的。它是经济的。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什么都不是。 

 

在德国，没有人关心一个犹太人回家后是否拉下窗帘，说"Shema' Yisrael"或"我们的父亲"。在

德国，没有人比在美国更关心。现在，这种后来在德国形成的感觉是由于一件事：德国人认为

犹太人要为他们的惨败负责，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针对德国发动的，他

们（德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要负责。他们没有任何责任。只有成功。他们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海

军。他们建立了世界贸易。 



你一定要记住，德国，在拿破仑时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意志帝国由300个--300个！小城

邦、公国、公爵制等等组成。  - 300个小城邦，公国，公爵领地，等等。  三百个独立的小政治

实体。  在那段时间里，在拿破仑和俾斯麦之间， 他们被合并成一个国家。在那之后的50年里，

他们成为了世界上的大国之一。  他们的海军可以和英国媲美， 他们在世界各地做生意， 他们

可以压低任何人的价格，制造更好的产品。  然后发生了什么？  结果发生了什么？ 

 
英、法、俄三国之间有一个阴谋："我们必须一巴掌打倒德国"，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历史学家

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决定在政治上把德国从地图上抹去。现在，之后发

生了什么？ 

 
当德国意识到犹太人对她的失败负有责任时，他们自然会感到愤恨。但任何犹太人的一根头发

都没有受到伤害。一根头发都没有乔治城大学的坦西尔教授，能够接触到国务院的所有秘密文

件，他在书中写道，并引用了国务院的一份文件，由雨果-施恩费尔特写的，他是一个犹太人，

科德尔-赫尔在1933年被派往欧洲调查所谓的政治犯集中营。他回信说，他发现它们的状况非常

好。 

 
他们的状态很好，每个人的待遇都很好。而他们里面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犹太

人, 因为犹太人恰好是当时欧洲98%的共产党员.那里有一些牧师,部长,劳工领袖,共济会成员,以

及其他有国际关系的人. 

 

现在,犹太人试图把这个事实掩盖起来.他们不想让世界真正明白 他们已经出卖了德国, 而德国人

对此很反感. 

 

因此，他们确实对他们[对犹太人]采取了适当的行动。他们......我应该说，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歧

视他们？他们回避他们。就像我们对待中国人、黑人、天主教徒，或者这个国家中任何出卖我

们的敌人并导致我们失败的人一样。 

 
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世界上的犹太人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会

议。  1933年7月，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犹太人都参加了会议。  他们对德国说:"你解雇希特勒！"你

把每个犹太人都放回他以前的位置上"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不管他是什么人" "你不能这样

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全世界的犹太人,正在向你呼吁, 并向你发出最后通牒"  德国

人告诉他们... ... 你可以想象到那么他们（犹太人）做了什么？ 

 

他们分手了，塞缪尔-安特迈尔，如果这个名字对这里的人有意义的话... ...(你想问个问题？- 当

时德国没有共产党，他们叫"社会民主党"）。) 

 

好吧，我不想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我们现在用的是英文单词  他们在德国被称为什么并

不重要... 但他们是共产党人 因为在1917年，共产党人接管了德国几天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

克内西，以及德国的一群犹太人接管了政府三天。  事实上，当德皇结束战争时，他逃到了荷

兰 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人将接管德国 就像他们接管俄国一样，他将遭遇沙皇在俄国的同样命运。

所以他离开了，去荷兰是为了安全和保障。 



现在，在那个时候，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德国被平息后，德国很平静，犹太人在工作，还在努

力恢复他们以前的--他们的地位--德国人用他们能用的各种方式和他们战斗，却没有伤害到任

何人的一根头发。就像有一个团体，禁酒主义者，和那些对酒感兴趣的人打仗一样，他们没有

用手枪互相打，他们用各种方式来打。 

 
那是他们在德国与犹太人战斗的方式.而且，在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有8千万到9千万德国人 

而只有46万犹太人... ... 德国的犹太人不到百分之一的一半。然而,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媒体, 他们

控制了大部分的经济, 因为他们进来了,用廉价的钱... 你知道马克贬值的方式... 

 

1933年，当德国拒绝向阿姆斯特丹的世界犹太人会议投降时，他们解散了，Untermyer先生回

到美国--他是美国代表团的团长，也是整个会议的主席--他从蒸汽船上到美国广播公司，在全

美进行了广播，他说： 

 

"全世界的犹太人现在宣布对德国发动圣战。我们现在正与德国人进行一场神圣的冲突。我们

要用饥饿来迫使他们投降。我们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他们进行抵制，这将摧毁他们，因为他们

依赖他们的出口业务。" 

 

而事实是，德国三分之二的粮食供应必须进口，而且只能用他们出口的收入来进口。他们的劳

动力所以如果德国不能出口, 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口将不得不挨饿.没有足够的食物供超过三分之

一的人口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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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一份宣言，它刊登在1933年8月7日《纽约时报》的一页上，整整一页，塞缪尔-安特迈

尔先生在宣言中大胆地指出：  "这种经济抵制是我们自卫的手段罗斯福总统曾主张在国家复兴

管理局中使用它"。  [国家复兴管理局]--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那里，每个人都要受到

抵制，除非他们遵循新政规定的规则，当然，当时最高法院宣布新政是违宪的。 

 
尽管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还是宣布抵制德国，而且这种抵制非常有效，以至于你在世界任何

地方的商店里都找不到一件带有"德国制造"字样的东西。 

 
事实上，Woolworth公司的一位主管告诉我，他们不得不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餐具和碗碟倒入

河中；他们的商店遭到抵制。如果有人进来发现一个标有"德国制造"的盘子，他们就会被贴上

标语："希特勒"、"杀人犯"等等，就像在南方发生的这些静坐示威一样。 

 

R.H. 梅西，由一个叫施特劳斯的家族控制... ...他们也是犹太人... ...一个女人在那里发现了来自

开姆尼茨的长筒袜，上面标着"德国制造"。嗯，那是棉袜它们可能已经在那里呆了20年了，因

为自从我观察女人的腿以来，在过去的20年里，我还没有看到过一双有棉袜的袜子。所以梅西!

我看到梅西被抵制了，几百人拿着"MURDERS"、"HITLERITES"等标语走来走去。 

 

到那时为止,在德国没有任何犹太人的一根头发受到伤害没有痛苦，没有饥饿，没有谋杀，什么

都没有。 

 
现在,那... 很自然,德国人说,"为什么,这些人是谁宣布抵制我们 并把我们所有的人赶出工作岗位, 

我们的工业陷入停滞?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们？"他们自然会反感。当然，他们在犹太人拥

有的商店上画上了纳粹标志。 

 

为什么一个德国人要去把他们的钱给一个店主，而这个店主是抵制活动的一部分，他要把德国

饿死，让德国向世界上的犹太人投降，他要决定他们的总理或总理是谁？好吧,这太荒谬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938年，一名来自波兰的年轻犹太人走进德国驻巴黎大使馆，

枪杀了一名官员[一名德国官员]，德国人才真正开始对德国的犹太人动粗。  你会发现他们打碎

窗户，在街上打架等等。 

 

现在，如果有人说... 我不喜欢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毫无意义，但它对你来说还是有

意义的，所以我不得不用它... 德国人对犹太人有任何感觉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要对以下方面负

责：第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对这次世界范围的抵制；第三... 我说过对第一次世界大

战，他们要负责吗？对抵制... 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 因为在这件事失控之后, 犹太人和德国

绝对有必要在一场战争中交锋,看看谁能活下来. 

 

与此同时，我曾在德国生活过，我知道德国人已经决定，欧洲将成为基督教或共产主义的国家：

没有中间地带。它将是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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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会变成共产主义。而德国人决定: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保持它的基督教性".他们开始

重新武装。 

 
那里的意图是... 当时美国已经承认了苏联, 他们是在1933年11月承认的... 苏联正变得非常强大, 

而德国意识到: "好吧,我们的轮子很快就会到来,  除非我们强大." 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今天说的一

样, "我们的轮子很快就会到来, 除非我们强大." 

 

而我们的政府正在花费830或840亿美元 你的钱的防御，他们说。防御谁？防御莫斯科的四万

名小犹太人 占领了俄罗斯，然后用他们狡猾的方式 占领了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 

 

现在，这个国家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而我们却无法从中获得胜利，这让我的想象力

大打折扣。  我知道核弹是以百万吨为单位的。百万吨是用来描述一百万吨TNT的术语。一百

万吨TNT就是一百万吨。  现在，我们的核弹有一个10兆吨的能力，或1000万吨TNT。那是五六

年前首次研制的时候。现在，正在研制的核弹有200兆吨的能力，天知道苏联的核弹有多少兆

吨。 

 

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引发一场可能发展成核战争的世界大战，人类就完了。

那为什么会发生呢？它会发生，因为第三幕... 第三幕拉开了帷幕。第一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幕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上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及其在各地的同教分子决心再次利用美国帮助他们永久地

保留巴勒斯坦作为其世界政府的立足点。现在，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这句话也是真实的，因

为不仅是我读到了这句话，在座的许多人也读到了这句话，而且全世界都知道这句话。 

 

现在，我们该怎么做？你救的可能是你儿子的命，你的孩子们今晚可能就要去打仗了，而

你... ...你不知道，就像你知道1916年在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战争内阁达成协议，要把你

的儿子送到欧洲去打仗一样。你当时知道吗？在美国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不被允许知道它。 

 

谁知道？威尔逊总统知道豪斯上校知道其他人也知道我知道吗？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在

1912年威尔逊总统当选的时候 我是亨利-摩根索的联络员 办公室里有很多人在议论此事 

 

我是老亨利-摩根索的"密友"，他是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我是他和罗洛-威尔斯，财务主管之间

的联络人。所以我和威尔逊总统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参加这些会议 我听到他们在威尔逊总统的脑

海里灌输分级所得税和美联储，还向他灌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布兰迪斯大法官和威尔逊总统就像这只手上的两根手指一样亲密，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判

断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无能。这就是他们如何让我们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我们都在睡觉。 



现在，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他们可能正在策划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使他们不使用核弹，

我们也没有机会。美国--占世界5%的国家--怎么能在他们的本土与世界80%到90%的国家作战？

我们怎么能这样做... ... 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被屠杀？为了什么？好让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

作为他们的"联邦"？他们把你骗得团团转，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来还是去。 

 
现在，任何法官，当他指控陪审团，说，"先生们，任何证人，你发现说了一个谎言，你可以

忽略他的所有证词。" 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你来自哪个州，但在纽约州，这是法官对陪审团

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来自哪个州，但在纽约州，法官是这样对陪审团说的。如果证人说了一个

谎言，就不考虑他的证词。 

 
现在，关于犹太人的事实是什么？ 

 

犹太人--我称他们为犹太人，因为他们被称为犹太人。我不称他们为犹太人。我称他们为所谓

的犹太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如果耶稣是犹太人，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犹太人，如果

那些人是犹太人，当然我们的主和救世主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现在发生了什么？东欧犹太人占世界上自称犹太人的人口的92%，他们原本是哈扎尔人。 

 
他们是一个好战的部落，生活在亚洲的中心深处。而他们是如此好战，以至于连亚洲人都把他

们从亚洲赶到了东欧--为了减少这一点，让你不要对东欧的历史太过困惑--他们建立了这个大

哈扎尔王国：80万平方英里。只不过，当时没有俄罗斯，也没有其他国家，而哈扎尔王国是全

欧洲最大的国家--如此之大，如此之强，以至于当其他君主想要开战的时候，哈扎尔人就会借

给他们4万士兵。他们就是这么大，这么强大。 

 
现在，他们是阳物崇拜者，这是很肮脏的。我现在不想谈这个细节。这是他们的宗教，就像世

界上其他地方许多异教徒或野蛮人的宗教一样。 

 

现在，[哈扎尔]国王对他的王国的堕落感到非常厌恶，他决定采用所谓的一神教信仰--要么是

基督教，要么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信仰，要么是今天所谓的犹太教--真正的塔木德教。所以，

就像旋转一个顶点，然后喊出"咿呀，咿呀，米尼，莫伊"一样， 他选择了所谓的犹太教。那就

成了国教。 

 

他派人下到彭比迪塔和苏拉的塔木德学派，用他们的教义带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些拉比，在他的

80万人口--80万平方英里的王国里开辟了犹太教堂和学校，大概有一两千万人；他们成了我们

所说的犹太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祖先曾经踏足圣地，不仅在旧约的历史中，而且回到时间

的开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但他们却来找基督徒，要求我们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武装叛乱，

他们说： 

 
"好吧，你想当然地帮助遣返上帝的选民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祖先的家园，这是你基督徒

的责任。我们把我们的一个男孩送给你，作为你的主和救世主。你现在周日去教堂，跪下来崇

拜一个犹太人，而我们是犹太人。" 



嗯，他们是异教的哈扎尔人，他们和爱尔兰人一样被改变了信仰。而且称他们为"圣地的人"也

很可笑，就像... 中国有5400万穆斯林一样。五千四百万！而且，穆罕默德在公元620年才去世，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有5400万中国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现在想象一下，在中国，距离阿拉伯2000英里，麦加城所在的地方，穆罕默德出生的地方......

想象一下，如果5400万中国人自称"阿拉伯人"。想象一下！为什么，你会说他们是疯子。任何

相信这5400万中国人是阿拉伯人的人一定是疯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采用了一种宗教信仰；

一种起源于阿拉伯的麦加的信仰。 

 

和爱尔兰人一样。当爱尔兰人成为基督徒时，没有人把他们扔进海里，然后从圣地输入一批新

的居民，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不是不同的人。他们是同一个人， 但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作为一种

宗教信仰。 

 

现在，这些异教徒，这些亚洲人， 这些土耳其人-芬兰人... 他们是一个蒙古人的种族， 他们被

迫离开亚洲进入东欧。他们同样，因为他们的国王接受了信仰 -- 塔木德经的信仰 -- 他们别无

选择。就像在西班牙一样。如果国王是天主教徒，每个人都必须是天主教徒.如果不是，你就得

离开西班牙。所以每个人--他们就像树木和灌木丛一样生活在土地上；在他们的封建制度下，

人是属于土地的--所以他们[哈扎尔人]都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 

 

现在想象一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多么愚蠢... 对于世界上伟大的基督教国家来说，他们说，

"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声望来遣返上帝的选民，回到他们祖先的家园，他们的应许之

地。" 

 
现在，还有比这更大的谎言吗？还有比这更大的谎言吗？ 

 

因为他们控制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图书出版业，他们让部长们坐在讲坛上，让政客们

在肥皂盒上说着同样的语言......所以，如果你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自然会相信黑就是白。你

不会再把黑的叫成黑的了，你会开始把黑的叫成白的。没有人可以责怪你。 

 

现在，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这是所有降临到世界上的痛苦的基础。因为在欧洲打了两场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他们不可能像他们的弟兄们在美国生活一样，

与欧洲的人民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那么这两场战争是为了什么？难道他们要 

- 就像你冲马桶一样--因为他们无法相处，所以他们不得不说："好吧，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祖国，

你们基督徒可以帮助我们"？ 

 

我还不明白，欧洲的基督徒怎么会那么笨，因为每一个神学家，每一个历史老师，都知道我告

诉你的事情。但是，他们自然而然地贿赂他们，用钱让他们闭嘴，用钱塞住他们的嘴，而现

在... ...我不管你是否知道这些。你是否知道这些事实，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但对我来说却

有区别。我的家族里有一些男孩将不得不参加下一场战争 我不想让他们去打仗并死去... 就像他

们死在韩国一样。像他们死在日本。就像他们死在世界各地。为了什么？ 

 
帮助骗子抓住他们从无辜的人那里偷来的东西，而这些人已经和平地占有了那片土地、那些农

场、那些家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这就是美国必须发动战争的原因吗？因为民主党想要纽约州--选举人票？伊利诺斯州的选举人

票？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票......这些都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教派控制着......权力

的平衡？ 

 
在纽约市有40万自由党成员，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教主义者。而纽约州以40万票支

持肯尼迪。现在，我不怪肯尼迪先生。我很喜欢肯尼迪先生。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认

为如果我们能把事实告诉他，他真的能把我们从这个麻烦中解救出来。我相信他知道的东西比

他的任命所显示的要多得多。他在和敌人打交道就像你去钓鱼，你得和鱼儿玩耍。让它们出来，

然后把它们拉进来。让他们出来，然后把他们拉进来。但我知道肯尼迪先生的父亲 他对这个问

题有多了解 肯尼迪和他父亲的关系有多密切 我不认为肯尼迪先生完全不知情的。 

 
但我认为，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忠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保卫这个国家视为神圣的

权利，他们有责任和肯尼迪总统沟通，不是和他们的国会议员，不是和他们的参议员，而是和

肯尼迪总统。告诉他，"我认为你不应该派我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孩子，穿着美利坚合众国的

制服，在你看到的这里的旗帜下，我们的红，白，蓝，去那里打仗，以帮助保持在这些人的手

中，他们所窃取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不要一个人写一次，要继续写，让你的朋友们写。 

 
现在，我可以无休止地继续说下去，告诉你这些事情，以支持我刚才要求你做的事情。但我认

为没有必要这么做。你的智商高于一般的群体，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打动这个。 

 

但是...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你说的是... "哦，犹太人为什么是犹太人？基督教.为什么，我们从

犹太人那里得到了基督教... ...犹太人给了我们耶稣，犹太人给了我们宗教".但你知道吗，在你

认为对他们来说很神圣的赎罪日，在那一天... 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不是传闻我在这里不是

来闹事的。我是来给你们提供事实的 

 

当在赎罪日，你走进犹太教堂时，你背诵的第一句祷文，你就会站起来--这是唯一的祷文，你

就会站起来--并重复三次简短的祷文。"Kol Nidre"。在这个祷告中，你与全能的上帝达成协议，

即在未来12个月内，你可能做出的任何誓言、宣誓或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你可能做出的任

何誓言、宣誓或承诺都将无效。 

 

誓词不得为誓词，誓言不得为誓言，保证不得为保证。彼等不具效力，如是等者。 

 
而更进一步，《塔木德》教导说："别忘了--每当你起誓、起誓、起誓时--记住你在赎罪日所念

的科尔尼德勒祷文，那就免去了你履行的责任"。 

 

你能依靠他们的忠诚度多少？你可以依靠他们的忠诚，就像1916年德国人依靠它一样。 

 
而我们将遭受与德国同样的命运，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不能依赖像领导层这样不安全的东

西，而领导层没有义务尊重誓言、誓言或保证。现在，我可以继续向你背诵许多其他的东西，

但我会对你的时间有一点尊重，你想真正，呃，通过这一切。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 

http://www.sweetliberty.org/issues/israel/kolnidre.htm
http://www.sweetliberty.org/issues/israel/kolnidre.htm


 

[缩短了。弗里德曼继续谈"常识报"。之后，他要求听众提问。] 

 
~~~~~~~~~~~~~~~~~~~ 

 
[问题听不清]弗里德曼。好吧，我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比较深奥，但是你们都有很高的智慧，

所以我要做一个尝试。在圣经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地理区域叫做犹太。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

省。现在，住在犹太的人被称为犹大人，在拉丁文中是Judaeus，在希腊文中是Judaius。这两

个词，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就是犹大人的意思。 

 

现在，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没有'j'这样的字母， Judaeus和Judaius的第一个音节是以'ghu'开

头的。现在，当《圣经》被写出来的时候，它首先是用希腊语，拉丁语，泛大西洋语，叙利亚

语，亚拉姆语... 所有这些语言写的。其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犹太人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根本

不存在。犹太是一个国家，人们是犹大人，而耶稣只是被称为犹大人。我见过那些早期的... 最

早的脚本。 

 

1345年，英国一个叫威克里夫的人认为，是时候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了。当时没有英文版的

《圣经》，因为谁魔鬼会读？只有受过教育的教会人士才能读懂拉丁文、希腊文、叙利亚文、

亚拉姆文和其他语言。总之，威克里夫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但在其中，他不得不四处寻

找一些关于犹大和犹大的词汇。 

 

没有英语单词，因为犹太已经不存在了。根本就没有犹大这个词。人们早已忘记了这一点。所

以在第一个译本中，他在提到耶稣的时候，用了"犹太"这个词。那时候，还没有印刷机。 

 
然后，在1345年到17世纪之间，当印刷机开始使用时，这个词经历了许多变化... ...我这里都有。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读给你听。  我会读给你听的在威克里夫圣经中的"gyu"这个词变成了... 首

先是"gyu"，然后是"giu"，然后是"iu"（因为拉丁文中的"i"发音像"j"。凯撒大帝是'Iul'，因为拉

丁文中没有'j'），然后是'iuw'，然后是'ieuu'，然后是'ieuy'，然后是'iwe'，然后是'iow'，然后是

'iewe'，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圣经都是如此。然后是'ieue'，然后是'iue'，然后是'ive'，然后

是'ivw'，最后在18世纪... 'jew'。犹太人。 

 

所有腐败的和收缩的形式为Judaius，和Judaeas在拉丁文。现在，没有"犹太人"这个词，任何神

学家--我在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神学院里讲过课，大概有20所，欧洲有两所--都没有犹太人这个

词。这里只有犹太，而耶稣是犹大人，在英文圣经中，第一个用来描述他的英文词是'gyu'--犹

太人。犹太的一种收缩和缩短的形式，就像我们把实验室叫做'实验室'，把汽油叫做'汽油'一

样......有短路的趋势。 

 
所以，在英国，没有公立学校；人们不知道如何阅读；它看起来像一个乱七八糟的字母表，所

以他们用它做了一个简短的词。现在，一个神学家说，你不能伤害犹太人，真是可笑。我想知

道经文中哪里说过这句话。我想知道经文的内容 

 

看看德国因为接触犹太人而发生的事情。作为美国公民，你会怎么对待那些对你做所谓的犹太

人--波拉克人、利特瓦克人和利齐亚人--他们不是犹太人，正如我刚才向你解释的那样。他们

不是犹太人，正如我刚才向你解释的那样，他们是东欧人 



他已经皈依了塔木德教。根本就没有犹太教这回事。犹太教是近年来对这个宗教的称呼，在

《圣经》历史上被称为托拉[听不清]。没有犹太人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听说过犹太教。它并不

存在。他们把它从空气中拉出来... 一个毫无意义的词。 

 
就像'反犹'一样。阿拉伯人是闪族人。而基督徒把不喜欢犹太人的人说成是反犹主义者，他们

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称为反犹主义者。世界上只有阿拉伯人是闪米特人.没有一个犹太人是闪米

特人.他们都是突厥人的蒙古人.东欧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给公众洗脑了 如果你能邀请我去见这

位告诉你这些事情的牧师 我会说服他，这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会去任何我必须去

的地方去见他。 

 
~~~~~~~~~~~~~~~~~~~ 

 

是的，女士。那么...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你的第一个前提是错误的。你的第一个前提

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互相忠诚的，这是错的.因为东欧犹太人的人数比其他犹太人多得多 他们

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犹太人的种族 他们是犹太民族 他们是犹太人民... ... 

 

但在1844年，德国的拉比们召开了一次来自世界各地的拉比会议，目的是取消赎罪日宗教仪式

中的Kol Nidre。  在德国不伦瑞克，1844年举行的那次会议上， 几乎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骚乱。

一场内战。 

 
东欧人说："管他呢。我们应该放弃Kol Nidre？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人民。我们给他们

一个特许权，这样他们就可以告诉基督徒，'去死吧，我们会做任何你们想要的交易'，但他们

不必执行。"去死吧，我们会做任何你想要的交易"，但他们不必执行。这让我们对我们的人民

有了控制权"。所以，他们不是那么团结， 如果你知道这种感觉存在... ... 

 

现在，我还会给你们看一份官方文件，是由一个负责... 呃，给这个种族洗礼的人写的，这是我

们从纽约市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档案中得到的文件。这是我们从纽约市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档

案中获得的一份文件，其中有詹姆斯-A-马尔科姆爵士的手稿，他代表英国内阁与这些犹太复

国主义者谈判。 

 

在这里，他说，所有在英国的犹太人都反对它。在那里呆了很多年的犹太人，[听不清 -- 可能

是塞法迪姆人]，那些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及荷兰血统的人... 他们是一神论者，并相信这种宗教

信仰。那是在东欧犹太人还在亚洲的中心地带奔波， 然后进入欧洲的时候。但他们和他们没有

更多的关系，比......我们可以谈一个基督教的'种族'吗？ 或者说一个基督教的宗教吗？......或者

说基督教徒是团结的？ 

 

所以犹太人之间也有同样的不团结。我会在这份文件中告诉你 当他们去法国试图让法国政府支

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冒险时， 在法国只有一个犹太人支持它。那就是罗斯柴尔德，他们这样做是

因为 他们对石油和苏伊士运河感兴趣。 

 
~~~~~~~~~~~~~~~~~~~ 

 

[问题听不清]弗里德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被打扮得花枝招

展。他们来了，他们告诉你，你必须给多少，如果你不... ... 哦，你是反的。 



Semitic.然后他们的朋友都不会和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就会发起一场抹黑运动... ...你必须付

出。 

 
在纽约市的服装中心，大楼里有12家制造商。当销售以色列债券的时候，犹太人联合运动，他

们放了一个大记分牌，上面写着公司的名字，在他们对面，当你赚到他们给你的金额时，他们

会在名字后面放一颗金星。然后，买家会被告知，"当你到那栋楼里去找人，而他们还没有拿

到金星，告诉他们，在他们拿到金星之前，你不会向他们买东西"。BLACKMAIL.我不知道你还

能叫它什么。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告诉你这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然后他们给以色列送去了80亿美元，

免税，减税，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给以色列送去这80亿美元，其中70亿美元会作为所得税进入美

国财政部。所以，如果他们没有把这80亿美元送到以色列，其中70亿美元会作为所得税进入美

国财政部。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他们对汽油或面包征收更多的税或公司税。总得有人为政府支付管理费用。那你为什么让这些

人把钱送到那里去买枪... ...把人们赶出他们古老的家园？你说，"哦，好吧，可怜的犹太人。可

怜的犹太人。他们无处可去，一生都在被迫害"。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迫

害。我希望我有两排拉比在这里挑战我。在所有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一次因为他们的宗教

而受到迫害。 

 

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被赶出英国吗？国王爱德华一世在1285年把他们赶走了，直到克伦威尔革

命，他们才回来，而这次革命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的。四百年来，没有一个犹太人。但你

知道他们为什么被赶走吗？因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中 收取"租金"是对金钱使用的一种

罪恶。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利息[高利贷]是一种罪过。 

 

所以犹太人在英格兰垄断了市场 他们收取了大量的利息 当领主和公爵们无法支付时 他们就会

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他们制造了很多麻烦，以至于英国国王最终让自己成为他们的合伙人，因

为当他们来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时候，一些公爵撞到了犹太人... ...放债人。所以国王最后说--

这都是历史上的事，你去查查田逊[丁尼生？]或鲁克，《英国犹太人史》；这两本书你可以在

图书馆里找到。当国王发现麻烦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赚了多少钱时，他宣布自己是放债人百

分之五十的合伙人。爱德华一世多年来，英国国库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犹太人放贷的百分之五

十的利息。 

 
但情况越来越糟 But it got worse and worse.越来越糟，以至于当领主和公爵们不断杀害放债人

时，国王说："我宣布自己是所有放债人的继承人。  "如果他们被杀了，你们必须给我钱，因为

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国王必须带着军队出去收钱，所以他让

犹太人离开。他们有15,000人，他们必须离开，然后他们去了爱尔兰，这就是爱尔兰成为联合

王国的一部分的原因。 

 

当爱德华国王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时，他决定在别人之前将爱尔兰据为己有。他派罗伯特-索

斯加德率领一支雇佣军征服了爱尔兰。所以，请告诉我有哪一次犹太人因为宗教信仰而在任何

国家受到迫害。从来没有发生过。总是因为他们对他们定居的社区的政治、社会或经济习俗和

传统的影响。 



~~~~~~~~~~~~~~~~~~~ 

 
[问题听不清]弗里德曼：是的，先生。好吧，他们说大部分这些事情自己。这是不必要的 本杰

明・富兰克林说。大部分的事情他们自己说。但本杰明-富兰克林观察到了，并通过传闻了解

到了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920年俄罗斯成立后，逐渐包围了哈扎尔王国，并吸收了他们，大部分富裕的哈扎尔人逃到

了西欧，并带来了你反对、我反对和其他很多人反对的东西。他们的风俗、习惯、本能，都是

他们所拥有的。 

 
当本杰明-富兰克林把他们称为犹太人，因为那是他们的名字，当基督徒第一次听说这些从俄

国逃出来的人--他们是谁--他们奉行这种塔木德教的信仰时，西欧的基督徒说："他们一定是失

落的十个部落的余孽！" 

 

格鲁茨先生，犹太人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说过... ...他可能是这个问题上最优秀的权威。  当本

・富兰克林在18世纪来到欧洲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了这些人在离开他们的祖国后所做的事情的结

果了而且每句话都是真的，他们自己说的。  我可以给你六七本他们写的书 他们在书中都说了

同样的话 当他们有钱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暴君当他们被打败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无情。  他

们只是野蛮人他们是亚洲蒙古人的后裔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 

 

他们有什么权利以这样的方式接管俄国？沙皇在九到十个月前就退位了。他们没有必要... 他们

将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但他们不希望这样当君主立宪制在11月集合的时候 他们把他们都杀了 

建立了苏维埃联盟。 

 

没有必要这样做。但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如果你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寻找"布尔什维

克主义"这个词，你会在那里找到列宁为成功的革命制定的五条法则。其中一条是，"等待合适

的时机，然后给他们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读一读就会有收获。 

 

你还会发现，为《大英百科全书》写文章的哈罗德-布莱克特里先生说，犹太人构思、创造和

培育了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他们的能量使他们成为运动的先锋。哈罗德-布莱克特里写的，没

有人比他更了解共产主义。而《大英百科全书》25年来一直在印刷它。 

 
~~~~~~~~~~~~~~~~~~~ 

 
[问题听不清]弗里德曼。好吧，我不能提倡你做任何犯罪的事情， 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你

可以开始我所说的一个无尽的链条。如果你能让你的朋友们客观地写出，这是声明。肯尼迪先

生的办公室亲手给我的.接替肯尼迪先生的史密斯先生接管了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里--给

了我这个。他在25日送来了这个，这里说。 

 

"8月25日向上午（指早报）发布"。"以色列在这里停留。这是国家的承诺，是民主党的特殊义

务。白宫必须带头。美国的干预。我们将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对任何国家在。 



攻击其邻国的中东国家。我建议我们向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明确保证，我们将以任何必要的力

量和速度采取行动，制止任何国家的任何侵略"。 

 
那么，你把人民返回家园[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叫做侵略吗？肯尼迪先生会这样做吗？假设有300

万墨西哥人进入德克萨斯，把600万德克萨斯人赶到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沙漠里。假设这些

墨西哥人带着武器溜进去--德克萨斯人被解除了武装--然后在一个晚上，他们把他们全部赶出德

克萨斯，并宣布自己为阿拉莫共和国。美国会怎么说？ 

 

我们会说，这些德州人试图从墨西哥小偷手中夺回他们的家园是一种侵略吗？假设阿拉巴马州

的黑人被苏维埃秘密武装起来 一夜之间，他们把所有的白人赶到密西西比州、乔治亚州和佛罗

里达州的沼泽地里... 把他们完全赶走，并宣布他们自己是哈姆共和国，或者是什么或其他的共

和国。如果这些人，阿拉巴马州的白人，试图回到他们的家园，我们会称之为侵略吗？ 

 

如果苏联说："不，那些黑人现在占领了他们！ 让他们留在那里！"，或者"不，那些墨西哥人在

德克萨斯。或者"不，那些墨西哥人在德克萨斯，他们宣称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让他们呆在那

里。"让他们呆在那里。你们在犹他州和内华达州有很多地方。你们在犹他州和内华达州有很多

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定居吧"。 

 

如果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或德克萨斯人想回到自己的家园，我们会称之为侵略吗？所以现在，你

必须写信给肯尼迪总统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你们使用的侵略，因为联合国在过去12年中15次呼

吁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允许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以前的家园和农场。 
 
 
 
 
 
 
 
 
 
 
 
 
 
 
 
 
 
 

 
[本杰明-弗里德曼1961年在华盛顿特区威拉德酒店代表康德-麦金利当时的爱国报纸《常识》发
表的演讲记录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