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看論壇 A7www.kanzhongguo.com  第721期   公元2019年12月20日—12月26日 

文∣東洲 

人士慷慨捐輸。筆者大膽猜想，這

應該與王立強的爆料有關，他說韓

國瑜陣營收了他兩千萬人民幣，據

說給了媒體十五億，還有一串收了

錢的名單，為了洗刷嫌疑，裝窮是

一定要的。這個時候還大手筆花

錢，不啻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

愚蠢行動。當然，也可能因為向心

夫妻已經曝光，金流被斷，這也不

無可能。總之，韓國瑜之反常行

為，必須從背後北京勢力的操控與

權力消長去解讀。

韓陣營和吳敦義，實際上是貌

合神離。媒體問朱立倫是否韓意在

逼宮吳敦義。朱回答：「我不這樣

認為，今天可以號召大家加入國民

黨都是好事。」不過，他也表示：

「現階段一切以勝選為考量，沒有

任何敗選思維，這場棒球比賽才打

到最後的第 8局、第 9局，大家

全力以赴，『哪有人說一場棒球比

賽，才比到 7局就要棄械投降？沒

有這件事情，一定要拚到底。』」

隨即，韓國瑜在 12月 8日正

式宣布朱立倫為全國競選總部主

委，韓國瑜並表示：他與張善政、

朱立倫，「鑽石三角」正式結合。

那麼，韓國瑜與吳敦義的矛

盾何在呢？論者以為，他們看衰

2020的總統與立委選舉，所以必

須為下一步做準備。吳敦義原本志

在總統，後來此路不通，於是便想

至少當個立法院長，不料如今連不

分區立委都不見得當得上。因此，

退守國民黨黨部，繼續當黨主席也

是最低限度的打算，失去這個位

置，等於淡出政壇。

韓國瑜方面，如果選不上，又

被罷免高雄市長之位，難道真要如

他自己說的「去賣珍奶」？進擊一

步，借韓粉之力，奪取國民黨黨主

席之位，徐圖 2024年，對於韓國

瑜來說，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筆者一直以為，國民

黨黨主席只有當國民黨是大黨時，

才有分量，才有再度執政的本錢。

如今，黨內鬥爭不斷，年輕世代形

成斷層，後繼無人。就連根正苗

藍，神主牌強硬，外貌與形象俱佳

的蔣家後代蔣萬安，如今都在他的

臺北市選區奮戰，不一定穩上。所

以，遑論其他立委候選人，每個人

的民調都不樂觀。關鍵是國民黨的

不分區名單，自毀形象的親共，導

致民調從領先甚多到如今的落後。

國民黨萬一大敗給民進黨，恐怕會

徹底小黨化，支持度過不了百分之

二十。

其實，國民黨之淪落，正是

共產黨「二桃殺三士」，黨內互爭

的結果。龐大的利益當前，反共意

志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爭搶北

京的青睞，把中共對臺的代理權收

攏在手裡。我要指出的是，韓國瑜

與吳敦義的言行，不管是對於統一

的態度，或是不分區名單，都不是

在爭取臺灣選民的支持，都是在向

北京方面做一種無恥無格的政治表

態，討北京的歡心，用意為何？我

不去多猜測。但是，他們親中親共

的路線是明擺著的，不是被抹紅，

是他們穿紅衣，戴紅帽向北京獻忠

心的結果。

韓流為甚麼消風？國民黨為甚

麼從去年的形勢大好，變成如今這

般局面？很多人怪罪吳敦義。真正

形勢逆轉的關鍵在於國際局勢的丕

變，美國已經改變戰略，香港人的

反送中已經證明一國兩制根本全都

是假的。國民黨竟然還沉溺在美中

關係良好時期，抱著「九二共識，

各自表述」不放。國民黨堅守藍色

正統的中華民國派還是有的，只是

誤判形勢，還在寄望兩岸的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在臺灣絕無市場，一

個中國是夢想，繼續兜售這種謊言

的政客，當然會被淘汰。只要共產

黨沒有滅亡，統獨都是假議題，因

為臺灣的命運還未定，前途不是完

全掌握在自己手裡，還在極權政權

的口中求生。

從川普上臺以來，美國國運

開始改變，經濟表現亮麗且強勁，

政治上收拾了恐怖主義分子。臺灣

的國運也隨之改變，不僅經濟穩步

增長，外交方面雖然被斷交幾個，

大選在即 國民黨一路走低

根據幾位資深的媒體評論員

指出，韓國瑜之所以出此下策，其

實就是敗選的前兆。評論以賭局為

例，指出這種做法是「蓋牌」。由

於民調幾乎一面倒的看衰韓國瑜，

這不利於韓陣營的募款。幾乎同一

時間，韓陣營語帶指責地說，他們

未收到國民黨黨中央的資金奧援。

國民黨黨中央也立刻回擊說，黨中

央陷入財務吃緊的狀態，連 12月分

的黨工薪資尚未有著落。雙方互相

哭窮，其實更是讓外界摸不著頭腦。

韓陣營雖然哭窮，不過媒體

人計算之後發現，他幾乎沒有行程

與活動，應該花不了甚麼錢。有人

認為，韓國瑜已經放棄總統大選，

因為落後太多，難以追趕。所以，

韓國瑜的募款活動，應該是為了選

後爭奪國民黨黨主席之位在儲備實

力。這個說法不是空穴來風，正當

總統大選倒數計時之際，韓國瑜行

程超少，熱衷於不花錢的直播，尤

其是，臺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號召

韓粉入黨，劍指黨主席，更被外

界質疑此舉在「逼宮」黨主席吳敦

義。韓陣營號召廣大韓粉加入國民

黨，其用意為何？當然就是當他競

選黨主席時的投票部隊。

這個風格很有中共的黨味。

當年國民黨在前線對抗日本，共產

黨躲在後方壯大自己，等到日本投

降，他再冒出來攻向已經師老兵疲

的國軍，坐收漁翁之利。

至於韓陣營之哭窮，實在沒

甚麼道理。他的妻子一趟東南亞之

旅，應該募得不少款項，尤其國民

黨選舉，光賣面子都不愁沒有企業

距離臺灣2020年總統大選只有
1個月左右，代表國民黨參選的
韓國瑜民調一路下滑，遠遠落後

爭取連任的蔡英文。就在這關鍵

時刻，韓國瑜幾度指控這些都是

「假民調」，並要他的支持者

拒答民調，甚至要他們向民調

機構說謊，表達「唯一支持蔡 
英文」。

公民的尊嚴和人身自由。」

「251事件」一經媒體曝光便

迅速發酵，民眾聲討華為的聲浪一

浪高過一浪。儘管華為動用了強大

的力量來刪帖，但中國知名網絡媒

體「知乎」上「華為做了哪些惡」

等議題卻在近日悄悄解禁了。「知

乎」曝光華為的黑幕，令華為腦羞

成怒，甚至還想把這家「私人控

制」的媒體一關了之。華為霸凌之

強勢之狂妄，令人驚詫。

還有人在網絡 github.com上

列出了「華為做過的惡」（https://

github.com/evil-huawei/evil-

huawei），詳細列舉了十八條網絡

鏈接。還特別說明此舉的原因是：

「由於部分內容被控評和刪帖，已

經無法在中文互聯網搜索到，所以

本項目將蒐集華為做過的惡，紀錄

這些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其中

比較典型的有：12年老員工孕期

被「主動離職」；手機防水造假；

拍月亮造假；廣告涉嫌造假；前員

工林夕事件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上述網絡鏈接

顯示，華為員工將領導講話和內部

文件整理成了華為「四大名著」。

書名和華為員工對應的解讀分別

是：《火車頭傳》—讓你去死你就

得去死；《告研發員工書》—你不

死就搞到你死；《原生家庭論》—

死了活該，不怪公司；《字字珠璣

案例集》—早聽我的你怎麼會死

啊！華為霸道的狼文化，從華為四

此陰謀論一出，讓人不寒而

慄，原本就已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

緊接著鋪天蓋地而來。華為真的是

無辜的嗎？今天我們就一起來揭一

揭「華為做過的惡」，以及「251

事件」到底有哪些令世人驚恐之

處？

造假霸凌關押 
——那些華為做過的惡

就在幾天前，華為不僅不就

無辜關押前員工李洪元一事道歉，

表態還特別強硬：聲稱華為舉報合

理，不服去起訴華為吧。不要說大

眾媒體，就連官媒也看不下去了。

澎湃新聞隨後發表名為〈拒不道歉

的華為：沒有同理心，讓人害怕〉

的評論文章，提醒華為「再大的企

業，也是由一個個勞動者組成的；

再大的道德光環，也不能侵蝕一個

大名著中可見一斑。可以想像，身

為弱勢群體，華為員工是怎樣一種

戰戰兢兢、不寒而慄的感受！

「251事件」並非個案 
數百名前華為員工遭關押

「251事件」中李洪元還算機

靈，也夠幸運。在前期談判期間，

他隨時隨地帶著錄音筆，錄音多處

備份且保留了長達半年以上，所以

能撐過 251天牢獄之災。司法機

關給他定的罪名最早是「職務侵占

罪」，後來又改為「敲詐勒索罪」。

因為李洪元手中握有錄音證據，最

後只得無罪釋放。他保住了約 30萬

元工資補償，並拿到了 10萬元國家

補償，只是華為原來答應補償的 30

萬年終獎還是沒有著落。復盤這個

過程，倘若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一步

稍有差池，他恐怕只能落得身陷牢

籠插翅難飛的悲慘境地了。

華為員工朱先生近日在接受自

由亞洲電臺採訪時即指出，李洪元

的遭遇並非個案，只是幾乎都被人

們忽略了。

比如原北非地區部的員工曾

夢，就曾被北非無線主管劉健構陷

曠工開除；劉健以在摩洛哥筆記本

電腦被偷為由，告曾夢詐騙罪，把

他關了 3個月看守所才無罪釋放。

更弔詭的是曾夢是在泰國被中共警

察抓捕回國的，屬於跨國抓捕。此

外，還有深圳一家科技媒體的內蒙

人王昊，也被華為構陷，導致其被

是華為做惡的回報 還是「黑公關狂歡」

2019年12月4日，華為CEO余
承東在社交媒體轉發文章〈一場

針對華為的黑公關狂歡〉。該文

稱，華為前員工李洪元被關押251
天事件不是勞資糾紛問題，而是

全網發起的一次黑公關活動，所

投入的成本起碼是幾百億量級；

並稱美國為首的境外敵對勢力是

幕後推手，還聲稱應取締「知

乎」等私人控制的媒體。

但是獲得美國更大的支持。美中對

抗，提升了臺灣的重要性，這是臺

灣改運的關鍵。

如今，美國朝野已經改變對於

中國的看法，明確區分共產黨與中國

百姓。反送中事件後，國際上聲援香

港民主的浪潮漸起，連帶支持臺灣的

各國議員漸多，友臺的苗頭起來了。

這個時候，臺灣朝野如能和衷共濟，

不分你我，一起捍衛臺灣的主權，何

愁在國際上沒有一席之地。臺美關係

只會越來越好，因為臺灣的價值不是

親共極權，而是民主自由。臺灣要發

大財，必須改弦更張，放棄親北京路

線，堅定走親美路線。這也是兩蔣、

李登輝、陳水扁與蔡英文的基本路

線，馬英九雖然親中，但是不至於像

現在的國民黨一樣，全然把寶壓在中

共身上。

這次大選將是關係臺灣未來

禍福的一次選舉，選擇自由民主陣

營，臺灣將再興旺至少 30年。萬

一親共派獲勝，香港的遭遇就是前

車之鑑。

還好，局勢已經逆轉。美

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辦公室副主任孟沛德

（Peter Mattis）提到，向心與龔

青夫婦選擇自願留在臺灣。王立強

爆的料雖猛，但是向心夫妻掌握的

才是更多更重磅。

這起投誠案還在發展中，不

過對於親共者，尤其是收了錢的那

些人來說，他們應該已經心神不

寧，如坐針氈，哪有心思選舉？萬

一被整個掀開，面臨的就是法律的 

訴訟。

所以，解讀國民黨在大選前

的許多荒腔走板的舉措，必須從北

京情報系統的內鬨與投誠案說起。

而這個情勢的演變又和香港局勢與

美國的介入有關。臺灣在風頭浪尖

上，那些親共者，真得想想，中共

已經自顧不暇，情報系統都投誠

了，收錢的都可能被供出來，真的

執迷不悟，那麼下場絕不是落選與

毀黨而已，全部都將面臨法律的制

裁不說，歷史上變節投共的，一定

是人格全毀，而且為自己的後代掛

上恥辱的印記。

文∣金唐、李若蘭 關押了 252天後才獲釋。

還有一名華為員工，也是被公

司誣告關進監獄。華為勸員工妻子

讓這名員工寫悔罪書，條件是寫了

就放他出來。他妻子信了，勸他寫

了悔罪書，結果他出來後，華為隨

即提起公訴。

另據 Twitter(@Justso_CN)

近日爆料稱 :僅在深圳龍華看守所

就關押過 300多位華為前員工，

大多都是以職務侵占或者受賄罪的

名義。華為經常組織員工到看守所

「參觀」，也是為了敲山震虎——

敲打華為員工老老實實聽話罷了。

華為形象一落千丈

曾幾何時，華為扛起了中國民

營高科技企業的大旗，是官媒口中

的中美貿易戰受害者，有著近乎完

美的形象和美譽度。如今，這些因

「251事件」而開啟了全面崩塌的

節奏，一落千丈；輿論一百八十度

轉向，華為將不得不為他的強硬買

單。甚至有網友戲稱：「孟晚舟被

加拿大抓了是不是誣陷員工的報應

啊；孟晚舟加油，申請加拿大國家

賠償，為國家創造外匯，蹲到加拿

大破產。」

據透露，目前華為內部正在推

行裁員計畫，大約 5%到 10%的

人會被裁，涉及總數大約為 7000

到 15000人。目前，由數百名被

勸退的華為員工組成的核心群體

正在維權。華為強硬的態度，讓 

大家心涼。

「251事件」的可怕之處 
——陰謀論與司法不公

真正可怕的是，現在華為又

拿「陰謀論」說事：給「美帝」扣

帽子，嚇唬民眾要取締私有網絡媒

體，甚至憑空臆測事件背後有「黑

公關」花鉅資運作。

這招術大家是不是很眼熟？在

香港反送中抗議活動及新疆大規模

監禁事件中，中共政府就不正是這

個套路嗎？華為的套路，像不像中

共強力部門？像不像政府行為？真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251事

件」背後的司法不公與公器私用。

華為想抓人就抓人，想怎麼定

罪就怎麼定罪。雖然華為沒有國家

強力機關的權力，也絲毫不影響它

舉報並給自己的員工定罪，而國家

執法機關就像華為的執行部門。這

種大企業在中國一手遮天、為所欲

為的現象在中共治下極為普遍。官

商勾結、狼狽為奸構陷善良百姓的

案件層出不窮，更不要說華為這種

巨無霸企業了。

「251事件」，對華為而言，

是如此之小，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名

員工的離職糾紛；「251事件」又

是如此之大，它硬生生的撕下了華

為的偽裝和面紗，將冷血殘酷的華

為真實的呈現給世人，開啟了華為

的衰敗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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