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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留學生曾遭紅三代持槍強姦

W 小姐在洛杉磯接受採訪。（新唐人電視臺）

【看中國洛杉磯訊】    在強忍了

一年多的時間後，28 歲的大陸留學

生 W 小姐在美國向媒體披露：她在

大陸工作期間，曾遭公司董事長趙

磊拿槍威脅、強姦以致懷孕、墮胎

的經歷。而強姦她的趙磊自稱擁有

超強紅色背景，是被稱為中共「延

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和其第二任

妻子王定國的外孫，即王定國長女

謝宏的兒子。

2019 年 12 月 20 日，W 在洛杉

磯講述了自身的遭遇：

「美好世界航空集團」是空殼

公司？

2017 年 4 月份，在美國留學畢

業後的 W 決定回大陸發展，在北

京生活了約半年後，她經人介紹在

上海的一家集團公司獲得了工作機

會。她說，上海集團的老闆是一位

女性，旗下有很多公司，分別涉足

互聯網、通訊、律師、投資、影視

等不同領域，也認識很多做政府項

目的人。

在公司工作了幾個月後，W 被

老闆告知，集團有業務想在北京開

展分公司，所以要 W 到北京給一

位書記送文件，並且要拿著文件到

「發改委」簽字。

不疑的 W 就帶著老闆給的任務

到了北京，卻被接待的書記帶到了

位於朝陽區七棵樹路的「美好世界

航空集團」。

谷歌搜索出的「美好世界航

空 集 團」 網 站 是：http://www.

wwaaag.com/，但該網站看上去還

在測試中，幾乎所有的頁面都是空

白，看不到太多信息，僅有一段話

聲稱：該集團創立於 2016 年 3 月，

業務覆蓋民用、公務、通用、軍用

航空等多個航空領域。但據 W 說，

這個集團插足了大陸的各個領域，

與政府甚至中共軍方的關係密切。

W 說：「當天見了美好世界航

空集團的董事長趙磊後，書記就安

排我留在趙磊的公司工作。」W 誤

以為是老闆要與趙磊集團共同進行

影視項目，就聽從安排，於 2018

年8月份正式在趙磊的公司就職了。

「當時趙磊說有一個電影（中

共主旋律電影）項目，讓我去負

責，類似影視總監這樣的職位。然

而薪資一開始都沒有談好，說了要

給很多項目的後期分紅，應允的工

資最後都沒有實現。」

    入職不久遭以槍威逼施暴

入職後，W 就發現公司內經常

有達官顯貴、做大生意的人出入。

趙磊還經常與做機場建設、機場信

息網、核研究的人來往。一次，W

親聽到會議講有軍隊裡的首長到公

司送給趙磊一把長槍。

W 覺得趙磊很怪異，看上去

五十多歲的人了，對公司的很多女

性卻都表現出異樣，但在事發前，

趙磊並沒有騷擾她的舉動。到了 8

月中旬，有一天趙磊就把所有人都

從辦公室支了出去，唯獨留下她，

並將門反鎖，意圖不軌。

起先 W 強烈反抗，於是遭到趙

磊的毆打：「他有兩把槍，一把長

槍是那個軍方送的，但他還有一把

小手槍。他見我不從，就拿出那把

小手槍威脅，強姦了我。」

    趙磊被警方逮捕隨後釋放

事發一個多月後，W 便發現自

己懷孕了，卻不敢跟父母講。由於

趙磊持有槍枝，W 聼取了自己一位

在北京做危機處置公司的朋友的建

議，到東壩派出所報了警。

接到報案後，警察到趙磊的辦

公室將其逮捕。但 W 說，趙磊被抓

後的態度十分蠻橫，在派出所的走

廊上與警察發生衝突，甚至動手毆

打警察，並嚷嚷說：「你們知道我

是誰嗎？」隨後在不到 24 小時的時

間內，趙磊就被放了。

W 錄完口供後，就在警察的安

排下到醫院做人流。「是警察聯繫

的儷嬰婦產醫院的女院長親自給我

做的（人流）。我身上還有他（趙

磊）虐待我留下的傷口，醫生就先

幫我治療傷口，於 10 月份做的人

流手術。後來還做了 DNA 鑒定，

確定孩子是趙磊的，警察還讓我取

了血樣。」

然而就在一切做完後，W 再聯

繫派出所時，警察卻對此事完全回

避，緘口不提，此事就被石沉大海

了。她說：「我覺得他（趙磊）利

用家裡的關係，把這件事情給壓制

下去。」

知情人：事情太複雜不敢過問

那趙磊到底擁有什麼背景呢？

據 W 說，事發前，她曾跟隨趙磊參

加過的會議，經常聽趙磊跟別人介

紹自己時說：「我姥姥是王定國，

【看中國洛杉磯訊】    當局最近

逮捕並起訴了一名在聖貝納迪諾縣

（San Bernardino County）搶劫了

7 次的阿祖薩（Azusa）男子，包括

從 10 月 15 日到 12 月 1 日之間在

安大略（Ontario ）的 4 起搶劫。

41 歲 的 馬 丘 卡（Donald Mooch 

Machuca）涉嫌兩次搶劫了安大略

一間 Subway 三明治餐廳，並在該

市另兩個 Subway 店犯案。警方已

取得監視錄像。安大略市警方說，

嫌犯曾揚言要開槍射擊商店員工，

但警方並未發現他攜有武器。當局

懷疑他與洛杉磯、河濱縣與聖貝納

迪諾縣的 18 起搶案有關，民眾如

知情請致電 1-800-78-CRIME 或訪

問 wetip.com。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杉磯警

察局表示，21 號 ( 週六）清晨，

一名男子在東好萊塢附近被槍殺。

據報導，上週六午夜剛過，警方接

到一個報警電話，稱一名男子在北

馬里波薩大道（ North Mariposa 

Avenue）800 號街區的人行道上

中槍。當警察到達時，警方稱他

們發現一名頭部受槍傷的男子，

他被宣布當場死亡。隨後，死者

的家屬確認了他的身份，是 40 歲

的羅伯特 · 埃爾南德斯（Roberto 

Hernandez）。死者的家人悲痛欲

絕，呼籲警方在抓捕嫌犯後對其進

行審判。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一傍

晚，在蒙特貝羅 (Montebello) 購

物中心發生了一起較大規模的搶劫

案，引發了人們的恐慌，因為一些

購物者以為犯罪嫌疑人砸玻璃的聲

音是槍聲，害怕槍手隱藏於店內，

所以開始驚慌奔逃。後據警方證

實，商店內沒有發生槍擊事件，嫌

犯只是砸玻璃搶劫。據目擊者上傳

到 Twitter 上的視頻顯示，至少有

四名犯罪嫌疑人在商場內的一個售

貨亭砸碎玻璃，搶了東西后跑出商

場。目前警方仍在調查並追尋涉案

的四名嫌犯。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四（12

月 19 日），一名 25 歲洛杉磯張姓

居民（Elric Zhang）為中國公民使

用假護照代考托福，獲 2 年緩刑、

50 小時社區服務併罰款 6000 元。

他承認用他人名字的假護照參加了

5 場托福考試，獲利 2000 元。相關

指控還包括另外五名嫌疑人正在等

待過堂。檢察官說，已有數十名中

國公民以欺詐手段獲得托福成績從

而拿到學生簽證，留在了美國。始

作俑者的蔡（Lui Cai）在十月份承

認兩項使用偽造護照的重罪，定於

二月在洛杉磯聯邦法院被判刑。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杉磯國

際 機 場（LAX ) 上 週 六 (12 月 21

日 ), 發生火災，三輛在停車場載客

巴士起火燃燒，所幸車上無人，沒

有造成傷亡。目前火災原因尚在調

查中。據了解，火災發生在 21 號

晚上 9 點左右，位於 LAX 接機區

的停車場。起火後消防人員很快趕

到現場，以防止火災蔓延。火災產

生了巨大濃煙，三輛巴士中有兩輛

完全燒毀。另外，起火原因據悉與

巴士機械或電路故障有關，以液態

丙烷 (propane) 為動力的一輛巴士

在起火後，火勢迅速蔓延到了附近

的另一輛巴士。洛杉磯市消防局表

示，為避免火災蔓延，停車場一度

關閉。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據加州就

業發展部周五（12 月 20 日）發布

的最新報告，洛縣 11 月間增加了

3.85 萬個非農工作，過去一年共增

加就業 8.19 萬個 。報告說，10 月

和 11 月間，洛縣非農業就業人口

增至 465.7 萬人。

洛縣 11 月失業率基本保持不

變，仍維持在 4.4%，而去年同期為

4.7%；11 月，洛縣平民就業增加了

1.7 萬個，達到 491 萬個；而失業

人數增加 1000 人至 22.8 萬人。

貿易、運輸以及公共事業 11 月

增加 2.13 萬個工作崗位，創下了當

月最大的增長紀錄；其中零售業季

節僱傭增長 1.75 萬個，占到該類就

業增長的 82%。交通、倉儲以及公

共事業 11 月新增工作也持續增長，

但被批發貿易就業的減少所抵消。

信息產業 11 月增加了 8000 個

工作，主要集中在電影業和錄音行

業的增長上，新增了 8600 個工作。

政府就業 11 月增加了 5900 個，專

業和商業服務增加 4700 個，教育

和健康服務增加了 4500 個。

但是，一些行業出現就業減

少。休閒和酒店招待行業 11 月就

業減少 2500 個，創下當月最大損

失紀錄，減少主要集中在藝術、娛

樂及度假行業（減少 2500 個）；建

築業減少 1600 個，其它服務減少

1300 個，製造業減少 500 個就業。

截至今年 11 月的一年間，洛

縣整體非農就業增加了 8.19 萬個

（1.8%）。過去一年，教育和健康服

務增加了 3.57 萬個就業；其中，教

育服務增長 4000 個工作；醫療保

健和社會救助增加 3.17 萬個（占

到該類增長的 89%），最大的增長

在社會救助行業，新增 2.05 萬個工

作。過去一年，專業和商業服務增

加了 1.47 萬個工作，所有子行業均

出現增長。行政、支持和廢品服務

行業增加了 9500 個就業，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增加 3900 個就業，

公司和企業管理增加 1300 個就業。

其它部門就業的年增長為：休

閒和酒店招待行業增加 1.4 萬個工

作，建築業增加 7200 個工作，貿

易、交通以及公共事業增加 6100

個就業，政府工作類增加 4200 個，

製造業增加 2000 個，金融活動增

加 400 個就業。其它服務則減少

1400 個工作。  ※

姥爺是謝覺哉，家裡在北京特別有

勢力。春晚上習近平身旁的那位老

人，就是我姥姥。」另外，還有一

些政府官員與趙磊見面時，也會跟

自己的隨行人員介紹趙磊的身分。

根據資料，謝覺哉是中共的

「延安五老」之一，也是中共第三

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的第二任

妻子王定國，是目前還建在的年齡

最大的中共「女紅軍」。

據自由亞洲電臺致電北京朝陽

區東壩派出所，該所人士稱，如果

需要查詢相關資訊，必須上門去找

實際負責的警察。儷嬰婦產醫院則

以涉及當事人隱私為由，拒絕提供

資訊。

一位知情人張先生對自由亞洲

電臺表示，他知道趙磊屬紅色權貴

家族後代，並且具有強大的人際關

係網，和公安部的高層、中共政治

局常委級的高官都認識。

張先生還指出，趙磊和 W 小姐

的事情他知道一些，趙磊也親自打

電話找過他，他感覺到趙磊不好，

因此才刻意疏遠。但他表示，事情

太複雜，他也不能去過問此事。

該知情人還透露，趙磊的生意

也顯示出其龐大的人脈，比如，他

的業務裡有航空餐配送，以及從山

東為多家大型國有銀行的食堂配送

食材，一個月的營業額甚至高達數

億元，這些都不是一個普通人能做

的事情。

據趙磊的個人社交帳戶顯示，

趙磊 1994 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

學，其擔任法人的美好世界航空集

團成立於 2016 年 3 月，他的生意，

幾乎涵蓋了航空、航太、軍工等目

前絕大多數領域。  

幫 W 報警的朋友斷了一根手指

W 說，就在派出所態度大反轉

後，當初建議她報警的那位有權勢

的朋友也隨之消失，等再次聯繫上

時看到「他的手指斷了一根」。除

了這位朋友外，其他所有知道相關

內情的朋友，W 都聯繫不上了：「我

的朋友要麼被收買、要麼就是被迫

害，我的人生也受到了威脅，很害

怕。」

但最讓她感到恐怖的是，趙磊

完全掌握她的行蹤。「事發後，我

自己休養了一段時間，就去找工

作，但每找到一份工作，對方就能

通過各種方式找到我就職的公司雇

主，要不就是公司不錄取我，要不

就是工作做了不久就被辭退。每次

這種情況發生後，對方就會立馬聯

繫到我，可能想控制我息事寧人，

或者不想我曝光這件事」。

種種的一切，讓 W 感到對方

勢力太大，無法在國內生活，因此

在 10 月份又回到了美國。事發後

的一年多，W 在承受不住壓力和恐

懼下，決定將事情揭露出來。但依

然不敢公開全部資訊，生怕牽連親

友。採訪至此，W 情緒崩潰痛哭。

她表示，從事發到現在，她都不敢

告訴父母，害怕他們被牽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