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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总参谋长(总版主) 

 

话务员话务员话务员话务员

UID 23 

帖子 3319 

精华 2 

积分 3189 

威望 3189  

金钱 11638 军币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女 

在线时间 796 小时 

注册时间 2006-9-3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3 17:08  只看该作者 11#大中小

活在一个刻意制造出来的环境，日子真的不好过。 

你的信用得分是666...
想马上知道你在美国信用记录？ 今天在线查
询，只要 0.0 美元。  
www.XinYongUSA.com

漂亮女孩征婚友[靓照]
亚洲交友中心是专为青年男女约会、 浪漫、婚
姻、乐趣而建立的交友网络！  
www.520links.cn

论坛的交流群号为：25103045和2413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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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ing2007

UID 15321 

帖子 22 

精华 0 

积分 29 

威望 29  

金钱 60 军币 

阅读权限 20 

在线时间 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16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13 13:34  只看该作者 12#大中小

我现在最痛苦的两件事，一就是国土安全局在各处我在的地方散播的关于我的谎话谣言，使我无法交友。二就是他们一直干

扰我的网络连接，以便阻止我在网络上讲在我身上发生的倒霉奇事。 尤其是中国的网站。我要是在他人网站上留言，以便连

结到我的网站，也会失灵。论坛也尝常进不去。我每天24小时被盯着，到哪个电脑都逃不了他们的 "censorship"。他们可以

散播的关于我的谎话谣言， 我却不能澄清自己。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将我完全与人类和现实世界隔离开。 

 

[ 本帖最后由 fuling2007 于 2007-12-25 14: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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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士官 

 

萤萤萤萤火虫火虫火虫火虫

UID 3482 

帖子 285 

精华 0 

积分 390 

威望 390  

金钱 471 军币 

阅读权限 50 

性别 男 

在线时间 516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5-5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13 13:54  只看该作者 13#大中小

他们都污蔑你什么了呢？ 

引用引用引用引用: 

原帖由 fuling2007 于 2007-12-13 13:34 发表  

我现在最痛苦的两件事，一就是国土安全局在各处我在的地方散播的关于我的谎话谣言，使我无法交友。二就是他们一直干扰我

的网络连接，以便阻止我在网络上讲在我身上发生的倒霉奇事。 尤其是中国的网站。比如，我在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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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ing2007

UID 15321 

帖子 22 

精华 0 

积分 29 

威望 29  

金钱 60 军币 

阅读权限 20 

在线时间 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16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14 12:03  只看该作者 14#大中小

自然是说我既危险又有神经病，被通知的人又都得保密，不能对我说， 还规定得在我面前做戏，假装不认得我， 假装对我

好，其实心里讨厌我。美国就是这样的。 

 

我的电脑已完全被其中的“联邦木马”所摧毁，看来我是不能将我的故事翻成中文了。要是有人有空又有兴趣肯去翻，那自

然是最好的。不然，得看以后我是否会有机会。 

 

[ 本帖最后由 fuling2007 于 2007-12-15 15: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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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 15321 

帖子 22 

精华 0 

积分 29 

威望 29  

金钱 60 军币 

阅读权限 20 

在线时间 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16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15 07:48  只看该作者 15#大中小

最近可慰一事则是，这月29日我将搭中国东航从洛杉矶飞至上海。无论发生何事，至少总算能见到祖国真面目， 实现一生之

愿。 

 

上礼拜给我订票的 travel agency， 把我的电子票搞掉了。幸好我及时发现，把票救回。看来很像是美国国土安全局暗中搞

鬼。 

 

[ 本帖最后由 fuling2007 于 2007-12-15 15: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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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谋长(总版主) 

 

UID 23 

帖子 3319 

精华 2 

积分 3189 

威望 3189  

金钱 11638 军币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女 

在线时间 796 小时 

注册时间 2006-9-3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欢迎你回祖国来玩了。 

论坛的交流群号为：25103045和24130256 

TOP 

上等兵 

 

fuling2007

UID 15321 

帖子 22 

精华 0 

积分 29 

威望 29  

金钱 60 军币 

阅读权限 20 

在线时间 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16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17 07:42  只看该作者 17#大中小

谢谢。 

 

美国国土安全局狡猾秘密之极，要通知居民说我有神经病以便使人们隔离我、使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故事，自然是自己不出

面，而是利用警察、医疗、公安等等普通地方政府机构来传播关于我的谣言。他们又运用我的家人等等，教他们报告地方政

府机构、通知全城居民， 说我如何神经危险。这样就可制造出真实性，好像国土安全局从未找过我麻烦似的。这些地方政府

机构又规定人民对我保密，可是，美国、加拿大、台湾十万百万的人被通知，我如何会看不出来？我的家人都得与国土安全

局合作，不然就会失掉工作或被扔进监狱。美国就是这佯。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我本来是1月11日来祖国的，现在提前，就是实在受不了洛杉矶。希望，祖国13亿人，总是会有几个

好人与我交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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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谋长(总版主) 

 

话务员话务员话务员话务员

UID 23 

帖子 3319 

精华 2 

积分 3189 

威望 3189  

金钱 11638 军币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女 

在线时间 796 小时 

发表于 2007-12-17 09:36  只看该作者 18#大中小

只要你有着爱国的心，在这里纯朴的人们会热情的欢迎你的。 

论坛的交流群号为：25103045和24130256 

Page 3 of 4我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凄惨故事。可能出版？ - 小说故事 - 中国八一论坛 八一网|八...

12/29/2008http://www.5281.cn/bbs/viewthread.php?tid=15448&extra=page%3D2&page=2



注册时间 2006-9-3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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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ing2007

UID 15321 

帖子 22 

精华 0 

积分 29 

威望 29  

金钱 60 军币 

阅读权限 20 

在线时间 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16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19 12:32  只看该作者 19#大中小

谢谢。再过11 天就可看到“东方的巴黎“--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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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谋长(总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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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 23 

帖子 3319 

精华 2 

积分 3189 

威望 3189  

金钱 11638 军币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女 

在线时间 796 小时 

注册时间 2006-9-3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2-19 13:01  只看该作者 20#大中小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到了上海可要记得到外滩去看夜景啊。 

论坛的交流群号为：25103045和2413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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