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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说的谎言范围够大，并且不断重复，人民们最终会开始相信它。当谎言
被确立的期间，国家便可阻隔开人民对谎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的了

解。因此，国家使用其所有的权力，镇压异己，就变得极其重要。由于真相是谎言
的死敌，所以由此推断，真相便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约瑟夫•戈培尔，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从1933年到1945年。 

 
 

“......社会最终建基于一个信念，就是首领是万能的，政党是万无一失的。但是，
由于在现实中首领不是万能的，而政党是没可能不犯错的，因此需要有一个对事实
不眠不休、时时刻刻、灵活变化的处理。这里的关键词语是“称白为黑” 。像许多

新词语，这个词语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含义。应用于对手，这意味着要声称白色是黑
色，一种厚颜无耻的习惯。应用于党员中，这意味着说，当政党以纪律要求将白色
说成黑色时，就是考验党员对党忠诚的程度。除此之外，亦可理解为相信白色是黑
色的能力，同时更加要知道，白色是黑色的，而忘记自己曾经相信过相反的事实。
透过思想系统，这便有可能做到不断地要求改变过去，事实上包含了所有的东西，
这便被称为“双重思想”的新词语。改变过去是有必要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附

助性质，而另一个，可以这么说，是预防性质......”。 

 

- 乔治•奥威尔, “ 一九八四 ”。 

 

 
“......我们必须讲有关恐怖主义的真相。我们绝不容忍九一一事件各种过份的阴谋

论；这些恶意的谎言企图将恐怖分子的过犯拿走，为他们脱罪，......” 
 

- 2001 年 11 月 10 日上午九时三十八分，纽约联合国总部，小布什总统于联
合国大会中致词 

 

 

 

 

好的。同意。布什先生让我们一同起来。让我们马上停止容忍那些无耻的阴谋
论…  

 

让我们在所有 9/11 的阴谋论中选出最过份的一个为开始  – 一个声称航空燃料
（“煤油”）可以立刻“溶化”大量建筑用的钢铁成为微小尘埃，而且发生这样
离奇事件的地点竟然必须以一个离奇的词语命名“ground zero” （原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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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eptember: Die dritte Wahrheit 
 
 

9/11 — 第三真相 
(中文版本附加额外的视频和照片) 

 
 
 

载自德国杂志NEXUS（2010年10-11月）: 

http://www.nexus-magazin.de/ausgaben/nexus-magazin-31-oktober-november-2010 

第2, 32-49页; 

 
 

   
 
 
本文之中译本经NEXUS编辑及作者迪米崔‧卡尔佐夫Dimitri A. Khalezov批准发表。  

 
 
 

版权告示:  

 

任何人均可自由转载本文，除德文外，其他语言皆可，惟不得修改本文原意、资料来源、作者姓
名、NEXUS杂志之名、文末的附加连结应如实列出。2010年12月起，根据上述条款，德文版本可
以自由转载。 

 
 

http://www.nexus-magazin.de/ausgaben/nexus-magazin-31-oktober-november-2010


 4 

本文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均以MS Word和PDF格式储存，可以使用以下链结直接下载：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关于9/11的第三真相 

官方版本有关 9/11 的真相疑点重重，在非主流社群中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究竟真相是

甚么？一名前苏联军方核情报人员揭露了一连串事件，连相信事件另有真相的人也为之震

惊。 

 

 
 

迪米崔‧卡尔佐夫 Dimitri Khalezov 

 
世贸中心是如何倒塌？一名核专家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
论。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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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中，两架飞机相继撞向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令双子塔在滚滚灰尘中塌下，一般人看到

该情景，震惊得无法仔细分析事件各方面的情况。自此，人们的脑袋就有此奇怪的观念：铝制而内

里空空的飞机能穿过以厚厚的钢铁建成的大厦、飞机燃料（煤油）把钢铁建成的大厦“溶化”成松

散微小的灰尘……  

 

这些无稽之谈早晚会被推翻。双子塔的倒塌与飞机撞击，及传闻中由飞机引致的火灾毫无关系。而

这显浅的事实却重压在很多美国人的心头上。过去六年，他们不满官方对于世贸中心倒塌的解释。

当 9/11 事件带来的首个冲击平息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官方版本前后矛盾之处实在太多了。 

 

首先，令他们留意到的是双子塔倒塌的次序与双子塔被撞击的次序不吻合。南翼大楼较后被撞，却

先倒塌，北翼大楼先被撞，却后倒塌。这表示以「火灾」令第一座大楼「倒塌」需时 1 小时 42 分

钟，而倒塌第二座大楼只需 56 分钟。假设两座大楼皆由份量相若的煤油引致火灾，以及两座大楼

是相同的（即材料强度完全一样），这足以清楚表示大楼的倒塌与火灾并没关系。另外一点，对

9/11 深入研究的人开始留意到世界贸易中心 7 期大楼（一座现代而结构坚固，楼高 47 层的钢铁结

构摩天大厦），于没有被飞机撞击的情况下，同日下午以相似的方式倒塌，令人再度起疑。如果双

子塔的倒塌确实如官方所说，因飞机燃油引致，那么世贸 7 期的倒塌是令人费解的，这个疑团使到

9/11 调查委员会不于官方报告中，提及它塌下一事，像是这 47 层高的现代化摩天大厦倒塌一事不

值一提。比较三座大楼倒塌的事故，及大楼倒塌附近发现许多不寻常的事物，使到这群研究 9/11

的人明白到他们被当局欺骗了。世贸中心受破坏与飞机燃油或飞机本身并无关系，因为实际上并不

需要飞机协助破坏。就 2001 年 9 月 11 日下午的世贸 7 期无故倒塌一事，便证明恐怖分子劫持飞

机是多此一举的。即使不用任何飞机，世贸中心最终都会倒塌。倒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人安排

了世贸中心要倒塌。因此，所谓「9/11 真相行动」就展开了。 

 

人们于是开始指控美国政府有意拆毁世贸中心，以一种所谓「控制式拆卸」的工业程序进行。越来

越多美国人开始指责他们的政府才是 9/11 袭击的幕后主脑。超过 65%的美国人不相信官方对于

9/11 袭击及世贸中心倒塌的解释。其实，有细心留意过当时 9/11 事件报道的人，应该记得提及

「第三次爆炸」的画面： 
 

   
屏幕字幕：焦点新闻 

                  第三次爆炸使纽约的 

                  世界贸易中心粉碎 

屏幕字幕：焦点新闻 

                  第三次爆炸使纽约的 

                  世界贸易中心倒塌 

 

视频 - YouTube 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7oZ1h8mYwbw  
 

就在这里 – 由 CNN 提供的反官方视频片段，于字幕中明确显示出某种所谓“第三次爆炸”发生于

世界贸易中心南塔，首先是“破坏”，然后 –“倒塌”。 那一刻，北塔（有天线的一座）尚未倒

塌的。北塔将于稍后倒塌 – 由“第四次爆炸”所产生，但是当时 CNN 收到来自所谓“有心人”的

严厉谴责，并要求不再重提“爆炸”等反官方的词语。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将会宣布“被煤油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oZ1h8mYw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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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而世贸中心 7 期（没有任何所谓“恐怖分子”的飞机击中的大楼）–  “被柴油销毁”（因

为在世贸中心 7 期有柴油处存，作为紧急发电机所用）。 

 

而不同意因飞机燃油引致倒塌这个官方解释的大部分人，指控美国政府蓄意拆卸世贸中心，此举是

可以理解。可是，一般来说他们对于拆卸过程不太熟悉，特别不熟悉世贸中心的实际建筑方式。因

此，有好些「阴谋论」产生。有的指出世贸中心「被放置炸药」，有的说把有些所谓「微量铝热

剂」（至今未明的物质）用在双子塔的支柱上，甚至有更多异常的阴谋论，把双子塔的崩塌归咎于

传闻中的「高科技武器」，如源自太空的激光束等。当然，阴谋论者互不同意对方的论点，除把时

间放在指控美国政府作为 9/11 幕后主脑外，亦互相指责对方混淆视听。可是，一般而言，所有阴

谋论者都不是清楚知道世贸中心发生甚么事，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何会发生此事。 

 

本文的作者将告知读者一些不同的事。他将提出专业的意见、亲身的证供，以及于苏联军队工作期

间的经验及知识，而非单单另一个「阴谋论」。笔者希望能透过此种方式，使读者对于世贸中心的

倒塌得到更明确的解释，比从互联网上的 9/11 阴谋论的专属论坛得到更加深入的了解。 

 

Ground Zero（世贸遗址）及 ground zero（原爆点） 

 

首先，笔者欲提醒各位，在英文中，纽约前世贸中心的遗址被称为“Ground Zero”，许多人不明

白“ground zero”的实际意思，以及这些字所代表的证据是何等重要。许多人把“Ground Zero”

视作专有名词，就如城市或船的名字。然而，今时今日并非很多人记得“ground zero”这特别的

字用作指称前世贸中心，它成为「专有名词」的过程实在太快。紧接着双子塔倒塌后（世贸 7 期倒

塌前数小时），即 2001 年 9 月 11 日中午时分，几乎所有官员及部分新闻报道员开始以“ground 

zero”指称该地。翌日的所有新闻稿亦称前世贸中心为“ground zero”，那时候这字仍是以小楷

书写的。指称前世贸中心为“ground zero”这字的做法，于 2001 年 9 月 12 日继续使用， 直至 9

月 13 日有些通讯社使用这字时，仍是以小楷显示的。不久，好像有人发现有错误，“ground 

zero”这特别的词语突然升级成“Ground Zero”，改为大楷显示，及成为了专有名词。那么小楷

写的“ground zero” 又如何呢 —— 它的地位还不是专有名词呢？ 

 

为甚么人们紧随着双子塔倒塌后，就随即以此特别的字指称世贸中心？这是否因 9/11 事件是前所

未见，而于混乱中所犯的错误？笔者认为「是」。这显然是在十份混乱下造成的错误。假使以为是

使用了不正确的名字指称世贸遗址，不是的，这不是个错误的指称。其实是因为要在那时候想出一

个恰当的专有名称实在为之尚早。事实上，民防专家把该地指称为“ground zero”（原爆点）是

完全正确的，这样的指称绝对没有半点错误。这就是民防部门所理解的“ground zero”的意思。

而这词无意地渗入传媒，透过传媒，进入公众，则是个错误。可是，要撤销此由民防部门发出的正

式名称，为时已晚。而美国官员亦无计可施，唯有将错就错，把这词改为大楷，把民防部门所用的

名称改为专有名词。 

 
笔者想在此引用一件事作为开始，此事关于9/11事件的其中一位英雄 — 探员约翰(John Walcott)，

一名“Ground Zero”的救援人员。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于世贸遗址清理碎砖烂瓦。他在那里的日

子足以令他患上一种离奇的疾病：末期急性骨髓细胞性白血病。以「回归尘土」
1
为题的骇人文

章，只是短短两个段落，足以向我们记述及揭示所有「不能解释」的异常情况，是关于尘土和幅射

的，有助读者理解本文重点： 

 

「由于约翰是名探员，所以他不仅要在世贸遗址工作，亦在纽约市的垃圾堆填区工作，为期五个
月。他几乎窒息于曼克顿下城的空气中，使他仍想着史泰登岛的堆填区。约翰知道双子塔内所有东
西都掉下来了 — 桌子、电灯、电脑等。但除了部分钢柱外，他检查过的垃圾都是微细的尘埃 — 

却没有家具、碎片、没有电灯配件，连电脑滑鼠也没有。 

 

                                                 
1我所引用的整個故事記述在此: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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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探员们会于木棚下休息，以避免吸入约翰所说的「反常的坏空气」。有一天，约翰和他的同
事坐于木棚下，吃着糖果、喝着汽水时，几名联邦调查局的密探进了去。他们身穿全套保护衣，紧
闭接驳喉管，戴着密封的面罩，以防吸入有毒烟雾。眼见配戴良好保护装备的联邦调查员，跟只戴
上防毒面具的纽约警察，约翰心想：这究竟发生甚么事2？」 

 

约翰先生，对了，有些事情出了错，这场面出了严重问题。 

 

再者，那些联邦调查员是清楚真相，他们竟然在完全没有保护装备的「平民百姓」前，穿上全套保

护衣，包实全身，不会因而感到不好意思。所以他们没有患上白血病或其他急性癌症。尽管联邦调

查员曾匆匆到过“世贸遗址”，却明显会拥有较长寿的生命及美满的人生。 

 

如果你只是翻查现代字典，查看有关这特别词语的词意，你不必问，也会马上知道“Ground 

Zero”一词有甚么问题： 
 

 
       

ground zero 在地面的位置，其垂直的下面或上面，为原子弹或热核弹的引爆点。 

 

以上为《韦伯斯特综合英文字典》列明“ground zero”所有可能的解释。(精装百科全书版 1999, 

ISBN 1-888777796)，559 页。 

 

不得不提的，就是约翰先生不像他其在“Ground Zero”工作的同事，他最终活下来了，他的同事

则没有那样幸运。2007 年 12 月 17 日，互联网报道
3
指约翰先生接受了一种不常见（而且是痛苦）

的治疗 — 骨髓移植。自此，他能继续活下来（是依靠免疫抑制药，以避免出现移植排斥；由于他

免疫系统再没有能力，他不能离开住所，任何一种感染皆可致命）。  

 

我有责任向不明白何谓「骨髓移植」的人解释一下。受过大量贯穿性或（及）残留电离辐射的病

人，他的骨髓（负责血液再生）被大量辐射完全消灭，都有需要进行骨髓移植。这是辐射的特性 

— 它破坏骨髓细胞，比对破坏人体其他细胞更严重。这解释为何大部分受过辐射的人都会患上白

血病。接触辐射越多，就越多骨髓细胞被消灭，白血病就越严重。约翰先生显然是受到最严重的感

染 — 他接受骨髓移植之前，他一直接受输血，因为他自身已不能制造出血液。 

 

除了杀死及严重破坏骨髓细胞，电离辐射能引致各种癌症，影响人体，甚至同时影响身体不同部

位，特别是吸入或摄取了放射性尘埃或烟雾的人。 

 

可是，有些不诚实的医生和医务官员很容易就这些癌症作出看似真实的「解读」。他们解释这是由

于「石棉」、「毒气」、「有毒尘粒」等。但到了骨髓破坏的情况时，这些骗子就无所遁形了。构

成骨髓破坏的原因只有电离辐射。 

 

                                                 
2
 Ibid., S.5 

3約翰先生接受「骨髓移植」，以下是有關他的故事全文: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或在: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另一令人震驚的事亦上載於此: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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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准确地解释了为甚么那些联邦调查员踏足“世贸遗址”时，会穿上全套保护衣，头戴面罩，紧

闭接驳喉管，以「避过烟雾」。他们不想感染白血病或任何癌症，所以他们特意带上面罩和闭紧喉

管。他们这样做并非如约翰先生所认为的「避过烟雾」，而是想避免吸入或摄取到空气中的放射性

尘埃，尤其是放射性烟雾。 

 

 
 

救援人员在“原爆点”，他们处于双子塔的碎片之中，而且从碎片中，放射性的烟雾向上升起 – 照片拍摄于事

件发生后约五个星期。 

 

对于这真相，有些读者或会感到震惊，或者不相信笔者，觉得只是本人的纯粹推测。但是，上述有

关约翰先生的事迹，及联邦调查员于“原爆点”时身穿保护衣，与笔者毫无关系，笔者只是撰写本

文，是一位藉藉无名的人而已。9/11 前，现同样独立地说明“ground zero” 的法定解释如下： 

 

 
 

“ground’ ze’ro” –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其中，发生原子弹或氢气弹爆炸的地方。 

      韦伯斯特英文百科足本字典（1989 年版，1994 年印刷，ISBN 0-517-11888-2）。 

 
 

“ground zero”= 真接在地面发生核武器爆炸之处 

       军事用语词典 (1999 年 Peter Collins 出版, ISBN 1-901659-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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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 名词[不可数]核弹爆炸的地方，而该处发生的破坏最为严重 

      朗文(Longman)高级美语字典（2000 年首次出版, ISBN 0 582 31732 0) 。 

 

 
 

“ground zero” 名词 1 [可数，通常为单数]发生核爆的确实地点：即使距离原爆点 30 英里，仍感
受到震动。2 [不可数]前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原址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因遇袭而受破坏。 

        剑桥高阶字典，第二版（2006 年第二版，ISBN-13 978-0-521-60499-4 - 9/11 发生后的版本，可

于多处找到) 。 

 
 

以上有关“ground zero”的解释都是完整而未经修改的，都是限定而正确的定义。如果你有所怀

疑，想到最近的书店翻查一下字典，请且慢！ 

 

当你走进那些书店后，你或会更觉惊讶，因为再没有字典记载这字最原始的解释。9/11 袭击发生前

所出版的字典，包括上述提及那些，记载“ground zero”的真正意思，其后已被取代。精确的英

语不幸地成了 9/11 袭击的受害者之一。 

 

以下的字典照片，在本文于 NEXUS 杂志的原始版本是不存在，但是，我决定将它们加插到网上本

版本，因为他们是很有说明作用。 

 

比较相同的出版商，同类形的字典，在世界贸易中心以核能拆卸后的现场不慎地获得“原爆点”的

名称，之前及之后的照片： 

 



 10 

 
ground zero(名词)。准确地指出核武器于地面或水

面引爆的地点，或该地点的正上面或下面。 
ground zero(名词)。1 核爆炸的地点 - 准确地指出核

武器于地面或水面引爆的地点，或该地点的正上面

或下面。2 焦点或谋特别事件的活动中心○这被受战

争蹂躏的国家，已成为国际恐怖网络的活动中心 3 

基本程度 – 最基本的程度或一种活动的起步点○由

起点学习编写程式 
 

以上为微软出版的“Encarta”字典 – 1999 年和 2001 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时，直接在其下面的

地点。 
ground zero (名词) 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时，直接在其

下面的地点；一个全新的开始（比喻）。 
 

以上为钱伯斯(Chambers)字典 – 1998 年和 2006 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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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指在地球表面上的地点或其上方，曾经

发生核爆炸的地方。 
ground zero，1，指在地球表面上的地点或其上方，

曾经发生核爆炸的地方。 2，纽约市发生 9/11 恐怖

袭击的现场。 3，任何大型活动的焦点。 
 

以上为新美国韦伯斯特大学手持(New American Webster Handy College)字典 – 1995 年和 2006 

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名词  在地球表面上的地点，直接在发

生核爆炸的地方之下，或如该武器在地面弹坑中心

的位置。亦称为零表面。 

ground zero 名词  1. 亦称为零表面。在地球表面上

的地点，直接在发生核爆炸的地方之下，或如该武

器在地面爆炸时，弹坑中心的位置。2. 炸弹、导弹

等的目标 3. 起点或基础：当我重新学习意大利文

时，我必须从基础开始。 

Ground Zero 名词  世贸遗址，指美国纽约市地区，

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贸中心被恐怖袭击所摧

毁。 
 

以上为麦格理(Macquarie)字典（澳大利亚英语）– 2001 年和 2005 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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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在地面或水面的地点，在该点或其正上

方或正下方，是核弹发生爆炸的中心。 
ground zero 名词[不可数] 1 一个死了多人的地方 ，

或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地方，特别指是因为核爆炸

所做成 。 2 一个转变很快速或剧烈的地方。 
 

以上为 1987 年版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字典和 2003 年版的英语学习者必备词典（第二本于 2003 

年出版的字典比第一本于 1987 年出版的字典是较低级及包含较小的词语和定义，尽管如此，第二

本字典对于“ground zero”就多了“更广泛的”定义）。 

 

 
ground zero,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其中，

而发生原子弹或氢气弹爆炸的地方。 
ground zero，1。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

其中，而发生原子弹或氢气弹爆炸的地方。2。非正

式的最初级或最基本的水平：有些学生是从最基本

的水平开始。 [1945-50] 
 

以上为兰登书屋韦伯斯特(Random House Webster's)的完整足本字典于 1983 年版本和兰登书屋韦

伯斯特的完整足本字典于罪大恶极的日子“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版本（第二字典的 ISBN 编号为

0-375-42566-7，而且的的确确预订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那一天出版 – 因此 9/11 那天便成为该本

臭名昭著的字典的正式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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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其中，

而发生原子弹或氢气弹爆炸的地方。 
ground zero，1。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

其中，而发生原子弹或氢气弹爆炸的地方。2。非正

式的最初级或最基本的水平：有些学生是从最基本

的水平开始。 [1945-50] 
 

以上为韦伯斯特的百科全书英语字典于 1994 年版本和韦伯斯特的百科全书英语字典于 2001 年豪

华新版本（韦伯斯特的百科全书英语字典为兰登书屋韦伯斯特的完整足本字典的复写副本 – 因此以

上两套照片看起来一模一样）。 

 

 
ground zero 名词 指在地面或水面的地点，其中或正

上面或正下面，是发生核爆炸的中心点。 
ground zero 名词 1 指在地面或水面的地点，其中或

正上面或正下面，是发生核爆炸的中心点。2 受到极

大破坏的场面。3（有时用大写）指 2001 年 9.11 事

件后，给予倒塌了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受到

极大破坏的地方。 
 

以上为柯林斯(Collins)英语字典于 2001 年和 2003 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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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名词 指在地球表面的地点，其中或正下

面或正上面，为核爆炸的中心。 
ground zero 名词 1 指在地球表面的地点，其中或正

下面或正上面，为核爆炸的中心。2(常写为 Ground 

Zero)主要作为称呼被摧毁建筑物的地方，特别指前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它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被恐怖

袭击所摧毁。 
 

以上为新企鹅(New Penguin)英语字典于 2000 年和 2003 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名词 [不可数] 核弹爆炸的地方，而发生

最严重破坏的地点。 
ground zero 名词 [不可数] 1 核弹爆炸的地方，而发

生最严重破坏的地点。2 Ground Zero 世贸遗址，指

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纽约市的世贸中心，被恐

怖分子所破坏的地方。 
 

以上为朗文(Longman)高级美语字典 – 于 2000 年和 2007 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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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 名词. 核武器引爆的地方 ground zero 名词 > 1. 一处受到猛烈破坏的地方，例

如核武器引爆的地方 2. 迅速或剧烈发展的中心 

 

以上为美国传统书桌(American Heritage Desk)字典的 2001 年和 2013 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名词 指在地面或水面的位置，其正下

面、上面或其中，该处发生原子弹爆炸。 
ground zero*名词 1：急速，激烈或剧烈活动变化的

中心 2：最先开始：此处为第一广场 

 

以上为麦林韦氏(Merriam-Webster’s)最大形的字典 – 第三新国际英语完整足本字典于 1986 年和

2002 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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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名词：在一个地点，其上方，下方或正

中，发生核弹爆炸。 
ground zero 名词 [不可数] 1：在地球表面，发生爆

炸的地点。2：在一个领域内，发生快速转变或剧烈

活动的中心地方•在移民法中，发生剧烈争议的中心

地方。3：开始的状态或起点•我们将需要从起点重

新开始。 

 

以上为麦林韦氏(Merriam-Webster’s)字典于 1999 年的版本和麦林韦氏(Merriam-Webster’s)学习者

字典于 2010 年的版本（第一本字典在 9/11 事件之后再没有重新出版，而第二本字典在 9/11 事件

之前从未出版过，但是，这两部字典在地位上是差不多一样，而在页数及词语定义的数量是一样

的）。 

 
 

不要惊讶几乎所有于 9/11 后印制的英文字典，都收录多于一个有关“ground zero”的解释，最少

有 3 至 5 个新意思，由「严重破坏」、「严重混乱」、「繁忙活动」，以至「基本水平」、「起

点」等解释都有。有些则采取另一手法：如新一版朗文现代英语词典，编辑把“ground zero”解

释为发生爆炸的地方，并没有提及「炸弹」是由核弹或热核弹做成。现在几乎大大小小的字典都用

此解释。9/11 发生前，“ground zero”一词显然因过于特别，只收录于大型字典，例如韦氏旧

版、科林斯、美国历史等（而且只有一个解释）。这词并不出现于小型字典，即学生或进阶学习者

专用的字典（上述提及的朗文进阶英文字典除外），例如“ground zero” 一词并不出现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前出版的牛津进阶字典第四、五、六版。即使牛津第四版「百科全书」版本（内容比

原先的多于 50%），亦没有收录“ground zero”一词。只有于 2005 年出版的牛津进阶字典第七

版收录了这词。 

 

9/11 后出版的麦克米伦进阶字典、朗文现代字典、各类新版的 Merriam-Webster’s 字典、大部分美

国传统字典、新科林斯英文字典、微软 Encarta 字典，以及其他 9/11 事件后出版的新字典及百科

全书，都包含“ground zero” 一词，提供多于一个解释，试图把读者的注意力带离原先与核有关

的解释。顺带一提，值得一赞的是，上述提及于 9/11 事件后出版的剑桥进阶字典并没有欺骗读

者：对于“ground zero” 一词的解释，编辑并没有作出误导。相比之下，其他字典的编辑成了

9/11 的骗子。据说有人曾试图引证“ground zero” 一词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前已用来指称该地。

9/11 事件后，就“ground zero” 一词所作出的语言学上的修改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负责前纽约

世界贸易中心拆卸的民防官员，他们轻率地使用了这揭露真相的名称，如以后版本的字典只有原爆

点的解释，实在太有启发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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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核能拆卸计划 

 

本文的作者是前苏联军队第 46179 队，即「苏联国防部第十二总局辖下的特别管理处」的军官。

第十二总局负责全苏联所有核武事宜，包括核武的储存、生产控制、技术性的维修等。特别管理处

负责侦测核爆，以及确保所有与核试有关的国际条约得以遵从。自苏联与美国于 1976 年签订《和

平核爆条约》后，这变得更为重要。根据此条约，双方需就所有非军事用途的核爆事件知会对方。

本人于 80 年代末于上述组织工作，得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被安排一项名为「紧急核能拆卸计

划」。核能拆卸计划建基于庞大的热核炸药（威力约 15 万吨黄色炸药），它们各放置于双子塔地

基底以下约 50 米。对作者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当局竟于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地下核爆

进行拆卸。但是，当作者了解清楚后，才知道没有人计划过以此方法拆卸世贸。这只是为了避免一

些官僚上的问题，才为双子塔订下可怕的核能拆卸计划，并非真的为了拆卸而设，纯粹为了获准兴

建世贸而已。问题是，根据纽约建筑条例（包括芝加哥）规定，除非建筑商提供满意的拆卸方案，

供将来或紧急的情况下拆卸大厦，否则建筑部门不会批准兴建摩天大厦。由于 60 年代末（当时是

首次提出双子塔的兴建），这类以钢铁支柱兴建的大厦属于全新概念，因此没有人晓得它的拆卸方

法。由于传统的（或常规的）拆卸方法只适用于旧式建筑物。要说服建筑部门批准落实兴建以极度

坚硬的钢铁为建筑材料的双子塔，必定要想出新的拆卸方案。最终找到的方法就是：核能拆卸。 

 

原子及核能拆卸概念的背景 

 

使用核能装置拆卸建筑物的意念，与 50 年代初核武器出现的时间相若。最初，核武器并不称为

「核」，而称为「原子」，因此使用此炸药作拆卸用途的概念便名为「原子拆卸」 (Atomic 

Demolition)。虽然原子武器后来改称为「核武器」，但「原子拆卸」的字眼依然保留，而且可于特

别工程装置见到「原子拆卸」等词  — SADM(Special 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s)及 MADM 

(Medium 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s)。前者代表「特别原子拆卸弹药」，后者代表「中型原子拆

卸弹药」。很多人都误以为 SADM 是指「小型原子拆卸弹药」 (Small 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s)。 

 

其实，「小型原子拆卸弹药」这名称并非完全错误，因为「特别原子拆卸弹药」事实上也是细小

的。它们的核爆威力通常不多于 1 千吨黄色炸药。假设现今的所有「特别原子拆卸弹药」的威力都

可低至 0.1 千吨或甚至有时为 0.01 千吨（即相等于 100 吨或 10 吨的黄色炸药），被称为「小型原

子拆卸弹药」是名副其实。其他常用的名称包括「迷你核弹」（Mini-Nuke）及「手提箱核弹」

（Suite-case Nuke），而后者似乎不太合逻辑。实际上，大多数「小型原子拆卸弹药」重由 50 公

斤至 70 公斤，如同旅行包，所以并不可能放进手提箱。可是，现代的「迷你核弹」以钸

（Plutonium-239）制造，非由铀（Uranium-235）制造。由于钸的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较

低，它的体积可明显减少。近其有些以钸制造的「迷你核弹」，体积小得足以可放进公事包内。

「中型原子拆卸弹药」在体积及炸药份量方面都较大，威力达 1 万 5 千吨黄色炸药，重达 200 公

斤，与一般家用石油气瓶同样大小。 

 

任何不能以传统炸药拆卸的大型建筑物，都能以上述其中一种原子拆卸弹药拆毁。尤其于紧急情况

下，没有时间或没有可能以传统方法预备「正常」拆卸。例如可应用于桥、水坝、隧道、地下建

筑、大厦等。可是，用「特别原子拆卸弹药」及「中型原子拆卸弹药」作核能拆卸，效率并不高。

读者可能懂得向内凑合式爆炸的主要目的并非炸毁建筑物，令它们的部分满天飞，而是有秩序地把

它们拆掉，减少对周遭的破坏。 

 

因此，预备控制爆破的工程师首先要找出建筑物支柱，可放置炸药的正确位置，再放置足够的传统

炸药，以拆破这些支柱结构。 

 

几乎所有个案，建筑物都有多于一个可放置炸药的位置，因为建筑结构甚少只有一条支撑梁或一条

条支撑柱。最理想的情况下，就算建筑物的支撑柱不多的话，都最小有几条支撑柱。和上提及的

「原子拆卸计划」的情况则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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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原子拆卸的人，并没有足够时间或知识，如传统控制拆卸般，作出精确计算。那些人员有的

只是一些基本的实地工程知识，以及基本核武器使用知识。因此利用原子拆卸并不在于利索地移除

指定的建筑物，只是为了要拆卸建筑物，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在任何紧急情况下，用以拆卸的原子

炸药份量是过多的，大部分炸药都是白白浪费 – 如同其他核爆一样。所以来自原子拆卸的核爆的主

要能量，都用以产生和原子弹爆炸时一样而众所周知的特征：热辐射、爆炸气浪、电离子辐射、电

磁脉冲，与实际拆卸工作并无关系，毫不重要。然而，原子爆炸带来的破坏会大大影响周围，而那

些破坏又是颇严重的。 

 

与精密计算的传统控制拆卸相比，上述提及的核爆，效果较为逊色，因为传统方式是几乎所有炸药

都是用作拆破支撑物的，而非制造爆炸气浪或热辐射。除此以外，原子拆卸装置本身是颇为昂贵

的。铀制的「迷你核弹」最少值几百万美元（钸制的价值更高）。由此看来，一千吨黄色炸药会比

一千吨原子炸药便宜。可是，用一千吨黄色炸药可拆卸几座建筑物，但相同份量的「迷你核弹」只

可拆卸一座建筑物（但破坏很多周遭的东西）。基于上述考虑因素，可作出总结：只要有足够时间

准备传统方式的拆卸，以原子炸药拆卸基础建设，不论炸药是小型还是中型，都不会被采用。在任

何情况下，传统方式的控制拆卸比核能拆卸较便宜。「迷你核弹」则只在真正紧急情况下才用得

着。 

 

与传统式的控制式内爆拆卸相比，旧式的原子拆卸概念效果差，成本高，但是这概念最终被还原，

甚至落实为世贸中心用作核能拆卸计划，为何如此发生呢？  

 

60 年代末，新一代的建筑物出现，名称为钢架大厦，原子拆卸方案才因而产生。世贸双子塔兴建

前，全世界并没有钢架大厦透过内爆而拆卸，然而一般人对此不甚了解。主要原因是多数摩天大厦

为新兴建，未到拆卸时间。以内爆形式被拆掉的大厦，层数最高是 1908 年建成的纽约胜家大楼

(Singer Building)，于 1968 年因老化而拆卸。与现今的空心管子式的钢架摩天大厦相比，这类旧式

大厦的建筑就脆弱得多。因此，难以用众所周知的控制式拆卸计划（内爆）拆卸钢架大厦，尽管误

解是存在的。从前，当建筑物还是用砖及混凝土建造的时候，那些建筑物主要由支撑梁及支撑柱所

支持。有时那些混凝土支撑柱因加入钢筋而更巩固，但有时则只有混凝土而已。在任何一种情况

下，都可以计算出所需的炸药，然后放置于支柱的正确位置（或在支柱内钻洞，然后把炸药放进

去），以令建筑物完全倒塌。然而，对于现代钢架建筑物，这是没可能的，就如前纽约世贸的双子

塔、世贸 7 期、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 

 

以下是以钢铁建造的世贸双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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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塔并无任何以上所谓的支撑结构，因整座塔已是一个支撑的结构。世贸的钢架由双层极厚的钢

铁组成，分别为外围支柱及核心支柱，被称为「管子框架」设计，这是完全崭新的方法，这使到内

部空间完全开放，而非布满支柱以支撑大楼的重量，有别于传统建筑结构。双子塔外围的支撑钢柱

（横切面上的正方形），各自相距一米，于外墙形成格外坚固的结构，支撑几乎所有横向的重力

（如风力），同时间和核心柱承担大厦的重量。于外围每边有 59 枝柱。塔的核心结构由 47 枝长方

形钢铁支柱组成，钢柱由地下岩石开始直到顶层。从相片可见，那外围支柱及核心支柱的模样。

9/11 袭击世贸被拆卸后，在原爆点，仍可找到这些残余物。 
 

 
 

注意这些核心支柱（长方形）和外围支柱（正方形）并不属于双子塔的低层，而是上层。因此在拆

卸过程中，它们得以避过被粉碎。而实际上，双子塔较低部分遗留的结构和高层相似，但是低层除

了变成微尘外，已一无所以了。 

 

以下图片（来自 NIST 报告） 展示兴建时双子塔周边的支柱： 
 

 



 20 

 

 
 

外围支柱在“原爆点”被检查。 

 

这些钢铁支柱极为之厚，每层厚 2.5 寸（6.5 厘米），所以钢柱整个厚度为 5 寸（12.7 厘米）。要

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厚，可以作此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棒的坦克 T-34 的前盔甲只有 1.8

寸（4.5 厘米）厚，而且是单层的。以下面的图片展出 T-34 坦克和它的装甲： 

 

 
 

当时仍没有穿甲大炮可射穿装甲，亦没有炸药可弄破坦克前面的装甲，（即使是装有炸药的炮弹也

只能弄穿少许细洞，却不可撕裂整片盔甲）。基于双子塔的钢架厚度差不多是 T-34 坦克前方盔甲

的三倍，要同时炸毁几条支柱，以造成所谓控制拆卸的基本「内爆」效果，是没可能的。当然，如

果用极大份量的炸药附在每条独立的支柱上，技术上可以做到拆毁几个支柱，但是这样的方法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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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致最理想的「内爆效果」。双子塔太高，太坚固，要在同一时间把每一层、每一支钢柱破坏，

没有人能够做到。即使可以，此方法也做不到理想的效果，无法确保此高层的建筑物会完全地倒塌

至地面。因此，以传统拆卸方式拆毁世贸双子塔并不可能。它或许只会把大楼炸成碎片，散落至数

公里以外而已。 

 

世贸中心 7 期与芝加哥西尔斯大厦都有些共同点。它们都是以双层钢架建造，如前文所解释，它们

无法一下子拆卸。然而，根据美国法例，摩天大厦的建筑师须提供数个拆卸方案，其兴建计划方可

通过。如摩天大厦不能被拆卸，是不可获准兴建的。这正是摩天大厦内置核能拆卸装置的重点。讽

刺地，相关核能拆卸计划并不代表有真正需要拆卸该摩天大厦，尤其根本没有人有拆卸摩天大厦的

实际经验。提出此方案纯粹为说服建筑部门，允许兴建摩天大厦而已。而看来所有设计师及提倡

者，都不希望在有生之年用得上核能拆卸计划。 

 

如何运作？ 

 

首先，现代化核能拆卸与先前提及的「特别原子拆卸弹药」及「中型原子拆卸弹药」并无关系。核

能拆卸是完全崭新的概念。核能拆卸的过程中，用以拆卸的炸药不会在空气发生核爆，产生以下特

征：原子蘑菇云、热辐射、爆炸气浪、电磁冲。爆破发生在较深的地底，如同一般核爆测试。因

此，并不造成任何爆炸气浪、热辐射、电离辐射、电磁冲。而对周遭环境造成相对地少的破坏，但

是随后一定产生放射性污染。即使如此，执行这些计划的设计师是不理会这些因素。 

 

空气中核爆和地底下核爆有甚么基本的分别呢？基本分别是：在核爆（还有热核爆）的最初阶段

中，其所有爆炸能量以一种名为「第一次元辐射」的形式发放，其主要部分（接近 99%）属于 X

光谱内的射线（其余是属于伽玛射线内的光谱，是可引致辐射感染，最后的是可见光谱内的闪

光）。因此，几乎所有爆炸的能量以 X 光为主，加热震源周围数以十米的空气。这是因为 X 光会

被周围的空气吸收，并不能去到太远。使核爆震源周围较小的地方变热，会形成「核火球」，实际

上它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极度受热的空气而已。于空气核爆中，这「核火球」产生两个主要破坏性

的作用：热辐射及爆炸气浪，均由核爆范围高温的空气所产生。当发生地底核爆时，情况就截然不

同了。放置核炸药的位置没有空气，核爆所发放出的所有能量以 X 光为主，会用以加热周遭的石

头，石头会被加热、溶化及蒸发。石头被蒸发及消失后成为地底洞，洞的大小则视乎所用的核炸药

份量而定。从以下表格可得知，在地下核爆时，核炸药使用量与石头消失的份量之关系，各类石头

被蒸发及溶掉的份量（以公吨计算），以每次一千吨黄色炸药的效果显示： 

 

石头种类 
被蒸发物质的份量 

(以千吨计算) 

被溶化物质的份量 

(以千吨计算) 

干性花岗岩 69 300 (±100) 

湿性凝灰岩 (18-20%水分) 72 500 (± 150) 

干性凝灰岩 73 200 - 300 

淤积层 107 650 (±50) 

岩盐 150 800 

 

试举一例，把威力达 15 万吨热核炸药埋藏于足够深的花岗岩，引爆后，粗略估计，会造成直径

100 米阔的洞，如以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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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摩天大厦的地基建于地面以下最少 20 至 30 米。因此，可以计算安放炸药的位置，使核爆制造

出的洞，其顶部不会到达地面，而只会到达在摩天大厦的地基底。 

 

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为例，它们地基底建于地面以下 27 米。当放置 15 万吨热核炸药于 77 米深

（从地面开始量度）或它们的地基底以下 50 米时，77 米深的热核爆炸会造成个超热的大洞，球形

的顶部可触至需要拆卸的双子塔的地基底。由于大洞和地面还有 27 米的距离，所以四周的建筑不

会被此地底核爆而破坏（放射性污染除外）。被拆计划卸的双子塔完全失去地基，就会被吸入超热

的大洞里，内里的温度应足以溶掉整座塔。世贸 7 期及芝加哥西尔斯大厦的核能拆卸计划，亦以同

样方法计算。 

 

然而，计算以核能拆卸摩天大厦时，还需要考虑多一个因素。这是关于大洞里被蒸发了的花岗岩。

那些由花岗岩变成的气体从大洞里到底走到哪儿呢？事实上，地底核爆后的实际情况图画是颇有趣

的，让我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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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深度下地底核爆的基本过程

 
 
 

1) 核爆开始加热震源附近的石头 

 

2) 石头被蒸发。随着石头消失，「初级洞」产生，内里满载着由石头蒸发成的气体。由于大

洞内的气压极高，不段压迫周围的石头，所以「初级洞」便增大。 

 

3) 大洞终于到达了最后“次级”的大小，由于洞内的极大压力，使原本的洞（图中以虚线表

示）变得更大（图中以实线表示）。因为此洞的膨胀，使到周围石头被紧紧地压缩。 

 

4) 最后一幅。白色：地底大洞（最后的大小）；蓝色：「压碎区」 — 石头被完全粉碎（被

压碎至完完全全的微尘，约 100 微米般大小）；绿色：「破坏区」— 部分压碎了的石头。 

 

此图示展示了在理想深度（和地面有足够远的距离）下地底核爆的所有重要过程。因此，现知道大

洞内蒸发的石头产生极大的压力，产生了两个重要效果：1) 使原本的大洞，由「初级洞」变大为

「次级洞」；2) 因膨胀而破坏附近的石头，产生两个破坏区，各表示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核术语上，大洞旁边的地带称为「压碎层」。这地带的厚度能跟其大洞的直径相约，并充满一种

特别的物质。该地带是充满被粉碎的石头，而且被粉碎成微小的尘埃，其粒子的大小接近 100 微

米。此外，「压碎层」的物质处于很不寻常的状态 — 除了在地底作核能测试后外，它并不存在于

大自然界中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你从「压碎层」中轻轻地取出一块石头，它可能仍会贴在一起，从外形及颜色来看仍然像一块

石头。可是，只要你用手指轻轻地捏捏这块「石头」，它就会立刻完全粉碎成为微尘。在「压碎

层」旁边的第二个地带，在专业的核术语上称为「破坏层」，「破坏层」充满不同程度被压碎的石

头 — 由很细小(以毫米量度) 至相对地较大的部份也有。越接近「压碎层」的边缘，碎块便越细；

离震源越远，碎块便越大。最后，就是「破坏层」边缘之外的石头，该处不会受到任何破坏。 

 

我们在上面讨论过在「理想深度」下的地底核爆的实际过程。然而，若果核炸药埋藏得不够深而爆

炸，情况就会有些不同。「破坏层」和「压碎层」不会是完美的圆形，而是有点椭圆形的，末部较

长而向上的。假如和一只末部尖向上直放的鸡蛋比较，它们的形状会更为椭圆和更尖的。这是由于

蒸发了的气体所做成的压力会走向阻力最少的地方，即是地面（因为距离很近），所以「压碎层」

及「破坏层」都会向上扩展，比其他方向突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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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展示当大洞处于地面以下不太深的位置时，附近石头所受的阻力。很明显，地面向上的方向，

石头所做成的阻力，远少于其他方向。因为所有东西都会朝向阻力最少的路径走，所以可以理解到

大洞因此向上往地面扩大，永不会呈理想中的圆形，而多数会呈椭圆形。 

 

当压力往上散播，「破坏层」及「压碎层」向上的边界接触到准备拆卸的双子塔的地基底时，情况

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塔的建筑材料跟花岗岩的阻力不同。此外，塔内有很多空间，而向着其他方

向的花岗岩都是实心的（不论左右两边，还是下方）。因此，「破坏层」及「压碎层」的上层边缘

会在双子塔扩张得最远的。以世贸双子塔及西尔斯大厦为例，「破坏层」可到达 350-370 米高，而

紧接着的「压碎层」则可到达 290-310 米高。但是，世贸 7 期较矮，其长度属于「压碎层」之内，

所以它会被完全粉碎。核能拆卸的其中一大特点就是能粉碎钢铁及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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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展示了世贸被拆卸后，曼克顿被微尘覆盖的情况。很多人都误以为那些是「混凝土的灰

尘」，其实并不是，但那些「不折不扣」的尘埃 ─主要为粉碎了的钢铁。世贸的建筑材料其实不

会含有很多混凝土，尽管一般人对此有误解。建造世贸时，只有少量的混凝土用于塔的薄地板，除

此以外，并没有用在其他地方。世贸双子塔主要的部分都是钢铁，而不是混凝土。因此，微尘主要

成份是由钢铁做成。虽然，微尘并非只有“钢铁微尘”，当中亦包括了“家具微尘”、“木微

尘”、“纸微尘”、“地毯微尘”、“电脑零件微尘”，甚至“人体微尘”。因为还人留在双子塔

内，他们便如同钢铁、混凝土及家具，以同样的方式被粉碎。 

 

或许有人会感到希奇，为什么世贸 7 期完完全全及非常整齐地倒塌至地面，但双子塔倒塌时除有尘

埃外，还有零零落落的碎片，甚至一些颇大的碎片呢？这是很容易解答的。只要注意到「压碎层」

及「破坏层」于双子塔内的分布情况，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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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表示出把15万顿热核炸药放置在摩天大厦地基底以下的50米，「破坏层」在核拆卸后的

大约分布情况。紧记此情况下的热核炸药并不在「理想深度」下点燃，因此「压碎层」和「破坏

层」并非「理想的圆形」，而是椭圆形，顶部是较尖而向上的，因压力会朝向阻力最少的地方。这

便很容易理解，由于世贸7期整体的长度在「压碎层」的范围内，所以在其上面没有任何不受破坏

的部份，而该部份在双子塔的顶部是存在而且倒下来。 

 

当你从影片中看到世贸双子塔和世贸 7 期倒塌的详细过程，就会更清楚了解摩天大厦遭受到破坏

时，这种特别的破坏分布。在 YouTube 线上视频网站，可观看到很多当时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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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座开始倒塌前的一刻 

 

  
 

此两图显示北座倒塌（第二座倒塌），可以清楚见到该塔被摧毁为微细的灰尘。图的右下角，所显示的世贸7

期（光滑耀眼的棕色大楼）并未受到任何破坏。右图中的世贸7期比左图的「矮」，但这并不是因为世贸7期

正在「倒塌」，而是因为直升机连同摄影师正在飞行当中，拍摄的角度有少许不同，而该一刻摄影师本身亦

距离世贸稍微远了些。实际上，世贸7期没有倒塌，直至七小时后才塌下。 

 

2)  视频 - YouTube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OcsBQHvggnU  

 

这是一段编制得很好的视频，详细显示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情况（3种不同的角度）。毫无疑问，

塔的钢铁结构被改变成完全的微小尘埃。塔的顶部是笨重和完好的，而倒塌的模式清楚地表明，塔

下没有存在任何坚固的东西，只有完全松散的钢铁尘埃。还要注意笨重的塔顶，是以自由下降的速

度跌下 – 彷佛下面完全没有任何残余的钢铁，只有空气而已。 

 

3) 视频 - YouTube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3qYr3dpd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csBQHvggn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3qYr3d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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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视频以很好的角度显示世贸中心南塔倒塌的情况，是完全“被尘埃化”。毫无疑问，这个画面显

示出塔的钢铁结构被改变到完全的微小尘埃。塔的顶部是笨重和完好的，而倒塌的模式清楚地表

明，塔下没有存在任何坚固的东西，只有完全松散的钢铁尘埃。  

 

4) 视频 - YouTube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MXeAPcsD3-o  

 

此高清视频是最近从NIST Cumulus公布的视频数据库所发放出来的。选取自“WNBC 

Dub1054”档案。该视频清楚地显示出有强烈地震发生（黎克特制5.5级或以上 – 告诉我们地震源

于地下核爆炸，威力不小于十万吨黄色炸弹）。此地震包括一次震动和一次余震，地震发生于北塔

顶部开始向下倒塌前12秒正。这与著名的Etienne Sauret视频节目中，提及北塔摇晃一事吻合。

除了显示北塔倒塌过程中，完全被粉碎了的清楚细节外，该视频亦明确显示，在右边残余部份的钢

铁支柱被粉碎的情况，虽然支柱没有于北塔往下倒塌及因其自身的压力而被粉碎，但是数秒后支柱

就粉碎了（钢铁支柱被粉碎的情况在一辆卡车驶过后便清楚看到）。毫无疑问，这个画面显示出塔

的钢铁结构被改变到完全的微小尘埃。塔的顶部是笨重和完好的，而倒塌的模式清楚地表明，塔下

没有存在任何坚固的东西，只有完全松散的钢铁尘埃。  

 

 
 

详细画面显示出残余下来的钢铁支柱，变成钢铁灰尘，但由另一个相机以不同的角度下拍摄。 

 

5)  视频 - YouTube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CM88xJX5FsA  

 

这段著名的视频由Etienne Sauret拍摄。该视频清楚地显示出有强烈地震发生（黎克特制5.5级或

以上 – 告诉我们地震源于地下核爆炸，威力不小于十万吨黄色炸弹）。这是对世贸中心核能拆迁

的清楚证明。地震实际由地下核爆引起的，与以先前视频上面看到的地震是一样的 – 注：该地震

发生于塔顶部开始向下倒塌前12秒。在这12秒内发生了以下事情：核爆蒸发了岩石，形成了“初

级洞”，压力不断积累到达了“突破点”后洞便开始扩展到“第二级的大小”，然后产生出“压缩

波”通过塔身以超音速传播，塔身立即被“尘埃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XeAPcsD3-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M88xJX5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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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详细地显示出钢铁造成的世贸中心南楼（是第一座倒塌，尽管是第二座被所谓“恐怖分

子”的“飞机”损坏，而且事实上南楼的火灾持续的时间比北楼的火灾较短）如何在一瞬间转化成

细小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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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要完全粉碎当时最高的摩天大厦，尽管15万吨热核炸药明显是不足（如上图显示，双子塔只

被粉碎至其高度的80%，顶部未受破坏），但是基于法律理由，不能使用更多份量的核炸药作核能

拆卸之用。问题在于根据美国苏联《1976年和平核爆协议》，规定非军事用途的核弹，每次核爆

不得使用超过15万吨，而每组核爆最多只可使用合共150万吨。 

 

核能拆卸为了遵守以上协议的法律规定：如果需要拆卸世贸，它可按情况使用需要的炸药份量，但

是每一份核炸药的威力不得多于15万吨。于是，世贸核能拆卸计划由三份核炸药组成 — 合计威力

达45万吨。对于不能想象15万吨炸药的威力有多厉害的人，可以回想起1945年投下日本广岛的原

子弹，其威力是少于2万吨。 

 

「飞机」 

 

现在笔者假设读者已经了解双子塔是坚固得不可能以传统方法来拆卸，而只可使用巨大的地下热核

爆才能。那么就要想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何从电视中看到，铝制的客机可以穿过双子塔。 
 

     
 

这是第二架被恐怖份子骑劫的飞机，正在准备穿过外围的支柱，支柱全是厚厚的双层钢铁，然后消失于南座

之中。 

 
------------------------------------- 
 

6)  视频 - YouTube 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xZNHrtyuU 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JmSLQ2IqE 

这段影片是9/11捏造的事件中最无耻的一项，由Evan Fairbanks所造。它显示了铝造的飞机穿过

世贸中心南楼的钢铁外围（它的厚度如坦克的装甲一般）的情况，容易到一个地步，飞机好像是由

钢铁制造，但是塔却好像是由牛油制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xZNHrtyu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JmSLQ2I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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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名男子意外地落入镜头中，他没有对飞机接近的声音有反应，他亦没有对铝金属撞击钢铁

的奇怪声音有反应。该名男子只是对塔内的实际爆炸有反应。这是显然易见的。当涉及到飞机  – 

你可以看到该飞机只是数码影像而且消失于大楼内 – 甚至连一件小小的飞机残骸也没有跌落到人

行道上。还有，最荒谬的是 – 当飞机“穿透”塔时，其速度甚至没有减少......  

 
--------------------------- 
 

首先，要使事件容易理解，我简单重提本篇文章开始的要点：由于双子塔倒塌不是因为「煤油」，

而是因为地下的热核爆。此外，它们倒塌的「错误」次序，世贸 7 期并没被「恐怖分子的飞机」击

中，亦同样倒塌，我们因此可推测飞机并非有实际作用。它们是多余的，因为它们并不是构成世贸

中心倒塌的因素(至于由煤油产生的火灾，亦有可能是以桶装带进去的。)。由于飞机是多余的，因

此可以有信心地认为无论飞机有否出现，9/11 袭击早晚也会发生 — 双子塔及世贸 7 期终归要消

失，因为有人已经决定要拆卸它们，此举并不需要任何「飞机」。因此，许多对 9/11 有研究的理

性人士开始质疑美国政府，有关飞机撞击双子塔的传闻。许多研究开始出现于网络（可于

YouTube 观看著名的「September 11 clues」及「FOXED OUT」的片段），包括多方面分析

9/11 事件中显示的「飞机」，及以最合理的态度证明「飞机」是经过数码化做成的。然而，本文的

作者采用不同的方向。很多人怀疑有关 9/11 的影片，但是作者不分析那些片段的矛盾之处，只是

一针见血地指出显而易见的重点：铝不能穿过钢，就是这样而已。要相信两架铝制波音 767 可如上

图所示，穿越外围的支柱，厚厚的双层钢铁，等同相信物理定律突然决定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休

假一样。 

 

有人会有以下疑问（可以理解的）：虽然飞机是铝制的，但是它们以差不多以 500 英里飞行，它们

巨大的质量及速度足以产生所需的动能而穿过双子塔，即使双子塔是钢铁制成的。然而，这想法是

错误的。没错，我们会凭直觉认为一架大型而快速移动的飞机带有很大的能量，也认为它有可能严

重破坏一座建筑物。但假设飞机是在空中静止不动的，有人晃动其中一座世贸大楼，以 500 英里的

速度击向飞机，你想会发生甚么事呢？你觉得会是飞机被弄扁，还是它干脆利落地穿过大厦，没有

丝毫碎件留在大厦外墙（其厚度是坦克前盔甲的两倍）？试细想上述假设性的问题，因为不论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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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撞击静止的大楼，还是大楼撞击静止的飞机，此情况的物理现象是相同的。对于「高速飞行中的

飞机」造成破坏的直觉反应，其实不太正确。 

 

 
 

在上面的照片 – 显示出对邻近的“Verizon”大厦所造成的损害，注意大厦的钢铁外围。  

 

现在请看看上面的照片，试想像如此的钢铁外围倒下来，而且压倒停泊在下面的一架波音飞机，这

飞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的，你猜一猜 — 飞机将会被压扁。如果你看以下的视频，你将毫无疑

问地相信飞机被压扁 –（只需要观看开头的一分半钟已经足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余的视频你可以略

过）： 

 

7) 视频 - YouTube 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ytIbuAg9U   

          备用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inXhxm47JrY   

或者，如果该视频已经不存在，可以在 YouTube 上搜寻以下关键字眼“Filmtricks UND falsche 

Zeugen”，你会有可能发现到的。 

 

许多人没留意到双子塔实际的建筑方式，首先会以为双子塔的外层只是普通的巨型玻璃幕墙而已

（当然它被飞机穿过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后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双子塔事实上由厚厚的钢铁支柱

建成，与中央的钢铁支柱并无不同，它们的外围由紧密排列的钢铁支柱组成。一旦清楚这点，便会

了解到飞机没有可能完完整整（包括机翼及机尾的末端，更勿论机翼下的涡轮风扇引擎）地撞穿双

子塔，穿越其在外围紧密排列厚厚的钢铁支柱，完全消失于双子塔之内，没有任何细小的组件掉

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ytIbuAg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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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些年长的人仍然记得，当年日本空军敢死队驾驶飞机，撞击美国军舰及航空母舰引致的效

果：飞机撞击船的甲板时，飞机只是断开（没有穿进甲板）及掉下。假若船身没有装甲，也只有飞

机的钢制引擎可撞穿该船，而不会是全架飞机— 例如机翼、机尾、机身等部分。 
 

 
 

第二次大战时的相片，显示出日本空军敢死队对美国非装甲船只的破坏。注：装甲船（如主军舰）并不能被

飞机穿过。 

 

根据此前提，看见下图的核心支柱可以作出自己的评估： 

 

 
 

上图：「世贸遗址」遗留下来的世贸核心支柱的横切面，可估计出它们的厚度，实际上它们的厚度是 2.5

寸，以钢铁制成的，包括双子塔的核心及所有外围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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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官方的绘图中，可见这些厚厚的钢铁支柱实际是如何布置，正如很多人相信的，支柱不只是在

双子塔中间，亦在整座塔的外围。 
 

是否有人确信铝制的「波音」飞机可以整架击破（包括飞机尾部、机翼及大型涡轮引擎）及穿越上

图所示的钢制外围支柱？它们各个排放距离只相隔一米？ 

 

 
 

在“原爆点”，一条世贸双子塔外围的钢铁支柱，正在被量度其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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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铝制物品不能穿越钢铁的原因是颇难理解的，因此现提供少许提示，作为基本前提。众所

周知，制造穿甲炮弹的材料实际比盔甲的材料更坚硬。一般而言，穿甲炮弹由钨(Wolfram)制造

（美国亦有制造含有铀 238 的穿甲炮弹，而铀 238 基本是没用处的金属，以取代昂贵的钨，但由

于铀重过钢，故足以穿过盔甲）。 

 

铝制的穿甲炮弹明显并不存在，这是显然易见的事实。没有铝制的剑，也没有铝制的切割或刺穿物

件的工具。至于铝制物件可切割钢铁的观点实在有点「奇怪」，虽然不至于说是荒谬。穿甲炮弹攻

击坦克或其他装甲的物件时，其朝向目标的移动速度最少为音速的两倍 — 即使炮弹由钨制造，这

因素亦不足以做到穿钢的效果 — 高速是第二个需要的因素。发射自反坦克大炮的穿甲炮弹的速

度，通常是高于音速的三倍 — 即最少每秒 1000 米，正常情况下，可能更快。而以波音客机最高

的航行速度，是比音速慢的，即在最佳情况下，亦会少于每秒 250 米。 

 

可再看那些支柱，想象它们厚厚的双重钢墙跟坦克盔甲的厚度相约。对于由长枪管坦克近距离发射

的穿甲炮弹而言，要穿越一个支柱，这已是一个挑战。其实，「双层钢墙」的概念只适用于穿甲炮

弹，因为它面对的挑战是要穿越两层钢墙，垂直于炮弹飞行的方向。 

 

然而，铝制飞机面对更大的难题 — 除了应付垂直于飞行方向的两层钢墙外，还要应付多两层钢

墙，它们是平行于飞行方向的，因为各支柱有四层墙，而不只有两层。这两层平行于飞行方向的钢

墙，明显是比较厚的。 

 

 
上述图片为官方的图则 ，在所谓的“飞机”撞击双子塔的楼层中，其外围支柱的横设面。我加添

了箭头，用以显示铝制的飞机机翼所要穿过/割破的钢铁厚度。亦和由钨制造的穿甲炮弹作比较。

官方的实际图则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wtcmodel.wikidot.com/nist-core-column-data  
  

跟军事穿甲炮弹比较之后，这样会较易估计到铝制「波音 767」的所谓穿甲能力。为甚么「9/11 委

员会」或那些上述提及 NIST 的「工程师」，不尝试以残破的「波音 767」和那些支柱作穿透试

验？对于那些充满疑团的人，这类实验可令他们确信「恐怖分子飞机」真的能摧毁世贸中心。许多

人因此意识到铝制飞机根本不可能参与是次计划，只有经过「数码化」的飞机才可穿过重重钢铁，

使双子塔倒下。 
 

http://wtcmodel.wikidot.com/nist-core-colum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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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详细显示出据称的「波音 767」对世贸北座外围钢铁支柱引致的破坏。 

 

画面中清晰可见，外围的支柱全被数条离奇的直线切割，互相平行，因此所谓「撞击洞」并不符合

飞机形状。实际上，要解释此奇怪的现象是颇容易的。你可见到双子塔的外围并不只是钢铁支柱组

成，还有额外的铝片牢固地包着钢铁支柱的表面。铝片和那些钢铁支柱（钢柱基本是实心的，由底

下岩层伸展至塔顶）不同，铝片以较短而垂直的部份排列。如果你仔细看上图，你会察觉到某些水

平线互相平行，并有着相同的间距 — 在塔的外墙没有受破坏的位置隐若可见。那些水平线其实是

铝片的接合点，而且显示出每片覆盖外层的铝片的长度。实际上 9/11 策划者面对有些问题，他们

需要安放传统的爆破炸药在塔外（以模拟撞击点 — 飞机的剪影），并不是在塔内 — 因为炸药的能

量要朝向里面，才能令整个过程看似真实。如果他们放置那些炸药在塔内，那么原定「被飞机撞

击」的部份并不会如预期般向塔内倒塌。而当塔被摧毁后，在人行道找到的不是飞机的「起落架」

或「引擎」，而是塔本身外围支柱的碎片。 

 

显然易见，这并非一个选择，把炸药安放在双子塔正面外墙并非可取的方法，它们会被察觉。因

此，狡猾的 9/11 策划者把炸药放在铝片及钢铁支柱中间。炸药能量朝内爆发（为准确于锁定的位

置切割钢条，而且真的成功了），你可见到内里的钢条（显示出「生锈」的颜色与蓝色闪亮的铝外

层截然不同），于正确的位置精确地被切割，成功地模拟飞机的剪影。此外，钢条的切割口向内弯

曲，如预期所料。可是，9/11 策划者错误计算了一些事情。即使大多数炸药的能量是朝向里面，向

着钢铁支柱，亦有部分相对较小能量的炸药是向外的，形成后坐力，使到外层的铝片被除去。然

而，此难以控制的爆破方式竟然会利落地除掉整块铝，跌在人行道中，而非切掉铝片。 

 

因此，跟据炸药放置的垂直的位置，有些位置会有一片垂直铝片被撕掉，有些位置会有两片垂直铝

片被撕掉，有些则是三片垂直铝片。撞击点因而看似非常荒谬，呈现「梯级」形状，而不是完美的

「飞机」形状，双子塔并非如预期中，只有钢条被破坏的情况。 

 

〔以下所加入的段落在原本的 NEXUS 杂志是没有的；只于本文的互联网版本才被加入去。〕你可

以清楚看到有好些铝片是怎样被炸出来，这照片于本文提供的最后一段视频看到，该视频旨在说明

找不到由飞机产生的气流旋涡。在该视频开始时可清楚地看到多块相同长度的铝片，正被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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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铝片稍为后面之处便是火球，该火球就是由有能力穿透世贸北塔的“第一架飞机”发生所谓的爆

炸做成。以下定镜是在该视频所得，显示出相同长度的铝片四散于空中： 

 

 
 

我一直梦想着能够找到一些高质素的照片，显示出当爆炸的一刻外层的铝片在空中四散的情景。但

是，因为这样的照片会被美国当局认为是“高度反官方”的，所以这些照片会被审查，多年以来在

互联网上的任何地方都几乎不可能发现他们。然而，可能是因为我运气好，我最终意外地找到这样

的一张照片（或者，也许是上帝的恩典）。 

 

于 2011 年 7 月 16，我在曼谷的书店中，无意中发现一本杂志名为“生命”的特别版。该版本的封

面为“绳之于法”，全文用来报导最近所谓的“击毙”奥萨玛•宾•拉登（此人被宣称在巴基斯坦一

个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内某些地方，被美国突击队“击毙”，其尸体被匆匆埋葬在深海里，距离事

发地方约莫 2.000 公里远）。平时我对于任何宣传质料是没有兴趣的，特别是这种类型，但这时我

正在等候着朋友，无所是事。所以我把杂志从架上拿下来，并懒洋洋地翻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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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谈及的杂志封面。 
 

除了奥萨玛•宾•拉登和他的几个亲属的高质素肖像照片及一些可笑的宣传照片外，该杂志的第 8-9

页上印有南塔爆炸时最反官方的镜头 — 这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当然，我马上买了那本杂志，

并且把照片扫描出来。该照片是属于 Naomi Stock。我觉得我根本没有权利剥夺我的读者看到这绝

对是前所未有的照片，我衷心希望 Naomi Stock 女士不会介意把她的照片放在这里，因为这是

9/11 事件中最重要的证据而长期被隐藏于公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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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独特的高质素照片详细地显示出，由爆炸引至一样长度的铝片飞出去空中，比从塔内的橙色火

球只是早几分之一秒而已。在照片中看到的那些铝片，他们的模样基本上差不多。另外一件有趣的

事情是，这里的铝片以两个方向飞去 – 向右的（即所谓的“飞机” 所指称的“航道”），以及向

左的 – 即与所谓的“飞机” 所指称的“航道”成相反方向（根据官方的故事及电视上的视频，

“飞机”是由左边走近南楼）。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第一张照片，显示出破坏的细节及那奇怪 “阶梯形”的洞，据称由铝制的飞机

撞入世贸中心北塔的外围钢铁支柱（甚至包括那“薄切口”，它被解释为铝制机翼所引至，及铝制

“恐怖飞机”的故事）。然而，我其实有一张比上述更好的照片。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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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已经了解有关铝片（他们是如何安置而每一段的长度相同），以及已经了到解铝片里面为

钢铁支柱，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在现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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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相片中，可以清晰见到一位女士绝望地紧握着支柱，这女士名叫 Edna Cintron，在最

后一刻仍渴望被救回，不幸地，她于北座倒塌时丧生。但是，她却向世界展示出美国政府在欺骗人

民（仅仅从她身处的位置便证明，因该处本应为「热」点，而钢铁支柱本应要被「溶化」）。 

 

事实上，很多单纯的人看到这里可能会问此合理的问题：如何解释目击者所看见的「飞机」呢？答

案是：没有亲眼见到任何飞机的人数，相等于声称目击「飞机」的人数。 

 
------------- 

注：我的个人 YouTube 频道中有好几个当时发布的“反官方”新闻，是关于 9/11 灾难发生开头的

一两分钟。这些录像显示，在第一班证人中没有人看到或听到任何“飞机”，他们只是看到和听到

爆炸于双子塔顶部的楼层发生。以下是这些影片的连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YarBxlIzU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68DfCMQS7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iQf53TSr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3LXJwI-7x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1-BCeNcm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8xD9CFu4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T-Xa7rn7K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VpWQ88Y9W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2lWZY869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c8eT99_BAs  
 
------------------ 
 

但大众传媒选择报道目击者所看见「飞机」的镜头。 

 

整个 9/11 事件是个庞大的骗局。如果某些人有能力伪造片段，使「飞机」撞击双子塔切开钢铁支

柱，飞机如同钢铁而双子塔如同牛油一般容易的，而且把有关片段提供给所有传媒。这些有能力的

人，会否预先准备了一批伪造的「目击者」，声称「看到」飞机，这假设合理吗？当然，我们必须

有这样的设想。声称「看到」铝制飞机穿入双子塔外围的双重钢铁支柱的「目击者」，仅仅是 9/11

策划者聘请的演员，他们向传媒及公众撒谎。 

 
----------------------- 

最后，这里有多两个的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YarBxlIzU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68DfCMQS7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iQf53TSr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3LXJwI-7x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1-BCeNcm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8xD9CFu4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T-Xa7rn7K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VpWQ88Y9W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2lWZY869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c8eT99_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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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视频 - YouTube 的直接连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ml2TL5N8d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1q0j5Pzr0  (再版) 

    (译注：以下两段视频附加简体字中文字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D6VWs2CHfQ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4NzYwMzI4.html 
 

迄今为止，于 9/11“飞机”的研究中，这是最好的和最全面的。由 Alexander Collin 别名“Ace 

Baker”所制作，他本人以研究 9/11 而闻名，而且他是合成视频的专家。这部影片绝对是“必须一

看”。 

 

最后一段的视频非常简短，甚至没有说出一个字来而却清楚地展示出你是如何被飞机骗倒。此外，

在这部影片的开头，你可以看到那些在先前已讨论过四散于空中的铝片。 

 

9)  视频 - YouTube 的直接连结：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j1mVD2-HM  

 

 [YouTube的逐字说明，由加入视频的用户所提供]：在所有录像带中，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袭击中

都看不见有旋涡。半年前于飞机师寻找真相组织中，首席事实寻找总长告诉我这事，我才意识到这

一点。跟着，飞机师Rob Balsamo对我说，爆炸所产生的热能，会加热及被旋涡影响，听了我心

里充满疑团。但后来我才明白这些视频，清楚地展示出即使是由汽油弹产生的火焰，旋涡仍然存

在，如同在正常空气中。仔细观看911的高清视频，在火或冒烟中没有的湍流。唯一可能是当时那

里没有飞机。这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支节，但事实上这是确凿的证据。预先放置的炸药可以做

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不能够做出喷气引擎产生的湍流/旋涡之类的真正效果。 

 
---------------------- 
 

物理定律并没有于 9/11 当天休假。但是那些容易受骗的人，当看着电视画面时，他们的常识就好

像休假一样‧‧‧  

 

但尽管如此，于 9/11 前印刷的旧版英文词典中， “ground zero” 这和核有关的词汇的解释是最

好的良药，使人克服 9/11 的错觉，以及有助人重拾常识。 
 

 
 

除了旧版英文词典外，以下的照片亦有同样的效果。这些照片显示世贸三座建筑物于核爆后，地底

出现大洞，溶化了的石头，然后被冷却，最后清理含有放射性的剩余物质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ml2TL5N8d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1q0j5Pzr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1q0j5Pzr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4NzYwMzI4.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j1mVD2-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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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没有法定正式的 9/11 目击者口供作证供，我所选的照片仍不算完整。至少也需要一位证人

吧。有关的证供其实多的是，但我挑选了最好而且最有力的一项。 

 

纽约网上杂志
4
发表了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名为“Rudy Tuesday”。这篇文章具代表性 — 并不

是因为它把“ground zero” 一词原封不动地用来对照曼克顿的“Ground Zero” — 即不加引号，

不作大楷写法 — 如同在民防手册里，而是因为前市长纽约鲁迪·朱利安尼的声明。 

 

我觉得这是 9/11 事件的经典证据，要以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如此重要证人的口供，所以我必须将引

用原文内容，全无任何修改。 

 

我会把一些需多加注意的事情以粗体表示。于前所未见的世贸被煤油引至薄饼式倒塌事件的余波

中，必须留意纽约市长在不明的情况下提及有关核的问题，胡言乱语地评论核反应堆，并表示他

「知道」原爆点工作的人员（由他按排往清理原爆点，而没有获派任何全面保护装置的工作人员）

实际站在的地方：  

 

「是的，客厅内，沙律已经准备好，Delaware 国会议员 Mike Castle 一面使用黑莓，一面提起话
筒，说起鲁迪和清洁工人。Castle 提及市长在恐怖袭击后数天，带领他及其他国会议员到原爆点视
察。人们开始留心讲话。Castle 说：『他出席很多葬礼，他用尽办法都会出席，对于他所做的，我
们无论怎样表达谢意也是不足够的。』现在鲁迪踏上演讲台，全场起立，穿西装的人士起来，一名
银行家为他吹口哨。首先朱利安尼举起母指表示谢意。他指出在我们建造最后一个核反应堆后，中
国已建造了超过 30 个反应堆。『或许我们应仿效中国。』甚么？人们对此充满疑惑：这和我们在
电视上见到的人一模一样吗？那人甚有总统的风范而我们实际的总统是 MIA？鲁迪找到了适合的地
方，约翰·麦肯及米特·罗姆尼亦角逐共和党总统，朱利安尼却被淘汰了。但鲁迪可以制造议题，
这不是约翰·麦肯及米特•罗姆尼所善长，连希拉莉及奥巴马都不能及。他提出：伊拉克引致
9/11，激起建筑工人于原爆点插下国旗。朱利安尼说：『我知道他们站在热锅之上，其温度超过
2000 度，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国旗放在该地。』房间一片寂静，没有叉子碰到碟子的声音，也
没有手镯摇动的声音。“他们高举旗子，以示『你们不能打败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人。』”市长
迟疑了一会，一名老妇人抽鼻子，市长继续讲话：『我们不会以傲慢或军事式的态度表达，而是以
灵性的方式。我们的主意比你们的好。』」 

 

笔者不敢肯定他们的「主意」是否「比我们的好」，因为笔者并不觉得于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以核

炸药拆卸摩天大厦是好主意，其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八倍。但原则上，笔者是同意 Giuliani 的。那

些在原爆点的救援人员其实是站在热锅之上，以他们的生命作赌注 — 当你很认真地估计此情况，

那些容易受骗的人在不配戴任何保护装备之下，踏足刚发生核爆的地方。 

 

笔者相信从现在开始，读者对于在曼克顿原爆点发生的事、“ground zero” 于 9/11 前的解释，或

多或少都有了概念，亦得知了一个重要证人提出的证供。 

 

我想读者可能仍然有许多疑问：是甚么撞击五角大楼？如果飞机不是撞击双子塔，它们会在哪里消

失呢？飞机内的乘客遇到甚么事呢？「劫机者」又怎样呢？93 航班出了甚么意外？为甚么 9/11 当

天末日飞机在飞行？为何北座大楼比南座较早倒塌是不可能？为甚么美国官员要拆卸双子塔及世贸

7 期呢？为甚么患上急性辐射病的原爆点救援人员，比患上慢性的少呢？谁发出炭疽病信件？为何

要这样做呢？为甚么其他国家的监测机构，如苏联、印度、中国，对于美国政府以 15 万吨热核炸

药拆卸世贸中心「视而不见」，为何这些行动与阿富汗及伊拉克并没有关系？为甚么联合国国际原

子能机构保持缄默？最后，是谁策划 9/11？目的又是甚么呢？ 

 

                                                 
4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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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9/11 事件是何等复杂的行动，它各个方面的细节又互相关联，如以三言两语地解释每个

细节，从而「简单」描述整个 9/11 事件，实在不可能。基于本文篇幅有限，本人无法就整个 9/11

事件完全解释清楚。 

 

2009 年 9 月，笔者制作了一段较全面的录影片段，片长超过 4 小时，解释整个 9/11 事件。于网上

搜寻器输入“Dimitri Khalezov video”， 就可找到。此外，笔者写了一本超过 500 页 A4 大小的

书。提出以上两项，为指出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以全面的观点讲述 9/11 是不可能的。单单只记

述 9/11 导弹袭击五角大楼，以及其附近的情况，所需篇幅也要跟这篇文章相若。也希望此故事可

以延续下去。因此，所有于前段提到的问题当中，我会回答最后一题：9/11 策划者是希望迫使美国

能跟其他国家同一阵线，对阿富汗及伊拉克发动荒谬的战争，剥夺他们仅余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必

须要知道的是，阿盖达组织及任何穆斯林组织是没有能力安排得到虚假「飞机」片段给美国传媒、

聘请目击者「目击」铝制飞机穿越钢铁、同时以三枚 15 万吨地底热核炸药拆卸世贸中心，每枚的

能量比投下广岛的第一枚原子弹还要强八倍。 

 

附言：由从前的好日子中所画的最反官方图解...  
 

以下的图解是被我的一位读者在维基百科网站中发现，在那里有编文章描述核试： 

http://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weapons_testing 
 

有关图片在这里发布：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ypes_of_nuclear_testing.svg  

 

图片的原本档案名称为: 591px-Types_of_nuclear_testing_svg.png  

 

尽管这张图片未有在这篇文章的原始版本于 NEXUS 杂志中发表，我喜欢这张简陋的绘图，以至我

无法抗拒地把它加到我的互联网版本文章。 

 

http://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weapons_test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ypes_of_nuclear_testing.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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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解显示出在各种环境下进行的四种类型核爆： 

 

1）空气中; 2）地底下; 3）大气层外; 4）水底下。 

 

猜一猜为什么他们在地下核爆炸（2）的地点上划上某些“高建筑物”呢？在自己的周围发出一些

“波浪” 呢？ 

 

这是一个七十年代的经典图解。在那些日子核爆并不是那么“邪恶”，而且可以进行广泛的讨论。

在那些日子，这其实不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 就是地下核爆可以成功地用来拆迁摩天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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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迪米崔‧卡尔佐夫先生 (Dimitri A. 

Khalezov)为前苏联公民，是前「军事
编号 46179」队，又称为「苏联国防
部第十二总局辖下的特别管理处」的
军官。此特别管理处亦被称为苏联原
子（后称为「核」）能情报组，是负
责侦察前苏联各敌方的核爆（包括地
底核测试）的秘密军事组织，亦负责
管理各项与核测试及和平核爆有关的
国际条约。2001 年 9 月 11 日后，卡
尔佐夫对 9/11 事件进行全面研究，证
实世贸双子塔及世贸 7 期由三枚地底
热 核 炸 药 所 拆 卸 ， 「 原 爆 点 」
“ground zero”因而得名。此外，他
作证早于 80 年代，他在苏联特别管理
组工作期间，已知道世贸双子塔「紧
急核能拆卸计划」一事。   

 

敬请阅读： 
 

亲爱的先生们， 

 

这里的东西是得来不易的 – 制作有关研究，并制作相关的视频讲解。除了花了几年

时间来搜集证据，也花了几年时间来与各个反对这项工作的秘密组织周旋。这些全

都不是便宜的... 

 

除了这一切外，今天分发这些资料及把它们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工作，它所需的开支

相当大。 

 

由于我们努力的结果，你最终才可知道，21 世纪最复杂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 – 

9/11 的真相。相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这些知识更重要，而阁下已经收到了，并且

完全免费。 

 

然而，对你们来说是免费的，对于我则不然。我们仍然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出

来，把这些资讯给你。我希望我有足够的金钱，可以把我全本共 1200 页的书翻译

成土耳其文。不幸的是，我没有这样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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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表达你的感谢，或者支持我们的努力，请考虑捐款。为了要保持运作，资

金是十分需要的。当您捐款给我们时，你们可以十分放心是支持确实的真相。 

 

你可以汇款（任何货币）至这个在泰国曼谷的银行账户：  

================================================ 

Beneficiary Bank (收款人之银行): Krung Thai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BIC code:  在泰国的银行，不需要填写此项 

（如确实需要填写，可以用 SWIFT 编号代替） 

 

SWIFT Code :  KRTHTHBK 

 

ROUTING NO/ CHIPS UD:  007895  

 

Branch(分行): Yannawa branch 

 

ADDRESS(地址):  Krung Thai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Yannawa branch,  

          1674/3 Charoen Krung Road, Yannawa, Satho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Telephone +66(0)2211-0156, +66(0)2211-0-2211-3300 

 

Beneficiary's Name(收款人之姓名):         MR. DMITRI KHALEZOV  

                                                                             DiMITRI 

 [请一定要注意在此情况下，第一个英文名不要写成 “Dimitri”，要写成 “Dmitri”不
要第二个英文字母“i”，而且中间的英文名是不须要的。] 

 

Beneficiary's Account No(收款人之账户号码):   010-0-47535-3 

 

IBAN No:   在泰国的银行，不需要填写此项 

（如确实需要填写，可以用“TH0100475353”代替） 

 

假使上述帐户被有关当局关闭了，你会充分地通知得到这个可悲的事实，而且你应

该总是可以在 www.911thology.com 或 www.911thology.co 网站找到更新的资讯，

有关于捐款到另外一家可用的银行帐户，或你可以就此事宜亲自联络迪米崔‧卡尔

佐夫。  

 

对于不信任网上捐款而倾向寄出支票的人士，地址如下：    
 

 Mr. Dmitri Khalezov  [note that “Dmitri” is without “i” in between “d” and “m”] 

 P.O. Box 36  

 Yannawa  

 Bangkok 

 Thailand 10120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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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捐款可通过“西方联盟/Western Union”的服务直接发送至： 

 

Mr. Dmitri Khalezov, Bangkok, Thailand.  

 

[请一定要注意在此情况下，第一个英文名不要写成  “Dimitri”，要写成 

“Dmitri”不要第二个英文字母“i”，而且中间的英文名是不须要的；亦注意名字
和姓氏不能对调，否则西方联盟将会拒绝这样的交易。] 

 

如果西方联盟基于某些特别原因，需要填写我的地址，可在这里找到： 

Dmitri Khalezov, 333, Soi 40, Phahonyothin Rd, Senanikom, Chatuech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请勿邮寄信件到那里给我，因为很可能会寄失；相反

把信件寄到我的邮政信箱 36 号，在上面已经提及）。 

 

如果使用西方联盟，请确保发送一条 SMS 短信，提及关于西方联盟的转账，细节

如下：  

 

-MTCN（汇款监控号码）; 

-发短信的名字（全名）;  

-汇出金钱的国家; 

-货币类别; 

-转移金额; 

 

-发送短信至曼谷的手机电话号码：+66812492233，并请把相同的资料重复再次发

送到这个电邮地址：donate@911thology.com 

 

如果你使用比特币(Bitcoin)，这里是我的钱包:   

1L4VE5ED5k1RS56i9wg4QDE3ehurHFNz3F 
 

此外，捐款亦可以通“WebMoney”（ http://www.webmoney.ru/eng/）系统送到属

于迪米崔‧卡尔佐夫的 Web Money“钱包”里： 

 

Z285632610819（美元/US dollars） 

E159784303016（欧元/Euros） 

R384502243216（俄罗斯卢布/Russian rubles） 

U327130392143（乌克兰的格里夫尼亚/Ukrainian hryvnias） 

 

（如果你想通过 WebMoney 系统捐款金钱，请不要使用任何“确认/授权”的选
项，请不要指定这样的一个转账为“捐款”，只要指定为“payment for the book”
或“payment for the video”）， 

 

如果阁下有一些支持我们的想法，或提供一些合作方案，阁下可以联络本人。 

 

 

donate@911thology.com
http://www.webmoney.ru/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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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泰国曼谷电话号码：        +6681-2492233     和     +6681-4403337                                                                                                      

                                                        081-2492233                   081-4403337 

 

透过电话联络的合适时间为：曼谷时间（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加 7 小时）上午 8 时 –

下午 9 时。 

 

请注意在以前我的网站所显示的联络电话，即手机电话号码+6685-1230760 和

+6681-1333644 仍然运作，但是现在仅供为私人使用。  

 

我的其他联络资料可以在这里找到： 

 

www.dkhalezov.com   

 

或在： 

                                            

www.911thology.com  

 

或在： 

 

 www.911thology.co  

 

除了捐款外，还需要一些志愿人士帮助复制和再度分发 9/11 的真相，亦需要志愿

人士帮助翻译这些资料成为其他外国语言，主要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

还有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至于翻译成其他语言，都是有好处的。然而，

在开始翻译任何文章前，请联络本人，以核对有关文章是否仍然需要翻译，因为有

可能某些文章的翻译版本已经存在。 

 

如果你有意提供资金或任何个人的力量用是作分发及翻译这些资料，请联系我。联

络详情应该可在以下找到  www.dkhalezov.com 或  www.911thology.com 或 

www.911thology.co。[请注意，以上某些网站可能会被你身处国家的警察所封锁，

不能浏览，所以在某些国家，这些网站可能只有通过代理来浏览。] 

 

在敏感的情况下，请使用加密的通信方式，而 CipherWall Network 是首选。请参阅

www.dkhalezov.com 中的联络网页，会有更多有关使用此程序的细节。 

 

在此预先感谢所有的捐款。 

 

我会十分感激你们的帮助，不论是重新分发这些资料。制作副本，并将它们发送给

他人。将资料上载到互联网，并烧录 DVD。把资料发送给你的参议员，将资料发

送给世贸遗址的救援人员，送给以前世贸中心作办事处的租客和以西尔斯大厦作办

事处的租客，将资料发送给你的朋友，发送给你的亲人，并发送给所有人。劝别人

做同样的事情，将资料发送给更多的人。人民必须知道真相。当每一位美国公民知

道世贸中心真正发生的事情，美国政府便将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事实的真相，最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dkhalez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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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并惩罚那些 9/11 的真正罪犯。也许，你甚至有机会重拾以往的公民自由，因为

9/11 原故做成的所谓“反恐”战争而被剥夺的公民自由... 

 

将资料发送给更多的人，你会看到更多类似的公众反应： 

 

 
译注 ─ 电话亭内写着：「9-11 是内鬼所作！世贸中心遭到核爆！」 

 

尾注: 
 
1
 Lombardie, Kristen: “Death by Dust” on VillageVoice.com: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2
 Ibid, S5. 

 
3
約翰先生接受「骨髓移植」，以下是有關他的故事全文: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

157.htm 或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另一令人震驚的事亦上

載於此: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4
 Rodrick, Steven: “Rudy Tuesday” from NYmag.com 25.02.07: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更多链接： 
 

最新消息（包括最新公布的资料，作者的联络资料和有关捐款的资料）：[请注意，以上某些网站

可能会被你身处国家的警察所封锁，不能浏览，所以在某些国家，这些网站可能只有通过代理来浏

览。]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911thology.org               http://www.911thology.net            http://www.911thology.info           
http://www.911thology.biz                http://www.911thology.ru              http://www.911thology.de             
http://www.911thology.fr                   http://www.911thology.es             http://www.911thology.it  
http://www.911thology-arabic.com   http://www.911thology-farsi.com   http://www.911thology.pl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911thology.org/
http://www.911thology.net/
http://www.911thology.info/
http://www.911thology.biz/
http://www.911thology.ru/
http://www.911thology.de/
http://www.911thology.fr/
http://www.911thology.es/
http://www.911thology.it/
http://www.911thology-arabic.com/
http://www.911thology-farsi.com/
http://www.911thology.pl/


 52 

http://www.911thology-turkish.com  http://www.911thology-thai.com                
 

下载视频和其他文件： http://911-truth.net  

 

YouTube 频道：  http://www.youtube.com/user/DimitriKhalezov  

 

本文的英文、中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

波斯文、乌尔都文、泰文、韩文、日文、及一些其他语言的版本，它们的 MS Word 和 PDF 格式

都可以使用这些直接连结下载：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doc 

http://www.911thology-turkish.com/
http://www.911thology-thai.com/
http://911-truth.net/
http://www.youtube.com/user/DimitriKhalezov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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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Kore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Kore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Japan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Japanese.pdf 
 

我亦十分高兴地通知大家，我完整版本的英文书已经准备好了。下载连络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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