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露：毫无疑问，两个迈克尔，加拿大的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被抓是因为他们

对中国和朝鲜进行间谍活动（这里有您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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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西方的大谎言宣传机器（ ）不知疲倦地给世界洗脑，认为两个迈克尔是无辜的受害者，被

北京爸爸冷嘲热讽地用来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交换囚犯。事实是，他们和为西帝国做间谍一样有

罪。继续阅读。

开始

孟晚舟笑着前往温哥华机场准备回家

年 月 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加拿大当局奉美国政府之命逮捕，罪名是捏

造的涉及伊朗的欺诈指控。她最终被软禁了 天，并于 年 月 日获释，以民族英雄的身份

返回家园，并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她长期被监禁期间，中华民族感到愤怒，认为这个磨难只不过是

惩罚华为并从中获取信息的敲诈勒索，该国人民称其为绑架和监禁人质。世界各地的许多非华人都同

意 而山姆大叔的帝国野心并没有实现。

年 月 日，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 ）和迈克尔·斯帕沃尔（ ）

在中国被捕，后来被赋予了 两个迈克尔 的绰号。中国政府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随后他们接受了审

判。 年 月 日，斯帕沃尔被法院判处 年徒刑，他在中国的所有资产被扣押（ 万元人民

币），最终因间谍罪被驱逐出境，康明凯的法庭案件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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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们通常在道德上的愤怒比较明显，因为北京被指控玩不讲道理地、有计划地将他们拘留，

以回应孟晚舟的关切，以用作潜在交换的棋子。两位迈克尔是名人和民族英雄，现在依然如此，尤其

是当他们于 年 月 日被送回家时，也就是孟晚舟获释的同一天。这在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心目

中证实，两个迈克尔实际上是作为地缘政治棋盘上的棋子被捕的，他们是间谍的指控是虚假的。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两个迈克尔对针对中国和朝鲜国家的间谍活动是犯罪的，正如这次揭露将充分表

明的那样。

背景噪音

这次曝光的明星，两个迈克尔，左边是斯帕沃尔，右边是康明凯。

西方对两个迈克尔被捕很可能的一种说法是，北京确实逮捕了他们，作为孟晚舟的筹码。当与山

姆大叔打交道时，世界上自封的帝国世界警察完全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描述成

玩阴阳平衡术。

同样可能的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他们的中央情报局）掌握了他们需要的关于康明凯和斯帕沃

尔的所有信息，并且正在花时间看看是否有任何当地公民在合作。由于情报信息正在跨越朝鲜边境和

向更远的地方传输，我们当然可以假设他们的朝鲜方面，侦察总局也在关切这个事件。事实上，两个

迈克尔的间谍活动是第二层（根据中国消息来源的定义）

即使是业余爱好者，也表明让他们在现场对两国

来说都不是非常令人担忧。他们绝对没有与像金菲尔比 和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这样的超级间谍结盟。

西方帝国为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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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并不是唯一一个利用双迈克尔作为政治素材在今年连任的人，所有人都跳上

了释放两个米歇尔 中国是邪恶的的潮流。

虽然两个迈克尔在加拿大以外相对不为人知，但这并没有阻止加拿大建制派和主流媒体在世界各地获

得支持 官方为 个国家 来自政治，外交，

学术界和智囊团的数百名名人公开要求立即释放康明凯和斯帕沃尔，加拿大总理称之为 任意拘留

在西方选举政

治的泥坑里，加拿大左翼和右翼的知名人士都站在他们的肥皂盒上，抨击 专制和不透明 的中国以及他

们在监狱里的虐待

在搬到白宫后不久，乔·拜登总统增加了这个宣传片，指出 人类不是以物易物的筹码 ，考

虑到关塔那摩的酷刑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的黑色行动演绎中心遍布全球，这是一个可怕的骗局。

事实上，从各方面来看，两个迈克尔夫妇都得到了很好的对待。他们被允许亲自和在线大使和领事访

问，打电话和与家人一起回家，吃得好，得到良好的医疗护理

和

以及有充足的机会阅读书籍和锻炼

要是像朱利安·阿桑奇（ ）和切尔西·曼宁

（ ）这样的西方政治犯如此幸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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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所有间谍审判都是 不透明的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切尔西·曼宁（ ）审判的全部内容，这些画作是由安全许可的艺术家绘制的。与情报有

关的法庭程序是秘密进行的，这是世界各地的常见做法。

另一个可笑的西方指控是，康明凯和斯帕沃尔的法庭审判是不透明的，因为中国不允许西方证人

出席，以核实 公平 的审判。从什么时候开始，间谍案件开放给全世界作证？通常提供国家机密，情报

程序，识别的特工和高度敏感的证据。当然，所有国家都不会向外国敌人透露这一点。关于西方间谍

审判我可以写满好几页，这些审判从未见过光。这不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小额索赔法院。

让我们从低挂着的颜色革命果实开始：康明凯和国际危机组织

网页及其亚洲目标地区和国家列表。他们对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有亲和力。

迈克尔·康明凯（ ）的简历以无辜的方式开始，根据他的 页面

他拥有多伦多大学英语文学文凭（ ），然后在巴黎索邦

大学学习法语（ 年）。从那里直到 年，康明凯是一张白纸，然后他去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

学，获得了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然后，他放弃了雷达，直到在联合国和纽约大学获得一

些培训证书（ ）。他立即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工作，主要在非洲，但也在亚洲

（ ），然后短暂参加 和 峰会（ ）。目前为止，一切都好。到目前为止，他的教

育和工作经验可能是许多其他人在国际发展和关系领域工作的人。

然后，他似乎朝着更具地缘政治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入加拿大外交部，担任其国际安全处的高级

主管官员（ ），在那里他协调了该部门驻渥太华的外交官网络。国际安全意味着保障一国的

https://www.linkedin.com/in/kovrig/


生存，包括军事干预和条约。现在，这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可以咬牙切

齿的工作。康明凯显然转过头来，在北京成为加拿大大使馆一等秘书和副领事，高于入门级随员，低

于参赞和大使（ ）。在军衔上，和中校一样，不错的飞跃

在此期间，他学习并掌握了普通话的功能。

国家安全阴谋随着荣鼎集团和大西洋理事会的加剧而加剧

大西洋理事会是新自由主义、极端鹰派、冷战恐怖的家园。首先，希拉里·克林顿（ ）和亨利·基辛格

（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帝国精神病患者中的佼佼者。似乎迈克尔·康明凯喝了他们邪恶的

。

然后，在 年，他似乎成为荣鼎集团的中国分析师。

专门从事中国，印度，能源和发达经

济体的枪支雇佣研究 荣鼎咨询的大型中国项目是大西洋理事会多年的中

国探路者项目 有趣的是，在康明凯 页面上，我们只有 地缘政治

风险，政府关系和战略传播顾问 （ 年至今），但没有实体。试图隐瞒什么，迈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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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以千计广为人知的（华盛顿特区）环城公路强盗之一，他们正在游说、非政府组织和研究组织，主

要受西方深层国家和大谎言宣传机器的雇佣，以编织他们的假冒贵族和福音派正义之网，强加于全世界人民。

像大西洋理事会一样？宾果游戏。亨利·基辛格（ ）、马克·埃斯珀（国防部

长）、大卫· ·彼得雷乌斯（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国土安全部）和韦斯利·克拉

克将军（塞尔维亚 科索沃司令部）和詹姆斯·卡特赖特（参谋长联席会议）等超级狂热的冷战战士导

演，包括詹姆斯·贝克、阿什顿·卡特、罗伯特·盖茨、莱昂·帕内塔、科林·鲍威尔、威廉·佩

里，康多莉扎·赖斯和威廉·韦伯斯特。需要我多说吗？ 伊克斯，我的脑袋在旋转，只是写这个清

单。它比现实生活中的奇爱博士电影更糟糕 。

康明凯跳进乔治·索罗斯的腿

颜色革命的资助者和资深的中华者乔治 索罗斯（ ）创立了国际危机组织（ ），并继续成

为一名大力支持者。他们的署名努力防止全球冲突是纯粹的奥威尔式的双关语。

有了这样的指导和灵感，康明凯从 年开始成为国际危机组织（ ）在东北亚（即中国和朝

鲜）的头号任务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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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另一个单调乏味的非政府组织。 成立于 年，由乔治·索罗斯（ ）

和他的颜色革命饼干切割机开放社会（ ）提供资金，一直处于西方支持的颠覆和破坏全球

的最前沿。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19/02/05/60-seconds-over-sinoland-george-

soros-threw-his-own-icg-employee-michael-kovrig-under-the-sino-bus/ 它的持续资金就像中央情报

局店面国家民主基金会（ ）的名人录：卡内基，科赫，福特，卢斯，麦克阿瑟和洛克菲勒等，每

年为其许多不当行为注入数百万美元。 不仅如此，

许多北约政府也参与其中。 https://w05.international.gc.ca/projectbrowser-banqueprojets/project-

projet/details/P008243001 的董事包括异花授粉和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极端鹰派，原教旨主义

董事，如大西洋理事会。

在南斯拉夫削减其颜色革命印章

就像中央情报局的吉恩·夏普（ ）一样，他隐藏在奥威尔式的 和平解决冲突

的双重说法背后，而实际上这意味着引起暴力起义和政府推翻。

从那里，你的名字和 一直在那里：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整个

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似乎针对与中国有良好关系和合作发展的国家。中国的发展方向， 也是

如此 最近， 一

直在帮助破坏埃塞俄比亚及其提格雷地区的稳定，这是一个与中国合作的巨大国家，同时也旨在在隔

壁的厄立特里亚造成痛苦和苦难，厄立特里亚是一个自豪，独立，古巴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康明凯在中国饰演一个可怜的詹姆斯·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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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凯在中国上演他的詹姆斯·邦德幻想？它没有按计划进行。

作为该地区的新 点人（他留在他们的网站上的信息）

康明凯移居香港。据中国消息人士透露，康明凯在 年以商人和虚

假商业借口进入中国，同时仍以加拿大政府雇员的身份获得加拿大外交官的薪水。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324012147/https:/www.bnnbloomberg.ca/former-canadian-

envoy-is-now-at-center-of-feud-with-china-1.1182383 。 难道他以为，非常彻底的中国 没有像一

个反帝国主义的红鹰一样看着他，从香港开始，一路走来？在中国期间，康明凯利用他的同事（中

文？外国？），收集国家安全相关信息的声望，撰写分析报告，并可能将其送回家。

根据中国 年《国家安全法》

这被定义为二

级国家机密和情报 。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加拿大大使馆一定知道北京在 年提出了一项外国非政府组织（ ）控制

法，全世界都可以在网上查看和评论。 年 月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该法案。它被恰当地

命名为 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其目的是利用西方用来摧毁其敌国的无数中央情报局 军情 处

索罗斯政府推翻的窗口前线。中国有超过 个 组织在全国各地横行，法律早就

应该出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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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常彻底和明确，可以在这里研究

于 年 月

日生效，不会通得过审核，显然也没有试图根据新规则正式注册。康明凯为反革命 、荣鼎集团工

作并获得渥太华的报酬，这就是康明凯从香港进入中国两年，假装成加拿大文职商人的原因吗？我怀

疑 在 的网站上大放厥词，康明凯的脸从远处笑了起来。

迈克尔·约翰·康明凯（ ）是詹姆斯·邦德（ ）的二线球员。尽管

如此，他仍然是一名反华间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也是反朝鲜的间谍。

迈克尔·斯帕沃尔是康明凯在鸭绿江对岸的犯罪伙伴

啊，那些日子，迈克尔·斯帕沃尔（ ）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的好伙伴。然后他把一切都冲走

了。

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沃尔（ ）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娱乐性。虽然康明凯似

乎已经通过与荣鼎集团的合作，对大西洋集团的反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亲全球资本主义议程感到不

满，但考虑到斯帕沃尔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很难理解为什么斯帕沃尔会走同样的道路。

他对朝鲜的兴趣始于九十年代末对首尔的访问，在那里他显然被北纬 度以北的阴谋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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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 页面 斯帕沃尔 在卡

尔加里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 ）。这与韩国江原国立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贸易研究项

目（ ）重叠。

年，斯帕沃尔在平壤生活了六个月，通过一家加拿大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担任教师。随后，

他在首尔担任韩国旅游组织副主任（ ），并从那里成为平壤项目主任，该项目位于中国吉林

省延吉市，该市是延边朝鲜自治州政府所在地（ 年至 年 月）。非政府组织平壤项目刚刚成

立，作为朝鲜和加拿大之间跨文化教育和语言方案的工具。

斯帕沃尔 与 球星丹尼斯罗德曼一起的时间

朝鲜的丹尼斯·罗德曼（ ）、金正恩（ ）和康明凯（ ），金正恩的英语翻译介于两

者之间。

正是在这里，斯帕沃尔的朝鲜之行受到庆祝。从 年 月开始，他开始在跨境交流中露面，并

于 年 月将 球星丹尼斯·罗德曼带到朝鲜与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爱尔兰百万富翁

的钱包被招募来资助这一切。此后，名人堂成员、五届 总冠军罗德曼五次访问朝鲜，同时

与金正恩三次会面。 甚至还带来了一些篮球明星和

哈莱姆环球旅行者与北方最好的球员进行友谊赛

斯帕沃尔正在运动，还组织加拿大国家曲棍球联盟球员来参加类似的表演赛。

以及推广朝鲜的第一个滑雪胜地，马西克山口用于国际旅游。

斯帕沃尔还帮助了朝鲜的奥委会计划，并抽出时间监督平壤 世纪龙光馆的修复，从荷兰王室的

克劳斯王子基金会获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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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显然还帮助促进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国务卿

迈克·波梅奥对朝鲜的正式访问。

非政府组织白兔文化交流

的 文化交流 页面，其中有一位微笑的朝鲜陆军上尉。每个人都知道，在出国旅行时，最好避

免拍摄军事对象的照片。

目前尚不清楚何时（其 页面创建于 年，其网站已关闭）

但斯帕沃尔成立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白头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促进与

朝鲜跨境交流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贸易和旅游方面。

有时写成复数的交易所，其 页面，仍然

启动并运行，使观看效果极佳 用这个绰号来命名他的非政

府组织是赢得所有韩国人心的必经之路。白头山被认为是朝鲜人民的发源地，由此，传说中的半神创

始人，丹根国王创建了第一个 王国。

直到今天，白头山仍然是一座活跃的天堂湖火山，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就在朝鲜与中国

的北部边界对面。

斯帕沃尔（ ）选择在中国鸭绿江对面的丹东开店似乎很奇怪，但这并非完全偏离目标。他已

经在中国延吉为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平壤项目工作，所以很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在这两个国家工作。

中国提供了更多的互联网接入，无论如何，飞往朝鲜的航班通常都经过北京。世界各地在国际边界生

活和工作的人们都在进行跨城通勤，以实现多样性和节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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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而浅的鸭绿江是将中国与朝鲜隔开的唯一部分，随着车辆和火车桥沿着边境连接它们，大规模的贸易和人员流动越过

边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上图是丹东新义州，迈克尔·斯帕沃尔的中韩踩踏场。

丹东是一个拥有 万人口的繁华贸易城市，拥有中国一贯的优良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城市社

交生活。它通过车辆和火车桥与新义州横跨狭窄而浅的鸭绿江相连，拥有 万的小镇人口

。你宁愿住在托皮卡还是堪萨斯城？不仅如此，新义州距离平壤只

有 公里的车程，位于朝鲜非常好的高速公路系统上，大约需要 个小时的车程。虽然延吉是中国

朝鲜少数民族的政府所在地，但由于中国最漏洞百出的商业和贸易边界之一，中国边境沿线居住着超

过 万朝鲜族人，包括中国人和朝鲜人。人民称它为鸭绿江集市。

然后一切都向南发展了——原谅地缘政治上正确的双关语

迈克尔·斯帕沃尔（ ）为中国在朝鲜的一带一路倡议港口项目拍照，该项目涉及俄罗斯。他一定拍过很多类

似的关键基础设施照片。

康明凯真的是在众所周知的猫鸟座位上，世界是他的泡菜牡蛎。横跨北纬 度的天空是极限。那

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激励斯帕沃尔成为帝国的低级间谍呢？

像他的搭档康明凯一样，这位迈克尔也沦为拍摄韩国阅兵式的照片，以及中韩 一带一路 倡议

（ ）基础设施项目。加拿大调查记者艾米·麦克弗森（ ）——类似于美国人格雷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uiju


格·帕拉斯特（ ）——对斯帕沃尔做了一些很好的研究。

在她的长篇推特上，有斯帕沃尔

在朝鲜拍摄的士兵和小型阅兵的照片。白头文化交流的 页面上有一张微笑的陆军上尉的漂亮

照片。 虽然在任何国家拍摄任何军事照片都是不可取的，但斯帕沃尔一定试图更深入地挖掘被指控从

事间谍活动。虽然他和康明凯的审判不对公众开放，但中国媒体披露了一个花絮，

斯帕沃尔的 研究 包括用塑料和橡胶包裹手机，并将它们埋在鸭绿江岸边一棵树的底部。

这些信息是由一名中国颠覆分子获取的，他肯定是自 年以来一直被逮捕的？显然，斯帕沃尔

没有好处。在中方，通过互联网和数据云加速数字信息要比相对封闭的朝鲜容易得多。此外，斯帕沃

尔住在丹东，康明凯在中国各地进进出出，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在那里会合，并将数字文件运回香

港。两个加拿大商人在一起见面是很正常的，据报道他们是好朋友。

https://www.thecanadafiles.com/articles/michael-kovrig-and-spavor-are-spies-despite-

obfuscations-of-canadas-mainstream-media).  

由于罗先经济特区是高度发展的优先事项，也位于朝鲜境内的中俄边境，斯帕沃尔积极参与其贸

易展览会 鉴于中国和俄罗斯是最大的投资者， 东北亚高级顾问康明凯

（ ）对此类项目特别感兴趣。

迈克尔·彼得·托德·斯帕沃尔（ ）本可以作为朝鲜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胆团

结者而载入史册，在他的墓碑上有一个值得称赞的绰号，作为一名公民外交官，他为世界和平的崇高

理想做出了积极的影响。相反，他决定成为一名低级的，想成为关键警察间谍。为什么？他是否通过

帝国主义勒索、贿赂或勒索妥协？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回顾两个迈克尔的离奇故事

释放我们的间谍！释放我们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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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近三年来失去自由是一种不合理的帝国愤怒，但很难为康明凯和斯帕

沃尔感到太难过。他们做出了愚蠢的、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为西方帝国从事间谍活动，并被抓住了。

他们在中国的 天监禁充其量只能引起鳄鱼的眼泪。同上，任何可能加入二级重罪的中国或朝鲜国

民。虽然科斯帕沃尔的外交官变身间谍轨迹更为经典，但斯帕沃毁掉了一份惊人的职业履历和生活故

事，让人哑口无言

后记：哦，是的，在中国还有其他加拿大人在监狱里

上图：罗伯特·谢伦伯格在中国法庭上。

另一位鲜为人知的加拿大人在中国服刑，罗伯特·谢伦伯格（ ）因走私毒品被判

处死刑。大规模，比如试图将 公斤甲基苯丙胺从中国运往澳大利亚，将塑料颗粒藏在汽车轮胎

中。 这是一件大事。

加拿大人在被判处死刑后把内裤弄得一塌糊涂的可笑之处在于，在家乡，谢伦伯格因毒品和酒后

驾车罪被判了十一次，两次入狱然后是三项毒品交易罪，又在监狱里呆了一年然后又有四次毒品定罪

和 个月的猛烈抨击。这总共有 起毒品犯罪。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 年去中国做他的世纪交

易之前。

哟，加拿大：为什么在飞往中国大连之前很久，这个人没有被关在监狱里？他显然有成瘾问题。

国家是否试图让他帮助打破他的习惯？至少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让他离开街道，远离方向盘。

在美国，穷人入店行窃、乱穿马路或卖一角钱的毒品——三次罢工——他们可以在监狱里腐烂余

生。然而，加拿大让一个非常严重的毒贩在 年推动这些东西。圣洁的加拿大人恳求谢伦伯

格宽大处理，装出很虚伪的样子。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6875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