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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人”高�松煽�民族仇恨、侮辱蒙古族同胞的
事件 致全体蒙古族同胞檄文 
喇西道尔吉  4月21日 22:34�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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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人”高�松煽�民族仇恨、侮辱蒙古族同胞的事件
致全体蒙古族同胞檄文
“�北京是x建的？怎么来的呢？一帮土老帽儿建的。
什么叫土老帽儿呢？就是一帮（在）�上来得天下的人。
第一个把它当首都的人是金人。金人是一帮什么人，你想想：没文化、不l字、然后特能打、打完了以后就把�当
首都，叫中都。然后金人完了以后又是什么人呢？是蒙古人。蒙古人又是什么人呢？也是不l字，也是�上得天
下。所以他	来到�城市，他	建起来的，所以弄了一帮�人来。�帮什么人呢？@t都v不太利落，然后夹8着
他	的蒙古q，就会那么几句@t，就是一帮外国人其"。所以看起来�个胡同，起了各种各=土了吧唧的名
字……”

以上内容是高6松在�酷_�上的一段�言的部分内容【具体刊登与播放5�待s;】。身�公
人物，其言辞�
重3害了蒙古族同胞的民族尊�，造成极其-劣的社会影响，具有�明的煽�民族仇恨、种族歧_的含�和行�特
征。
像全世界各族人民一=，蒙古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游牧、耕、政治、LA、哲学、天文、�史学、科
技、医学、�事、教育、宗教等等�域里，都#世界做出�卓越的}献。他	有着自己的t言和文字，有着自己的
o歌和文学，其P大部分内容也都是g歌和平、提倡真D的内容。
蒙古族同胞和各民族同胞一=，有权S2自己的尊�不受侵害。有权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善良。有权#一切不�的�
z�行 决的粉碎。有权利用各种合法的手段#企�破坏民族�M的任何人�行制裁和.V。
�久以来，因�民族文化差异等原因，蒙古族文明的本�和原型也L常遭到不明事理的人的u解和歪曲，“老蒙古”、
“蒙古大夫”等等)有歧_色彩的言h已L成�常事。在此，就高6松侮辱蒙古民族一事，�重提e：社会各界的蒙古
族同胞W合起来，S2民族尊�，声c高6松！建e有相关法律工作L�的各地蒙古族同胞利用法律知l，竭尽所
能的使高6松得到*有的.V！真p的希望得到全球各族人民帮助我	，使我	蒙古族同胞得到公正的#待！
望全体蒙古族同胞W名�帖。

[仁微博：中�人民共和国刑法249条，252条:煽�民族仇恨，民族歧_，情Y�重的，!以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Y�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持外国T卡无权赦免。 (4月21日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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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留柱art：回复@[仁微博:�不��是歧_而且也:成了犯罪w有关�位重_ (4月21日 23:01)

喇西道尔吉：�起朋友	，希望大家W名 (4月21日 23:05)

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行“discrimination”，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
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同=可以收听，且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
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不要把事搞大。 (4月21日 23:08)

Zuma36 ：@美国��大使� //@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行“discriminati

on”，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同=可以收听
，且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不要把事搞
大。 (4月21日 23:15)

喇西道尔吉：回复@高山希:弟弟，�个人不会真p道歉的，我	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只想他得到*有的
.V。多{弟弟指点。我	同5会W系在美的同胞。 (4月21日 23:18)

999from北方狼族：�，根据刑法判他个十年八年的。 (4月21日 23:29)

Des_KWAN：他只是v事"。。而且v的是当年。。。我	祖上3代�都是民。。大多数都是土老帽。
。蒙古人当年可以v上至�$%。下至普通百姓。。都是土老帽。。有文化的人跟@族比少多了。。。。 

(4月22日 00:02)

喇西道尔吉：回复@Des_KWAN:你自己可以b�自己的祖先是土老帽儿，但不要要求别人和你一=无知
。 (4月22日 00:05)

Des_KWAN：回复@喇西道尔吉:呵呵。。只是v一下我的^点。。也没有要求你	怎=。不要在kh中
胡U乱造。。无需拿无知来攻�我。好似<榜我�无知。你就站在制高点似的。你�=v我与你E在气/
高6松做的事情是一=的。哈哈。。高6松�v@人无音�呢。。他就敢正_自己民族的缺点 (4月22日 0

0:14)

精神病大学校�：�个我得回去开个会 (4月22日 00:17)

baataraa ：搞大�，多好玩。�]搞大@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行“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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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tion”，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同=可
以收听，且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不要
把事搞大。 (4月22日 06:35)

印象蒙古_`工作室：//@Z曼是我: @B-ada //@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
行“discrimination”，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
同=可以收听，且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
，不要把事搞大。 (4月22日 09:54)

敖特根Z都 ：//@浪漫土豆�unir: //@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行“discrim

ination”，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同=可以收
听，且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不要把事
搞大。 (4月22日 10:17)

圣彬MGL：//@gegeril1216: /@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行“discrimination”

，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同=可以收听，且
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不要把事搞大。 

(4月22日 10:21)

帖木儿巴根：N他一个期限，必�道歉。//@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行“di

scrimination”，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同=
可以收听，且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不
要把事搞大。 (4月22日 10:25)

阿拉X布拉格：他已L道歉了 (4月22日 10:37)

大沐水：�啦 (4月22日 10:53)

_`影像-巴尔虎婚I4影：@浪漫土豆�unir: //@高山希:高是美国公民，他的言h以:成在美挺�重的罪
行“discrimination”，如果有在美蒙古人起m他他就麻B了。虽然事情�生在海外，但在美国本土通�网O
同=可以收听，且是一种影响很广的公
言h。我曾做�加州律'助理，大概了解一些。希望他真p道歉
，不要把事搞大。 (4月22日 14:00)

通拉嘎 ：建e有相关法律工作L�的各地蒙古族同胞利用法律知l，竭尽所能的使@高6松 得到*有
的.V！ (4月22日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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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尔�呦_42x： ...高的言h并非他独家初�，K看即知其所h源自“一代天� 成吉思汗 只l弯弓射大
雕”�句n的承Q再延、拆解�展、t言白q，若H罪~，那么原n作者就r属原罪更*追~�？... (4月2

2日 18:25)

根号\牛的n次方：高6松，和平年代你想挑事，想d别人尊重你，你得先学会尊重别人，清�大学没教
你CD国家和民族么？你父母只教你胡言乱t么？哦，�怪， (4月22日 21:29)

大花�花落：高6松你也就敢vv蒙古族人，你敢v藏族的�？你敢v新疆S族的�？拿�切糕G你家玻
璃，你�的起�你？做�一个蒙古族后代的�我的民族的没落感到悲哀，人善被狗欺！ (4月22日 21:32)

根号\牛的n次方：姓高的，你�道歉和i刺都分不清啊，回去好好�一下家里人，道歉和i刺的区别， (

4月22日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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