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影视新年晚会谢师恩

被翻译成40种语言，能

改变人命运的奇书，这就是

指导法轮大法修炼的《转法

轮》。今年1月4日是《转法

轮》出版27周年。

新世纪影视的法轮功学

员由衷地感恩《转法轮》的

神奇力量。

演员王瑞雅：《转法轮》

是我读过的最珍贵的一本宝

书，告诉了我生命的意义。

演员金声：时光飞逝，

转眼我已修大法25个年头

了，记得第一次拜读宝书《转

法轮》的情景，历历在目。

“未读《转法轮》，做人

有遗憾”，您不妨寻找一本

《转法轮》读一读，相信也

会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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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妹变身记》 ：巨大改变
女儿从此支持母亲的选择

晚会的另一个吸引人的短剧是《太

妹变身记》，讲述了一个女孩穿越时空，

看到母亲年轻的时候，染了头发、劣迹

斑斑、不可一世。偶然间读了法轮大法

书籍《转法轮》，从此改变了性格，成了

一个善良、孝顺、兢兢业业工作的好人。

女孩终于释怀，理解了母亲为什么在父

亲被迫害致死、母亲自己也被关进大牢

的情况下，仍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的原

因，并支持母亲的选择。

饰演太妹的演员王瑞雅谈到，她所

饰演的王彩凤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然

而在她没修炼之前，是一个集打麻将、

抽烟、满嘴脏话于一身的小太妹。就在

王彩凤快要把自己的爸妈活活气死的时

候，她遇到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女孩。

小女孩非常善良，介绍给她《转法

轮》，说，只要你想修，我们师父都会把

你当作弟子带。这一句话深深地感动了

她，让她走入大法修炼，也改变了她的

一生。

在节目演出的最后，大家合唱歌曲

《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神奇的九个字，拯救了太多太多的生

命，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奇迹般的美好

变化。

新世纪影视谢师恩新年晚会于2021

年12月30日在网络举行，以舞蹈、歌曲、

短剧等艺术形式，表达新世纪法轮功学

员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的感恩及

新年祝贺，同时也对全球观众致以新年

问候。

导演宇飞介绍，新世纪成立3年以来，

出品了40多部影视作品，获得100多个

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新世纪影视的节目能带给大家更多快乐

及对生命理念的思考。

《心里的声音》
化解积怨  获得崭新未来

短剧《心里的声音》讲述的是一位

身处绝境的青年老板如何放下仇恨、创

造崭新未来的故事。李沐恩从小孤苦伶

仃，只有好兄弟杜衡一直站在他身后支

持他。可世事难料，他被唯一的好兄弟

欺骗至破产，想要自杀却被一道闪电击

中活了过来，并且有了听取他人内心声

音的超能力。在超能力的帮助下，他成

功复仇，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这时，

一名法轮功学员将“真、善、忍”的道

理开导李沐恩，受到大法弟子纯真和善

良的打动，李沐恩主动找到曾经的好兄

弟杜衡，化解了心中的积怨，二人决定

一起创造崭新未来。

一本奇书改变
全球一亿多人命运

大纪元大纪元

加拿大新世纪影视成员大合唱节目《九字真言》（新世纪影视提供）



旅行中尽可能少地使用个人账户。

注意！不要在设备上安装中文软

件“微信”，因为它可能会收集大量

数据，包括消息和电话。

到了中国之后，记者要假设自己

的酒店房间受到监视，使用酒店固定

电话或手机拨打的任何电话都没有加

密，并且可以被拦截。请注意，记者

在酒店房间进行的任何对话都可能被

窃听。

此外，记者要随身携带设备，不

要让它们处于无人看管状态。

返回自己国家之前，记者应向IT

部门或安全同事汇报情况，并遵循他

们的指导，擦掉所有设备上的信息，

但这不能保证会清除所有恶意软件，

因此最好完全停止使用它们。

记者要从手机中取出SIM卡，在

中国访问过的所有账户的密码，都要

重新更换。

此外，要密切注意自己的账户和

设备是否有任何异常活动，如有疑虑，

请咨询IT专业人员。

无独有偶，除了媒体界，一些国

家的体育界也对运动员进行了类似的

警告。如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

和比利时奥林匹克委员会都建议参加

北京冬奥会的本国运动员，不要带个

人手机和电脑去中国，以免被中共窃

密。对此中共驻比利时大使馆尴尬回

应，称这种担心“毫无必要”。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

立陶宛、科索沃政府都宣布外交抵制

2022年北京冬奥会；日本、新西兰、

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宣布不派高层官

员团参与。1月14日，丹麦和荷兰

也决定，不会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

尽管中共在网络上严厉审查，禁

止国内媒体谈及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

2022冬奥会将于2月4日～ 20

日在北京举行，鉴于奥运期间外媒记

者在中国除了面临疫情限制外，还会

面临监控等一系列挑战，纽约的“保

护记者委员会”（CPJ）在1月11日

发文，指导记者如何应对。

CPJ说，中共治下的中国连续

三年成为世界上监禁记者最严重的国

家，大陆的记者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

和控制，而国际记者则在“敌对的环

境”中工作，因此该组织对奥运期间

的媒体活动表示担忧。

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FCCC）

已经明确，国际媒体无法参加奥运的

新闻发布会，也无法报导奥运会筹备

工作（例如迎接奥运火炬），原因是

中共当局不断设置障碍：例如要求外

媒在不可能的时间内提交新冠病毒测

试结果。

FCCC去年3月还表示，前一年

有20名国际记者被驱逐出境，而外

媒记者经常被跟踪，中国受访者不敢

接受外媒采访。

为此，保护记者委员会为参加报

导冬奥会的记者们提供了一系列“安

全窍门”，对“去中国前”、“在中国

工作”、“离开中国”的三个阶段，该

组织都提出了以下详细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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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抵制，但冬奥会令中共在国际社

会更遭孤立，这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时间的

迫近，宣布不派官方外交团出席的国

家逐渐增多，无论因中共人权不良行

径采取的外交抵制，还是以新冠病毒

疫情为名的杯葛，都是对中共的打脸。

该组织说，记者出发前应该将设

备留在家中，另准备一个彻底擦除所

有信息的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或购

买新的设备。

然后只在这些特定设备上安装应

用程序，安装应用程序后，这些设备

要远离记者日常的个人或工作电话，

在去中国之前，都避免使用或随身携

带该设备。

出发之前，要询问驻扎在中国的

外国记者们，他们用哪些应用程序和

VPN（连结外部世界）。

此外，要专门为这次旅行创建一

个新的工作电子邮件，因为记者的在

线账户包含很多个人相关信息——包

括工作、资源和家庭信息——因此在

人权+疫情 杯葛北京冬奥会再添两国

希望之声

大纪元

报导冬奥如参加谍战 美记协发布防共谍技巧

舆 情



2007年，杨伟东的父亲杨克遭

到国家体育总局来人上门围攻，于同

年12月去世。2015年，杨伟东因抗

议而被拘捕。薛荫娴2016年生重病

却无法得到医治。2017年，杨伟东

与母亲和妻子被迫流亡德国。

“对于我来讲，我是从2007年

父亲被打开始理解母亲这几十年来做

的。你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打人。

我父亲被打以后住院去世了。家人被

无辜打，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做这个

事坚持有15年了，被中共监控15年

了，动力就是我父亲不能就这样不明

不白地死了。”

杨伟东认为，现在各国抵制北京

冬奥，主要原因是关于人权问题，包

括新疆问题、法轮功、基督教、人权

律师，还有香港等问题。

“这个人权是浮在表面上，实质

上整个中国社会就缺少人权。任何一

个有智商的、有良知的普通人都可以

看到，中国（中共）处处在违反人权。”

杨伟东说。

薛荫娴与儿子杨伟东已在海外公

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与中

共体制决裂。薛荫娴母子的正义之举

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赞赏与支持。

党支部督阵下 运动员吃兴奋剂秘辛
北京冬奥会即将举行，逃亡德国

的前国家体育队队医薛荫娴的儿子杨

伟东将母亲当年的工作日志整理，准

备出版《中国毒品》一书。中共举国

体制下的运动员服用禁药问题再次受

到外界的关注。

薛荫娴今年84岁，是1949年后

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1980年代

担任国家队队医。薛荫娴写有68本

工作日志，记载着大量中共体育界在

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的证据。

禁药如何残害运动员
1982年《体育科学》杂志上刊

登了当时国家队队医罗维丝的两篇文

章，一篇是谈运动员吃铁片（硫酸

亚铁）。一个普通人一天对铁元素的

摄入量是10 ～ 15微克，但那些运

动员每天大剂量服用铁片，摄入量是

600～800微克。铁元素沉积在体内，

很多年后出现问题。

1987年11月的体操杂志上，薛

荫娴以体操队医务组全体医生的名义

发了一篇文章，讲述国家体操队运动

员李东华，他服用激素一个月后，在

做一个后空翻，落地时，两只脚的跟

腱断裂了，就是吃兴奋剂的一个副作

用，致使血管壁变得很脆弱，稍有外

力的碰撞，跟腱就断裂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田径运

动员刘翔跟腱断裂被迫退赛，薛荫娴

说，这跟李东华跟腱断裂的成因是一

样的。

“临时工”操刀“喂”兴奋剂
杨伟东表示，1978年10月11日，

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在一次

国家体委训练局医务处的会议上说，

现在国外都在使用兴奋剂，我们为什

么不能使用？从那天开始，他母亲就

开始抵制兴奋剂。

中国运动队里因为需要让运动员

服用兴奋剂，催生了一个行业，就是

医务组里面有一个叫按摩员的队伍。

2022年1月20日 回顾 3

大纪元

“专门给这一批人设计了一个假

的职称序列叫按摩技师，让他们享受

跟医生的同等待遇。就是说在医务组

里边，如果医生抵制兴奋剂，就通过

他们的手把这些药给发下去。

“到了2000年的时候，这些按

摩技师全部没有经过任何考核，就变

成医师了。就等于说第二次收买了他

们。这就是他们现在闭嘴的一个最主

要原因。”

党支部督阵举国体制吃兴奋剂
揭露吃兴奋剂这个事，经常有五

毛在杨伟东的微信上，或者在他的脸

书上说，全世界的人都吃。杨伟东说，

人家国外吃是运动员自己的事，而中

国这是一个国家体制造成的。

“整个国家队，一年365天，国

家队是发工资的，每个队有党支部，

这样贯彻下来吃的兴奋剂。这兴奋剂

都是不花钱的，都是国家白给你吃的。

而国外吃兴奋剂是自己花钱。所以本

质不一样。”

从愤怒到有良知的人的呐喊
薛荫娴从一个医生责任感的角度

去抵制中共，结果全家从此遭受数十

年打压。

薛荫娴随国家队出征1988年汉城奥运会（薛荫娴提供）



一位秦女士说，南宫市紫冢镇南

七里口村的郭某，1月16日发烧38

度以上、哮喘（之前没有哮喘），没

有医院接收。“老人平时身体健康，

现在老人在打电话过程中已经没了。”

该事件在内部文件中标注“紧急”。

孩子深夜被拉走隔离
与父母分离

确诊病例中，有不少还在上幼儿

园、小学的孩子。他们被迫独自面对

核酸检测和隔离，与父母分离。

2021年11月1日，北京朝阳区

一家祖孙三代4人确诊，其中一个病

例所在的花家地实验小学三年级一个

班的学生，凌晨0点40分全被拉走

隔离。该校其他学生也滞留学校一夜，

他们做核酸检测后，只能趴在教室课

桌上睡觉。

2021年9月，福建莆田疫情爆发

期间，一个确诊的3岁宝宝深夜推着

行李独自去隔离。

官方报道，莆田这波疫情是从

一所小学被发现的。截至9月14日，

确诊学生有52人，包括小学生41人、

幼儿园儿童11人，他们被送到莆田

学院附属医院的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据医院护士朱霞青透露，这些穿

着宽大隔离服的儿童被送到医院时，

手上大多拎着临别时父母准备的一大

袋零食，“最小的孩子不过4岁。”

消息传出后，引发舆论哗然。虽

然官媒用赞赏的语气夸这些孩子勇

敢、坚强，但民众并不买账，纷纷批

评官方冷血，不少网友炮轰当局没有

人性，质问：“这么小的孩子，根本无

法自理，怎么可以让他们独自隔离？”

2019年底武汉首次爆发新冠病

毒疫情以来，中共坚持“清零”政策，

各地实施极端防疫措施，违反人道、

侵犯人权，导致民间出现大量悲剧。

2021年底，陕西西安疫情卷土重来，

当地再次封城，不顾民生疾苦，市民

断粮断炊时有发生。本文所呈现的过

去两年来的极端防疫措施，仅是冰山

一角。

西安成“饥饿之城”
2021年12月23日西安市开始

封城，市商务局声称，全市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必抢购。

一些市民相信了官方的说辞，没有囤

积生活物资。

12月26日，西安全市范围内展

开全面消杀，大规模喷洒消毒液，导

致路面结冰，司机刹车失灵，直接发

生车祸。

12月27日，西安防控措施升级，

除防疫人员外的市民不得外出。防控

措施升级后，大量市民在微博上发帖：

已经断炊断粮了！“一根菜毛都没见

到”。有网友说，“当初我笑别人跟傻

子一样去超市抢购物资，现在才发现

自己才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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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民爆料，一家物业公司在群

组内宣称，社区内指定唯一蔬菜供应

商，一箱蔬菜要价438元。居民忍不

住直呼“根本就是抢钱”。物业竟回

复称“吃不起别BB，饿死你们这些

穷人”。民众认为，这也代表了中共

政府的态度。

中共内部文件泄露：
封城后市民求医无门而死

2021年2月，被曝光的河北省

政府大量文件显示，生病的市民因医

院不接收或无法就医而死亡，或出现

生命危险。

2021年1月17日的《邢台市政

府服务热线交办卡》文件显示，南宫

市一名发烧的老人，在给市长热线打

电话求救的过程中死亡。

盘点中共极端防疫措施

大纪元

大纪元

左：福建莆田最小确诊患者仅3岁，独自一人去隔离。右：西安硬核防疫喊话。

中共主导的防疫没什么好称赞的
2019年12月，由于中共隐瞒疫

情，导致全球大爆发，酿成了世纪大

灾难，中共却自称“防疫成功”。然

而从民众提供的信息、多份内部文件，

以及对中国疫情数据分析，都表明国

内新冠病毒感染及死亡人数远远高于

官方报导的数字。加之因封城导致的

次生灾难、人权侵犯、社会物资及资

源的损耗，综合来看，中共主导的防

疫没有什么好称赞的。

点 评



中国大陆退休刑警：中共腐烂 要灭亡了

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李洪顺

是一名提前退休的大陆刑警，当过兵，

目睹很多警界黑幕，“中共国不是腐

败，是腐烂。从上到下，整个社会搞

得乌烟瘴气，就是拿老百姓不当人。”

15分钟的枪战
1997年，李洪顺经历了哈尔滨

市公安局最大的一次枪战。和他们

交火的是哈尔滨最大的炮子（流氓），

身负4条人命，是公安部督捕的逃犯。

“那天是2月14号，我们接警出

警，在道外太谷街就遭遇匪徒了。他

首先开的枪，一伙4个人，三杆五连

发猎枪，我们和他对射，战斗长达十

几分钟。当场击毙一个，重伤一个，

生擒一个。4条人命这个被我击毙了。”

李洪顺至今保留着从匪徒头部取

出的子弹头和缴获的猎枪子弹。当时

《人民公安报》和全国各地的报纸都

做了报导。

“单位既没报功也没授奖。”李洪

顺表示，“共产党对有功的根本不予

认可，你做得再多也都是徒劳的。那

些记功受奖的都是编出来的，我有一

个同事，进正科级时报了二个三等功。

我问他啥时候的事啊？他说，‘现整

的。’现整都来得及，没有真事。”

“2万5千里长征，实际就是被国

军打得溃逃，逃跑了2万5千里。当

时吃没吃过草根和树皮呢？没吃过草

根，吃过树叶，吃过草。但人吃人绝

对是有。

“有的重伤者刚刚死亡，他们甚

至都来不及用刀卸，因为人死了一段

时间之后特别僵硬，砍和剁都不好砍，

一撅扔到汤锅里……

“在共产党部队内就是人吃人的

程度，甚至重伤员，带不走了，（领导）

背后来一枪，没有吃的，用他来充饥

了。他们把自己描写得多高尚，实际

上从这个党建立之初就是毛贼草寇，

就是非人类。”他说。

公安局里的男盗女娼
李洪顺介绍，他们每往前走一步

（升迁）必须送礼，“副科30万，正

科50万～ 70万，副处200万～ 300

万。一个副厅级花两三个亿很正常的。

老百姓想像不到的，暗无天日。”

“女同事跟他打扑克，就坐在他

怀里。行政执能部门就是男盗女娼。”

他说，“一个女同事竞聘上正科县职

了，同事问她，你花多少钱？她毫无

顾忌地说：‘我花什么钱，我把人都给

他了！’”

“竞聘之前的两三年，分局的局

长落马了。检察院在审查他的时候，

全带出来了。他和这个分局所有的女

性都有关系。”

 “共产党到了末日了”
李洪顺表示，他经常跟身边的人

说，中国（中共）若干年后，只能在

史书中看到了。“我觉得它离这个日

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

走出来了。”

因为在中国警察是不允许办护照

的，李洪顺以自然人的身份办理了护

照，携家人辗转奔赴美国，投奔自由

世界。“再艰难也不回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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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跳楼黑幕
2002年，一个道里分局派出所

的副处级警察，从市公安局大楼上跳

楼自杀。他把自杀的原因写下来印在

传单上，跳楼之前，把传单从楼上撒

下去了。

“为啥自杀呢？市公安局长王维

绪在任十几年，他给王维绪送礼30

来万，王维绪答应给他一个处长，结

果钱收了事没办，还跟他翻脸了。”

李洪顺说。

警察跳楼后，当局迅速做出反应，

“马上全警一公里内都封锁，凡是捡

到传单的都收回来，这个事就压下了。

说他失足从楼上栽下来了。”

王维绪2002年升任哈尔滨市公

安局局长，2007年起先后任副市长、

政法委书记。2009年，王维绪被免职，

由任锐忱接任市公安局局长。

李洪顺介绍，任锐忱是鹤岗升上

来的，他侵占了13个煤矿，卖了两

个矿，大概花了3亿买的官。资料显示，

2020年3月，任锐忱被立案审查。

长征部队人吃人
李洪顺的表爷爷是个抗联老战

士。李洪顺回忆，小时候表爷爷跟他

说了很多事。

左：李洪顺在自家危楼中的视频近照。右：1997年李洪顺展示枪击匪徒车的弹孔。



起，我对大法、对师父无比的感恩，

对生命本身也有了极大的感激。”

入院18天后，阿尔瓦拉多康复

并出院。送他出院的护理人员告诉他，

“我刚刚送走一个没能挺过去的病人，

你战胜了这个病毒。”

阿尔瓦拉多说，“不是我战胜了

病毒，是师父和大法拯救了我。”

阿尔瓦拉多希望告诉需要帮助的

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是救命的良方！”

“我不能呼吸，发着39℃的高烧

却未昏迷，清醒地看着身旁病床上的

染疫患者，被裹进床单里拖走……那

时，我心中充满恐惧。”

墨西哥商人塞缪尔·阿尔瓦拉多，

2020年9月感染新冠病毒，“在我陷

入绝境，几近绝望时，大法师父救了

我！”他希望讲出自己的故事，对无

数在疫情中亟需拯救的人有所帮助。

噩梦降临  感觉无助
阿尔瓦拉多14年前开始修炼法

轮功，由于没有用心，修炼断断续续。

2020年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一切，让

他对生命和人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2020年9月他感觉身体不适，两

周后，噩梦降临。“我两天不能睡觉，

几乎不能动弹，呼吸困难，血氧浓度

只有65%。”阿尔瓦拉多在恐惧中拨

打了911，然后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当时病房里有3个病人。阿尔瓦

拉多说，“几天后又一个患者被送进

来，40岁左右，看起来很壮实，第

二天或第三天就死去了。”不久，一

个60多岁的老人也被装进停尸袋。

溺水般的恐惧  几近绝望
看着身旁的染疫患者一个个被抬

出去，阿尔瓦拉多深陷恐惧。

“那时心中最恐慌的就是无力感，

对未来、对自己生命的不确定。尤其

是看着身边的患者在抱怨和尖叫中死

去，那一刻的恐惧无法形容。”

回想起来阿尔瓦拉多仍心有余

悸，“我觉得自己好像坠入波涛汹涌

的大海，就像溺水一样，在无助的黑

暗中，不断下沉……”

希望和重生
“我渴望继续活下去，希望再见

到我的家人，不希望以这种方式离开

人世。这时候，我想到了法轮大法。”

阿尔瓦拉多想起了从法轮大法中

学习到的法理，真心地向神忏悔，真

正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努力做

一个更好的人，就能得到大法的拯救。

“只要我可以，就在心中不停地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说，

“我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反复念，特

别是当我感觉非常糟糕时。”

奇迹出现了。“我身体出现明显

好转。几天后，我可以进入深度睡眠

了。在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里，这是

极难做到的。”

从危险中恢复过来，阿尔瓦拉多

的心中充满感激和喜悦。“从这一刻

真 相

前不久，黑龙江某地一个

国保抓了一位80多岁的法轮功

学员，已经把他送到了检察院，

只等送法院判刑了。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李女士

第一次打给这个国保的电话，

他给挂了，再打过去他接了。

李女士说：“把我们的人放了吧，

你们能够和法轮功学员相遇就

是改过的机会，你不把握机会，

继续迫害就什么希望都没有

了。”那边的他静静听着。

“中共残害法轮功学员，拿

大法弟子的器官牟取暴利，你

说有多残忍。这场迫害造成了

多少人间悲剧，使孩子成为孤

儿，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

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

李女士说道：“我们希望劫难来

时多一个生命幸存，多一个家

庭平安，如果再不醒悟就真的

没有机会了。”这时，电话里传

出了抽泣的声音，李女士说：“我

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后来此案没有开庭审判。

越洋电话感动
大陆公检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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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重症者绝处逢生：大疫中的救命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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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塞缪尔·阿尔瓦拉多，双手合十表达自己对大法师父救命之恩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