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奥会到底花了多少钱？

北京冬奥会召开前夕，

国际记者联盟（IFJ）2月2

日发表了最新的调查报告，

中共使用各种强制性的手段

控制外国驻华记者的报导。

记者被限制在一个“闭

环管理系统”内，从他们抵

达中国的那一刻到离开的时

候，都被禁止与“真正的中

国”进行任何接触。他们无

法与泡泡外的中国公民接

触，也无法看到官方授权

的工作场所和酒店之外的

地方，而且根据手册，记者

也禁止与观看比赛的观众接

触。“国家媒体、‘战狼’外

交官和政府下属组织在社交

媒体上煽动对外国记者及其

当地工作人员的人身骚扰，

甚至可能是死亡威胁。”报

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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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孩母亲背后——
每年走失100万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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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4个竞赛场馆，分别是“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

越野滑雪中心”和“云顶滑雪公园”。

建设延庆和张家口这样的奥运会

卫星场地，还需要配备强大的交通基础

设施，因此中共斥资2.056亿美元对

张家口的宁远机场进行了装修，并投入

150.2亿美元建设新的高速公路，确保

在奥运会期间可以使用。

据估计，另有7.735亿美元花在了

建设北京冬奥会地铁线上，这是专为迎

合冬奥会而建造的。北京还花了92亿美

元用于无人驾驶子弹头列车。

其他难以计算的隐形费用
除了这些场馆之外，北京冬奥还有

一些隐性费用没有计算在内。

另外延庆和张家口的滑雪项目，也

几乎完全靠人工造雪。这次北京冬奥面

临西方民主国家的抵制，为了不显得太

孤立，中共竭力邀请一些外国政要，其

中很多是中共直接利用金钱诱惑收买来

的国家，这其中耗费的资金都是隐密的。

此外为了办奥运，中共以疫情为由，

“严防死守不许离开当地”、停工停业，

各地的“维稳费用”、工人失业减收等这

些“成本”都无法计算。

北京的2008年夏季奥运会花费了

420亿美元。而这次北京称要办一场“简

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只花39亿

美元就能达到目标。但是外媒经过调查，

发现本次冬奥会至少花费了385亿美元，

是中共官方自称数目的10倍。

北京冬奥会的“账外费用”
《商业内幕》1月30日报导，北京

的官方费用统计中，“遗漏了”好几十个

项目，甚至一些大型项目的费用也没被

算入“账单”。

中共把许多大项目列为“基础设施

改善”类别，国际奥委会不把其算入“奥

运会费用”。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区建了一

系列的竞技场，包括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根据2019年的

数据，这个奥运村旨在容纳约2300名

运动员，耗资约31.6亿美元。

《商业内幕》分析，北京大概花费

了4.429亿美元在延庆建造雪车雪橇

中心和高山滑雪中心。新华社称，有两

家匿名的公司向延庆的开发项目捐赠了

5.141亿美元——但这笔款项被记为开

发该地区的现金投资。

在张家口，投入51.8亿美元建设

50个与奥运场馆相关的项目，其中一个

项目是将容纳2640人的第三个奥运村，

控制外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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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房子在内的财产。

杨伟东表示，虽然他们母子已在

德国获批政治庇护，但仍然屡遭来自

中共的骚扰威胁，被迫隐居在一个小

城镇。中共当局此前一直胁迫其多名

国内亲属充当说客。

杨伟东表示，《中国毒品》一书

是他和母亲的泣血之作，他们不会畏

惧，将会出版多个语种的《中国毒品》。

未来也不排除公开母亲十多年间的工

作日志等。

现年84岁的薛荫娴曾为中共国

家体育总局队医。从1980年代起，

中共当局将体育确立为政治工程，开

始大规模、系统性使用兴奋剂。薛荫

娴拒绝做帮凶，并开始曝光黑幕，她

和家人因此遭当局报复，她被迫流亡

海外。在定居德国后，薛荫娴母子开

始整理她的工作日志和亲身经历，完

成《中国毒品》一书。

《中国毒品》分为上、中、下三

册，共54万字，包含1200余张图片。

内容包括薛荫娴在中共国家体育总局

担任队医，以及出任国家体操队医务

组组长期间，亲证众多著名体坛明星

使用兴奋剂等经历。

清华大学法律学教授劳东燕日前

在微信上发布题为“直面真实的世界”

的文章，存活不到2个小时就被微信

平台删除，理由是“此内容因违规无

法查看”。劳东燕曾在2016年荣获

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劳东燕在文章中说，“在一个到

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

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

“眼见着依法治国日益地变成以

刑治国”，她说，包括她在内的很多

人选择忍让退却，“其实都负有消极

不作为的责任”。

前国家队队医薛荫娴完成《中国

毒品》，揭露中共主导的体坛兴奋剂

黑幕。中共试图以恐吓其国内家人的

方式阻止新书出版，甚至威胁没收家

属财产，但薛荫娴母子表示决不屈服。

流亡德国的薛荫娴及其儿子、独

立艺术家杨伟东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他们历时3年，合力撰写完成《中国

毒品》一书，正在接洽出版事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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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特别提到近期发生的一些荒

谬事情：声援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

行，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怀胎8月

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突发心

脏病的老人在等待核酸检测中不治；

母女在已通过18轮核酸检测的情况

下，不让回家而寒夜流落街头……

这些该由谁负责？她说，答案没

有，上面宣称“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稳

定为名，为了民众的福祉”；下面“认

真贯彻上面规定，却对具体个人苦难

视若无睹”。

再看看基层官员的作为，她说，

山东的某镇委书记告诫上访人员，“有

时，中共当局正通过各种途径向他们

施压，试图阻止该书出版。

在大年初一（2月1日），杨伟东

的弟弟杨伟中一家，突然主动通过微

信视频给母亲和哥哥拜年，并透露上

海国安通过朋友传话，要杨伟中劝阻

母亲和哥哥出版《中国毒品》及继续

曝光中共体坛兴奋剂黑幕。国安还威

胁，如果杨伟中拒绝，将没收他家包

清华教授《直面真实的世界》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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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 情 一百种手段‘刑事’对方”；河南某

县长更是杀气腾腾喊话，“要对恶意

返乡者先隔离再拘留。”

劳东燕认为，“单纯人性的恶，尽

管看起来触目惊心，其实并不那么可

怕”，但是，“纵观20世纪的浩劫，几

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恶所造成，恶劣的

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酿成难

以想像的悲剧。”

种种荒谬，当局如何治理？劳东

燕说，“不解决问题，而只解决提出

问题的人，成为治理中的惯常手段。”

有良知的声音，一个个被中共掩

盖。然而，“野火烧不尽，春见吹又生”，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需要每一个人心

怀善良，唾弃邪恶中共。

前中共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2017年携带68本工作日志逃离中国，她的儿子杨伟东
将日志内容整理成书《中国毒品》并即将出版。图为薛荫娴2017年在德国。



人中有多少是年轻的女子，有多少被

拐卖了？没有数字，中共也不会披露。

他们就是不想管，是压根就不管
一位网名“巫山六月雪”的女生，

说出了自己被拐卖的过程：

2006年，这位女生在十几岁时，

被她的大伯拐卖给了一个叫陈学生的

人。当她设法逃出来时，陈学生找了

九男一女把她抓了回去。

“在此过程中，我姐姐多次给派

出所打电话求助，（当时买家陈学生

的表哥董泽竹对我姐姐说：你打电话

没有用，我们来的时候经过派出所

扔了2000块钱在派出所。同时还告

诉我姐姐，说我们就算是起诉到法院

也没有用，他们只要给法官3000到

5000块钱，法官就会按照他们的要

求判不准我离开买家陈学生），说我

被抓走了，派出所也结（接）了电话，

但未出警。所以啊，为什么我会说这

件事当地村委会、镇政府、派出所是

知道的呢，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他们

就是不想管，是压根就不管。”

最后，这位女生终于逃了出来，

如果没有成功，她说自己恐怕就是那

位八孩母亲结局。

在中国的古代，对于人口拐卖是

什么样的态度？在《唐律疏议》中，“诸

略人、略卖人奴婢者，绞”，强制贩

卖人口，要处以绞刑。

在《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中记载，

“贩卖人等，不分首从、枭首示众、妻

子家产籍没入官。”但是在号称依法

治国的21世纪中国，却发生了比封

建社会还要不堪的人权劣迹。

南京的彭宇因为扶起倒地老人反

而被判承担责任，从此让大陆整个社

会的老人摔倒后再也无人去搀扶。这

次徐州案件如果最终被“正能量化”

了，官方成功维稳，从此以后大陆每

个家庭的女儿都将不再有安全可言。

这样的事情，与每一位有女孩子

的家庭能没有关系吗？

八孩母亲背后——每年走失100万的谜团

近期，徐州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八

孩母亲”的悲惨遭遇引起全网关注。

视频中在一处破屋里，这位母亲在气

温接近0度下光着脚，穿着单薄上衣，

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徐州公安给出

的通告称，八孩母亲办理合法手续，

登记结婚，并非人口拐卖。

罗翔律师的视频在网络广为播

放：中国的法律，拐卖妇女判多少年？

3年或者拘役；贩卖20只癞蛤蟆多

少年？3年，贩卖鹦鹉（私卖珍稀保

护动物罪）多少年，5年。这就是答案，

在B站拥最高人气的UP主罗翔律师，

三言两语就道出了中国人权的现状。

每年人口走失100万谜团
据民政部批准挂牌成立的社会救

助民间研究机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

院与“头条寻人”项目组联合发布《中

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显示，

2020年全国每天约有2739人次走

失，全年走失达100万人次，其中有

老人与精神不正常者。中国儿童一年

走失人口就有7万余人。

《白皮书》称，中国走失人群规

模呈现逐年递减状态。比2016年的

394万人次减少近75%。这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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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居然曾经对于被拐卖

的妇女给予正面的报道。郜艳敏

18岁（1994年）时被拐，并多

次被转卖，她曾经两次逃跑又

被抓回来，毒打、看管、两次试

图自杀。在生了两个孩子后，她

不得不放弃逃跑。作为村里学

历最高的人，她成为村小学的

代课教师。

之后，中共媒体突然开始

对她的故事感兴趣，于是她成

为“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

人物”，她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电

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大肆宣

扬她放弃逃跑和抗争，并为乡

村教育做了贡献。

被拐卖20多年的郜艳敏被

中共官媒标榜为“无私”“大爱”

的榜样，这几乎世界上，从未

见过的无耻。

《嫁给大山的女人》
感动了谁？

希望之声

八孩母亲长期被拴上铁链关在小黑屋里

郜艳敏（左）

更多真相
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大纪元
www.epochtimes.com



“以捧杀的方式，让顽固分子与西

方民主理论脱离现实，用国民素质论，

国情论，历史论，文化论等等一切可

以利用的理论，对民主制度进行否定，

同时列举一些民主制度的失败例子，

引导民众继续相信社会主义道路。”

“引导民众关注官员个人腐败，将

腐败炒作成娱乐八卦，让民众对腐败

产生麻木，消除腐败的敏感性。”

……

该“课程”虽没有中共官方的证

实，但旅美学者何清涟证实是真的：

“老套路。当年在中国加入WTO之时，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中宣部、

新闻出版总局联合发布的如何宣传，

就是这套路，但指导的具体细则因针

对的对象不一样而有所不同。那份标

识为绝密的文件，我亲眼见过，因为

当时在媒体，负责一个部门。”

何清涟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

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

1999年，《三联生活周刊》将她列为

25位时代人物之一，称她“代表了

中国改革的良心”。

对于中共无底线的“维稳培训课

程”，有网友说，“共产党的真相比这

些更恶毒。”

 近日，网传中共的“维稳培训

课程”内容，包括“学会钓鱼维稳”“偶

尔抛出一些假消息”“利用不同身份

发布一些虚假内幕腐败消息”等等。

“课程”列出14条，明显体现出

中共声称的维护社会稳定是假，维护

政权稳定是真，把《九评共产党》一

书中的中共九大基因：“邪、骗、煽、斗、

抢、痞、间、灭、控”表现得淋漓尽致。

“课程”要点：1、利用民众贪财怕

死心理，打击加收买；2、导控民运，

培养温和派，让民众相信改良；3、转

移矛盾，转移视线，引偏方向到仇恨

祖先、文化传统、国家民族和老百姓

上；4、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要相信

党；5、编造假历史，歪曲回避现实问

题；6、挑起争论，挑拨群众互斗。

“要学会转移矛盾，遇到关注腐

败的，就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遇到

关注民生的，比如医疗就推给医院，

养老就推给社会推给老百姓，房价就

推给开发商，环境污染就推给企业和

有关单位失职，暴力执法就推给警察

和城管!要让民众相信党的政策是好

的，只是某些官员没把中央的政策执

行好!避免将问题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以及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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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维稳培训课程”曝光

看中国 新唐人

监控伸向农村
村官监看村民举动

中共监控系统伸向农村。湖北

一农村引入的电子监控，不仅能让

村官监视村民，还能让其在监控处

向村民喊话。

2月4日，“极目新闻”报导，

湖北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双路村早

前引入“数字乡村”工程相关服务。

该服务将宽带、村民手机、摄像头

全部集成起来。

该村委书记秦小宝称，在这个

平台上，通过摄像头跟村民喊话，

比如七组刘顺林家，按住监控屏幕

按钮就能通话，村民通过摄像头可

以听到喊话。

秦小宝称，有了这个平台，通

过联网的摄像头可以查民众行踪；

通过手机调阅摄像头，能看到哪里

有人群大量聚集等。

黄冈电信浠水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赟说，该数码平台功能包括乡村

电子地图、农村常住人口登记、人

工智能拍摄和云广播等功能。浠水

县内已有5395个农户开通该平台。

这种“数字乡村”工程，其实

早在2018年就推出了。

2018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

文件”正式宣示推进农村“雪亮工

程”，通过县、乡、村3级综合治

理中心为指挥平台，透过监控来掌

握农村。该工程推出的监视器可与

农民家中的电视或手机连结，成为

全民参与的治安监控平台。

当局宣称该工程是为了治安。

但大陆民众并不这么想。当时

就有网民批评，表面上是用于治安、

监视住家是否遭人入侵；但反过来

公安亦可“全覆盖”地监控民众；

异议、维权人士将成为中共暴力统

治打击的目标；甚或让农民当上“眼

睛雪亮”的“抓耙子”。

监 控

网传“维稳培训课程”内容曝光



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

抓算多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

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

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

取暴利……

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没有过

的邪恶与魔变。

放纵公权力 危及社会百姓
中共对于法轮功空前的残酷迫

害，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溃

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

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

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

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

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

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

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1.5/100。

仅从土地拆迁举例，中共江泽民

集团凭借对于公权力的空前掌控，大

搞“土地财政”。据中国国家信息中

心的数据，2001 ～ 2010年，地方

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从1296亿元增

长到2.9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

的比例也从16.6%上升到76.6%。

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

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

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

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

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主要是

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

在过去的20年，社会道德下滑

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

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

人跌倒没人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

非但不下车，反而再踩油门，从伤者

身上碾过。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共对

于法轮功的无理镇压，没有人权恶棍

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

忍”，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

都自觉做一个好人，还会有老人摔倒

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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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打击“真、善、忍” 人人都是受害者？

中共对“真、善、忍”的打击，

让人人都成了受害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八十年代，

从“文革”中复苏的中国社会，虽然

物质贫乏，但道德水平还维持在一个

基本正常的状态；然而，仅仅在十余

年后，整个社会风气和状态却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

心披露的数据：由1978年至1982

年法院系统处理民事申诉来信来访共

83700件（次），上升到1998年至

2002年的4224万件（次），上升了

近504倍。

与上面的数据相印证的还有：据

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

体性事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

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也就

是说，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

（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升数倍。

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国社会犹

如掉入一个漩涡之中。

事情的起因
在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了气功热，

到了九十年代，每天早晨在中国很多

地方的公园里、街道边、广场上，可

以看到有人在炼法轮功。

然而，从1999年开始，丑类江

泽民集团出于嫉妒，发起了对于法轮

功的打击，并妄称“三个月消灭法轮

功”。但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于法轮

功的好评，大部分省市打压法轮功并

不积极。

2000年底左右，江泽民在一次

会议上提出，“610”（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机构）打击法轮功不理想，要求

各地公安局直接设立“610办公室”。

自此以后，政法委的各个体系都

设立了“610”，这就大量出现了公

安兼任“610”的现象。而在省市一

级，政法委书记兼任“610”，又掌

管公检法司，还担任同级中共党委常

委。这意味着各级“610”能调度同

级的公安、国安、司法、检察和法院

系统。

政法委凌驾于公检法体系之上，

使得中国法制撕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裂缝。“610”权力一支独大，知法

犯法，迫害好人，打击“真、善、忍”

修炼者。

据《明慧二十周年报告》数据称：

“二十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

2021年5月8日，旧金山法轮功学员举行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听到他讲的，我为他们全

局警察明真相而高兴。大法弟

子愿所有中国警察都能明真相

得吉祥，明真相的警察一生都

平安！

女警察拜年
过年期间，一位没过门儿

的女警察给男友的姨妈拜年，

老太太是法轮功学员。谈话间，

这名女警察告诉田姨，她就在

当地的市公安局工作，专门负

责监控明慧网，就是在当班儿

的时间段内详细监控并记录明

慧网上的所谓“动态”，什么

时候有新经文了，什么时间哪

个地区有什么消息了，法轮功

学员有什么交流体会了等等。总之，

凡是明慧网上的内容他们都仔细地

看，几个同事轮流监控，24小时不断。

中共当局花费如此力气，真是令人瞠

目结舌。

田姨就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并劝

她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

她表示，长期看明慧网什么都明白了，

觉得法轮功做的什么事儿都很好，但

自己不敢做“三退”，怕退了就没有

饭碗了。田姨说，不用到你们的组织

那里退，你心里想退表了态，就行了。

于是这名女警察明白了，很痛快地让

田姨起了个化名做了“三退”。田姨

还嘱咐她遇到什么灾难了记着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些接触了法轮功真相和法轮功

学员的警察们，在事实面前，明白了

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明白了“三退”

才是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被越来

越多中国人抛弃的中共，已经奄奄一

息了。

“我可不审了！”
我认识一个警察，一次见

面他对我说：“给你说一件事。”

他说：“前几天我们局里

的一个警察抓来一个你们的人

（指法轮功学员）。还没等审那

个人呢，不知谁给抓人的那个

警察来了个电话，他就去一边

接电话去了。他接完电话后回

来说，‘这法轮功我可不审了！

她可能对我念咒了，我现在全

身都哆嗦、难受，我可不审了，

谁愿意审谁审。’说完转身就

走了。”

他接着对我说：“我们局

里的人都知道你们会念咒，发

正念，挺灵的！”

我笑了。

善恶有报是天理
某地的一个警察非常认可大法。

一次，认识他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与他

偶遇，就直接对他说：“你可别参与迫

害大法弟子，如有这方面的事要尽量

躲开。”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一

群好人。”

接着他说：“我告诉你一件我们

局里发生的事。”

他说，上级有时下达去抓你们的

任务，局长心里明白我们都不愿意去

干这种事，于是局里就从外面雇了三

个男人来专门对你们。这三个人来后

还真挺卖命的，也可能是想长期干下

去就努力表现一下自己。每过几天他

们各自就会抓来一个你们的人，然后

进行审讯。对方不吱声，他们就拳打

脚踢。我们看到后还不能直说，就从

侧面劝他们，不能这样打人，她们都

这么大岁数了，这样打对你们也不好。

可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是打。

结果没过多少天，这三个人因各种原

因都死了。火化时局里的警察谁都不

愿去参与。局领导没办法只好派了几

个警察去走走过场。局里的人都在私

下议论：“这三个人是打老年法轮大法

弟子遭报应了！”

这话说的没错，善恶有报是天理。

从那以后，再有去抓你们的任务

更没人去了，都躲。局长一看就说：“算

了，以后上级再让抓法轮功，我们也

不抓了，也不外雇人了。不管上级愿

不愿意，反正咱们不抓了。”

听局长这么一说，这下可好，我

们局里看明慧网的人更多了，连局长

都一天不落地看。看完后还分析分析

是怎么回事，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吧。

说到这，他笑着对我说：“可能

我们看明慧比你们看得都多。”我说：

“可能的。”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上明慧

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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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审了！”——明真相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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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
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声明“三退”。截至2022年1月，
已有超过3.9亿人“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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