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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故事片《永恒的五十分钟》

文 / 大法弟子

一场瘟疫，仿佛让世界停住了
脚步。

工厂关闭，银行停业，政府关
门，运输中断，大小的超市也是半
死不活的样子……当生活失去了往
日的节奏，生命方显得如此的脆弱
和无力，疫情把人的灵魂和肉体一
下子扭曲成异型，憋闷、烦躁、易
怒的脸孔与地狱只有咫尺之遥……

外面，早春的脚步已经悄悄到
来 ：鸟啼、草芽、花苞……可是，
人的灵魂还在冬的冰窟中没有苏
醒，没心情赏看这春的容颜，瘟疫
狂舞着恐怖的魔爪，人一个个凄惨
的死去。远在武汉的亲友电话里的
声音有些颤抖 ：“街上死气沉沉，单
位又有两个人下午死去，邻居女主
人也不行了，我姑父也染上重疫，
去不了医院，我困在家里……”

当求生无望时，便想到了死。
此刻，钱已经不是钱了，最珍贵的
东西，就是平安——此时，哪怕
一贫如洗，只要平安，宁可舍弃 
一切！

“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这是灾难中生命本能的呼喊，这种
呼救一直到力竭……

其实，就在人们惊恐、绝望和
为求生而不顾一切的搏杀时，春的
暖阳已洒满大地 ：“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的九字真言，这驱邪的良
方，这充满足宇宙正能量的佛法，
可一正压百邪，什么瘟疫敢近身？
生和死就在一念间，你信 ：就一定
灵验！！

直到现在，好多人不知道法轮

大法是什么？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个
功法，一种信仰。告诉你 ：那是万
古不遇的佛家上乘大法，是天法，
当年的非典狂孽乎？眼下的疫情狂
孽乎？可是，没有真修的大法弟
子染上的！这是解除瘟疫的良方，
病毒是长眼睛的，当你相信这“九
字真言”时，正神已经在你心里
了，一正压百邪！瘟疫也就上不了 
身了。

春天是那么美，那芬芳的蜜，
诗意的花草，还有朗朗的笑……都
在向你展示这个季节的诱人和可
贵，心里装上这九字真言吧，不用
惊慌，你会被春天陶醉。

朋友，当你看见墙壁上、电线
杆上、门上……贴着“九字真言”
时，千万别错过机缘，得救希望
就在那儿，不管你生命沧桑了多
久，不管你富贵还是贫穷，你能
够真心相信这句话，就是福分的 
永远！！

你是否想过 ：那些冒着生命危
险告诉你“九字真言”的大法弟子
为了啥？他们把“《平安》和《天赐
洪福》的小册子送到各家各户为了
啥？还有，那越洋电话的声声叮咛
为了啥……那是神的使者送来瘟疫
的解药，是给你送来春天的福音，
是让你拥有永远的春天……

瘟疫在蔑视和吞噬着人类，蔓
延的黑流还在汹涌，我多么希望那
些懵懂和绝望的灵魂，能够冷静一
下，看一看“九字”真言，当你看
明白时，心里就会顿时轻松，释然
大笑，你会重重的拍一下自己的脑
门，由衷地感叹 ：“哎呀，原来救命
的灵丹竟然这样简单？！”◎

朋友，疫情的良方
你可知道

文 / 纪元

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
的五十分钟》，于 6 月 7 日在 YouTube 线上
播出。这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
为观众真实再现了十九年前，发生在中国大
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

《永恒的五十分钟》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
“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
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

导演杨先生（Kevin Yang）说 ：“在中共
对法轮功迫害的 21 年中，有一件事谁都绕
不开，那就是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它对
于当时大陆百姓从普遍同情法轮功、到仇视
法轮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年中共为了煽动仇恨，在中央电视
台反复播放所谓的‘自焚’录像，那个画面
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 ；21 年后的今
天，‘自焚’事件仍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

‘结’，这些中国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
影响而不愿了解真相。”

杨先生表示，在法轮功学员 21 年不懈
的反迫害过程中，长春插播的壮举最具代表
性。一群普通修炼人为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他们义无反顾，为真理而舍弃一切，他们是
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的缩影。这部影片既是
还原历史真相，也是为了纪念那些为讲真相
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修炼人。

为了还原当年插播的细节，剧组特别从
亚洲请来了当年参与现场插播的法轮功学员
金学哲，他被中共抓捕关押十年，现已逃离
大陆。他不仅为插播部分的拍摄作技术指
导，并出演当年的自己（老金）。

拍摄过程中，面对当年逼真的场景，金
学哲多次不能自已，流着泪说：“我仿佛又回
到了当年！”他的情绪也感染了其他演员，
大家更用心地投入拍摄，努力展现出当年插
播英雄们的风采。

插播回顾 ：
1999 年的 7 月 20 日，镇压铺天盖地而

来，大法弟子是措手不及的。但是大法弟子
都有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师父把法传给我
们，救度我们。现在大法被迫害的时候，我
们要出去护法。虽然抱着这样的念头，但大
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那时候就是很多大
法弟子走上了天安门，打横幅请愿抗议。当
然结果就是被关押和毒打，后来就是劳教、
判刑、洗脑。再后来大法弟子意识到请愿抗
议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中共却死不改悔，那还
不如去揭露中共的谎言，给中国民众一个善
恶之间选择的机会。 2002 年 3 月 5 日，18
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的八个频道插播了 50 分
钟法轮功真相节目，超过 10 万的观众观看。

时隔 8 年之后，美国《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 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 发
表了一篇长篇报导，报导的主标题是《进入
细微的电波》（Into Thin Airwaves），副标

题是《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
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原文 :https://www.
weeklystandard.com/ethan-gutmann/into-thin-
airwaves）报道中是这样讲述这些传播真相的
英雄的 ：

“第一位出场的人是梁振兴，他 1996 年
在长春得法，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人，在常
人中功成名就，得法后成了当地的辅导员。
迫害开始后，他决定到北京去请愿，但是长
春是师父的家乡，像他这样的辅导员是被严
密监视的，所以他刚一上火车就被捕了。

在看守所，梁振兴受到了殴打和虐待，
也成了犯人们嘲笑的对象，这些梁振兴都默
默承受了，但是当他被要求在院子里走队列
时喊赞美中共的口号时，梁说他不会喊任何
东西，结果遭到殴打。他感到痛苦的是，当
时他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之后他仔细分析了
他的心理。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对的，但他却
无法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因此他也就
无法激发别人跟他采取同样的行动。但后来
他听说，有一个人能激发他人，这个人叫刘
成军。

刘成军是一个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但是
他可以使用一个卡车。刘对迫害法轮功的对
策是，在他的卡车里装满“讲真相”的小册
子，送到农安以及周围的乡村去。他个子高
大、健壮、匀称，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大
车。在监狱里，他反抗的时候，直视的目光
和不屈的姿态让狱警都不敢动他。有一天他
翻过了三米的高墙，越狱了。

九个月之后，2000 年 7 月 12 日，梁被
转到一个劳教所，和被抓回监狱的刘成军，
以及另外一个瘦小的、有着明亮眼睛的人关
在一个牢房。这第三个人叫刘海波，我们叫
他大海吧。他做过一件让梁振兴很佩服的
事，一些党徒在长春小学举办了一个关于法
轮功所谓“罪行”的展览。大海知道这个展
览，就直接走进去，把展板扯下来，把它们

扔走，没有一丝的愤怒和做作。梁意识到大
海是一个头脑聪明的学者，而且无所畏惧。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到 2001 年年底的
时候，他们都因期满被释放了。

梁喜欢磁带和远距离扩音器，大车崇尚
他的山一样的传单，大海欣赏带标语的气
球。但后来他们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里面提及爬到电线杆上截断电视传输，切入
线路，和 DVD 放映机联线的理论可能性。
一说到插播，有的人可能想，这不是破坏公
物吗？我要说，媒体是社会公器。共产党劫
持了媒体造谣和妖魔化法轮功，我们利用媒
体澄清真相，有什么不可以？这才是恢复媒
体本来的功能。

梁的团队决定试一试，于是他们开始整
个长春的传输线。但电缆都在电线杆子上，
要想切开电缆，就要找到最开始传输信号的
那个点，而他们在墙上和电线杆子上爬来爬
去是很容易被人注意的。而且他们也不大懂
这些电器，于是他们又开始物色更多的合作
者。长话短说，他们找到了三个人，一个叫
雷明，26 岁，是快餐厨师。他身体非常棒，
他在天安门打开横幅之后，他逃出了整个警
察队伍的追捕。

第二个人是 32 岁的侯明凯。他对电器非
常敏锐，但他谋生的方法是炸油条。最后一
位叫周润君，团队里唯一的女性和厨师。大
海是个学者，对于爬电线杆有畏惧，周就亲
自做了工具，然后爬电线杆给这些男人看。
一边爬一边对他们喊叫。为了不让周整天说
他们女人气，他们学她的样爬起来。他们一
起练习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插播的行动时间定在了 3 月 15 日。到 3
月 1 日的时候，梁振兴被捕了，具体原因不
详。他们都认为梁振兴肯定会挺过酷刑，什
么都不说，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决定提前
到 3 月 5 日 . 而大海和侯明凯最终发现了一
个事先把线路切开的办法，所以只需要一个

最后一分钟的调整。在接下来的三个晚上他
们会把每个集线器转化成一个讲真相定时炸
弹。通过自行车和出租车，在十五分钟内，
他们会同时在整个长春发动。

到 3 月 5 日晚上，长春有线电视台的
八个频道被同时插播了法轮大法的真相电
视片，从揭露自焚骗局，到法轮大法洪传世
界的盛况。当时人们互相打电话让亲戚朋友
看电视。在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
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几个修炼
者从工厂和藏身之处走出来，公开发资料。
邻居，孩子，陌生人，甚至戴着红袖标的老
太太都接近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话，跑过
去，笑着拍着他们，祝贺他们。有几个人怀
疑这不是政府的广播，但他们仍然开心的笑
着轻声问 ：你们是怎么干成的？你们法轮功
真了不起！在一些居民区，当地中共官员变
得绝望，切断电源，使街道陷入黑暗。第一
个修炼者接到一个军方朋友的电话告诉他，
他们收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命令。

3 月 9 日晚上，大海在家里被捕。警察
把大海捆在他的客厅的椅子上，在他妻子和
两岁儿子面前打断了他的双脚踝，然后把他
拖上警车。 3 月 10 日凌晨，大海被转到长
春中心警察局，他被扒光衣服，一位现居澳
洲的姓霍的警察，当时看到两个警察把一个
长长的高压电棍插入大海的肛门。几分钟之
后，刘海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3 月 24 日深夜，超过 60 名警察包围了
一个柴垛，大车——本来就是一个农家子弟
——把它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警察把柴垛
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大车出现了。警察对
他的大腿开了两枪。当警察开车把大车押到
警察局时，警车翻了，也许是争斗的结果。
侯明凯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他躲到附近的
吉林市之后，试图再次插播。没有成功，
他像猴子一样爬上树，放上一个扩音器，在
公安局里谴责江泽民。他的人头被悬赏五万
元。 8 月 21 日，侯在长春被捕，被押到绿
园警察局，在第二天早晨四点被毒打致死。”

我们不再一一去说这些插播者最后的经
历，但他们的结局都是被中共残酷迫害致
死。告诉大家这些先行者的故事，是想让人
们知道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艰难。这些人当时
都很年轻，有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但
是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维护自己的信仰的
路。那时候刘成军他们非常穷，做资料的钱
都是别人省吃俭用给他们的。他们发出最后
一份资料后，准备实施插播计划。小组的人
走入一个餐馆，点了几碗炸酱面，算是上路
前的聚餐。刘成军看着他的儿子，对旁边的
人说 ：”这孩子真可怜！“他知道，一旦做
了插播这件事，那就是九死一生。

这是被我们知道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大
法弟子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但是他们的名字
却不为人知。◎
注 ：翻墙看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 
https://youtu.be/ebKBaGf836E

慈悲之光
作者 / 塞浦路斯大法弟子 Ioanna Kalogirou

画作说明 ：这幅油画的灵感来自于我看到的一幅画面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参与一次抗议中
共迫害法轮功的和平请愿。我能感受到她的真诚和慈悲。通过这幅画，我希望能表达修炼法轮大
法福益身心，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普世原则“真善忍”的指导中受益。

油画

揭示惊天大案 还原历史真实

（塞浦路斯大法弟子 Ioanna Kalogi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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