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封城狠招 2米高网引爆民怨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在记

者会上，大言不惭地夸赞“动

态清零”，批评台湾的防疫

政策，说：“(台湾人)有什

么心思和底气，对中国大陆

谈防疫上的制度之争？”

对此，台湾疫情指挥中

心陈时中回应，大陆防疫数

字很漂亮，但未来饿死的可

能比病死的人多。对于制度

之争，“我们的想法就是见

贤思齐，见不贤就不要齐。”

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

板明夫表示，陈时中回应得

相当精彩。论语中的原文“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但是面

对中共的荒腔走板的防疫措

施，根本没有参考价值，台

湾连“内自省”都不必要了。

台湾的防疫是由专家团

队根据病毒的特征一步一步

摸索出来的，中共是文革式

的政治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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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中等封控”
北京现抢购囤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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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病，这是人道主义，对没有病的人

在施暴，把你打伤了，这哪是治病？”

律师称违法，网民讥讽
王才亮律师在微博上发帖直指“这

种做法是没有法律授权，也是违反现行

法律规定的”。

“硬隔离”究竟违反了哪些法律呢？

王才亮律师在帖文中指出违反《城乡规

划法》《消防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

发事件应对法》。试想，这样的小区楼栋

里一旦发生火灾，楼里被隔离的人们将

无处可逃生，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对于上海的“硬隔离”更是一

片嘲讽之声：

“加固式牢房”“直接加盖！不然气

溶胶传播怎么办？”“宁愿听到群众哭声，

也不要听到领导的骂声”“这到底是因为

什么原因才这样管控老百姓？是不是有

比疫情让他们感到更可怕的东西？”。

上海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严厉封城后，

民众的愤怒情绪已经沸腾，许多小区每

晚都在喊楼，山呼海啸般的，此起彼伏，

有的居民已经喊累了，用敲盆代替喊

楼……被封控下的上海居民的处境和惨

况让人目不暇接，中共是真的在“为人

民服务”，还是人民在为中共服务？值得

反思啊。

上海市不断延长的封城措施，加剧

民怨。4月23日，网传上海浦东防疫部

门出台文件，要求封控区楼宇进行“硬

隔离”，即在楼宇出口设立挡板，引发上

海居民强烈抗议。

铁丝网装了又拆 民怨四起
很多小区装上了铁丝网，有民众比

喻像是把人关在动物园一样，还对比绿

色铁丝网的样式和动物园的一模一样。

也有居民站出来反抗，把铁丝网推开。

已经被封控超过45天的浦东居民郑

浩（化名）说，他所在小区的铁丝网就

被推掉，“很多人都起来，他们（政府）

装好嘛，他们（居民）把它推掉，都是

这样去搞了，没办法了。”

郑浩说，上海现在封控真的是“乱

成了一锅粥”，“现在就是乱操作，上海

现在真的是一塌糊涂，领导也没能力，

反正就乱搞”。

市民：中共防疫像用电警棍治病
上海市民程先生25日说，他们所在

小区，“沿街面的房子都用绿色的铁丝网

给挡起来了，现在哪都去不了。”

程先生形容中共粗暴的防疫手段，

像是“用电警棍给人治病”。“上海这防疫，

哪里算是治病啊，人家若有病，你给人

中国染疫率低？
恐饿死比病死多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2022年4月23日，上海多个小区居民楼门被铁网或铁皮封锁。（网络图片）

大纪元阿波罗



最近，北京又爆发新一轮疫情，

尽管发现的病例数跟上海比是小巫见

大巫，但北京却破天荒地出现了抢购

潮，大量北京市民都在为不知何时会

到来的“封城”疯狂囤货。

北京人不信政府信自己判断
近日，中共官媒发文说“专家呼

吁市民不用恐慌性囤货”，官方还喊

话说“各类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稳定，

北京有完善保供体系”。然而就连央

视主播们也不相信官方的话。

央视环球电视网主播刘欣在推特

用英文发文说她也囤货了，虽然刘欣

很快删除了推文，但海外时评人士唐

浩表示，“我们都懂，在中共体制下，

最初的发言总是来自真心，不论是出

自真诚或恐惧。”“北京与中国各地朋

友们，宜备粮。”

央视前记者王志安也在推特发帖

说，央视自己内部有超市，24日央

视的员工已把内部的超市一抢而空，

抢完后主播们在屏幕前正襟危坐说，

市民们，好好过日子，不用抢。

大陆网民则根据以往的经验，早

已经意识到，中共越呼吁，事态越严

重，“引起恐慌的本质是政府公信力

的丧失、对防疫政策的恐惧、对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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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性的怀疑。”“怕的不是没东

西，怕的是封起来以后有东西也送不

到家。”

“在物资中等封控”
北京民众已经被上海封城惨状吓

出应激反应，4月24日晚，北京出现

囤菜囤粮的高潮，许多货架被民众扫

空，更有上海人在线指导北京人如何

囤货。据北京大兴区、朝阳区等多区

居民反映，“线下商超已开始排长队

结账，不少蔬菜、水果已售空”；一

些线上平台也“出现了蔬菜类产品因

售罄而大量下架的情况”。

朝阳区的一位男士竟然一口气在

超市买了近7000元的商品。北京某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一天的冰

柜、冰箱已卖出了以前一个月的销量。

北京人宁可“在物资中等封控”，

也不愿像上海人那样“在封控中等物

资”。也就是说，GDP全国第一的金

融中心会把人活活饿死，一旦不囤货，

能饿死上海人的“清零”政策也同样

会饿死北京人。

当中共的铁拳挥来时，但愿自己

能幸免于难，这就是当下无数北京人、

中国人最由衷、最恳切的心愿。中共

已没啥公信力可言了。

一个小女孩，妈妈在抢菜，

没顾上管她，她从楼上掉下来，

死了。

还有个小哥，送外卖时撞

到树上，倒地头部出血，等了整

整一小时，也没等来120，血流

光之后，也死了。

这个春天，在上海，最无

助的是那些最底层的人，最害

怕的是那些年近过百的人，最

无奈的是那些被迫停工的人，

最惨的则是那些不是因为新冠，

而是因为得不到最基本治疗，

死去的人。

“在物资中等封控” 北京现抢购囤货潮

文 袁斌

这个春天的上海
有多少血和泪

新唐人

万贯家财也不如
一有权的保安？

上海封城，哪怕是住在高

档小区，同样也被折腾得很惨。

一位住在汤城一品的女子忍不

住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我是

单身，真没准就这一个月，就

因为一袋子菜，让防疫的骗财

骗色了，现在我可知道，1949

年时怎么那么多白菜让猪拱了。

封闭开始的时候，普通人

在抢菜，她说业主群里每天炫

各种大牌送的下午茶，蔬菜，

水果，慰问卡片。后来，她们

的优越感彻底没有了，也开始

为了蔬菜发愁，甚至去拍会写

抢菜软件程序员的马屁，就为

了提高抢单率……她说，终于

明白了，万贯家财也不如一个

有权力的保安。 大纪元

左：一顾客抢购半扇猪肉回家储藏；右：北京一年轻人大包小袋把食物带回家。（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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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闹饥荒 中共基层团购牟利内幕曝光

上海封城，全国各地的捐赠物资

不断送去上海，上海市民却陷入饥荒。

多方消息显示，中共基层人员利用政

府严厉的管控措施，在保供、团购方

面牟取暴利，趁机哄抬物价发国难财，

甚至有人“希望疫情别结束”。民间

愤怒之情高涨。

     志愿者：保供单位是肥差                   
需要有关系

近日，上海一名为帅俊的志愿

者与网友的对话截图在朋友圈广为流

传。这则对话截图显示，这名志愿者

持有的志愿者协会颁发的证件，注册

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是上海宣

布该市“封城”后不久注册的。

帅俊披露，他隶属于保供单位，

为社区供应紧俏物资，日进万元，但

这“肥差”并非谁都可以做，需要“有

关系”的。他说：“希望疫情别结束。”

帅俊还称，他每天可以将500条

香烟运进上海，再通过社区团购的渠

道销售，每条可赚100元。他说：“我

现在这家保供的单位是政府制定的，

通行证也是政府发的啊，全都是政府

的，所以说比较比较那个啊，你懂的

吧，叫我去的人，他一天赚30万。”

另一位志愿者透露：“现在最大

的问题就是现在外面有物资，但是进

不了小区。你要进小区，就要参加社

区团购，或者参加政府组织的团购，

你都要被人家宰一刀的。我觉得政府

就是不想让大家买到便宜的菜、买到

正常价格的菜。”

       “团购团长”质问：到底
哪些供货商才能进小区

近日，一位名叫莹莹的“团购团

长”发布视频披露，上海疫情有人在

忙着抗疫，有人在哄抬物价发国难财。

她说，常规的购物渠道抢不到菜，

她因为团长这个特殊的身份，看到了

团购的诸多内幕，包括卖方哄抬物价、

给团长的提成等。她质疑，到底哪些

供货商才能拿到蔬菜水果进小区的资

质？有没有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

4月23日，网上流传“上海一

团长晒隔离生活”的视频。视频中，

一男子在吃火锅，地上摆着一摞牛羊

肉卷，还堆满了各种物资。该男子说，

自从当上（社区团购）团长后，生活

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还有不少市民披露居委会将外地

捐赠物资高价销售给社区居民，街道

招标三无品牌的企业给居民发放劣质

食品的腐败行为。

上海封城造成罕见的大饥荒，一

旦疫情过后，这些从中发国难财的基

层人员，很可能作为替罪羊被中共抛

出，成为罪恶的承担者，以平息民愤。

卸磨杀驴是中共的特色。

2022年4月30日 聚焦 3

大纪元

上海一名为帅俊的志愿者持有的志愿者协会颁发的证件。（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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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之声》视频
越封杀越转发

《四月之声》，一部收集了多个上

海疫情期间录音对话的短视频，在网

上热传，随即遭到中共全面封杀。但

网友们对其力挺，越封杀越转发。

《四月之声》影片是黑白画面的

上海航拍，风格平实。影片汇集了社

交媒体广泛流传的音频，展示了上海

人封城后遭遇的生活困境和不公，包

括捐赠食物被倒卖、幼儿和家长被强

迫分开隔离、宠物被打死、居委会官

员哭诉上级无对策、母亲为幼儿深夜

寻药、病人得不到及时救助等情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加任何评

论，被网友评价为“温和”“令人泪目”，

甚至“正能量”的视频却被全网删除，

原作者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均被删除。

“四月之声”“四月”都成为敏感词被

审查，甚至微博网民自创的热搜话题

“上海静默”也很快被官方封禁。

有网友说，没见过这种场面：“一

条视频在朋友圈被疯狂转发，半天已

达10w+转发量。原帖很快被删，但

换来的是上海市民的集体抗议……如

果你是那个捂嘴的人，就问你怕不

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中共害怕这个短视频，因为记录

了它们不同时期的话，会暴露它们的

邪恶。有人说：他们每一页都无比正

确，就是不能看合订本。 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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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论

果数量太少，不仅会出现信任问题，

还会让封锁措施显得很过分；如果数

字太高，封锁措施倒是合理了，但说

明当局控制不住病毒。”

不透明的统计方式
专家们还指出，中共对COVID-19

死亡分类的标准缺乏透明度。在欧美

国家，任何因新冠病毒或相关因素造

成的死亡，均被视为新冠死亡人数。

但按照中共的做法，若病人不是因为

新冠病毒直接致死，就不会被视为与

新冠病毒有关。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说，

“如果没有白纸黑字写下这是死于

COVID、或者死于跟COVID相关

原因，那么一切（死亡原因）由专家

小组决定。”

次生灾难的死亡数量难以统计
医学专家表示，必须全面了解上

海和其他城市的封锁措施的总体损

失，才能评估“清零”的真实成本。

严格的控制造成有些居民饿死、无法

就医而病死、自杀而死等。

上海长征医院前副院长、传染病

专家缪晓辉估计，上海封控结束时，

糖尿病的超额死亡人数可能会接近

1000。他的估计基于在武汉封城期

间，心脏病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

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出了21%。

2022年初，美国史蒂文斯理工

学院量化金融计划主任乔治‧卡尔霍
恩曾根据杂志《经济学人》的数据模

型推算，中国的COVID-19死亡人

数最高可能达到170万左右。

在整理大量公共数据、以前的研

究报告，并分析了中共过去各类瞒报

事实的丑闻后，卡尔霍恩得出结论：

中共政府为了实现“清零”的政治目

标，系统性地造假数据来支持他们的

说法。

现在中共对上海疫情死亡数字的

操作亦如此。

两周前上海嘉定区殡仪馆被指以

疫情防控为由，拒不提供殡仪服务，

结果殡仪馆主任、副主任被调查。22

日一篇殡仪馆为自己申冤的文章被发

表在网络上。

殡仪馆每天火化到半夜
上海嘉定殡仪馆工作人员在发文

中透露：“从4月1日起，殡仪馆全体

员工24小时不回家，每天火化尸体

到半夜12点，死者数量是去年同期

的翻倍，完全是在超负荷工作，维持

和保障城市正常的运行。”

这个信息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时

事评论员秦鹏发推文说：“上海平时年

死亡11.5万人，现在翻翻，每天死

亡700人，意味着一个月下来，多死

亡1万人。”

而上海官方自4月18日首次通

报死亡病例以来，截至28日，上海

本轮疫情累积死亡为285例。官方公

布的死亡数字与殡仪馆人员披露的超

负荷工作量不符，外界普遍质疑官方

数字严重缩水。

上海实际染疫死亡有多少？
香港大学流行病学家考林说：“没

有任何干预措施可以将严重程度降低

到如此程度。” 他以新加坡为例，过

去28天内，13.7万人染疫，其中约

547人死亡。而上海自3月以来，通

报病例增长近3倍，但死亡与重症通

报都非常低。

有专家认为，上海目前公布的死

亡数字反映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据媒体报道，上海东海养老院就

有至少27名病人死亡，中共将他们

的死因归类为其他基础疾病。还有网

友披露，有的高龄老年人被送到隔离

中心，在隔离中死亡，也没被计入确

诊死亡病例。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卫生安全

专家唐宁思分析，染疫死亡人数的报

告，对中共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

殡仪馆披露可怕数字 上海死亡率引质疑

2022年4月30日

新唐人 大纪元

4月27日，河北迁安为了

防止居民不服从管理，影响防

疫大局，要求居民将钥匙上交，

由志愿者在外面把门锁上，不

同意的就强行在外打孔上锁。

有网友质疑：不知道这是

哪种脑子想出的注意，把老百

姓当什么呢啊，你说不让外出

我们也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呢，

你把单元门用铁丝锁着就够可

以了，家门口封条也贴着呢，

干嘛还把家门用铁丝绑起来啊，

地震现在确实发生的不多了，

但是火灾呢？煤气中毒呢？

也有网友说：昨晚出的政

策，交钥匙锁大门，我的对策

是家里没有钥匙，锁了我就剪，

监狱的犯人还能有个人身安

全……我这个听话的良民发生

地震火灾就该活活在家等死吗？

你草菅人命没关系，我可很爱

惜我的生命呢！

河北极端防疫：
交出钥匙反锁门

阿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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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门电脑版 自由门安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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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3日，美国最大的

华人社区——法拉盛街头，逾2000

名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游行，纪念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

到中南海和平上访23周年。

1999年的4月25日，逾万名法

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

访，整个过程和平、理性，被誉为中

国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

上访活动。

当年“四‧二五”亲历者栗静华
说：“我们上那里信访，这是对政府、

对国家一种相信的行动，并不是围攻。

（我们当时）给过往的行人留下通道，

问题得到解决时，大家都把垃圾收好，

连警察扔的垃圾我们都捡起来了。”

游行场面宏大 观众赞叹不已
上午11时已经有民众站在道路

两旁等候；中午12点，游行正式开始。

天国乐团嘹亮的乐声冲上云霄，“法

轮大法好”“神圣的歌”“送宝”等曲

目在缅街上空回荡，此时道路两旁站

满了观看的民众。

游行分为三大方阵“法轮大法

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三退保平安”，

一首首乐曲，一条条横幅，一道道历

史的画卷在缅街上展开。法轮功学员

二十三年如一日苦口婆心讲真相，巨

大的付出换来了大量民众的觉醒——

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三

退”大潮如火如荼。

来自上海的马先生第一次看“四‧
二五”的游行，“我支持法轮功提倡

的‘真、善、忍’原则，因为这是中

国传统的价值观，而且是普世价值。”

他说，“所以我支持信仰自由，这对

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人信神

才有希望，只有神才能够拯救人类。”

游行观众古先生的伯父古鼎华，

是国军第七战区粤桂边区总指挥，祖

辈深受中共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遭

遇感同身受。他说：“我上一代，爷爷

奶奶都是被共产党（批）斗的，我奶

奶被跪玻璃，我爷爷被暗杀。希望人

们能慢慢明白，很多时候事实胜于雄

辩，你（中共）怎么说（法轮功）不好，

都是假的。”

明真相喜“三退”
截至2022年4月20日为止，全

球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92

万位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迫

害法轮功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一个叫李嘉豪的年轻小伙子，他

当场用真名退出曾入过的共产党的团

队组织，并走入到第三方阵参加游行。

一位姓郁的中国女士观看游行。

一位法轮功学员上前给她讲真相，告

诉她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要远离中

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她很认同，

说：“你给我退了吧！我入过少先队。”

学员继续说：现在社会世风日

下，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我们法轮

功讲“真、善、忍”，使人道德回升。

她听得非常入心，说：我也想学法轮

功！学员告诉她可以到“退党服务中

心”买《转法轮》书看一看。小郁高

兴地说：今天咱们有缘，我一定会好

好地看看这本书。 明慧网

纪念“四 •二五”　纽约法轮功学员大游行
二十三年传真相 法轮功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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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忍”要求自己，为什么大

法弟子贴上自己的钱、时间，在严酷

的迫害环境下救人等等。

他最后说：你说的，我信。我问

他：有大法弟子给你做了“三退”没

有？他说没有，他问怎么退？

这时，他拿起胸前的牌子给我

看，他郑重地说：你把我的名字千万

记住，把党员给我退掉。我犹豫了一

下说：你工作性质特殊，给你用化名

退吧，同样有效。他高兴地说行。

这时，他问我：我退党后，要给

法轮功做些什么呢？我不能光求法轮

功保护，而不做回报吧。他的话让我

很感动，我说你可以让你的亲朋好友

“三退”，真相小册子上有“三退”网址，

可以自己上网退。他说：一定去做。

我还告诉他，如果有任务去抓大

法弟子，要主动放走；如果遇到大法

弟子正遭受迫害，你要尽量帮助大法

弟子。他站起来说：我都知道了。

到了下午，我看到这个警察进入

所长的办公室。过了一段时间，他来

到非法关押我们的地方，给我挤了挤

眼，我明白他的意思。不久，我们三

人就被顺利释放回家了。

一年前，我与两位同修讲真相救

人时，被当地国保绑架，后以“取保

候审”形式被放回家，家人都被逼交

了钱。一年后，国保打电话让我们到

公安局办手续领钱。

我们三人来到区公安分局，签字

时，发现表格上有污蔑大法的话，我

们拒绝签字。警察就把我们从公安分

局带到了辖区派出所。我们被领到一

个房间，是一间审讯室，此时面临着

迫害，但我们都没有害怕。

这期间，一个警察进来，让我留

个人信息。我拒绝留信息。他把我领

到他的办公室，坐好后，我问他：老

弟，看你是40多岁、小50岁的人吧？

他说：是呀。

我又问：除了我们炼法轮功的

人，别人都因为什么事来这里？他说：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打架斗殴、赌

博等等。我说：他们是为了个人利益

进来的吧？他说：都是个人搞事进来

的，谁还能为别人进来？我又问：你

看我们炼法轮功的，是因为个人得失

进来的吗？他说：我看不是……

这时他若有所思。我就开始讲自

己是因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的，怎样用

明真相的警察是这样做的

2022年4月30日

明慧网

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以净化人心和祛病

健身的显著奇效，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向世界。迄今法轮大

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上网预约
免费学功

请翻墙访问 https://www.
learnfalungong.com

联系邮箱：
contact_ch@LearnFalunGong.
com

目前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日文、瑞典文等20种语言教功。

中文二维码 英文二维码

我是越南法轮功学员。我常提

醒妻子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她很接受，因此得到了福报。

前段时间，妻子想申请她所在

银行里的一个职位。当她告诉主管

时，地区经理不同意她离开，但主

管答应她辞职。更糟糕的是，她要

申请的新职位突然没有了。她处于

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我对她说：“别

着急，等等看再说吧。由于你明白

了真相，可能会时来运转。”

这时，公司总部有另外一个职

位，并且申请日期只剩下最后一天。

我妻子申请了。尽管她对这个新职

位没有经验，第二天她被告知录用

了。由此她更相信大法了。

最近，在一些地区疫情加重。

妻子在一次核酸检测后结果是阳

性。她有些害怕，我提醒她不要忘

记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她照我的

话去做，再检测时结果是阴性。

当一个人真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时，就是能分清善恶。

当一个人发自内心地赞同大法时，

疾病就会远离你。

幸运的妻子

福 报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