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方介入 上海防疫如文革再现

4月5日，辽宁电视台

知名女主持人朱霞遭停职处

罚的消息引爆网络。朱霞曾

任辽宁广播电视台《正在行

动》《新北方汇天下》等节

目的主持人。

近日，朱霞在个人短视

频账号上直播，与粉丝互动

时，呼吁沈阳市民保护自己，

她表示，“我不能说为什么，

也不能说原因和理由。”

据报道，辽宁广播电视

集团发内部通知，朱霞被停

职，不再担任主持工作，播

音负责人的职务也被免除。

上述消息曝光后，引发

网络关注和热议。“有什么

是不能让民众知道的？”“敢

说实话的人结局都不太好，

颠倒黑白的社会。”“所有说

真话的正常人都被当成‘不

正常人’处理掉了。”“好人

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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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家康复医院不幸去世，年仅49岁。

在此前一天，李昶的丈夫要求和妻子一

起隔离，但不被允许，还被警察以所谓“破

坏抗疫”的理由抓走。

近日，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发生

大规模感染，一些老人无人照顾，挨饿，

屎尿都干身上，每天都有老人去世，死

后黄袋子一套写上名字就拉走了。

上海浦东一线抗疫医生透露：医院

日常诊疗完全停摆。病人被困家中，医

生在医院之外忙于核酸采样，医疗全部

停摆，生了病去找谁？所有人只能死扛。

因封控去世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

多，已是医生共识。

中共的防疫是一场政治运动
 “次生灾害太严重了”，一位上海男

子致电上海疾控中心时说。

一名老先生对阻挡在外的人员咆哮

道：“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运动

群众嘛！” “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

碍制造障碍，恐怖的这个样子，人吓人

要吓死了。”

不难看出，在这次上海疫情当中，

中共文革式的“政治防疫”带给人们的

伤害已经远远超过了病毒本身。“苛政猛

于毒病”，只要中共暴政一天不亡，中国

民众的苦难就一天不会结束。

上海疫情爆发，从4月1日起，上

海采取了更严格的“清零”措施。4月4

日，全国多地大量武警、特警赶往上海

进行“维稳”，上海5万警力也全部出动。

如今的上海处于类似被军管的状态，“清

零”造成的民生灾难远超解决的问题。

拳打脚踢如文革再现
近日，有多起穿着防护衣的“大白”

对上海民众拳打脚踢的画面在网上流出。

有视频显示，社区门口有武警岗哨，防

止居民翻墙或随意外出；上海松江区联

阳小区外，8个“大白”围着一名年轻人

殴打。

另一段视频显示，“大白”抱着冲锋

枪站在街头，监视着每一个人排队做核

酸。上海某区转运隔离人员，不论男生

还是女生，都像犯人一样被“大白”押

上车辆。行动稍微慢一点，“大白”就会

推搡。种种暴力场面仿佛文革再现。

一位上海市民表示：不要认为文革

已经远离，中共“用的不是医学、科学

的手段，用的都是行政防疫。就像是对

待文革的四类分子一样”。

因封控去世的比病毒致死的更多
3月28日，从美国海归的清华才女

李昶因得不到照顾，无人为她吸痰，在

辽宁女主播
警示疫情遭停职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大批军队进驻上海，上海频传穿白色防疫服人员对民众暴力相向事件。（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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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官方宣布染疫家长可陪护染疫

孩子后，上海宝妈群开始讨论如何快

速染疫，以免骨肉分离。有的父母甚

至舔孩子的唾沫，要与孩子共进退。

6日，上海政府在压力下改口，称“对

于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监护人

可以自愿申请陪护。

不止婴幼儿遭隔离，网上视频曝

光上海民众因缺少物资敲锣抗议；方

舱隔离点条件恶劣，吃饭靠抢；更传

出多起意外死亡事件。

中共视防疫高于一切，用防疫的

名义为所欲为，制造人道灾难。中共

“清零”措施关心的是对社会的控制，

而不是对疾病的控制。

继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爆出多

名老人死亡案例后，上海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的“婴幼儿隔离点”近日被曝

光，引发婴幼儿的父母发声寻找自己

的孩子。

强制分离 大量隔离照片曝光
4月1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被隔离婴幼儿哭闹的照片和视频在

网上流传。有照片显示，一个大厅内

布置三排疑似大人用的病床，床上安

置了大量儿童，只有极少数床上有大

人陪伴。

另有照片显示，三名婴儿挤在一

张床上，其中一个孩子的头被床单盖

住，情景令人担忧；旁边的床上至少

有三名幼儿，有的躺着，有的扶着床

栏站着，十分拥挤。

微信用户“珍珍”说，自己全家

确诊，跟孩子一起来到金山婴幼儿隔

离点隔离。医院的资源严重缺乏，“楼

上200个孩子只有10名护士”。幼儿

尿湿来不及换尿片，孩子屁股通红，

孩子饿了没人喂养。

寻子心切 不明白政府想什么
4月2日，上海赵女士向大纪元

记者表示，她的女儿只有2岁，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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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3月26日确诊为阳性，母女俩

住进上海同仁医院，她女儿29日被

医生单独带往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当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照片和视

频时，我人疯掉了，（哭）谁看到这

个照片能不崩溃吗？ 2岁的孩子睁

开眼看不到亲人，也没专人照顾。我

听说在那里，不给洗澡，已经四天了，

我女儿还穿着纸尿裤，请问谁帮她擦

屁股啊？”

“这么多的孩子，医护人员人手

都不够，你还要带走我的女儿，不交

给我这个母亲照顾，我不明白市政府

在想什么？”

极端防疫措施惹民愤
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4月2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出来辟谣

称，“网络流传的照片、视频是我院

儿科病房在内部腾挪过程中的一些场

景，并非‘金山婴幼儿隔离点’。”

然而，大陆网民不买账，要求上

海政府“把孩子还给妈妈”，“可怕、

无语、对那么小的孩子造成多大的心

理阴影，孩子夜醒的时候该多害怕，

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网名为“王

大大”的微博网友写道。

知情的网民纷纷谴责反人性措

徐州铁链女事件在中共官

方下结论后，民间仍在寻真相。

独立摄影记者赵兰健表示，

他日前向中共最高检、公安部、

江苏省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

和徐州市公安局举证举报。

“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是

小花梅这个视频，被新浪网删

除了，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有一

些敏感性在里面。我就又鼓起

了勇气，我就把这个视频打印

了5个光盘，写了5封举报信，

我就快递给了几个执法机构，

目前有4个执法机构是已经签收

了，只有徐州市的公安局可能

是由于疫情的原因还没有被签

收。”

此前，官方针对铁链女事

件前后发布的5次通告，都令外

界高度质疑与失望，批评政府

指鹿为马，刻意隐瞒欺骗民众。

染疫人数飙高 上海婴幼儿隔离点惨况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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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

铁链女事件追真相
视频拍摄者举报

上海“婴幼儿隔离点”，大量婴幼儿被迫与父母分开隔离且无人照护。（视频截图）



两份录音热传 揭开上海防疫黑幕

据上海卫健委信息，4月6日上

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2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19660例，即98.4%都

是无症状的。这佐证了国际社会普遍

认可的结论：Omicron病毒比较温

和，杀伤力没那么大，Omicron毒

株的疫情基本上就是个大号流感。

上海采用极端封城措施后乱象频

生，近日网络传出上海市民与疾控中

心官员、浦东新区的一位居委会主任

与居民的两段通话录音，反映出的上

海防疫的瘫痪内情引发外界关注。

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官员对话
根据网传录音可知，日前一名上

海市民致电该市疾控中心，反映他父

亲在酒店隔离期间分别在3月25日、

27日做了两次核酸检测，而后支付

宝里的“健康云”在28日显示结果

为“阴性”。但没想到的是，他父亲3

月29日却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说

其检测阳性，要求其转移酒店或者去

方舱医院。

针对此事，他向疾控中心提出质

疑，“健康云的数据是真实有效的吗？

还是说以疾控中心为准？是谁来去证

实的？我如何有一个官方的渠道，让

我去证实，我是阳性的？”

疾控中心的女领导听后，让这位

市民投诉12345，“投诉健康云信息

虚假。”女领导强调以疾控为准，健

康云与疾控中心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市民说，“我可以这么理解

吗？就是目前，疾控中心也好，医疗

资源也好，12345也好，健康云也好，

你们这几个都是分裂的，你们都没有

形成统一的战线。这就是上海政府目

前统战下来的这个问题，对吧？”

女领导果断回复“对的”。

这位男市民向女领导反映，现在

上海并没有安排好医疗资源，致使阳

性病患者身心俱疲。他讲述了他母亲

的遭遇。

女领导听后直言，医疗资源已经

枯竭，感染疫情之外的疾病基本无力

应对，只能自生自灭。方舱医院条件

很差，不会有任何治疗，轻症和无症

状最好居家隔离。家里老人尽量不要

去，就在家自己隔离，如果120上门

拉人，就叫他们出示阳性报告。

她气愤地说，“把人家的阳性结

果写成阴性，又让我们疾控中心通知

人家是阳性。”

“我们专业机构要被逼疯了，专

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现在全

部把这个病变成政治性的一个疾病。

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在防

流感，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

么防吗？”

女领导还称“现在我们都感到彻

底的绝望”。该领导后来证实是疾控

中心传染病防治科主任朱渭萍。录音

曝光后迅速在网络发酵，上海官方公

开表示要进行调查，疾控中心则紧急

下发通知，要求接听回复市民咨询必

须与官方防疫政策保持一致，不得有

个人意见。

居民与当地居委会书记的通话
第二个热传的录音是上海浦东新

区的一位居委会书记与居民的对话。

居民投诉一栋楼10户人家7户阳性，

但一直无人过问，这样不管不问的，

会让整栋楼都变阳性。

居委会书记回应说对阳性患者无

法及时拉走集中隔离，因为反映上级

了也没有回复，而有些领导都不接她

的电话了。

居委会书记坦承，上海的防疫政

策完全是混乱的，这是上海市防疫政

策的错误。现在如果没有好的政策出

来，上海真的要造反了。现在上海所

有的方舱医院全部都爆满了。

“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给我，

我可以对居民有交待，现实是没有。

这个工作让我身心俱疲，心跳（一分

钟）一百多次，我真的做不下去，我

跟领导讲，我无能为力。我现在帮居

民买菜都是我个人垫付（贴钱几万

块）。我接听你们的电话，我也承受

很大的压力。”说到伤心处这位书记

和通话女子一起痛哭。

对于此波类似大流感的Omicron

疫情，国际社会已科学、理性地采取 

“与病毒共存”政策。时评人士唐浩

分析，中共之所以坚持反科学的“清

零”措施，是因为Omicron 虽然杀

伤力不大，但感染力极强，所以会造

成大规模感染，确诊人数就会暴增，

这样会让中共显得“脸上无光”，无

法彰显它的“制度优越性”。因此如

今的抗疫是“政治抗疫”，衍生出各

种各样的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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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舱医院如同集中营。（视频截图）

上海居民发布的图片



尸体已经发臭。

3月30日，一位上海网民在微

博上曝光了他的父亲退伍军人（沈瑞

根）经历55小时从就医到死亡的过

程。他控诉说，想不到他的父亲没死

于病毒，却死在中共封城的当下……

以上案例还只是曝出来的一小部

分，更多的案例并没有报导出来。真

实的现状究竟有多惨烈？

“全民核检”背后巨大驱动力
为何中共要坚持“清零”，并推

动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全民核酸检

测”呢？“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

员黄万盛透露，中共搞“清零”防疫

背后涉及中共高官白手套和家属敛财

黑幕，某集团仅靠核酸检测一项就赚

了6,700亿人民币，中共其实没有

真正有效的防疫对策，只是以疫谋私。

“这些领导的（白）手套和家属们，

染指核酸的试剂，导致只要有一个两

个病例，就会把整个区域，全民（拉）

去做核酸检测。它要的是核酸的采购

量，有采购量才有利润。”

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

林晓旭博士表示，大陆很多地方要建

所谓的临时方舱医院，这些地方有没

有符合隔离标准，会不会带来更多交

叉感染，中共根本不考虑。严格地说，

这是在违反科学。

深圳特区报日前一篇评论写道：

“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表面看是

抗疫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

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

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这

一段话点明了中共把卫生防疫看作是

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更贴切地说，

是一场与世界与西方争优劣的斗争。

中共“极端防疫”的背后隐藏着

的是谎言、邪恶与残暴，打着“为人民”

的口号控制民众，残害民众，为中共

权贵集团收割“韭菜”，并借机塑造“大

国”形象，进一步欺骗大陆乃至世界

的民众。

4 明鉴

尽职守”将紧急求救的病人拒之医院

门外时，我们看到民众间的矛盾在升

级……

封城中，所有人都在中共的掌控

之下，一个健康码便可以决定一个人

的自由甚至生死存亡，这确实达到了

展示铁腕、制造恐惧的效果。

这变异、无人性的种种规则背后，

却打着一个冠冕堂皇“为人民”的口

号，怎么看都像极了一个现实版的“鱿

鱼游戏”——那华丽的建筑与鲜艳的

服饰背后，却藏着谎言和杀机。

“极端防疫”是救人还是（杀）
害人？

对中共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

道，中共对生命的蔑视程度远超一般

人想像，死多少人在中共的眼里只是

一个数字。我们不妨看看中共“极端

防疫”措施下的次生灾害之一角。

3月11日，吉林长春一个四岁

女童患急性喉炎，因没有实时的核酸

证明而被长春农安县医院拒诊，遭到

多个门诊和部门“踢皮球”，最终不

幸身亡。

3月24日，自由亚洲报导，据

社交媒体23日传出的短片，深圳市

南头街道城中村被封23天，村内关

口四横巷17号有人饿死，被发现时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至今已经两年

有余，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西方国

家在尝试过封控、推广疫苗等措施之

后，选择了全面开放。而中共在“冬奥”

与“两会”这两大政治秀之后，立马

使得疫情确诊数字迅速攀升，于是“极

端防疫”再次登场。

可能有人会说，“极端防疫”体

现出的是中共政府的“负责任”，体

现出“制度优越”。时评人李正宽分析，

这样的朋友很可能没有真正尝过“社

会主义铁拳”的滋味，也未深究一下

中共“极端防疫”措施背后有哪些不

为人知的算计。

“极端防疫”是为防病毒还是
为控制人？

两年来，中共利用疫情在全国多

个大城市实施“封城”，武汉、西安、

天津、长春，甚至深圳、上海这样的

一线大城市也封了。人们看到的是，

疫情没有被防住，而民众却都被控制

住了。

当中共毫无预警地“封城”时，

人为的“粮食短缺”就被制造出来了，

我们看到超市里大批民众为了活命而

疯狂抢购高价菜；当居民楼的管理人

员为执行中共的命令而将小区居民挡

在寒冷的大门外时，当医院的保安“恪

“中共式防疫”背后藏三大惊人真相

2022年4月8日

漫画：上海封城查核酸 造成市民恐慌/变态辣椒

大纪元



清明节追忆死于红色恐怖下的弟弟
4月5日清明节，每逢这个日子

上海公民任迺俊就特别感伤。为追忆

六十年代红色恐怖下，他一家人的遭

遇和所有因红色恐怖暴政而失去生命

的仁人志士，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悼

念，表达了缅怀和默哀之意。

任迺俊向大纪元记者讲述，六十

年代开始，发生在他家的一连串不幸

遭遇，这些遭遇不仅仅发生在他这一

家，也发生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他

们经历大饥荒、红色恐怖……

他回忆说：“1968年，突然之间

我爸爸被打成国民党总统特务，从此

不可以出门收废品。我们一家七口人，

只能靠姐姐30多元工资生活，一天

就是两顿稀饭，没有菜吃。”

“这一年的中秋节，家里做了几

个韭菜饼，弟弟游泳完从外面回来，

看到韭菜饼，拿起一个激动地一跳，

还没吃到口，头就撞到屋檐昏死过去

了，到了晚上眼睛睁开了不能说话，

第二天才能开口说话。过了没多久，

他就出现了癫痫。家里吃饭的钱都没

有，更别说给他治疗了。”

1972年，他的弟弟任迺喜被分

配黑龙江农场。任迺俊说，“我弟弟

正高兴的时候，学校说他因为癫痫病

不能去，不能分配工作。”

“因为家里特别穷，7个人30多

元工资，生活怎么能过啊？不能分配

工作他就急火攻心，他就唱大灾星，

讲反共的话。我妈妈就跟他说，你不

能讲啊，你讲的话不得了啊，要枪毙

的啊！”

任迺喜自从得了癫痫病以后，家

人就管着他，不让他去游泳了。“我

的妈妈呢，为了避免弟弟给全家带来

更大的灾难，就故意让他去游泳，让

他游泳时发病死掉。”他说。

1972年7月5日，任迺喜到黄

浦江游泳，一去不返。7月7日他的

尸体被找到了。

那时候任迺俊在江西农村工作，

接到弟弟死亡消息后赶回家。他说，

“我回到家，责怪父母：‘你们知道他

有病，为什么要让他去游泳？’我妈

妈说：‘没办法，你弟弟不死全家死，

呼反共口号，他如果到外面去呼的话，

不但他被枪毙，你爸爸、你都要枪毙，

家有很多人会被打死，被送监狱。’”

“我弟弟尸体在水里泡了两天。

他是穿着一条短裤，在饥寒交迫下离

开了人间。这时候派出所警察要跟我

父亲收三块钱火化费，我们全家口袋

都掏过，找不到三块钱。”

任迺俊表示，“这件事发生后，

我恨透了共产党。你们想想，世界上

有哪一个政权能逼着为人父母的让自

己的儿子这样去死？几十年了，隐藏

在心底的就是这件事情，血海深仇刻

骨铭心！”

觉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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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中共 
大陆人踊跃“三退”

在疫情继续蔓延，各种天灾人祸

不断发生的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

陆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纷纷

“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来自上海的朱文斌说：“本人于

02年参军，0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年轻，觉得别人都追求的东西就

是好的，所以做任何事都是非常积极

的。虽然也了解部队的黑暗，也知道

社会的不公，但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加之创业忙碌，根本没有去好好考虑。

现在人在海外，也有时间和渠道

了解更多邪恶党派的非人行为，加之

此次疫情看到了民众皆苦，尤其是在

残暴政权的宣传下，有年轻生命因为

中共恐怖化病毒造成多起悲剧，感觉

自己的心完全碎了。本人于2022年

4月7日正式退出中国共产党。”

高天公开声明：“与东京、巴黎、

纽约齐名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一夜之

间被打成西安。疫情彻底暴露了中共

管理的无能，封门封户封小区老百姓

没吃没喝是共产党的惯用手法，只有

亡共中国才有希望，亡党才能兴国！

声明退出党团队。”

高华说：“我们地区（县级）之

前是一个疫情重灾区，民众买菜难，

上级却指示我们少报感染数字，不许

把事实说出去。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欺

骗吗？！我们应该趁早与这个惨无人

道、专制独裁的邪党决裂！”

王树芝在退党声明中写道：“铁

链女让我们看清中共恶党就会撒谎，

乌俄战争让我们看清党是狡猾的魔

鬼，疫情清零让我们看到党为达到目

的，只有党性没有人性，为此我坚决

退出党的一切组织，不再给它涂金抹

粉，也不给它当替罪羊。”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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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见证

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

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我的

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

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

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

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

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

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

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

数月后央视开始诽谤大法
看到我的身体变化，大家都为我

高兴。正在这时候，1999年7月22

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大

法。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是

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否

定自己了呢？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

让炼了呢？我非常痛苦，眼泪老是不

自觉地流个不停。我决定去北京上访，

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我

这个被判死刑的人依然健康地活着。

虽然我被中共多次抓捕、迫害，并被

判了五年刑，但我坚信大法，我想用

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人们真相：法轮

大法好！

首先我要感谢法轮大法的师父李

洪志先生对我的救度，同时代表我的

亲人们感谢救了他们命的恩师。我们

用尽人间的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和感

谢师尊的救命之恩。我们只能把我们

的真实经历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不

明真相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我炼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
我是一个癌症病人。在修炼法轮

功前我是有名的老病号，身患乳腺癌

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

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

我最多还能活3～ 5个月，只能回家

等死。

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

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

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

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

议我：炼法轮功。当时从来没有听说

过，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

上了修炼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师父就

给我清理身体，大量的鼻涕、眼泪、

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

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

道怎么回事，后来法轮功学员告诉我：

我炼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

2022年4月8日

明慧网

1998年，北京一个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炼场景。（明慧网）

天安门
“自焚”真相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扑
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部；
图2-3、刘春玲不自觉地双手护头，
随即倒地，被打弯的重物从其脑
部快速弹起；
图4、一名身穿大衣的人站在出手
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1 2

43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
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
证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
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伪案。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两腿间
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试验表明，用火烧雪碧瓶，5秒雪
碧瓶变软，7秒收缩变形，10秒
缩成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进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真 

相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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