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逃铁拳暴击 六六们也知道痛了

上海封城引发民怨沸

腾。4月11日，上海市委

书记李强视察居民区，期

间李强临时起意到隔壁小

区，遭遇民众愤怒谴责。

视频显示，李强隔着

小区大门，与一名坐轮椅

的白发老妇交谈，老太质

问：你是书记？我们快饿

死了！我们200户人，物

资一直不来。上次就给了2

个胡萝卜2个土豆和洋葱！

随后有更多人冲上前谴责。

当天晚上该小区收到

一卡车的橘子，但很多是

发霉和烂的。居委会书记

带着警察上老太家“慰问”

（维稳），结果可想而知。

除了李强，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近日视察上海

小区时，也遭居民喊楼抗

议：“没菜吃了！”“我们要

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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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清零：
居家坐监 体验大饿无疆

网文《上海人忍耐已到极限》
点击超2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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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抗疫临近尾声时赶赴武汉谱写颂

歌，写道：“幸亏我来了，再不来素材都

没了。”如今，她将方舱与集中营相比。

曾大赞封控 证券高管失救病亡
北京律师张新年4月12日在微博上

发布，网信证券副总裁韦桂国因上海封

城期间，在家中脑溢血，封控期间联系

救治未果，于住所病逝，“期间其夫人在

沪外隔离未在家，只有其女儿眼见其病

逝……”

而在数天前，韦桂国还在微信朋友

圈发文大赞上海的防疫政策，“我赞成坚

持动态清零的策略，执行战术和管理手

段要优化，困难终会过去，但必将有大

的收获：带湾湾回家时，全民战争动员

也不过如此，漂亮国想想只能瞪眼目送。

到那时看，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

如今韦桂国曾大赞的防疫政策却导

致了他不能被及时救援而病逝。消息一

出，引发网友热议，也有不少人讥讽：

“虽然你成了你说的那个最低成

本，但愿你在天堂里有战术和手段的优

化。”“为自己追求的东西付出生命，值

了。”“我就佩服这种言行一致，用实际

行动支持的。”

只要中共需要，任何人都会成为被

牺牲的代价。

上海封城多日，很多病患因得不到

及时救治而离世，名人们也同样无法逃

脱悲剧的发生。

等不到核酸结果 郎咸平母亲病逝
4月11日，经济学家郎咸平证实，

他的母亲在寻求急诊过程中，因等核酸

检测结果4小时而延误治疗，最终去世。

他因上海封城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他说，“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希望

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

然而在一周前，郎咸平还公开盛赞

上海全员核酸，为中共防疫模式叫好，

呼吁“换好心态、等待解封”。

很多网友评论称：“教授如此，何况

普通人。”“希望早点结束，别再折腾了。”

母阳转阴要送方舱 六六绝望发文
4月10日，移民新加坡的上海作家

六六在朋友圈发了一篇长文，讲述自己

父母在上海封城期间的遭遇。两位老人

在家闭门不出17天后却查出阳性。过了

几天之后，两人痊愈，但却被通知要到

方舱，导致其母心脏病发。母亲已经在

视频里跟家人道别，而作为女儿的她深

感无力。

当年武汉作家方方的日记广传时，

六六曾质疑反对，并为中共抗疫唱赞歌，

上海书记视察
遇民众呛声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证券高管韦桂国生前赞清零

大纪元 希望之声新唐人



虽然上海本轮疫情的重症率非常

低，但仍采取了全面封城。因长期封

控导致物资供应不足，上海正陷入一

场严重的“饥荒”。

      为食物抢菜陪睡寻墓供
目前，绝大部分上海人每天的生

活是到处找抢菜管道。更有上海浦东

新区金湘路399弄，康亭小区居民敲

锣求物资，喊“没有收到任何物资”。

有人被逼急了，偷偷到公墓那儿

去找有无可供充饥的供品。有的小区

住户偷偷下楼在小区围墙内的地上挖

野菜。网传已有多人饿死在家中。

还有更难以启齿的。“行侠客（工

作号）”曝光：“全国最富裕的上海，

很多在上海打拼的独居女生，居然为

了粮食陪志愿者或者邻居睡觉，曝光

了几十起，没曝光的多了，因为这种

事女孩子不好意思说，都是些龌龊的

志愿者和邻居们曝出来的。”

淫乱是中共的传统特色。这样的

悲剧在土改、大饥荒和知青的年代已

经演绎过N次了。

       上海人为什么会挨饿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一

个成年人每天需消耗一公斤左右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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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海人口超过2500万，每天消

耗的食物需两万多吨。用载重10吨

的卡车来运，能装满2000辆。

平日商业及物流的有序运转，可

以确保物资的供应链。但中共的一道

命令就可以瘫痪城市的供应系统，这

就是上海正在发生的事。因为“防疫

压倒一切”的政治选择，全国10余

省市高速封闭，商业和物流陷入停顿，

也让无数人处于匮乏和饥饿之中。

       企业难解送货难题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京东的仓库，

因为“公路通行证很紧张，能运进上

海的货品数量其实有限。在人力方面，

目前能走出社区送货的快递员数量不

及平时的1/3”。

另一位在上海的商界人士说：

“现在没有美团了……不是科技的失

败，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还在运作的厨

房……这与科技无关，是政府的政策

让所有的厨房都关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迪亚森

关于饥荒有这样一个结论，即现代社

会的饥荒几乎没有一次是食品短缺造

成的，而均来自于政治，来自于控制。

不是没有物资，而是掐断物流。

这是中共制造的灾难。

上海不仅物资缺乏，而且

物价贵到离谱。网传视频显示，

一盒蛋炒饭要92元人民币；30

个鸡蛋478元；面包10元一个，

牛奶20元一小盒。

有上海居民买到120元的

蔬菜套餐，纸盒里只有几个土

豆，一个洋葱，一小块肉等。

还有更离谱的，网友“钢笔样子”

说：封控在家20天顾两边父母

和孩子吃喝，包进团购，消费2

万多元。再继续下去，很难承受。

那些没钱的，不会用智能

手机的老人怎么熬呢？

上海清零：居家坐监 体验大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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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蛋炒饭92元 
30个鸡蛋478元

编辑 唐青

防疫现连坐制
抗命者永远红码

上海“清零”政策黑箱操

作，令不少市民被强行送方舱。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对

夫妻尽管有官方出具的阴性检

测报告，但警察还是以“阳性”

为由将他们带到方舱隔离。期

间，女士恐“阴转阳”以死抗争。

而对于拒绝进方舱的民众，

中共威胁“将永远红码，永不

摘帽”，其所在社区也不得解封。

4月12日，上海市虹口区

嘉兴路街道、浦东新区“三林

世博家园”都有小区接到通知，

称拒去方舱的居民将永远红码，

永不摘帽，其所在小区也将被

“株连”，解封无望。

上海人不怕病毒，怕的是

中共强制的隔离政策。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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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上海人忍耐已到极限》点击超2千万

上海无人性的“清零防疫”导致

民怨沸腾，也令许多中国人对中共体

制彻底绝望。网文《上海人民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阅读量超过2000万。

网文细数上海封城荒谬之事
这篇4月13日发表在微信上的

网文，细数上海封城各种“刷新底线

的事件”，文章质问中共，“众多的独

居老人守到弹尽粮绝才发出求救要一

口吃的，他们中有老教授，老专家，

经历过浩劫年代，为祖国做出过杰出

贡献，也不缺钱的知识分子，结果困

在2022年吃不上饭，荒不荒谬？”

文章提到又一起病患因延误治疗

死亡的悲剧：一个5岁孩子的爸爸，

病情稳定的癌症患者，4月3日发病

去医院求医，医院要求必须重新做核

酸检测，病人在等待检测结果中离世，

死前最后一句话问“核酸报告出来了

吗？”而核酸阴性报告在他去世两小

时后才出来。

文章还提到，当局宣布“阳性父

母可陪护阳性孩子隔离”后，还有刚

出生14天的宝宝被迫与阳性的父母

分离；某区卫健委的一位干部在巨大

的压力中，在办公室自缢身亡；中小

学突然变成了方舱，学生学业荒废；

方舱医院漏雨、停电、停水，粪便横流，

无人修理。

文章痛斥官方的“无疫小区”目

标，认为是“滑天下之大稽”。作者

讥讽，为什么不创建“无感冒小区”“无

艾滋小区”“无痔疮小区”？

民众纷纷斥责中共极端防控
此文发表后，迅速获得网民热烈

反响，点赞超过36万。有网民留言：

“这篇文章要是被删，删的人不得好

死”“上海之所以伟大一直是因为人

民，而非官府”。还有网民直言讥讽

中共：“不理解都在骂上海ZF（政府），

可他们又听谁指挥？一担责就联邦

州，一胜利就我D（党）英明？”

一段时间以来，上海民众对中共

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清零政策已经忍

无可忍，有上海男为拒绝做核酸在阳

台上手持菜刀和大白搏斗的，还有印

象春城老人被逼拿起刀乱砍强行进门

的警察的。

开鲁五村男子在电话中对警察

说：“官逼民反”“通过这件事情我们

明白了，以前秦始皇时期老百姓为什

么要造反，老百姓为什么要打仗，为

什么要民兵起义知道吗？这都是有道

理的。”警察默不作声。

一则视频显示，上海某小区一位

大叔把口罩戴在下巴底下，痛骂上海

极端防疫，大声喊道：打倒共产党！

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清醒了，意识

到自己以前低估了中共的邪恶。看清

中共，才能远离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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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上海男子，背贴图片，隐晦地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图片：外交部：
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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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移民热搜
飙高2846%

上海封控管制后，各大网络搜寻

平台如微信、百度上的“移民”搜寻

次数暴增。据最新一周移民关键词的

数据显示，有关“移居加拿大条件”

的搜索量激增，比前周上涨2846%。

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连续

8天单日新增感染破2万，但中共仍

坚持 “动态清零”政策。期间防疫人

员除暴力行径频传之外，上海物资已

匮乏至极限，市民买菜、温饱都成问

题，“以物易物”的经济模式已成为

上海的日常。就在“上海人没饭吃”

成为大陆民间热搜话题后，中国近期

各大搜寻引擎上关于“移民”搜寻量

也突然暴增。

百度“观星盘”数据资料显示，

中国地区搜索移民热度方面，排名首

位的是上海，有关“移居加拿大条件”

的搜索量激增，其次是有关“出国哪

里好”“怎么移民马来西亚”。

与此同时，近日网络还流传官方

的一份通知，要求辖区内职工、家属、

子女都要向派出所上缴护照，疫情后

再归还。对于中共政府关闭国门，网

友表示，“越来越觉得，清零永远在

路上、永远走不到终点”“中国新疆化，

倒车猛给油！” 看中国



所以不能放松管控。

这套说辞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第一，用局部数据做假设来推算出一

个数据，以此作为清零的理论依据。

这就像我们理论上可以假设全中国都

可能发生轻微地震，尽管每个地区可

能死亡数据很低，但加起来这个数据

就很高，所以我们所有人必须住地震

棚保命——这是不是很荒唐可笑？

第二，中共故意避开了群体免疫

的问题。一种病毒爆发之初，其感染

和重症死亡数据肯定是较高的，但一

旦大面积的人群通过疫苗或轻症感染

获得免疫之后，免疫屏障就形成了，

疫情中后期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会大幅

下降。中共对这一点根本就不提。

因封城失救死了不算死？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上海市在疫

情前的2018年，各级医院每天接诊

74万人次，约7000台住院手术。但

今年近乎归零，患者惟有靠运气自救。

原上海长征医院主任医师缪晓辉

4月7日撰文呼吁关注新冠疫情下“额

外死亡”的问题。他引用中国疾控中

心的周脉耕团队2021年在《英国医

学杂志》BMJ发布的数据，点出在

新冠流行期间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

亡率增加21%，糖尿病死亡率增加

83%，自杀死亡率增加了66%。

也就是说，上海全面封控后，仅

糖尿病患额外增加死亡人数就可能高

达2141人。而根据官方报道，上海

本轮疫情重症才1例，无死亡病例，“说

到底，奥密克戎感染后的死亡率远远

低于医疗挤兑带来的额外死亡。”

这只是慢性病，还有各种急性病

呢？比如中风、急性心肌梗死等等，

这些急症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生命

危险。但对中共来说，凡不是感染新

冠，无论什么病因封城而得不到救治

死了都不算死。

目前的疫情与封城导致的次生灾

难相对比，哪个代价更大，不是一清

二楚吗？中共明明知道还这样做，就

是在草菅人命。

4 明鉴

踪；对合理使用社区医疗资源避免挤

兑医院医疗资源的大量工作；对疫苗

接种的普及等等。

举例说，共存模式就像面对疫情

洪水而来的疏导模式，尽量用可控的

分洪来换取洪峰安全过境。一旦建立

了可靠的分洪渠道，即便未来还有多

次洪峰，都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安全。

而中共的模式就是典型的封堵模

式，面对洪水不断加高堤坝，哪怕小

规模分洪也不允许。这种模式看起来

似乎更有效，但堤坝修得越高，大规

模溃坝的风险也越高，不出事则已，

一出事一定是大事。

14亿感染 绝对人数会很高？
其次，专家提到的病死率和死亡

率问题。死亡率是统计某年度因某种

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社会全体人群中

的占比。而病死率是因某种疾病而死

亡的人数在该病所有患者中的占比。

对应新冠疫情上，这二者的分子

都是因感染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但分

母不同，死亡率的分母是全国14亿

人，而病死率的分母只是感染阳性者。

中共也承认奥密克戎的病死率下降

了，部分国家甚至低于流感。

但专家们说由于奥密克戎的传播

力强，所以如果放开了让14亿人都

感染，其死亡的绝对人数依然会很高，

中共的封城清零模式，在上海已

经演变成目前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饥饿

灾荒，而且针对的是类似流感一级的

病毒，这是全世界都很难理解的做法。

清零两大“科学依据”藏陷阱
近日，中共进行舆论宣传，要从

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封城清零就是

好。新华社发表新华微评，称“奥密

克戎”绝非“大号流感”；国家卫健

委专家梁万年称动态清零是上海最佳

方案；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吴

凡对为什么坚持动态清零给出了5点

理由等等。

以上主要是重复两个论点：一个

是共存模式是在疫情面前躺平，是不

负责任的，而清零封城是为民众生命

健康负责任的模式。

另一个就是强调死亡率和病死率

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奥密克戎的病死

率大幅下降了，但死亡率依然很高，

所以不能简单等同流感。

我们先探讨第一个问题。中共用

“躺平”来描述共存模式，这是误导。

因为躺平很容易让人认为是什么都不

做，放任自流。

但实际是，与病毒共存绝非什么

都不做，恰恰相反，与病毒共存的模

式是建立在几个重要基础上的，包括：

对病毒变异后病理特性改变的及时追

清零是科学？暗藏两大陷阱

2022年4月15日

大纪元



洛杉矶民众中领馆前声援法轮功学员许那

2022年4月15日 真相 5

今年年初，北京画家、法轮功学

员许那遭中共当局再次非法判刑8年，

罪名是给海外媒体发北京疫情的照

片；此后，她的生死安危受到海内外

民众的关注。4月10日，数十位洛

杉矶民众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侵犯人

权的罪行，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许那。

“我们声援许那，声援所有中共

治下宗教信仰、人权被践踏的女性受

害者”，活动组织者之一界立建说。

许那遭中共多次非法判刑
许那是画家，也是诗人，在中共

统治下，这样才华横溢的女子仅因坚

持信仰、传递真相，就遭到中共多次

非法判刑、酷刑折磨。

2001年11月，许那因收留外地

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年。被关

押在监狱期间，她遭受了11种酷刑

折磨和劳役迫害，例如不准睡觉、捆

绑、体罚、劈叉、在雪地里挨冻等等。

2008年1月26日，许那与修炼

法轮功的丈夫、北京歌手于宙被警察

以“奥运检查”为由逮捕，仅10天

后，于宙在看守所被虐杀，年仅42岁。

同年11月，许那被非法判刑3年。

今年1月，许那再被中共非法判

刑8年。很多民众指出，许那的遭遇，

更让世界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界立建说，信仰“真、善、忍”的

法轮功修炼者许那，在追求信仰自由、

坚守真相，这在任何国家都没有错。

“但中共前后至少三次，对她判

刑总计16年，什么样的政权这么害

怕真相？因为真相如果被更多人知

晓，它这个暴政也是岌岌可危。”他说。

移民美国7年多的吴少伟说：“宗

教信仰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人权、最

基本的自由。许那女士因个人的宗教

信仰，遭到共产党非法的拘禁，我觉

得中共对我们人权的践踏，已经到了

非常邪恶、非常极致的地步。”

他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该站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

应该为她（许那）发声。我觉得中共

的暴行，我们必须把它揭露出来。”

“中共迫害法轮功让人心痛”
洛杉矶民主人士黄建斌表示，中

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人心寒

又心痛。“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开始，

中国（中共）掀起了大规模迫害信仰

团体的狂潮。”他说，“从法轮功到基

督教，中共无伦理地打压这些宗教信

仰。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他说，中共已向世界展示了一个

没有自由和真相的社会是多么恐怖，

“我们身在海外的人有责任、有义务

站出来，去揭露这个事情，声援她们，

这是我们的义务。”

盼更多中国民众觉醒 
2019年年底，中国武汉首次爆

发新冠病毒疫情，但中共极力掩盖，

导致疫情肆虐全球。至今，疫情造成

全球至少5亿人感染、618万人死亡。

界立建表示，许那坚守个人信仰，

心怀他人，展示出了作为修炼人的无

私与善良。例如她勇于向海外讲述北

京疫情真相，实则在帮忙更多大陆民

众。不然在中共所谓“清零”和极力

掩盖的防疫政策下，会酿出更多悲剧。

从大陆来到美国的徐菊芳说，“我

很佩服这些为真相发声的女性，我很

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只要是

一个正常的人，只要有机会让他们看

到真相，他们自然会做出判断：谁是

正义的，谁是邪恶的。” 大纪元

左：2022年4月10日，数十位洛杉矶民众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罪行，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北京法轮功学员许那。图为活动组
织者之一界立建手举许那及其丈夫于宙的照片；右：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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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应该不计回报地付出。”

虽然保持社交距离可以减少感

染，但丹妮丝想到那些失智的老人无

法与人沟通交流，拥抱或搀扶对他们

而言是仅有的沟通方式，所以她会时

不时地抱抱他们。“我把他们看成是

父母长辈一般，尊重他们，照顾他们。”

在护理工作中做到真善忍
丹妮丝非常细心地观察他们的情

况。正是因为她向医生建议及时，才

让一位没有明显症状的老人被确诊感

染，并查出该护理站有27人确诊。

而丹妮丝自己的测试结果，正如她所

料，是阴性。护理部医生感谢丹妮丝

的及时发现，避免了蔓延的严重后果。

因为疫情的影响，护理站经常人

手不足，为了让同事能够得到休息，

丹妮丝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5

点，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不

去考虑这个过程当中我会不会也被感

染，重要的是，我将它看成是一个可

以提高改善的过程。看我在困难的情

况下，如何继续做到‘真、善、忍’。”

丹妮丝由衷地感谢法轮大法师

父，“我很感谢（李洪志）师父，让

我能够有信仰，能够有勇气在困境中

继续前行。”

“当我得知我负责护理的那位老

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时，我没有害

怕。当时我们护理站所有人都必须接

受测试，我非常确信我没有被感染。

我也告诉主管，我可以护理那些被确

诊感染的病患。”丹妮丝平静地说。

丹妮丝是瑞士的一位做特别护理

的护士，她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

功。2020年3月，新冠病毒开始在

瑞士肆虐，丹妮丝护理着那些需要帮

助的失智老人。

找到内心的恐惧　时时为他人
着想

这些老人不能佩戴口罩，也无法

采取自我防护措施，丹妮丝面临被传

染的危险，她当时也感到过害怕。她

还出现过咳嗽，虽然检测是阴性的。

当时的丹妮丝已经修炼法轮大法

10年了，修炼使丹妮丝对中国的传

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她得知中国历史

上就有心地善良的人在瘟疫中一心照

顾病人，为别人付出，自己安然无恙。

“中国的神传文化告诉人们善恶

有报。而法轮大法正是教我要按照

‘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想要

自己和家人过得好，但是我也应该想

到还有其他人，他们或许也需要我的

瑞士护士：法轮大法让我充满希望

2022年4月15日

明慧网

瑞士法轮功学员丹妮丝（Denise）在打坐中。（明慧网）

近日，我地（河北某市）有

一名从天津返乡过年的人，经核

酸检测确诊为阳性、无症状感染

者。一时间本地进入紧急状态。

相关领导凌晨1点收到指令，

行政人员凌晨3点被召集，医护人

员凌晨4点就匆忙集结，周边赶来

救护车,运送志愿者的大巴车集结

待命。县城内店铺关闭，村庄封堵，

要求村民“人不出村，足不出户”。

全县筛查密接者，全员核酸检测。

这位感染者的一位朋友是法

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通过短信

提示感染者：别忘了“老师”（李

洪志师父）的话。他也表示想起

来了。隔天，专家再检测，他的

核酸检测结果已转成阴性。所有

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位感染者以前接触过法轮

大法，曾经拜读过大法书。后来

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迫

于压力不敢炼了，但他一直相信

大法好，还珍藏着大法书籍。他

回信息告诉朋友：等回家后，会

把“书”（法轮功书籍）找出来看。

法轮大法是佛法，记住“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三退”），是

关键时刻救命的法宝！

秘 诀

核酸检测
阳性转阴性的秘密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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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