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心染疫 上海人纷纷拒做核酸

近日，官媒突然关心台

湾物价，引来台湾和大陆网

民的反讽，评论区翻车，并

喊话：应关心上海！

环球时报报道：台湾今

年初发生鸡蛋荒，至今仍未

缓解，新一轮涨价又要来，

“台湾人还能吃什么？”

台湾网友纷纷秀出各种

美食，“不礼貌乡民团”社

群脸书则说：前天吃烧烤，

昨天吃麻辣锅……，今晚还

没决定，对了，你们上海人

最近都吃些什么？

还有网民对上海人报以

同情说：“我能吃饭，但上

海人只能吃拳头。”

国内知名网“台湾蛙事

ㄦ”也不屑地说：“环球网

操心台湾人吃什么，然后台

湾人在fb上晒图回复，我

觉得环球还是操心大陆某些

地方的群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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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永远不会断，那个是暴利。有的地方

做核酸还有发菜，上海做核酸也发点东

西，他现在用食物来吸引你，你做了，

就给你食物，不做，自生自灭。”

也有市民表示不相信政府，所以拒

绝做核酸，有人担心可能被当局当成小

白鼠。上海市民谭女士说：“他们是一向

的造假的，人家做核酸，明明是阴性，

把你弄成阳性。我为什么不去做核酸，

我不相信它。它做核酸的目的，经济效益，

要赚钱，他们都是这样子，共匪一向是

这样子的，它先拿老百姓开刀。”

前段时间网络流传的哈佛大学燕京

学社研究员黄万盛的谈话，透露中共官

场靠核酸检测敛财，涉及高官的白手套

和家属。其中一个利益集团仅靠核酸检

测一项，就赚了6700亿人民币。

大陆前首富王健林的儿子、拥有

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V王思聪19号

也在朋友圈表示，今天开始不会再出门

做核酸。他说：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

检测的不是阳性和阴性，而是你的奴性

和血性。随后，他的微博遭到官方禁言。

海外时评人士王赫认为，“上海市民

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这也使上海市民看清了中共的‘清

零’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到底是个什

么东西。”

上海封城以来，官方强制民众做核

酸检测，频繁地检测，造成大量交叉感染。

目前已经有许多上海居民在门上挂上牌

子，表明拒绝再做核酸检测。

民众纷纷挂牌拒核酸
17号开始，有不少上海居民在自家

门上贴出“抗原自测阴性，不做核酸”“一

直阴性，不做核酸”等牌子，拒绝官方

频繁的核酸检测要求。

还有居委会人员在微信群组中提醒，

要全楼去做核酸检测，要业主们回复是

否愿意，结果群内的60多户居民都回应

三个字“不愿意”。

有民众表示，在门上贴纸牌拒绝做

核酸，是担心被感染。上海市民王先生说：

“他们逼着你做核酸，一幢楼没有阳性的，

他也拼命叫你做做做做，不停地做，非

要做出阳性来，都没有了，你去做干嘛，

我搞不懂。”

频繁检测背后的利益
一位住在浦东区的市民透露，该区

居民做核酸能拿到食物。他认为，拼命

让百姓做核酸，其中涉及利益。

上海市民王先生认为，“这个核酸，

他造出来这么多，他不给你做完怎么行

呢。肯定有利益的，我跟你说，这个疫

上海闹饥荒
官媒操心台湾？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上海居民在门上挂牌拒绝频繁做核酸检测。

新唐人大纪元



近日，关于京东快递车队进入

上海的消息受到关注。根据头条新闻

的报导，京东公司从全国抽调了超过

3200名快递人员赶赴上海，在当地

隔离并准备解决挤压的订单问题。不

过，京东的快递突击队已经在上海遭

遇各种阻挠，难以实现原先的目标。

     京东“自杀式”物流 遭上
海多方阻断

什么是“自杀式”物流呢？就是

明知道快递员会被隔离，但仍然继续

发送快递。具体操作就是把快递员分

为14批，每天都有一批人带着货进

入上海被隔离。到了第14天，当第

14批人进入上海被隔离的时候，第

一批人已经隔离完了，可以离开上海

再次回去取货了。

京东发出满载物资的60余个铁

路集装箱和248辆大货车，以“自杀

式单向物流”方式来驰援上海。4月

15日，京东在上海完成配送的订单

数量提升了67%。随着京东运力大幅

提升，配送量也逐步完成，上海人好

像看到了希望。

但在4月17号，上海出动城管

封了京东在上海的华石营业部，原因

是京东不是保供单位。这让快递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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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都没有了中转站。城管此招粉碎

了京东的物流，上海各级官员重新垄

断了物资供应。京东动了谁的利益？

        什么才是“保供单位”？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保供单位”？

“保供单位”给老百姓送什么样的菜？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做了一个示范。

梅陇镇民众近日纷纷晒出收到的

政府物资，许多猪肉全是肥肉，而且

位置很多都集中在“猪奶头”，引发

网络怒火。4月16日，梅陇镇政府

在微博上发贴，承认保障物资中猪肉

存在质量问题，并说出与梅陇镇镇政

府签订《保供协议》的是上海咨谕实

业有限公司，还声明该企业是有相关

资质的。

但企查查信息显示，上海咨谕实

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零员工零社保零实

缴的空壳公司，连销售冷鲜肉冷冻肉

的资格都没有。

后据上海警方通告，该公司与梅

陇镇镇政府约定，于4月15日前提

供猪肉11万份，总计760万余元。

然而，这批猪肉仅价值300多万。说

到底，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上海当地

官员的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

近日，网传上海华石营业部已经

京东“突击队”在沪受挫 动了谁的奶酪？

可以正常运营，恢复了快递接收、分

拣与派送，然而京东快递员面临的阻

力是多方面的，不让进社区、被保供

酒店赶出、被人使绊子、举报等等。

中共岂能容忍一家民营企业打破

政府的垄断，如果京东物流把大上海

的食品短缺问题解决了，高价问题就

不存在了，中共官员还怎么捞钱？难

怪京东物流在上海受挫。
希望之声 禁闻网

物价飙高 沪官员
倒卖抗疫物资

上海物价不断飙升，有的

高出封城前10倍。民众指控，

中共各级政府官员以“防疫”

为由，垄断了封控社区的物资

采购和援助物资的分配，是造

成这一乱象的主要原因。

很多外省市运往上海的蔬

菜，被一些政府官员卖给菜贩

子，上海人吃不上，只能被迫

接受团购的高价菜。一位上海

餐饮业者披露，实际上现在蔬

菜的一手拿货价跟往常是几乎

一样的，而且全国各地的救援

物资不断地输送。他反问：“物

价到底为什么会涨成这样？”

有市民披露，“它都是搞成

团购，然后我们自己再抢，它

是采用这种方法，都是利益啊。”

4月19日，上海纪委通报

闵行区梅陇镇两官员因发放保

供物资失职渎职被免职，此前，

网络传闻北蔡镇党委书记蔡永

强因倒卖抗疫物资被抓。

上海是江泽民的老巢，江

泽民腐败治国，其马仔遍布政

府、金融各领域，利用手中权势，

趁火打劫，发国难财。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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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网友曝光保供食品的连公司都注销了还能进小区；右：上海梅陇镇镇政府发放的物资。



上海封城记：“每家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
上海极端封城措施引发的次生灾

难已经让上海民怨沸腾，尽管中共网

警竭力消除 “坏消息”，但上海民众

仍在网络上不断发布自身的遭遇，人

们越来越看透中共精心编排的宣传。

“每家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
网络上不断流出的上海故事让人

震惊，上海竟然发生如此悲惨、离奇

的事。4月20日，上海一个12岁的

男孩在解除隔离后，一个人拖着行李

箱用了9个小时，走了50多公里的路，

几乎穿越了整个上海市，才回到了家。

复旦大学教授俞惠中、上海交大

电院退休教授、书法家吴中南都因延

误救治而离世。4月13日，71岁的

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深夜腹痛被医院

拒收，受不了痛苦煎熬而跳楼自杀。

一网友呼救，不要拉她94岁的

外婆去隔离。她外婆阳性后足不出户，

后来连续3天阴性，此时街道却通知

外婆去隔离。19日凌晨2点，在家

睡觉的外婆被人撬门进家强制带走隔

离。有网友怒问：这是人做的事吗？

位于浦东新区的一家养老院，东

海老年护理医院近期受到广泛关注。

院内最少有27名老人因感染新冠病

毒离世，还有更多老人因院方失职而

去世。部分家属担心院方在死因问题

上造假，拒绝火化亲人遗体。有的家

属被公安约谈，要求对外噤声。

网友“最爱胖鸥”说：我现在根

本不怕新冠，我怕防疫～

上海怎么就这样沦陷了？
虽然中共党媒一再强调奥密克戎

“不是流感”，但很多人都看到了“解

决方案比问题本身更糟糕”。每天，

上海人除了忙于抢购食物外，说的最

多的就是对极端防控的愤怒。

网友“一念”：一天两次抗原，

这是正常人想出来的？发菜说是没人

手，发抗原一下子变充足了。神奇，

真不是一点点。说多了都觉得恶心。

“树下野狐”：我不能代表所有的

上海人，但我认为很多上海人都和我

此刻想的一样。请立刻停止以“防疫”

之名任意践踏上海市民的权利和尊

严！……请还给每一个健康的上海人

自由生活、工作、吃饭与购物的权力！

封控造成的灾难远大于疫情，这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中共坚持

清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武汉经

验”展示的体制性优越，已被树为楷

模，即便错了，也要坚持到底；二是

清零有助于中共实现全面地、无死角

地控制社会；三是抗疫清零是一盘大

生意，这是权贵集团的奶酪。

在残酷封锁中，任何人都可成为

中共政策的受害者。上海人已经开始

不配合，甚至把逃离中国摆上议事日

程，用脚投票。上海的这次疫情以及

中共的表演，在唤醒中国人民觉醒方

面，起了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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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饿到吃屎
悲惨死去

网上不断传出上海独居老人

被饿死的消息。日前一名家政阿

姨发视频，讲述她服务的一名独

居老人活活饿死的悲惨境况。

根据这名妇女讲述，该高龄

老人疑似生活难以自理，以前就

全靠她照顾，她每天下午上门为

老人做饭。3月下旬，她所在社区

被封，不能再去照顾老人。

3月30号和31号，她所在小

区暂时放开两天，她就趁机再去

看望老人，进门发现老人在吃自

己的大便。老人说，“我饿”。

她说，老人实在饿得不行了，

但又想活下去，所以不管什么东

西，能咬得动的就往嘴里送。

她还说，她刚刚给老人打了

个电话，是她儿子接的，说他妈

妈4月8号已经去世。她表示，这

也在她的预料之中，她知道老人

活不到10号就得饿死。

视频传出后，网友对中共政

权极度愤怒。小粉红曾说，自由

能当饭吃吗？网友称，看看上海，

有了自由才有饭吃！ 新唐人

左：一楼门外，一位老人饿到拼命喊“救命”；右：封堵在高速，车上的货物全烂了，人跳江了。
（视频截图）



“阿婆可能见识过红卫兵的，啥世面

没见过，人家1927年生人”，“人家

可是经历过各种年代的，知道什么叫

反抗”。网友说老太当天转为阴性。 

上海民众愤而退党 三退为最佳
方式

中共每一次封城，都让更多的人

看到，中共不是在防疫，而是在搞运

动。有上海居民说，大学时因听信共

匪的花言巧语才入党，现在意识到共

匪如此防疫，为了政绩甚至可以害死

百姓。她愤而退出中共组织。

目前，已有3亿9千多万中国人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党、退团、

退队称为“三退”，是最佳的和平解

体中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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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歌手方略原创的《New Slave

新奴隶》，歌词中写道：“当没病的人

被关在家当作了病人，当真正有病的

人踏不进医院的大门，当因为遵守命

令变成了理由去伤人，当他们变成行

尸走肉被抽干了魂儿……”

另一首说唱歌手高雅在2017年

创作的《你个骗子》，讽刺央视的《新

闻联播》，歌词写道：“你吹牛还打稿

子，每天又还准时，到了晚上7点，

还要霸占老子电视，‘观众朋友晚上

好’，老子心情不好。”

这两首歌使许多目睹中共封城乱

象的人产生共鸣。但遭中共报复，很

快，方略的YouTube频道下架了《新

奴隶》，网友推测：“估计被请喝茶了。”

上海95岁老太街头战大白
近日，上海一位95岁确诊的老

太太，拆除隔离墙，在街头与警察（大

白）对打的视频引发网络热议。网友

称赞老太是“上海滩佘太君”。

网友爆料称，他们小区的这位独

居的老太确诊阳性，警察欲将其带走

隔离，被老太拿棍子打。最后警察没

有办法，带不走，就用铁皮将老太家

围起来，不料老太将铁皮拆除后外出。

这位95岁老太反抗隔离、拿棍

棒打六个大白的视频，被网友热传，

20多天持续封城，令上海居民

对中共“清零”政策失去了忍受力，

除拒绝配合做核酸外，上海居民还以

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

上海街头现反封城标语
4月17日晚，上海街头出现无

声的抗议。有居民在马路边的树干和

交通灯灯柱上，绑着“逝者名单”“人

们正在死去”“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

看”以及“反对无限制封城”等标语。

上海居民赵晓接受采访时说，有

人乘着夜色，将这些写好的标语挂在

繁华区域，“现在上海的民怨非常大。”

据知情者透露，三名挂标语者在

半夜被上门带走，录完口供回家，罪

名将于一个月后进行定性，很可能是

“寻衅滋事”。当民众被禁言，一旦自

己寻找发声渠道时，中共惯用的打压

手段就是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

《新奴隶》《你个骗子》爆红
网络上，一些歌曲的歌词和其中

的关键字也成为中共封锁的敏感词，

微博甚至封杀了中共国歌的第一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被外界

嘲笑“这是多层面的讽刺”。

还有两首嘲讽中共的歌曲《新奴

隶》《你个骗子》在网络爆红。上海

不堪封城 上海居民怒对中共说“不”

2022年4月23日

希望之声 新唐人

在疫情期间，家里需要常

备一些生活物资。尤其看到上

海居民的处境，大家更要提早

储备一些可以长时间保存的食

物、药品和生活必需物品等，

以防不时之需。

主食除了大米、面粉之外，

建议6种“杂粮”多囤一些，分

别是：玉米、燕麦、黑米、小

米、大豆和薏米。这些杂粮耐

储存，好吃还养人。可以放入

密封袋中，放置阴凉干燥的环

境中，保存几个月都没有问题。

其中，囤玉米可以是新鲜的玉

米棒，还可以是磨成粉的玉米

面、玉米糁。

预防封城封户
囤粮私房攻略

4月17日晚，上海居民在街头挂出横幅标语，抵制中共的封城和言论审查。



“围攻中南海” 还是“和平大上访”？

2022年4月23日 真相 5

1999年 4月 25

日，上万名法轮功学

员自发地到北京国家

信访局和平上访，他

们没有标语，没有口

号，整个过程秩序井

然。国际舆论称“四 •
二五”是“最和平理

性的上访”。

然而两个多月后，

中共江泽民流氓政治

集团却在全国掀起对

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其最大的借口之一就

是说法轮功学员在4月

25日“围攻中南海”。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大法弘传 深得民心 
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将佛

家上乘修炼功法——法轮大法传布

于世。他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

忍”的原则指导人们修炼，短短几年，

仅在中国大陆，据官方报导，就有

7000万～ 1亿人修炼法轮功。

当时，国内有数十家媒体正面报

导法轮大法。1997年12月24日，《医

药保健报》以“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

为题报道法轮功。1998年7月19日，

《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

为题，报道河北妇女谢秀芬在瘫痪

16年后，通过修炼法轮功恢复了行

走的能力。

挑起事端 阴谋迫害
然而，中共是靠强制与暴力起家

的独裁政权，容不下百姓有任何不同

于自己的思想。即使这样一个和平的

民间修炼团体，它也容忍不了，一直

伺机挑起事端。

1996年，中宣部指使《光明日

报》刊文诋毁法轮功。1998年7月，

公安部采取“先定罪、后调查”的程序，

在新疆、黑龙江等地，诱发基层公安

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 

同期，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罗

干命令公安系统在全国“秘密调查”，

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然而数次调查

结果均是“未发现有问题”。 

在中共的幕后操纵下，政治痞

（罗干）、科痞（何祚庥）之流继续闹

事，妄图以打击气功来捞取政治资本。

1998年7月，公安部先内定法轮功

为铲除对象，然后在全国各地不断骚

扰、殴打炼功群众。

天津事件 设局构陷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

津教育学院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

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捏造事实，恶

毒攻击、诬蔑法轮功。 

1999年4月18日开始，部分天

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反映

实情。22日，院方在听了法轮功学

员反映的情况后，很感动，承诺尽快

更正。然而23日，院方突然态度强硬，

拒绝更正。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

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抓捕法

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40

多人被抓。天津当局表示：打压是北

京的命令；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

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四 •二五” 和平上
访

天津抓人事件很快

传到周边，出于对政府

的信任，法轮功学员自

发于4月25日到国家

信访局上访。短短时间，

聚集了上万人。很多人

觉得一万多人很多，其

实一点也不多。仅仅在

北京一地，修炼法轮功

的群众就有数十万。

时任总理朱镕基

接见了法轮功学员的代

表，并倾听了他们的三

点诉求：一是释放在天

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二是为广

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

修炼环境；三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

关书籍。朱镕基总理很快下令天津公

安局释放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并重

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 

在朱镕基总理及工作人员与法轮

功学员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法轮功

学员一直静静地在外面等候。晚上八

点多会谈完毕，得知天津释放了被捕

的法轮功学员，上访群众平静地散去。

临行时，地上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片

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

都捡走了。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

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江丑妒嫉 发动迫害
“四 •二五”上访的和平解决及国

际媒体对朱镕基总理的高度评价，令

小肚鸡肠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妒火中

烧。25日当晚，江给全体政治局委

员写信说，难道共产党就战胜不了法

轮功？此后，他又频频将其批判法轮

功的讲话作为文件在中共内部传达，

诬蔑“四 •二五” 和平上访为“围攻

中南海”，并以此为借口，于1999

年7月20日全面发动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家信访局上访。



6 见证

局买到这本书再回家。”

看完《转法轮》后，艾昌瑞跟他

太太说：“很震撼，我找到自己的老师

了，我要开始修炼法轮功。”

艾昌瑞说：“修炼法轮功后，我

在思路上更清晰，看事情更加透彻，

以前遇到事情容易把眼光放在别人身

上，总觉得自己对，别人错，但修炼

大法后会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

好，需要调整。”

了解艾昌瑞的萧晔蔚说：“艾教

授在待人处事上是一位非常谦虚、非

常亲切的人。每次我们学生办的活动，

都很喜欢找艾老师一起参加，他是我

们的良师益友。”

《转法轮》是我人生追求目标
新港国小退休教师徐千文，因一

片光碟的奇缘而走入法轮功修炼。

影碟中，“艾教授谈到为什么他

会修炼法轮功？就是他看到电视上法

轮功学员中南海万人和平上访报导。

他本行是学企管的，在中国有这么多

人能集合在一起，而且离开后居然地

上没有留下一片纸屑，依照他对中国

人品德的认识，他觉得不可思议，觉

得法轮功一定有很特别之处，就进来

23年前，即1999年4月25日，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 •二五万人和

平上访”。法轮功学员的勇敢、祥和，

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也让海外许

多民众心生佩服而走进法轮功。

台湾中正大学艾昌瑞教授和新港

国小教师徐千文女士就是在这种机缘

下相继走入法轮功修炼行列。

“这是一个很优质的团体”
美国伊利诺大学工业关系博士、

台湾中正大学企管系教授艾昌瑞，23

年前的4月25日在电视机前看到上

万中国民众到中南海上访的镜头，就

对身旁的太太说：“在中国，一个集权

主义的国家，老百姓做的事情若跟共

产党想法不同，就会成为黑名单，这

群人太勇敢了，居然敢走出去。”

同时媒体报导这群人离开的时候

街道上干干净净，没留下一片纸屑，

艾昌瑞觉得这是一个很优质的团体。

第三天，飞碟电台做专题详细报导

“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事件，邀请

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做专访，艾昌瑞回

忆说：“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法轮

功是指导修炼的佛家功法，有一本书

叫《转法轮》。’当时我决定先绕到书

四 •二五：走入大法修炼的珍贵机缘

2022年4月23日

明慧网

左：台湾中正大学企管系教授艾昌瑞；右：台湾新港国小退休教师徐千文。（明慧网）

认识法轮功，觉得法轮功太好了就修

炼了。”

“艾教授的修炼经历引起了我的

好奇。”千文说：“我上网去查看什么

是法轮功。浏览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迫不及待地请先生载我到嘉义市买

《转法轮》这本书，两个晚上把书看完，

感觉这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目标。”

修炼大法之前，千文的一切都很

美满，但她总觉得生命深处缺少什么。

学炼法轮功后，她才找到人生活的真

正意义。千文常送好友的弘法卡片写

道：“我一生中寻寻觅觅，就在这三个

字‘真、善、忍’，在《转法轮》这

本宝书中，我找到了。”

自2004年4月25日开始修炼后，

千文不论刮风下雨都出去炼功，两个

儿子受妈妈的影响，也都在大法中修

炼。千文用修炼人高标准要求自己，

孝顺公婆，和先生感情融洽，全家沐

浴在大法中。

千文说：“中共的打压只能欺骗

不了解真相的人，当人们了解这个团

体，怎么讲你都会觉得‘真、善、忍’

好，‘法轮大法好’，他们是不可能去

做不好的事情，当人们了解法轮功真

相时，就象打了强心剂，不会再受中

共的造假宣传所蒙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