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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广东强征居民楼
作隔离点
日前一段据称来自广东
湛江吴川市的视频中显示，
一名官方人员带着公安敲开
一名女业主的大门，声称政
府决定征用整个居民楼作为
隔离点，要求业主“配合”
，
搬到政府给安排的酒店。
但当女业主质问为什
么政府不安排隔离人员住酒
店时，官方人员又称“已经
没有酒店了”
。女业主坚称，
这是她自家的房子，她自己
做主，坚持不搬走。
官 方 人 员 还 透 露， 政
府要“征用1000间住房”
，
并威胁女业主如果拒绝交出
住房，就要派公安机构人员
来（强制执行）等。
中共强征住房，网友骂
“简直是土匪”
。传播视频的
网友在画面上加上字幕“你
的房子是你的房子，也不是
新唐人
你的房子”
。

左：广东湛江蔬菜不足，小贩出售贵价肉和白菜叶；右：湛江一居民以 200 多元买了三两肉，两
片白菜叶。（视频截图）

5 月 8 日，一篇署名叶书利发表的文
章“全国个税暴跌 51.3% 后，饿晕了的
马儿真的跑不动了”引发网民关注和热
议。目前，这篇文章已遭封杀。
文章说，在各种黑天鹅的迭加冲击
下，老百姓的钱包正变得越来越扁了。
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在表明，日益增多的
老百姓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躺平，
而是“活下去”
。
3 月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
51.3%，暴跌背后可能原因之一是个税
退税，但核心原因仍是居民收入的暴跌。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个税收入 80% 左右
来自于服务业，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则是
服务业中的个体商户。而 3 月的中国，
疫情蔓延，到处充斥着封控。
文章称，到处都是裁员声。一个一
个家庭钱包快速收缩，甚至破产。2 亿灵
活就业数量已占总就业人员数的约27%。
运营一个微博或头条号也算灵活就业，
一不小心还要被炸号。多少人是隐性失
业者或不充分就业者？
中小企业倒闭潮已经开启，只是你
可能没听到他们的哭声而已。2020 年初
的疫情中，清华大学教授朱武祥等人对
1400 多家中小企业进行了调查后发现，
在没有任何营业收入的情况下，34% 的
企业只能维持 1 个月，33.1% 的企业可

以维持 2 个月，只有 17.91% 的企业可
以维持 3 个月。而可以维持 4 个月及以上
的企业占比只有 14.99%。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居民的杠杆率
已达到 62% 左右（居民杠杆指的是居民
负债与 GDP 的比值）
。已经超过了发达
国家的德国、新加坡，目前已接近日本
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老百姓以差不
多发达国家 1/5 左右的人均收入水平，
却背负着与约五倍收入于他们的发达国
家居民差不多的债务水平。
大量居民徘徊在房贷断供的边缘。
广东为例，2020 年疫情以来，广东辖内
银行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的 4.6 万户房贷
实施延期还款，涉及贷款超过 300 亿元。
老百姓的各种资产都在跌价缩水中。
楼市跌跌不休；A股指数已跌破3000点；
基金跌个没完。一季度中国公募基金整
体亏损 1.33 万亿元，背后又是多少基民
家庭的“欲哭无泪”
。
文章最后讽刺性地称，国家不断出
台消费端的各种刺激政策，从来没见一
个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当下的中
国内循环，正陷入“韭菜不知何去处，
镰刀依旧笑春风”的窘境。但饿晕了的
马儿真的跑不动了。
有网友评论道，中共是老百姓背负
的最大债务。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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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宪法学教授：当局防疫两措施违宪
大白消杀如抄家
市民财物遭洗劫

据网民指，上海有防疫人员试图翻居民楼的窗户入室进行消杀。 ( 网络照片 )

近日，网传上海多处实施“一人
阳性、全楼转运”
，入户消杀。
5 月 8 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
之伟发表“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
法律意见” 一文，认为上述两项措施
都是违法的，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
在市民中反应也很强烈，很可能造成
某种法治灾难，应立即停止。
有关官员声称，同楼层密接人员
一律送方舱隔离，不服从就使用强制
手段实施强制，这是全市统一部署，
实施强制的依据是 《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50 条中第 1 项的规定。
童之伟教授指出，
《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 50 条规定的第 1 项不可能
成为支持他们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 条相关
规定的原文是：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拒不执
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
布的决定、命令的。
”
对于稍微有点法律意识的人来
说，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
必须经有权机关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
存在，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可以

随意认定和信口开河宣告的。我国
《宪
法》第 67 条第 21 款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
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我国《宪
法》第 89 条第 16 款规定，
国务院“依
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范国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
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外，没有
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决定和宣布上海
市或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即使考虑到《传染病防治法》第
39 条的规定，有关机构也无权使用
强制手段强制送居民到方舱隔离。
童之伟教授认为，基于以上理由，
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声称根据人民
政府发布的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
布的决定、命令，有权使用强制手
段强制送市民到方舱隔离的说法或做
法，都是非法、无效的；行为人应该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童之伟教授还指出，上海市任何
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
并进入市民住宅“消杀”
。
他说，
中国《宪法》第 39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
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
的住宅。
”
《传染病防治法》关于“消毒”
的规定不会、也确实没有授权任何组

中 共 正 在 动 用 所 有 力 量，
发起“疫情清零总攻”
。上海、
江苏多地民众反映，防疫人员
“大白”入户消杀，已经到了无
理性的程度，与历史上的文革
抄家相去不远。
一段视频显示，大连市幸
福e家小区的一位居民，由于官
方指其为“密接者”
，他被关入
方舱隔离。当他从方舱回来后，
发现家里的很多东西都丢失了，
包括6000元钱，他去找社区居
委和物业，相关部门皆不负责。
上海网络作家张立信（化
名）告诉大纪元记者：
“今天我
在群里看到，上海电视台知名
主持人叶惠贤，几十年替共产
党卖命，他收藏了很多古代的
文物、书籍。如果防疫人员到
他家来消杀，药水一喷所有古
物就被毁了，甚至防疫人员拿
走几件。所以叶惠贤说，如果
到我家来消杀，我就从楼上跳
下去。
”
新唐人

织和个人强行获取居民住宅钥匙、进
入居民家中“消毒”
。
童之伟教授最后说明：在“对上
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一文
形成的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
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
共 20 余位教授表达了意见；复旦大
学桑玉成教授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
童之伟教授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
表上述文章之后，遭到中共全网封杀。
中共的清零已成为一项政治运动，
各级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会不
大纪元
计一切代价地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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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态清零政策面临骑虎难下局面
中共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防
疫方案，坚信“坚持就是胜利”
。这
种做法有科学依据吗？

清零挡不住快速传播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
心主任纪骏辉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染
速率至少是之前新冠疫情最高传染力
的德尔塔（Delta）变种的 5 倍到 10
倍，人们用过去熟悉的传染病控制方
式去围堵奥密克戎都不太有效，疫调
根本跟不上它的传播速度，新加坡就
是过去实施清零政策中，最早改变策
略、放弃清零的国家。
他 表 示， 美 国 CDC 今 年 1 月 底
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累计了去年一
年的流行病学人口资料跟分析，发现
人体自然感染奥密克戎复原以后所产
生的自然免疫，其保护力的强度和时
间的长度，都比疫苗产生的还要高。
这是“与病毒共存”的重要科学基础。

上海闵行区银都路 2688 号金盛小区，是一个商住两用住宅区，群租者很多，外来人
口比较多，然而这个小区没有居委会，导致封控后成为三不管地区，上海话俗称“死
人不管”，民怨积压到极点，5 月 7 日晚，居民和警方爆发冲突。（视频截图）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
义表示，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
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即极权政治
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朝鲜也大行其道。

看每天新增的感染人口而已，同时还
要看累计感染的人口有多少，至少要
达到 50% 的人口都具有免疫力才叫
做群体免疫，之后疫情才会趋缓。
纪骏辉说，中国继续封锁的结果，
就是疫情会拖得更久，但由于中国没
政治挂帅的决策
冯崇义说，在极权政治里，清零 有达到足够的免疫人口，所以病毒还
政策变成是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是会在国内继续流窜。虽然按照病毒
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包括警察和医 自然演化的规律来看，病毒应会变得
防疫政策三指标
纪骏辉表示，一个好的防疫政策 护都得服从中共命令，否则恐丢官。
越来越弱才能在广大的人体上存活，
包含三个指标，一个是低死亡率，一
他说，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每 但也并非绝对就是如此，也有专家担
个是低重症或低住院率，第三个则是 天都有学生确诊请假，自行在家隔离、 心奥密克戎疫情拖得太久，可能会跟
综合性地低强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服药休息，大概三到五天症状就会过 之前的病毒交叉感染，演变出高传染
他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 去，大家都是平常心看待。
力，又有高重症率的病毒。
也有认知到不可能完全清零，所以才
他表示，中国科兴疫苗的保护力
会提出“社会面清零”的目标。
不够，所以如果人口不具备充分的免
动态清零骑虎难下
国际信评机构惠誉估计，今年中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 疫力，中国又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
国经济增长将由原来的 4.8％下调至 心主任纪骏辉说，疫情必须经过高峰 就要保持很长的时间与世隔绝了。
4.3％，远低于中国官方 5.5% 目标。 期后才会渐入尾声，而高峰期不是只
编辑 / 陈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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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总干事：
清零无法持续

世卫病毒专家范克尔科夫谈到
近日全球疫情发展，她表示“根本不
可能阻止病毒传播”
，目前只能尽力
减少病毒的传播。而世卫突发卫生事
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则说，任何抗疫

政策除了要考虑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之
外，亦要考虑对人权的影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5月
11 日的记者会上透露，世卫已与中
国专家讨论，并表达清零政策不是长
久之计。谭德塞指出，新冠病毒正在
进化，变得更具传播性，随着这种特
性的变化，改变相关措施将非常重要。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谭德塞

曾多次支持中共的防疫政策，因此被
网民讽刺为“谭书记”
。这次却对中
共的“清零”政策泼冷水，实属罕见。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学
顾问安东尼 • 福西博士表示，一味封
锁并等待病毒消失是不可行的。他认
为，上海现在的清零防疫工作是“一
场灾难”
，而且北京可能很快将步上
后尘。
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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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荒唐的群众运动——麻雀清零战

1958 年 4 月 16 日《北京日报》1 版，《全市围歼麻雀大战就要开始》。

2022 年 5 月 5 日， 中 共 政 治 局
常委会上，将针对奥秘克戎病毒的清
零运动上升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决定的”
，号召全国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中共又要
搞政治运动，折腾老百姓了。这不得
不让人们想起 1950 年代那场荒唐的
打麻雀运动。

麻雀为何成“害虫”
麻雀并非有害鸟类，中共何以大
规模消灭之？缘于最高领袖的一拍脑
袋。1955 年某天的中南海丰泽园里，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闲坐
品茶，一只苍蝇不知趣地落在了领袖
们的茶杯口上，毛泽东抡扇一击，小
小苍蝇轻盈地飞到了扇面上。毛愣了：
“啊呀，这苍蝇成精了！”
周恩来立刻圆场，这爱国卫生运
动是要搞搞了。刘少奇续话：苍蝇、
老鼠、蚊子、臭虫。毛突然指向树梢
上的麻雀：这东西最可恨，与民争食。
1956 年 1 月 25 日，最高国务会
议讨论通过《纲要草案》决定用 5 年、
12 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应灭尽灭。史称“灭四害”运动。

全社会停摆，清零麻雀
1956 年农历新年过后，不少中

小学生收到学校的紧急通知，开学时，
除了交寒假作业，还要交麻雀腿，老
鼠尾巴和苍蝇蛆蛹。
不少爷爷奶奶费很大的劲，水灌、
烟熏抓住一只老鼠，一看，尾巴早叫
人砍掉报功去了。于是为了孩子能顺
利入学，就找根细麻绳，蘸上胶水，
在老鼠毛里一滚，剪成老鼠尾巴形状
拿去交差。有人为了完成交老鼠尾巴
的政治任务，干脆养起了老鼠。
1958 年元月，中共发动“赶英
超美”大跃进运动。
“除四害”演变
成了人民战争。
北京市召开了“除四害誓师大
会”
，成立“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
1958 年 4 月 19 日凌晨 5 点，北京全
市停摆，全民灭雀。房上、树上、院
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仇恨的眼睛
盯着天空，不放过一只麻雀。无数草
人、假人随风摇摆。傍晚，青年突击
队又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
堵窝，捕雀。
北京各大学师生参加运动。中科
院 2000 多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放下
科研工作，参加“剿雀”大战。鸟类
学专家郑作新一辈子从没研究过如何
消灭麻雀，不得不敲锣喊叫。华罗庚、
钱学森也带着响铃鱼竿前往参战。中
共建政后没有一篇作品问世的巴金手

拿铜盆，
“嘡嘡嘡”
，从日出敲到黄昏。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舆论聒噪至
关重要。整人运动如此，整麻雀也一
样。报纸、广播大作舆论宣传，丑化
麻雀。一些文化人迅速以诗词、漫画、
歌曲、快板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艺形式”来鼓动。
全国“除四害”英雄辈出。
《人
民日报》报道：武汉市安静街 72 岁
的老太太蔡月英，三年如一日除“四
害”
，消灭了 330 多只老鼠、240 万
只苍蝇……平均每天消灭 2191 只苍
蝇，一个人去哪儿找这么多苍蝇？没
有人敢质疑，否则就是破坏革命运动。

党的恶果，百姓吞咽
大规模打麻雀，破坏了生态平衡。
没有了麻雀的捕食，害虫猖獗，树木
树叶掉光。农村谷物吃光，农村粮食
严重欠收。草原上，以麻雀为食的狐
狸、黄鼠狼和鹰不得不吃被毒死的老
鼠，二次中毒死亡。等老鼠又猖獗时，
没有了天敌，草原鼠害一发不可收，
草场迅速退化。
科学家为附和权力而放下自己追
求的真理，文艺工作者为附和权力而
曲笔逢迎。一步步地，从伟大领袖的
一片茶叶，到一只麻雀，再到粮食生
产浮夸、大炼钢铁，最终，中国人终
于遭遇了三年大饥荒。
1994 年 2 月出版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历史纪实》
，
《大饥荒》一文中
说：
“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 4,000
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 4,000
万，这可能是二十世纪内世界最大的
饥荒。
”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绑架了全
国人民为其买单。过程中，善恶颠倒、
真假不分、黑白混淆。讲真话、传真
相被视为异己另类、大逆不道，打压
民众、
迫害良善被鼓吹成“革命工作”
，
包装成“执行公务”
。中共罪恶实在
是罄竹难书。
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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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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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忍让加拿大更强大 多议员同庆大法日
2022 年 5 月 10 日， 来 自
加拿大东部部分法轮功学员汇
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庆
祝法轮大法弘传 30 周年。9 位
联邦议员到场与法轮功学员同
庆法轮大法日。

“真善忍使加拿大强大”
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
思格若女士在对在场的法轮功
学员发言中说：
“加拿大之所以
如此强大，是因为你们所有人，
法轮功在教导我们和平、真理、
宽容和尊重。
”
思格若表示，代表议会的
所有同事和其他同事发言，
“因
政要们盛赞法轮大法修炼原则真
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与你们所有人同
在。我们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法轮大 善忍为加拿大社会和全世界带来的福
法是安全、积极的，并使加拿大变得 祉；以及法轮功学员 23 年来在严酷
的迫害下依然坚韧不拔、和平抗争的
强大。
”
她告诫民众，特别是中国人，
“敞 勇气和毅力。
开心扉，让人们实践其信仰，你们的
国家会比今天更美好。
”
“真善忍引起加拿大人的共鸣”
罗伯茨议员说：
“法轮功对真善忍
贝赞议员在发言中说：
“法轮大
法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产生了积极影 的信仰令加拿大人深受鼓舞，因为这
响。我要感谢所有逃离共产主义中国， 些重要的价值观引起了民主社会公民
并以加拿大为家的人。感谢你们使我 的共鸣，认识到其重要性。你们的努
们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国家。
” 力将继续鼓励每个人为善意花时间，

采取富有同情心的善举。
”
瑞德议员说：
“时隔两年，
法轮大法日庆祝又回到了国会
山。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今天的好天气正像法轮功修炼
者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真诚和正
直的美好感觉，一切都再次被
（真善忍的）歌声感动，如此安
心祥和。
”

“我们与你站在一起”
朗兹曼议员在发言中表
示：
“值此这个庄严的纪念日，
我们感谢仍受到中共威胁的数
百万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力量
和毅力。即使在中国和甚至加
拿大，面对（中共的）不断恐吓运动，
我们赞扬他们为实践自己的信仰所做
的努力。
”
库珀议员说：
“作为国会议员我
们与你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无论中
共政权多么咄咄逼人，无论他们找到
多少外援，那些站在真善忍正义一边
的人们必定会战胜中共的邪恶。
”
除了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
荷兰、澳大利亚等多国政要纷纷发贺
信和褒奖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
明慧网
和感谢法轮大法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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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弘传三十周年 民众恭贺法轮大法日
30 年前的 5 月 13 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自将法轮大法弘传于世，30 年来，大法传遍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上亿民众承蒙法轮大法的恩泽。值此大法洪传 30 周年之际，中国大法弟子和明真相民
众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卡贺信，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感恩。

百岁老人喜得大法
黑龙江一位百岁老人说：
“我是
2013 年 93 岁时得法修炼的新学员，
今年 102 岁，身心健康，五世同堂，
全家和睦幸福。我能在大法洪传时期，
喜得宇宙大法，得到师尊慈悲救度，
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庆幸自己没白
往生这一回。弟子用尽人间所有的语
言也无法表达心中对师尊的感恩！”

德。
“百善孝为先”
，儿女孝顺老人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虽然不
修炼，我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
人。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身在外
地，就经常往家里邮寄老人吃的、穿
的、用的等生活用品，经济上给予资
助。我支持大法，洪扬大法，为大法
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菜农感谢李大师教出的好人
90 岁老伯明真相走入修炼
我今年 90 岁了。我以前对儿媳
面对邪恶的打压坚持修炼不理解，现
在我从心里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确实
好。一年前，我也有缘份学大法了，
我以后的路永远也不会离开大法了。
我天天都听师父的讲话录音，明白的
道理越来越多。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90 岁的我耳不聋，眼不花，身体非
常好，我再次谢谢师父！

“父母修大法，我也学着做好
人积德”
我父母修大法 20 多年了，不仅
身体无病一身轻，而且在处事为人上
也从不计个人得失，总是先他后我。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学着做好人积

我自己种菜吃不了，就到集上卖
点。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买了我
几斤菜，总共不到 10 元钱。她给了
我 10 元。我随手找给了她 90 元。她
拿到手一看说：
“俺不要，你是不是把
10 元 当 成 100 元 了？” 我 一 看， 傻
眼了，就很感动地对她说：
“现在哪
还有你这样的好人，抢还抢不到手呢。
我真得谢谢你！”她说：
“我是修炼法
轮功的，是大法师父教俺做好人的，
你就谢谢李洪志师父吧！”
这让我真正认识到法轮功就是
好！如果这次不是遇到法轮功学员，
我不是赔大了吗？我一天也挣不了那
么多钱呀！
我谢谢李大师的恩德！祝李大师
生日快乐！

山东招远个体老板感谢李大师
的教诲
我家有个痴呆的老母亲，兄弟姐
妹都不赡养，只有我一人赡养。
开始我心里很不平衡，想去法院
告他们。可是看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后，
我不生气了，我知道了孝敬老人是传
统美德。善有善报，不失不得。
确实如此，几年来，我虽然伺候
老人，老人很听话，一切都很顺利。
而且我家买卖红火，钱没有少挣。知
道的人都夸我们是好人，好人有好报。

脑干长瘤 念“法轮大法好”出
现奇迹
在我风华正茂的时代，突然脑干
长瘤，这犹如晴天霹雳，全家人也都
惊慌失措。
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只要相信
法轮大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
善忍好”
，就能得到大法师父的帮助，
化险为夷。为了求生，我们全家人都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
结果是：我从手术台一下来身体恢复
得很快，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连被
称为“亚洲第一刀”的专家都感到不
可思议，认为是奇迹。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