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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海，由于新冠病毒，2500万
⽼百姓经历了三个多⽉的艰苦抗疫，这

段经历是⼤家未曾预料的，痛苦，挣

扎，疑惑。 

作为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普通⽼百

姓，我体验到了⾃⼰真实的痛苦，也感

同身受，真切体会到了⼈们的创伤和绝

望，我知道那些挣扎痛苦的⼈就是我的

兄弟姐妹，孩⼦，⽗⺟⻓辈，他们就是

我⾃⼰。 

仿佛做了⼀个荒诞的恶梦，⼜仿佛看到

了命运的轮回，不由感叹类似的悲剧为

何在中国⽼百姓身上⼀再重演，每每想

起，不觉泪⽬。为了不被遗忘，也为了

反思，记录下这段艰难的岁⽉。 

疫情开始 

2022年初的上海，零零星星的会出现新
冠感染的病例，但是⽼百姓并没有感觉

到什么⼤的异样。 

3⽉初，疫情有所抬头，⽹上时不时出
现⼩区封闭的信息。 

3⽉11⽇，上海就当前疫情形势和应急处
置⼯作再研判再部署再落实，⽼百姓注

意到媒体的宣传开始出现各种排⽐句。 

3⽉中旬，上海因为有感染病例封闭的
⼩区越来越多。街上的菜场⼤部分都关

了，⽹上的超市越来越难买到东⻄。⽼

百姓吃饭变成了⼀个问题，半夜开闹

钟，⼀早起来抢菜成为⽣活的⼀部分。

有些⽼年⼈因为不会⽤⼿机买菜，家⾥

已经没什么吃的了，艰难度⽇。 
 

3⽉15⽇，上海表示不会采取“封城”“停
摆”等措施。 
 

3⽉18⽇，上海强调“坚持科学精准、动
态清零”。 
 

3⽉22⽇，海关总署张际⽂等⼈来到上
海，⽼百姓在问为什么抗疫派个海关的

⼈来？ 

当⽇晚，开始流传中央督察组认定上海

“防疫失控”，并传出不同区将加⼊封
闭。此外有影⽚显示，夜间上海市⺠再

度前往上海菜市场抢购物资。上海发布

深夜发布消息，表示“上海将要封城”是
不实消息。 

3⽉23⽇，上海警⽅对传播封城消息的2
名男⼦⽴案调查 

全员筛查⼯作开始了，⼀轮轮的核酸，

越来越多的⼩区发现阳性感染病例，伴

随⽽来的就是⼩区的封控。⽼百姓都在

抱怨核酸检测就是⼈为的⼤规模聚集，

最后造成病毒的传播。 

半夜起来查核酸结果和开闹钟抢菜让⽼

百姓焦虑不已。另外，⽹上开始传播半

夜强制转运和⽅舱极差的条件。 

3⽉24⽇，⼀名东⽅医院的护⼠哮喘急
发送到⾃⼰的医院，却因为疫情原因拒

收，最后转送其他医院路上不治去世。

⽼百姓都说⼼寒了。 

3⽉26⽇，复旦⼤学上海医学院副院⻓
吴凡在上海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上海之所以不封城，是因为上海

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重要功

能，如果封城会影响国家甚⾄全球的经

济。 

3⽉27⽇晚上上海当局突然政策⼤转
弯，决定从28⽇起全市分两批封闭筛
检，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率先封，之

后再封闭浦⻄。⽼百姓称之为“鸳鸯锅
封城”。 

3⽉27⽇晚，浦东新区仍在营业的超
市、卖场、农贸市场均营业⾄24点。货
架上⼤多数物资被抢光，甚⾄有⼈为了

争抢买菜起争执。 

张⽂宏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科学精准”
的字眼也从主流媒体中消失。“动态清
零”成为最主要的总⽅针。 

封城 

3⽉30⽇，封城前夜。 

浦东的⽼百姓看了新闻觉得只是封闭4
天⽽已，但是4⽉1⽇浦东没有等到政府
宣传的解封。 

4⽉1⽇全市封城开始，越来越多恐怖经
历的⽂章和视频在⽹上传播，上海⽼百

姓⼈⼈⾃危，瑟瑟发抖。 

上海⾦⼭区婴幼⼉隔离点,幼⼩的孩⼦和
⽗⺟分离，现场混乱，绝望。 

4⽉2⽇，⽹上出现⼀段20分钟的录⾳，
是⼀位上海市⺠和疾控中⼼⼥领导的对

话。 

⽼百姓认可录⾳传递的信息，因为这是

来⾃⼀线的专业⼈⼠的回答，更重要的

是这位业内⼈⼠是实名冒着丢掉乌纱帽

⻛险说的话。 

4⽉2⽇，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从吉林赶赴上海调研疫情

防控⼯作，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
针不犹豫不动摇。 

孙春兰被认为是中央的抗疫钦差⼤⾂，

以严厉的抗疫⼿段闻名，之前⻓春，⻄

安疫情严重的时候都是她亲⾃督战。主

流媒体开始把孙总理的视察指导放在⾸

要位置播报。 
 

接下来的⽇⼦，上海进⼊战⽃模式，官

⽅媒体各种⼝号漫天⻜舞，⾮官⽅⽼百

姓的群⾥各种恐怖故事⼴泛传播，因为

严格的隔离政策导致的⾃杀，跳楼，半

夜⼤⽩强⾏闯⼊⽼百姓家⾥抓⼈，⽅舱

的惨烈场⾯，⼩区半夜敲锅说没有吃

的，各种⽩⾊恐怖视频每天层出不穷。 

4⽉11⽇，⼀位年轻的妈妈在半夜3点
钟，⼩孩发烧到40度，⽆法就医敲邻居
的⻔求退烧药。绝望的声⾳不忍复听。 
 

4⽉11⽇，上海书记李强前往居⺠区，隔
著栏杆与⼀名坐著轮椅的⽩发⽼妇交

谈，⽼妇情绪激动，当⾯指责物资缺

乏，此时另⼀名牵狗的⼤妈⾛近栏杆，

指著李强等⼈⾼声说“你们有罪于国
家，愧对先烈、愧对天地”。 
 

4⽉11⽇，上海推出封控区、管控区、防
范区三区防控措施 
 

4⽉11⽇，郎咸平教授⺟亲因为疫情封
控，肾脏衰竭⽆法医治去世。 

4⽉13⽇，基层抗疫⼲部虹⼝卫健委钱
⽂雄在办公室⾃缢⽽亡，原因不得⽽

知。 
 

4⽉14⽇，上海⼩提琴家陈顺平因为急
性胰腺炎引起剧痛，医院由于疫情管控

不与救治，最后⽆法忍受剧痛跳楼身

亡。 

4⽉15⽇，复旦⼤学外⽂学院俞惠中教
授，因病⽆法得到及时医治撒⼿⼈寰，

整整四个⼩时上海全城求医未果。 

4⽉18⽇，⽹传在上海的外国⼈也出现
⻝物短缺，⽆法及时就医等问题。甚⾄

有外国⼈在之后得到确认因为这些原因

在上海去世。 

因为是社会有影响⼈⼠，他们的去世引

起了⼴泛的⽹上传播，事实上，他们只

是类似原因去世的上海⽼百姓中的九⽜

⼀⽑。 

此时，⼀篇名为《上海逝者》的⽂章引

起传播，收集了部分疫情次⽣灾害导致

的直接死亡案例。 

4⽉22⽇，嘉定殡仪馆⼯作⼈员的⽂
章，在⽹上引起热议。 

⽹上有⼈根据上海2021年的数据，并且
假定嘉定的情况真实可靠有代表性，推

算次⽣灾害导致的额外死亡⼈数，⼀个

⽉可达10000⼈左右。 

⽼百姓都在问，疫情管控以来到底死了

多少⼈？其中因为新冠病毒多少⼈？次

⽣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是多少⼈？抗

疫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命安全，那么

就拿上海为例，这些数据就应该公开，

不然怎么证明是保护了⽼百姓的⽣命安

全，⽽不是害了⽼百姓？ 

另外，那些⽆法按时⼿术，癌症化疗放

疗，⾎透等恶性疾病的患者，相当⼀部

分会因为中断治疗在⼀两年内去世，他

们本来是可以活的更久的。这个数字也

相当⼤，但是不会被统计进去。 
 

4⽉15⽇⾄16⽇，孙春兰曾前往⻩浦区⽼
⻄⻔街道梦花街区域了解疫情。不过后

来周边住户发现，孙春兰却没在街头露

⾯，只是在上海豫园集团⼤楼的楼顶听

简报。孙春兰此举被外界批评为“作
秀”。 

4⽉22⽇，名为《四⽉之声》的视频在
⽹上⼴泛传播，但是⼏个⼩时后就被全

⽹封杀，上海⽼百姓的绝望和痛⼼通过

声⾳成为⼀段真实的历史。 
 

4⽉22⽇，继续推出九⼤攻坚⾏动 

4⽉27⽇ ⼜多了⼀个新概念：有限 

 

 

4⽉以来，病毒本身带来的重疾和死亡
在⽼百姓的交流群⾥极少有传播和引起

恐慌。就算是80多岁的⽼⼈感染了新冠
去了⽅舱，都说没什么特别的治疗，⼏

天以后就⾃⼰好了。⽼百姓的直观感受

是其实这个病毒本身的毒性不可怕，不

像当初2019年武汉的病毒那么的会对身
体造成重⼤的伤害。 

但是严酷管控，强制转运，⻝物缺乏，

⽆法看病引起的次⽣灾害和造成的恐怖

却不绝于⽿，⻝品短缺，三⽆⻝品，过

期⻝品，社区配送等等问题，让上海⽼

百姓为了有⼝饭吃焦虑万分。由于严厉

封控，⽼年⼈没有⼿机，外国⼈语⾔不

通，⼩区没有团购等等原因，时不时听

到有⼈被饿死的惨剧。⽼百姓没法理解

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2022年竟然有⼈
会被饿死。 

 

4⽉28⽇晚上，⽼百姓5⽉1号解封的期
望破灭，上海多个⼩区居⺠敲打锅碗瓢

盆抗议封锁政策。 
 

4⽉29⽇，⼀张外滩⻓草了的照⽚在⽹
上引起了⼴泛轰动，⽼百姓都在叹息上

海怎么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 
 

5⽉1⽇，⼤家都在讨论孙春兰已经离开
上海的信息，⽼百姓觉得⼜看到了⼀丝

希望，觉得接下来的不会那么严厉了，

但是很快发现抗疫⼒度越来越疯狂。 

5⽉2⽇，⼤⽩砸⻔抓⼈转运视频流传 
 

 

 

 

 

5⽉2⽇，疯狂的⽩⾊恐怖在上海⽼百姓
中间传播，⼀段要将活⼈拉去⽕化的视

频疯传，把荒诞和恐怖推到了⾼潮。 

⼤上海保卫战定调 

5⽉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
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 

 

 

 

 

 

 

 

 

这次的会议规格之⾼，使⽤的语⾔之严

厉，主流媒体之重视，都让上海⽼百姓

刚刚产⽣的⼀丝丝防疫措施宽松的希望

落空了，甚⾄有⼀丝绝望，知道⼜要加

码了。 

5⽉6⽇晚间，上海市委、市政府举⾏
“坚决打赢⼤上海保卫战动员⼤会”，⽴
下军令状。 

5⽉6⽇，上海各级领导的宣誓书也在⽹
上传播。 
 

浦东区⻓最为印象深刻，⼀是让病毒听

指挥，⼆是万⼀病毒不听话，⾃⼰就粉

身碎⻣。 

5⽉6号之后，主流媒体开始强调报道死
亡⼈数和情况。 

5⽉6⽇，上海多处已列为“防范区”的⼩
区发出“静默”通知以及提级防控，内容
为全体居⺠不许出户，外卖、团购都予

以暂停等。政府朝令夕改的⽅式，⽼百

姓其实已经麻⽊。 

5⽉8⽇，消杀，消杀，⼤⾯积的⼊户消
杀⾏动开始，⼤量的恐怖视频在⽹上传

播。 
 

 

 

 

5⽉11⽇，⽹络疯传这样⼀段视频：中国
上海，⼀对核酸检测是阴性的年轻夫

妇，被⼀群身穿印有“警察”⼆字的“⼤
⽩”围着，强拉他们转运隔离，男⼦不
肯，⼤⽩威胁，“如果你拒绝被转运，
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

你的三代!” 岂知那男⼦不卑不亢地回
答：“这是我们最后⼀代，谢谢!” 上海
⽼百姓的绝望跃然纸上。 
 

5⽉13⽇，上海提出的⽬标是，在本⽉中
旬实现社会⾯清零。会上三种概念详

解：“社会⾯清零”，“社会⾯基本清
零”，“社会⾯动态清零”。 

5⽉16⽇，上海市副市⻓宗明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上海已经明确了下⼀步防

控⼯作，分为“三个阶段”。 
 

5⽉18⽇，上海商业中⼼淮海中路⻓草的
照⽚，再⼀次引起热议。 

5⽉23⽇，主流媒体开始宣传上海恢复
正常社会秩序，但是有⼏次直播采访群

众翻⻋，不⼩⼼透露了⽼百姓⼼底的想

法，并且上海完全没有恢复正常，上海

⽼百姓深刻的体会到幸福的⽣活只在电

视新闻⾥，抱怨政府睁着眼睛说瞎话。 
 

上海逐步解封后，⽼百姓看到的不是庆

祝⽽是逃离。由于公交没有完全开放，

有⼈在⾼架上步⾏20公⾥，有⼈骑⾏3
⼩时，有⼈睡在⽕⻋站外的草地上，只

为第⼀时间逃离上海。 
 

6⽉1⽇起，上海的封城静悄悄的结束
了。⽼百姓戏称为始于愚⼈节终于⼉童

节。 

72⼩时核酸检测成为新常态，烈⽇下，
⾬中，半夜测核酸成为⽼百姓每天的⽇

常。 

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必须扫码进⼊，⾬天

造成了⼊⼝的⼤拥堵，上海⽼百姓为了

⽣活，努⼒的活着。 

6⽉10⽇，上海红玫瑰理发厅病毒感染
⼩范围爆发，涉及全市15个区，超500
名顾客。 

尽管政府就再次封城进⾏辟谣，恐慌情

绪⼜开始抬头，超市抢购再现，不时传

来⼜有⼩区封闭14天。 

第⼆波⼤范围的封城没有启动，⽽是调

整为快速的隔离和转运，⽼百姓在问这

个和没有封城前的措施有什么区别。 

6⽉15⽇，⼀篇⽼⼈取钱的⽂章在⽹上
传播，看完⽂章，不禁泪⽬，⼀⾔难

尽。 
 

6⽉18⽇，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周报
（CHINA CDC WEEKLY）发表了⼀项
由上海复旦⼤学附属华⼭医院⻢昕教授

和张⽂宏教授领衔的⼤样本数据研究⾸

次揭示，⾮⾼危组奥密克戎患者重症率

为零。 

⽼百姓在问，2022年之前的吉林，⻄
安，深圳疫情没有这样的数据吗？如果

有，为什么不集中⼒量保护有基础病⽼

年⼈？却要采取封城这样极端的⼿段，

牺牲99%⽼百姓的⽣活？ 

政府说抗疫最根本的⽬的是保护⽼百姓

的⽣命安全，三个⽉抗疫⼀共死了多少

⼈？多少是病毒造成的，多少是次⽣灾

害造成的？这个数据什么时候公开？ 

打赢⼤上海保卫战 

6⽉25⽇，⽼百姓突然发现胜利了 
 

 

 

 

 

 

 

 

 

 

6⽉25⽇到7⽉4⽇，病毒实现了清零，
党⼤会上说打赢了⼤上海保卫战，7⽉5
⽇ 病毒数据抬头，开始重新区域性封
锁。⽼百姓感叹还是病毒有党性，党开

会的时候绝对不捣乱。 

7⽉28⽇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
出对疫情防控，特别要从政治上看，算

政治账。⽼百姓都说应该把政治账是怎

么个算法公布出来。 

⼤上海保卫战胜利了，始于4⽉1号，终
于7⽉1号。 

（全⽂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