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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将军上官凤笠
为冒充高官他把爷爷的名字都改了

2017 年 6 月 23 日，国务
院参事室一则声明让很多人
认识了“上官凤笠”。

声明称，近期，一个名叫
“上官凤笠”的人自称国务院
参事、将军，牵头组织“幸福大
中华”，声称该组织“接受国务
院直管，现面向全国招收 18
岁至 65 岁会员”，向申请加入
者收取“会费”。

国务院参事室上述声明
表示，现任和历任国务院参事
中均无“上官凤笠”，此人系冒
充国务院参事从事社会活动，
其种种行为造成了较坏的社
会影响，目前已向公安机关报
案，同时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
律责任的权利。

“上官凤笠”是谁？

调查发现，这位国务院“假参事”，原
名李鸿生，四川广元人。他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参军入伍，上世纪 90 年代在部
队“出过问题”，之后回到地方自谋生路。

之后的李鸿生，改名换姓，并以开展
“中国沙漠建设(志愿者)兵团”和“幸福大
中华计划”相关活动为由行走各地，为企
业站台授牌，还尤其喜欢展示与高官熟
识的一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与“上官凤笠”有
关联的多个“宏伟构想”和公司，要么无
从在部委网站上找到备案依据，要么已
经处于异常状态。

对于国务院参事室的声明，2017 年 8
月，“上官凤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上
对自己借机敛财、收取会费的指责，纯属
污蔑造谣。

他还称，将军的头衔，是“人民封
的”，使用“国务院参事”的身份，也是缘
于一位“领导”对自己的肯定。尽管“幸福
大中华计划”遭到质疑，但他说自己依然
会全力推进。

不过，这份“信誓旦旦”的表态还是
没能经得起推敲。

近日，经记者多方了解，“上官凤笠”
已于 2017 年 10 月中旬被深圳警方刑事
拘留，原因为涉嫌诈骗。

从李鸿生到“上官凤笠”

广元市区向北 25 公里左右，嘉陵江
畔的观音坝，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这里
也是“上官凤笠”的家乡。2017 年 8 月，记
者走进观音坝。问及“上官凤笠”，村民们
都很疑惑，摇摇头说附近没有姓“上官”
的人家。直到看了照片，大家才恍然大
悟，脱口而出，“这不是红娃儿么……”

红娃儿，就是“上官凤笠”，观音坝李
世雄家的三儿子，本名李鸿生。

据当地村民介绍，李家有 6 个孩子，
李鸿生排行第四。

李鸿生不到 20 岁就出去参军，每隔
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回家。回来时，“红娃
儿”带着朋友，穿着笔挺的“军装”，高高的
个子加上十足的派头，看起来倒像个“当
大官的”。至于当了什么官，没人说得清。

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李鸿生的个人
经历大体上是清晰的。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李鸿生的个人
经历逐渐模糊。

据其本人自述，他于 1992 年 7 月从
昆明陆军学院毕业，分配至西藏军区驻
日喀则某部队，几年后又进入国防大学
深造。

2017 年 6 月，李鸿生撰文自称 2014 年
离开军队，当时是“愉快服从党委决定，转
业地方，结束长达 29 年的戎马生涯”。

但没过多久，他又改口表示，自己于
1998 年“被处理回家乡”，几年后“奉命回
北京”。

什么是“被处理回家乡”？2017 年 7
月，一位网名为“巨人老刘”的人士通过
互联网透露些许信息。

“巨人老刘”不仅知晓“上官凤笠”的
原名、籍贯和早年参军经历，还指出此人
分配至西藏军区后，经常幻想与自己职务
不相符合的高阶军衔，出没各种公共场
合。“巨人老刘”还称，李鸿生曾凭借老成
持重的形象、魁梧的身躯冒充各种级别的
首长，1996 年在西宁行骗被抓获并遣送回
西藏军区，同年被处理复原回原籍。

记者走访了广元当地的民政、人事、
公安、人民武装等多个部门，也未查到名
为李鸿生或“上官凤笠”的个人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元当地公安部
门，李鸿生的身份信息登记为“官凤笠”，
曾用名一栏显示空白。

当地公安人士分析，这个名字至少
使用了 17 年——— 早在 2000 年，他就作为

“官凤笠”进行过一次户籍迁移，更早时
候的上户记录和改名记录均未留存。

一个原本姓李的人，为何改名换姓？

“巨人老刘”曾在网上透露，李鸿生
在西藏军区服役时，深得一位官姓领导
厚爱，遂改名为官凤笠，以表感恩和认祖
归宗的诚意。

“上官凤笠”承认，过去叫李鸿生，
1995 年以后还曾叫“李东廷”，之所以姓
李，和父亲是上门女婿有关。

2017 年 8 月，记者就改名一事再次询
问“上官凤笠”。

他表示，自己于 1994 年提出改名，当
时还在部队，首长没有同意，直到 1997 年
才如愿。至于缘由，他解释“上官”本是爷
爷的姓氏，曾经祖上艰难，迁入四川一度
改姓。

不过，这个解释被他的母亲否认。老
人告诉记者，自己姓黎，丈夫姓李，整个
家族和上官姓氏没有渊源。

李鸿生不仅自己改名，对外还把家
人名字都改了一遍。

他曾在博客中写到，祖父叫上官云
财，父亲是上官联锡，兄弟姐妹分别叫做
上官凤策、上官凤箫、上官凤笏、上官凤
笛和上官凤筠。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爷爷、父亲及
兄弟姐妹一直都姓李，李鸿生的母亲和
二哥确认了这一点。

“幸福大中华”

改名后的李鸿生有了“全新人生”。
据“上官凤笠”撰文自述，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他回到地方自谋生路，期间进
入成都《蓉城早报》当记者，因“受到报社
总编陈南昵和省委席义方部长激赏”，开
始主管《蓉城早报》宗教、社团和时事新
闻版块。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成都
并没有《蓉城早报》这份报纸。对此，“上
官凤笠”辩解，自己确实当过两年记者，
可能是《天府早报》，之前记错了。

那段时期，“上官凤笠”到底在做什么？
据其母亲回忆，“红娃儿”在部队“出

问题”被送回来后，和当时的妻子生活在
一起，临时教过书、打过工，大概一两年
后去了北京。

其母亲还透露，这个儿子心肠好，讲
义气，也有本事，就是脾气不行。他曾结
婚三次，离婚三次，有 3 个女儿。前两个女
儿分别跟着亲生母亲生活，最小的一个
住在湖南，由“上官凤笠”的结拜姊妹代
为照看。

2000 年以后，“上官凤笠”的经历愈
发扑朔迷离，其提及的多个“宏伟构想”

和公司，要么无从在部委网站上找到备
案依据，要么已经处于异常状态。

据其本人透露，他早在上世纪 90 年
代就提出“大中华锦绣河山计划”，希望
组建中国沙漠建设(志愿者)兵团，以此改
善环境，同时解决退役军人的安置问题。

此后，他陆续对藏北、青海、陕西、山
西、内蒙古等地进行考察，到后面差不多
是“靠一路乞讨走过来的”。

2017 年 8 月，记者与身份为“幸福大
中华计划”执行小组副组长段连军取得
联系。

对于如何加入组织，段连军称，寻找
至少 3 个以上认可“幸福社会”理念的志
愿者组成团队，每人最少拿出 500 元。这
笔钱，团队可自己留存，用于基本的办公
经费，也可以投入到“幸福社会”的具体
项目。

“只有投入才能分红。”段连军称，
“幸福社会”只做实体，推荐的项目都是
新技术，利润高于普通产品，统筹互补没
有风险，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保本付息。

不过，记者并没有在民政部下属的中
国社会组织网找到任何有关“幸福大中华
计划”或“幸福社会”的备案登记信息。

对此，“上官凤笠”解释，“幸福大中
华计划”是一种理念，不需要备案。

至于资金来源，“上官凤笠”表示，这
些钱都是自己挣的，主要靠早年给别人
讲课、当记者以及从事花卉生意。

“高官朋友圈”

2017 年 6 月，国务院参事室一则声明
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指出，“上官
凤笠”对外使用过的头衔也非常“惊人”。

其中包括将军、国务院参事、中国转
业军人创业委员会主任、幸福大中华领
导小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中
共十九大政策理论指导小组成员、中央
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委员、国家“十三
五”战略—幸福大中华执行小组成员、中
国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副会长等十多个。

这些头衔或身份，看似显赫，却完全
经不起推敲。

涉及单位中，国务院参事室已公开
声明现任和历任国务院参事中均无“上
官凤笠”；与军民融合相关的军民融合
网、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官网，
也查询不到与“上官凤笠”有关的任何
信息。

另外几个组织，如中国转业军人创

业委员会、幸福大中华领导小组、中共十
九大政策理论指导小组等，均来历不明。

顶着耀眼头衔，“上官凤笠”展示出
的朋友圈也“非同一般”。

他尤其喜欢呈现与高官熟识的一
面，多次发文自称和中央领导熟识，与解
放军高级将领来往密切。

例如其微信公号“大漠春雨”就曾
发布过“上官凤笠”与某位解放军高级
将领“共同署名”的所谓“关于成立中国
沙漠建设(志愿者)兵团的报告”的“人大
议案”。

但记者未能在中国人大网人大建议
议案库里发现这份所谓的“人大议案”。

此外，“上官凤笠”还自称与罗援将
军合写诗歌，2017 年 4 月接到过母校国
防大学“海军理论导师”张召忠的电话。

但罗援、张召忠二人于 2017 年 8 月
向记者明确表示，不认识“上官凤笠”这
个人。

谈及自封“国务院参事”和“将军”，
“上官凤笠”显得非常激动。他表示将军
不是自封，而是“人民封的”。

他同时强调，可以用良心担保，没有
以任何借口向个人或单位敛财，更不可
能收取会费。之所以使用“国务院参事”
的头衔，是因为 2016 年有一位“领导”看
过他的文章，并表示“以他(‘上官凤笠’)
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完全可以
为国务院参事”。

“国务院到现在没有给我发参事(聘
用证书)，我这辈子不需要他们发这个。”
提起冒充“国务院参事”一事，“上官凤
笠”语气强烈。

关联企业

尽管否认借机敛财，但无论“上官凤
笠”还是“幸福大中华计划”，或多或少都
在和一些企业发生关联。

据“上官凤笠”此前在网上发布的
《国家“十三五”战略——— 幸福大中华计
划十年战略规划(纲要)》，“龙爱量子集
团”和所谓“量子技术”被列入六大战略
支撑。

“龙爱量子”并非一家单独的企业。
2016 年 11 月至今，全国各地已密集成立
一批关系密切、以“龙爱量子”命名的公
司，数量超 50 家，较为突出的有龙爱量子
产业(深圳)有限公司、龙爱量子科技有限
公司。

今年 4 月以来，多家媒体或单位先后
曝出“龙爱量子”涉嫌传销。该公司以投
资 85000 元就能获得上百万回报的噱头
作引诱，致使全国两百多万受害者血本
无归。2017 年 6 月 28 日，深圳警方已依法
对涉嫌传销的龙爱量子进行查封，涉案
金额高达数十亿。

2017 年 5 月，“上官凤笠”以“中央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志愿者服
装联合会副会长，幸福大中华计划执行
小组常委委员、国务院参事”的身份，出
席在厦门举办的“水依生，幸福美”健康
专家高峰论坛。

互联网上，有关“水依生“销售模式
是这样的：消费 8928 元，购买 124 箱饮
料，成为渠道零售商。之后通过宣传推
广，半年内可返还“广告费”1 . 5 万元。如
果继续发展其他人成为渠道零售商，可
获得更多收益。

2017 年 7 月，“上官凤笠”还出席了天
地人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办的“幸福
大中华，天地同复兴”庆典活动。

天地人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官网介
绍，企业为响应国家十三五规划《荒漠化
治理》，由天地人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改
制而来，是一家以杏产业链为基石，实现
荒漠化治理，解决人类生存环境，人机两
用油危机，农民工返乡再就业等规模化
运作的新型公司。这家公司官网曾发布
诸多与“幸福大中华计划”有关的内容，

“上官凤笠”身穿军绿色制服的照片挂在
首页，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其身份标注为

“将军”。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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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官官凤凤笠笠””在在““幸幸福福大大中中华华计计划划””中中州州

指指挥挥部部留留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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