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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研製出武漢肺炎疫苗

疫苗研製目前正在進入測試的

第一階段，普萊斯表示：「我們對

疫苗充滿信心，完全可以保證疫苗

的質量」，並說明他的公司有一個

基於抗病毒過程的平臺；在許多年

前，當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

首次出現時，他們就為MERS開

發了一種疫苗，而現在正在研究的

COVID-19疾病與MERS有很多

相似之處。因此，他們從中獲得了

知識，開發了 COVID-19疫苗。

對於何時可以供給人類使用，

普萊斯表示，這始終是一個一億美

元的問題。該疫苗將經歷多個測試

階段，最早可能在年底向公眾發售 ,

而最遲需要 18個月，這都尚待批

准。不過，根據批准程序，他們認

為可以在今年年底獲得一些成果。

普萊斯補充說 :「昨天是我第

一次聽到人們說這是大流行病。如

果這確實是一種大流行病，那麼你

幾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第

一次動物試驗整個過程大約是四個

星期，然後進行人體試驗。」

上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 (FDA)批准了美國國立衛生

研 究 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開始使用由美國過敏和

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

(Anthony Fauci)博士及其團隊

研發的疫苗進行臨床試驗的第一階

段，為了證明該疫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該試驗過程可能需要 18個

月才能完成。

另外，根據此前《國會山》

(The hill)的相關報導，格雷菲克

斯 (Greffex) 的疫苗是去年 9 月

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過敏與傳

染病研究所獲得的 1890萬美元合

同的結果。該公司首席執行官普

萊斯表示，如果這款疫苗獲得美

國政府批准，將把疫苗分發給受災

最嚴重的國家。據報導，中國和越

南等國家都設有自己的機構來執行

其測試法規。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綜合報導】
休斯頓的一家基因工程公司格雷菲

克斯(Greffex)首席執行官約翰·普
萊斯(JohnPrice)週一(3月9日)在
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該公司
已經完成了致命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針對武漢肺炎的研製並解釋了這個

潛在的治療方法何時可以被用於治

療人類。

【看中國記者李明採訪報導】在

加拿大多倫多華人聚集區太古廣場

和多個旅遊景點，常年可以看到一

些華人義工在這裡打橫幅發傳單。

8日，《看中國》記者走訪了太古廣

場一探究竟。

記者到達多倫多太古廣場時，

看到草地上已經豎起了橫幅，上面

寫著「中共不是中國」，「真善忍」

等內容。《看中國》記者首先採訪了

一位正在打橫幅的年輕男士 Jason 

Wang，詢問他為甚麼要在這裡打

橫幅，是否有人支付他工資 ?

Jason Wang笑了一下答道 :

「沒有，我是做程式師的，我目前

的薪水還可以了。週六有空的時

候，我就過來幫一下忙。這裡打橫

幅的沒人是拿工資的，平時都是一

些退休的老阿姨在做，她們堅持在

這裡十年如一日，下很大雪的時候

也會來 ,我很佩服她們。」

隨後記者又採訪了另一名年長

的張女士「有人說你們打橫幅是搞

政治 ,請問是這樣嗎 ? 」張女士說 :

「20多年來，無數的法輪功學員被

迫害致死、致殘 ,被活摘器官 ;眾

多美滿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妻離子

散、家破人亡，難道我們不應該站

出來說出真實情況嗎 ? 我們只是在

平和地告訴人們，我們是無辜被迫

害的，我們沒有搞政治，對政權也

不感興趣。」

記者又問起，那麼你們為甚麼

要勸中國人退黨呢 ? 張女士答 :「大

家都知道我們在勸人退黨，也勸中

國人退團和退隊，統稱三退。現在

有 3億 5千萬人聲明三退了，有人

說中共黨員沒有那麼多，是因為這

個三退數位也包括入過共青團和戴

過紅領巾的。中國人從小學就對著

共產黨的血旗宣過誓，要為共產主

義奮鬥終身，甚至獻出生命 ,這就

等於發毒誓要把命交給它，等於把

自己跟共產黨綁在一起了。而共產

黨在中國 70多年，歷次運動從三

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到迫

害法輪功，殺害了八千多萬的中國

人。一個人殺了人都是要償命的，

那麼一個政黨殘害了咱們這麼多無

辜的同胞。人對它沒辦法，可還有

天呢 ! 天理也不會放過它 !」

受訪的張女士再補充道：「我

們寶貴的生命只有一次，絕不能獻

給這個腐敗殺人的政黨。 咱們中國

五千年文化都講，誓言不能亂發，發

誓是要兌現的 ! 三退就是要廢除當

初那個毒誓，不給共產黨陪葬。」

走近多倫多太古廣場的華人義工 

CDC官網一直有更新。只不過 3

月 3 日，CDC 官 方 通 知：CDC

不再公布檢查總人數和陰性的數

量，改為只用「YES」和「NO」顯

示該州是否有確診病例。原因是他

們將檢測權力下放到各州，CDC

無法對各州的具體數據做到即時更

新，只能每日更新。

CDC的主任南希．梅森尼爾

博士在當天的電視訪談中表示，

CDC的數據每天只更新一次，敦

促民眾直接查詢當地衛生部門的即

時數據。但是，CDC還會繼續每

天公布確診和死亡數。之後，因 

部分美國民眾反饋稱，CDC有匯

總數據的義務，CDC官網又重新

上線了各州的具體數據顯示。以上

這些在美國 CDC官網可以直接查

證的公開信息，在中國大陸流傳的

相關微信文章裡，沒有提及。

另外一條在朋友圈刷屏的勁

爆新聞是：「美國自家疾控中心都

承認了，新冠肺炎起源美國。」該

傳聞在 CDC網站上的英文原標題

「CDC confirms first coronavirus 

case of‘unknown’origin in 

U.S.」下面，還特意為不懂英文的

人配了中文翻譯「美國 CDC疾控

中心確認，首例冠狀病毒源於美

國」。不過，懂英文的人都知道，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武漢

肺炎 (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蔓延至美國，確診個

案不斷上升後，微信朋友圈冒出來

不少格外吸引眼球的標題。中國大

陸和海外華人朋友圈的「美國疫情

真相」，是真相？ 還是謠言？

先來看一條特別吸引眼球的標

題：「重磅！ 美國疾控中心 (CDC)

宣布停止公布確診和死亡人數！」

這條「重磅消息」發布後，很快就

實現了刷屏級的傳播。文章稱，美

國疾控中心，不僅宣布停止公布的

全國檢測人數、陰性人數，還將確

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從 CDC的統計

表內剔除⋯⋯ 文章作者藉此指責

美國瞞報疫情數據。

 為了核實以上說法，《看中

國》記者進入 CDC官網查看，發

現網站美國國內確診人數和死亡人

數一目了然。據 CDC官網主頁介

紹：在每個工作日中午更新來自美

國各州有關武漢病毒患者的各項數

據，來源是各州前一天下午 4點截

至的報告。

記者在美東時間 3月 10日早

上查看時，CDC顯示的最後更新

日期為 3月 9日。事實上自從武

漢肺炎爆發後，《看中國》記者一

直在跟蹤中國和美國的疫情數據。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南開大學統計與數據科學學

院黃森忠教授的團隊經分析認

為，武漢肺炎疫情「零號病人」

出現的時間，可能較官方公布首

個確診病例早 18天。「零號病

人」一般指第一個被病毒感染，

並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  

據澎湃新聞網報導，3月 9

日，南開大學的官方微信公眾號

發布說，黃森忠的研究團隊透過

建模分析認為，武漢肺炎疫情

的零號病人出現的時間可能是

2019年 11月 24日左右，遠早

於武漢衛健委於 2019年 12月

12日公布首個確診病例。

美國喬治敦大學傳染病專家

丹尼爾．盧西也表示，考慮到病
毒潛伏期等因素，首個武漢肺炎

病毒感染者可能在 2019年 11

月或更早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不

過，武漢肺炎防控指揮部 2月

26日公開聲稱，「據查詢信息系

統，我市登記報告最早的新冠

肺炎患者為陳某，發病時間為

2019年 12月 8日。」但患者否

認去過華南海鮮市場。

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

刀》（The Lancet）1 月 24 日

發表的一篇由收治武漢肺炎重症

病患的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

朝林等人撰寫的論文，將首名

病患的發病時間前推至 12月 1

日。回溯研究認為首名確診患者

於 2019年 12月 1日發病，並

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也沒發

現與之後確診病例間的流行病學

聯繫，而其家人也沒出現過發熱

和呼吸道症狀。該論文由近 30

名中國醫療機構的研究者所撰

寫，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工作在

救治病患的一線。

而武漢病毒研究所是被輿論

質疑的一個焦點。由於中共對於

首名患者的一直諱莫如深，不停

地有網友質疑，首名患者是否是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員工。例如，

2月 15日，「武漢病毒研究所

女研究生黃燕玲是武漢肺炎零號

病人」的傳言在社交媒體廣為流

傳。網民發現，黃燕玲在研究所

網站上空有名字，卻不像其他學

生一樣有照片和中英文個人信

息。導致傳聞一直甚囂塵上。

而「財經冷眼」推文稱，黃燕玲

2012年考入武漢病毒研究所的

碩士，但媒體求證時，都被石正

麗等人否定，說沒有這個人！ 

黃燕玲個人資料等一切信息，皆

從病毒所網站下架。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在武漢肺炎 (又稱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 COVID-19)疫情爆發，中

國大陸多數民眾戴口罩的形勢

下，中共監控手段升級，推出口

罩人臉識別技術。路透社 3月

9日報導，中國漢王科技公司

（Hanvon）宣布，該技術對口

罩人群識別準確率達 95%，對

不戴口罩人群識別率達 99.5%。

該公司構建了全球首款公開

的真實口罩人臉識別樣本集。公

司副總裁黃磊表示，該技術研發

是基於過去 10年以來的核心技

術以及兩個資料庫：一個是大約

600萬個不戴口罩的人臉資料

庫，另一個是規模較小的口罩人

臉資料庫。

該公司推出兩款產品，一

是「單通道」識別，適合辦公樓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早已攻陷中

共軍隊，但據報有機密文件規

定，軍方疫情可以不呈報當地

省市政府，故此目前軍隊、武

警疫情祕而不宣。不過也有港

媒消息說，中共軍隊的具體感

染情況可能有一定規模。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三個多

月後，習近平首次到疫情源頭

武漢市考察。當天，習近平在

火神山醫院辦公樓外廣場，他

接見了湖北省當地和軍隊、外

地支援湖北醫護人員代表。

由於武漢肺炎的疫情不斷

擴散，多方消息指出，中共陸

軍、海軍、空軍、武警都爆

出疫情。香港《明報》3月 11

日的報導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

話表示，（中共）軍隊的武漢

肺炎感染情況不可忽視，具體

感染情況可能有一定規模。

2月 17日，中共軍報首

次披露，東部戰區多名官兵被

隔離，東海艦隊艦長余松秋 1

月 29日已中止休假，回到駐

地進行隔離觀察。

另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人權

民運信息中心 2月 4日披露，

目前部隊全部兵種，包括海、

陸、空、火箭軍已暫停絕大部

分大型演習及大型集訓。

「CDC confirms first coronavirus 

case of‘unknown’origin in 

U.S.」這句話的正確翻譯為「CDC

確認，美國出現首例無法確定病源

的新冠肺炎患者。」

該報導的背景是，美國一名

男子 2月 26日被確診感染武漢肺

炎，此人近期既沒出過國，又沒有

跟確診病例有過接觸，因此無法

確認其感染來源，也就是所謂的

「unknown origin」。 該病例的出

現引起的推測：美國可能進入「社

區傳播」階段，這類病例的感染來

源不容易查清，病例不能及時發

現，疫情擴散的風險增高⋯⋯。

該英文報導的具體 容在中文

傳媒中，不甚了了，但是這個錯誤

翻譯的標題，迎合了中國院士鍾

南山不久前公開提出的疫情病毒

源猜測：雖然發生在中國，但病

毒也有可能不來源於中國。該 法在

國際、在中國國 ，都引發了質疑，

甚至譴責。

以「美國 CDC 疾控中心確

認，首例冠狀病毒源於美國」為

標題的文章在微信大量轉發，隨之

而來激發了中國國內更多「熱血沸

騰」的標題：「美國親口承認了！ 

病毒來自美國！」、「中國不背這個

鍋！ 」、「世界缺中國一個道歉」。

朋友圈的「美國疫情真相」 

（ADOBESTOCK) 

「零號病人」早已出現 

監控再升級：口罩人臉識別 

軍隊再爆感染 
或有一定規模

入口使用。另一款為多通道識別

系統，採用多個監視攝像頭，

可在「一秒鐘之內」識別 30張

人臉。漢王科技現有 200多北

京客戶。該公司預計，新產品

將吸引更多客戶，分布在全國

二十幾個省。

報導指，漢王科技能在這麼

短時間開發升級，是原因其最大

客戶是中共公安部，使它可以利

用該技術把人臉跟人名資料庫匹

配，從而跟蹤大眾行蹤。不過，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

心（CSIS）高級副總裁劉易斯

（James Lewis）表示，民眾最

擔心的是，口罩人臉識別技術，

將被中共擴展到其他目的，不僅

僅是傳染病監控。中共已在新疆

大量使用人臉識別技術，監控維

吾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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