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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疫苗開發 驚現兩大疑點 

大陸官方媒體 3月初報導，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考察肺

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先後到

訪軍事科學院醫學院和清華大學

的科研機構，要求加快相關藥物

和疫苗研發。

3 月 17 日，中共國防部官網

發布信息：「重磅！軍隊成功研製

重組新冠疫苗」，宣稱在 3月 16 

日，重組新型冠狀毒疫苗獲批啟動

展開臨床試驗。中國工程院士、軍

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究員陳

薇介紹：「疫苗已經做了安全、有

效、質量可控、可大規模生產的前

期準備工作。」

對此，財經作家汪浩在臉書整

理出有關疫情的時間表，並提出兩

大質疑：

2019 年 9 月 18 日：中方曾在

在武漢舉辦「病毒應急處理」演習。

2019 年 10 月 18 日∼ 27 日：

「世界軍人運動會」在武漢舉行，

中共軍方代表團因在「定向運動」

比賽項目中作弊被抓到，從而被取

消資格。

2019 年 11 日 17 日：第一例

肺炎病人確診。

2020 年 1 月 5 日：復旦大學

張永振團隊從武漢樣本中檢測出病

毒，獲得病毒全基因組序。

2020年 1 月 26 日：中國首

席生化武器專家陳薇少將奉命進駐

武漢病毒研究所，接管武漢 P4 等

級 實驗室。

2020年 2 月 26 日：陳薇採

用基因工程方法構建，研製出「重

組新冠疫苗」。

2020年 3 月 16 日：陳的疫

苗獲批臨床試驗。

汪浩提出的第一個疑點是，有

大陸媒體報導，此類疫苗生產週

期需要 5∼ 6 個月時間，那陳薇

在 2019 年 9 月武漢演習後就開始

研製了嗎？她是根據誰的「基因組

序」研製呢？

汪浩還指出了另一個疑點；有

一家香港公司，與中國軍事科學

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合力研發疫苗，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中共

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蔓延，在各國忙於防疫之

際，北京最近聲稱，由中共軍方女

將陳薇領導的研發團隊，已成功研

製肺炎疫苗，並已獲准展開臨床試

驗。臺灣財經作家汪浩對此消息提

出兩大疑點。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 3月 24日對福克斯

新聞表示，他希望美國經濟在復活

節之前重新開放，因為人們對應

該隔離多長時間，以及企業應保

持關閉以減緩中共病毒的傳播提

出質疑。

川普與中共病毒特別工作組

等人一起在玫瑰園講話時提及，他

很想讓這個國家在復活節之前開

放。今年的復活節是 4月 12日，

也就是 19天後。 川普說，他不想

「關閉國家」，大流行會繼續導致

經濟下滑。他擔心如果病毒破壞經

濟，在美國將看到「成千上萬人自

殺」。他在接受採訪時還回應道：

「我們每年因流感而失去成千上萬

人。 我們沒有關閉這個國家。」川

普補充說：「我們在交通事故中所

遭受的損失遠不止於此。我們不會

傳喚汽車公司，說停止生產汽車。

我們必須恢復工作。」

美國副總統彭斯接受提問時表

示，政府不像某些州和城市那樣考

慮在全國範圍內封堵病毒。

彭斯說：「我可以告訴你，白

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從來沒有討

論過他們所說的全國封鎖，或者如

你所描述的那樣，一直待在家裡。」

彭斯還指出，聯邦政府從國家儲

備中向紐約州發送了 2000台呼吸

機，並誓言在 25日再發送 2000

台。紐約州已成為美國中共病毒的

中心，目前有超過 3萬例確診病

例，其中約有一半在紐約市。

不過，福克斯新聞報導指稱，

五角大樓高層官員在當天早些時候

發表的評論削弱了總統關於美國經

濟將在復活節前運轉的預測；美

國國防部長馬克 · 埃斯珀 (Mark 

Esper)估計可能需要 10週的時

間，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

上將馬克 · 米爾利 (MarkMilley)

則進一步說，他希望軍方能夠在接

下來的三個月中應對該病毒。

美國傳染病領域知名專家、

白宮特別工作組的成員安東尼 ·福
西 (Anthony Fauci)博士 24日對

WMAL電臺表示，川普始終聽從

他的建議：「當我提出建議時，總

統聽取了我的意見以及工作組其他

人員的意見，他接受這些建議，從

不反駁或淩駕於人。」

另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報

導，週二 (3月 24日 )美國股市上

漲，原因是議員們暗示，大規模經

濟刺激計劃即將達成。

川普希望復活節前重新開始工作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各地異象頻現，三峽大壩再

傳潰壩信號，上游出現大面積山

體滑坡。去年夏季長江流域爆發

洪災時，就有學者警告，三峽大

壩危在旦夕。有分析認為，三峽

大壩就像顆定時炸彈，真的出現

嚴重問題，一定會引發中國政局

巨變。

3月 23日，獨立經濟學者

「冷山時評」發出推特視頻，顯示

三峽大壩上游大面積山體滑坡，

並提到，這種位移的情況，極可

能在兩年內造成三峽潰壩，那麼

武漢首當其衝又要遭殃了，然後

南京、上海也不能倖免。

去年 7月，「冷山」在推特

上發文，將此前的谷歌衛星圖像

和當前圖像進行對比，一張顯

示大壩呈直線並無異樣，而另

一張則顯示大壩有扭曲變形的情

況。 認為三峽大壩已經變形，有

潰壩的危險。該消息引發輿論關

注後，當局動用宣傳機構和網軍

大規模闢謠，然後官媒又改口承

認，稱壩體變形處於「彈性」狀

態，大壩變形很正常，屬於「設

計允許的範圍當中」。

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研究基

金主持人黃肖陸則認為，不管變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在當局嚴控外地進京之際，武漢女

子監獄刑釋人員黃登英卻在 2月下

旬順利「闖京」，引起風波，一批

湖北官員被處理。日前風向逆轉，

中共警方通報，不追究黃登英法律

責任，僅對其前女婿及女兒覃某作

輕微處罰。早前涉此事件被「免職

調查」的湖北司法廳長譚先振，反

而高調露面「慰問女警」。

闖京女免責  誰是靠山
習近平嚴令：湖北防疫輸出，

重點保北京。不過，武漢女刑滿，

攜病毒出武漢，通關闖北京。這起

事件卻正值習近平要求湖北嚴防疫

情輸出、重點保北京之際。 2月 26

日，各大媒體紛紛報導，已經發燒

多日的黃姓女士，從武漢監獄刑滿

獲釋後，一路綠燈闖入北京，並在

北京確診感染「中共肺炎」（又稱

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3月 22日，北京市公安局東城

分局官方微博稱，經調查，武漢刑

滿釋放人員黃某英（真名為黃登英）

的女兒覃某（37歲）、前女婿楊某

益（36歲）未遵守防疫規定，楊某

益從武漢返京後仍出入公共場所，

覃某未主動向社區報告，還與楊一

起隱瞞黃某英被接回一事。警方對

黃某英前女婿楊某益行政拘留，對

黃某英女兒覃某警告。通報稱，黃

某英因長期服刑，不瞭解北京防疫

情況，不追究其法律責任。

該事件引發網上種種熱議：「風

聲大雨點小，說好的嚴查就這結果

呀？」「相當於沒有處罰。」「關鍵是

戒備森嚴情況下怎麼出入的？如果

是普通百姓別說出入城門，社區門

都出不去。」「背後的傘得多大呀！」

中共官媒報導，黃登英原是湖

北省恩施宣恩水利局的出納，因貪

汙案判監 10年，一直在湖北省武

漢女子監獄服刑，期間幾次減刑，

2020年 2月 18日刑滿釋放。在發

病情形下，由警員送至高速路口，

22日由家屬自行開車接回北京。

不過，武漢自 1月 23日封城，僅

2月 24日短暫解封 3個多小時。

黃登英如何離開武漢？如何闖進北

京？該事件成為網上熱門話題，網

民在驚詫之餘紛紛猜測，可能背後

涉及「很大的官」。

武漢官員集體抗命中央？

北京時評人華頗受訪時表示：

「聯想前一段時間 24號，突然間

解除封城，又放走一些人，說是武

【看中國記者岳劍清綜合報

導】中共肺炎在泰國擴散，確診

病例不斷攀升。泰國衛生部 3月

24日表示，境內新增 106例確

診，累積確診已上升至 827例，

4例死亡。泰國總理巴育也宣

布，從 26日起進入緊急狀態。

泰國著名醫學組織還預測，再過

10天泰國就會變成意大利。

綜合泰媒報導，3月 24日，

泰國衛生部公布境內除新增確診

106例外，又新增 3例死亡。 3

位死亡患者皆為泰籍男性，其

中第 1位是 70歲的泰國男性，

曾患有肺結核，後感染疫情，

死亡時體內沒有病毒，但肺部

已經受損。

衛生部還表示， 24日新增

的 106例中，有 4名患者是醫務

人員，分別在泰國的普吉、也拉

闖京女免責 京龍難禁地頭蛇 

（ADOBESTOCK) 

三峽大壩再現危險徵兆

泰國26日起進入緊急狀態
府、武里南府、佛統府四地。感

染原因主要是因為發燒患者隱瞞

其風險史，導致醫務人員防護準

備不足而感染。

截止 24日，泰國累積確診

達 827例，4例死亡。 24日，泰

國總理巴育宣布，從 3月 26日

到 4月 30日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巴育表示，政府將會設立工作

委員會和能容納千人的大型隔離

所，並在馬路設檢查關卡，而在

網絡上散播謠言及趁機抬高商品

價格的人將會有刑事責任。

不過，巴育也提到暫時沒打

算實施宵禁，也不會禁止民眾外

出，但希望民眾盡量留在家中，

並保持社交距離。據泰媒當地報

導，目前乘客搭乘交通工具時，

被要求必須戴上口罩，否則不能

乘載。

於 2019 年 3 月上市，股價並不亮

眼，營運還虧損。然而，在 2019 

年中國舉辦完「病毒應急處理」演

習後，其股價於 2019 年 10 月開

始異動，11 月中開始放量上漲，

被投資人大買，到 12 月底已經翻

倍；而汪浩提問，那麼到底是誰在 

2019 年 11 月中就大量買入這檔

股票呢 ?

另外引發關注的是，在傳出

「陳薇研發出疫苗」消息的同時，

網上還傳出其「重組病毒疫苗」 的

藥瓶照片。藥瓶包裝上顯示，該疫

苗生產日期為 2020年 2月 26日，

有效期至 2022年 2月 25 日，生

產單位為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院

和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這張疫

苗照片顯示，陳薇團隊開發的「疫

苗」，至少在 2月 26日之前就已

經開始生產。但是無法 斷定該疫

苗是否已經投入使用，或者在多大

範圍內使用。

為此有眾多網上讀者猜測，

疫苗可能還是半成品，只是拿出

來臨時作秀，向北京表示忠誠。

也有讀者猜測，當局或許早有疫

苗，但不敢過早面世，因為擔心

洩露病毒來源。

關於陳薇研製疫苗，有網友

直接評論道：「看來解鈴還需繫鈴

人啊！」

漢一個副市長簽發的，讓防疫交通

組來背鍋！」「我覺得應勇、王忠

林他們雖然空降到武漢，出身於政

法系統，代習近平來穩住湖北武漢

局勢，但是他們受到當地一些人的

抵制。所以黃登英這事暴露出來以

後，也給應勇、王忠林清洗武漢當

地的一些官員提供了一個口實。強

龍和地頭蛇現在正在掐！」

涉事廳長公開慰問獄警

3月 2日，北京市和湖北聯合

調查組通報了黃登英的闖關細節，

稱該事件因失職瀆職導致，給首都

疫情防控工作帶來極大隱患。湖北

省司法廳黨委書記、廳長譚先振及

省監獄管理局主要領導被集體免職

並立案審查。北京相關部門也有多

名官員被處理。令各界詫異的是，3

月 8日，譚先振卻公開到武漢女子

監獄「慰問女警」。財新網報導，

湖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回應稱，

譚先振的廳長一職沒有被免，並強

調，根據相關規定，審查調查的進

展不便透露。

時事評論員陳思敏認為，被處

理的譚先振高調視察監獄，說明湖

北官場背後權力較量不一般。地方

已經到了各自為政的程度。

沒變形，三峽大壩都將導致一個

特大災難發生。早在 2013年 9

月，李克強簽署有關三峽大壩的

海陸空四級防衛條例，抽調一個

團的兵力 4600人，前往三峽，

意圖護衛。

事實上，三峽大壩已被公認

為中華民族的一大隱患，周邊旱

澇和地震等地質災害不斷，庫區

也已出現大量崩塌和滑坡事件。 

這也被認為是一個谷歌地圖就引

起民眾和中共官方如此關注的原

因之一。

1992年江澤民強推三峽大壩

工程上馬，曾在中國學術界引起

巨大爭議。很多學者認為，建壩

將引起巨大的生態和地質災難，

大壩本身的安全也很難保證。前

國土規劃和水利專家王維洛曾預

言，三峽大壩最終將被迫炸掉。

王維洛表示，三峽前期工程施工

的品質很差，包括右岸部分，壩

基下面的「空穴」比較多。所謂

的「空穴」，就是「混凝土澆下

去的時候，由於沒有進行很好的

攪拌和溫度處理，熱脹冷縮會在

壩體裡面形成。空的部分會導致

後面裂縫的形成，慢慢就會漏

水。再之後，問題嚴重就會導致

整個大壩報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