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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千人計畫 哈佛系主任被捕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

武漢肺炎爆發至今，危重病人的家

人哭訴連綿不斷，不少醫護人員出

於良心相繼公布真實疫情，讓不斷

撒謊的中共顏面盡失。日前，北京

開始新一輪的嚴厲封口，並以拘留

和判刑等威脅發布真實疫情信息的

民眾。

《看中國》持續關注武漢肺炎疫

情及國內同胞的安全狀況，今早記

者致電武漢地區的民眾，發現不少

當地市民仍不瞭解這次武漢肺炎的

嚴重程度，有人表現麻木，甚至有

人稱國外媒體造謠，對記者破口大

罵，說自己只相信政府。

武漢市民張先生對《看中國》

記者表示：「現在就是這樣，大家

都是在家裡，可以上街買菜，但不

能出城，每天就看政府發布的疫情

信息。」武女士對《看中國》說，自

己已經備足了 2個月的糧食，所

以沒有很擔心；被問是否瞭解疫情

狀況，她說不瞭解，每天待在家裡

甚麼也不知道，沒甚麼想法，也沒

甚麼要說的。記者身邊的很多同事

也表示，當他們打電話給國內家人

時，家人都表示不相信疫情已經相

當嚴重，並讓同事不要相信國外媒

體的「謠言」。

可以說，部分市民對疫情的嚴

重程度並不清楚，這與當局新一輪

封口行動有關。

據中共官媒新華網報導，微信

安全中心 1月 25日發佈〈關於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相關謠言專項治理的

公告〉。公告稱「各類〈網傳〉、〈聽

說〉類謠言信息不斷刺激著大家的

恐慌情緒」，公告並威脅發布「虛

假消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

將被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造成嚴重後果者，處 3年

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與此同時，網上傳出的一份網

信辦通知與微信的公告不謀而合。

通知稱，從 1月 26日起，所有群

組不得轉發任何沒有官方證實關於

新型肺炎的內容。凡是轉發未證實

的（消息），網監部門提取到（被

網監部門發現），造成「惡劣影響」

的一律拘留。 

另有一份疑似來自公安的公告

顯示：從即日起，公安、網警對所

有微信群「聯合執法」，所有群組

開始執行「群規」，除了管理員統

一安排發布官方公告和信息之外，

任何人不允許發布涉及疫情的任何

資訊和圖片、散布「謠言」及轉發

「不實」信息；要堅決刹住「疫情

謠言肆虐」的勢頭，只能相信新華

社、《人民日報》、國家衛健委等官

方媒體；違者移交公安部門處理。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自武漢

肺炎爆發以來，北京當局一邊「闢

謠」，一邊抓人，導致疫情失控，

釀成全國乃至國際災難。現在是攸

關大量民眾生死的緊要時刻仍要壓

制輿論，有網友怒斥：「官方壟斷

信息就是這次武漢肺炎成為大規模

人禍的根源，還要繼續無恥地封

口，不怕遭受更大的報應嗎？ 」

近日一段影片在網絡上瘋傳，

影片中可以看到，患者塞爆醫院的

走廊等待救援，畫面顯示，三個

人（或屍體）躺在地上，用白布蒙

著。 拍攝者說：「三具屍體已經躺

在這邊一個上午了，到現在都沒有

人來處理，甚至就連醫師、護士、

病患都在這種環境下工作。」武漢

第五醫院醫護人員，也指稱醫院三

具屍體長時間無人處理。

但當記者在採訪一位沒有感染

冠狀病毒的市民楊先生時，記者出

於關心談及一些武漢醫護人員在網

絡平臺發布的疫情，楊先生卻突

然暴跳如雷，大罵外媒造謠，並

說他只相信政府，「哪有死那麼多

人？ 」當記者提到在視頻中看到

武漢醫院裡躺著數具死屍時，楊先

生卻堅持說，那些人只是在「蒙著

臉睡覺」。

當局對疫情封口   大陸不知情者眾多

美專家提出赴中
協助應對疫情

武漢肺炎傳染性    
超過SARS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

報導】據美國衛生新聞網站

（Statnews）和政治新聞網

（Politico）等媒體報導，美國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阿扎爾

（Alex Azar）表示，美國公共

衛生人員和科研人員已準備好

隨時前往中國。他透露他和其

他官員已向中方提出至少兩次

這項提議，一次是向中共衛生

部部長提出，另外一次是在北

京的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他

們也曾向當局直接提議。

阿扎爾在新聞發布會上

說：我們敦促北京 ，

加強合作和提高透明度是必須

採取的重要步驟，能更有效的

應對目前的疫情。

Politico報導稱，美國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向

北京表示，他們可以直接與世

界衛生組織聯合提供援助，雙

方代表仍在討論，目前尚未獲

得中方同意。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

導】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又稱：武漢肺炎）疫情十

分嚴重，僅北京當局官方宣布

確診病例已經超過 4600例。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承

認，「武漢肺炎」極強的傳染

性超過了 SARS病毒，相當

於「加強版」SARS。

1月 28日，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馮子健承認，「武漢

肺炎」病例數量倍增時間比

SARS 短，SARS 是 大 約 9

天時間就會倍增，而「武漢肺

炎」病毒則是大約 6、7 天病

例數量就會翻倍。與此同時，

「武漢肺炎」的傳代間隔也相

對較短。 自從 2019年 12月

8日出現第一個「武漢肺炎」

病例後，經過 40多天時間超

過了 1000病例，病例達到第

二個 1000病例時只用了 2天

時間，超過第三個 1000 病例

時可能只有 1天多一點。

【看中國記者黃清綜合報導】

北京當局採取的極端封城措施，使

居住在武漢城內無辜健康人士感

染「武漢肺炎」的機率大大上升，

而中共對武漢市民逃往外城加以封

堵，造成很多違反人道主義的慘

劇。但是，大陸有一群善良的人士

通過微信等互聯網方式向無助的武

漢人伸出救援之手。

其中有一位表示，唯一的條

件就是不收留微信頭像有中共「血

旗」的博主。對此，很多網友表示

讚賞，特別是稱讚這位博主對中

共不抱有幻想，其中新聞大吐槽

@TuCaoFakeNews 發推文稱 :

這個成都哥們很善良，準備力所能

及收留武漢人，可他有一個要求，

微信頭像不能有血旗，我想黨員他

肯定也是不收的！ 佩服！祛邪扶

正，智勇雙全。

還有網友表示 :誰都知道罪魁

禍首就是共產黨，瞞報謊報是他

們，延緩疫情控制的也是他們，這

樣的黨國誰愛誰愛去！

利伯於 1985 年在斯坦福大

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在 1991

年加入哈佛大學之前，他曾在加

州理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工

作。 2017 年，哈佛大學授予利

伯最高的教師榮譽，任命他為大

學教授；正如《哈佛憲報》報導的

那樣，他只與其他 25名教職員

工共享這一頭銜。但是，這位著

名的學者現在被禁止進入哈佛校

園。利伯的逮捕令是週一（1月

27日）發布的。美國檢察官辦公

室針對他的案子最初在聯邦法院

提起訴訟後被封存；法院命令於 1

月 28日解除了封條。

「千人計畫」旨在吸引「可

以增強中國高科技產業和新興學

科」的領先科學家，這一直是審

查的重點。據全國公共廣播電臺

(National Public Radio，以下簡

稱NPR)報導，在 2012∼ 2017年

的「重要」時間段裡，「千人計畫」

（Thousand Talents）向利伯提

供了月薪 5萬美元，年度「生活和

個人開支」超過 15萬美元。北京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哈佛

大學化學系主任查理斯．利伯

（Charles Lieber）週二（1月28
日）被捕，美國司法部指控這個美

國人參與中共的「千人計畫」，卻

對美國國防部以及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做虛假陳述。

武漢蒙難 正義人士伸援

政府和武漢理工大學還向他提供了

超過 150萬美元的資金，用於在

武漢理工大學建立影子實驗室，進

行同步研究。美國麻塞諸塞州檢察

官辦公室在宣布對利伯的指控時

說：「這些款項要求披露了重大的

外國金融利益衝突，包括來自外國

政府或外國實體的財政支援。」

60 歲的利伯是納米電子領

域的傑出人才，他是被聯邦調查

局抓捕的此類事件中最有名望的

科學家之一。利伯在 2018年和

2019年對美國國防部調查員稱，

雖然他聽說過《千人計畫》，但從

未要求他加入其中。但利伯的電

子郵件通信顯示，他在 2012年與

武漢理工大學簽署了一份為期三

年的協定和雇傭合同。

在回應針對利伯的指控時，

哈佛大學在向 NPR發表的聲明中

說：「美國政府對利伯教授提出的

指控極為嚴重。哈佛大學正在與包

括國立衛生研究院在內的聯邦當局

合作，並正在發起自己的訴訟。利

伯教授已被無限期休假。」

起訴書顯示，在相關大部

分時間裡，利伯還是至少六個

美國國防部資助項目的主要研

究 人 員， 累 計 超 過 800 萬 美

元。他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

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助逾 1000萬美元贈

款的主要研究者。

「千人計畫」涉及盜竊

針對知識產權盜竊的調查大

多與中共當局有關。據《紐約時

報》去年 11月報導，在美國的 71

家機構中，至少有 180項針對智

慧財產權盜竊的調查。

美國官員一再警告說，北京雄

心勃勃的「千人計畫」可能會威脅

到廣泛的美國科學利益。中共可能

正在侵蝕美國的技術優勢；不僅僅

是因為它對研究資金的支援，還因

為其盜竊和間諜活動。美國聯邦調

查局（FBI）在週二（1月 18日）

的電子報中說，「千人計畫」獎勵

個人竊取專有資訊以及違反出口

管制。

18 日被起訴的另外兩人是

華人。一個是 30 歲的鄭早松

（Zaosong  Zheng，音譯），他涉

嫌從貝絲‧以色列女執事醫院的

實驗室竊取 21瓶癌細胞樣本，在

美國機場被捕。鄭早松已承認，

他計畫回中國後，用自己的名義

在中國發布研究成果。美國政府

指控他做虛假陳述，法官因其有

逃跑風險未准予保釋，而他曾是

哈佛大學資助的癌症研究人員。

另一人是 29  的 葉豔卿，

就讀於波士頓大學，（Yanqing 

Ye，音譯），調查人員發現她隱

瞞中共軍方中尉身分。葉豔卿被

指控犯有簽證欺詐罪、作虛假陳

述，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和串謀

罪。目前她人在中國，並未被捕。

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查爾斯·利伯（右一）（MENAHEM KAHANA/AFP/GettyImages）

武漢遭「歧視」來自官方

在臨近中國傳統新年的一個深

夜 2點，武漢居民還渾然不知的

在夢鄉，當局突然宣布封城，由此

拉開了武漢悲劇的序幕，這其中除

了「武漢肺炎」疫情病痛之外，最

難熬的是遭到祖國同胞的歧視。

這種歧視首先來自官方，如此

一來，北京當局的種種歧視，無所

不用其極。據《新京報》報導，多

地武漢返鄉人員配合調查後個人信

息被泄露，包括姓名、家庭住址、

電話、身分證號、返回車次，甚至

高考成績信息，表格在各個老鄉群

和小區群裡傳播，不少人反映被陌

生人通過電話或微信騷擾。

繼武漢封城後，整個湖北省差

不多陷入封省狀態，周邊省分，江

西、河南、湖南都豎起路障，封

鎖了湖北的出路。官媒在喊「武漢

加油」，實際情形是不給武漢車加

油。湖北石油赤壁市南港加油站 1

月 24日發布的告示：「緊急通知，

根據市政府通知，各加油站務必落

實如下防控措施，第一條：「武漢

牌照一律不許加油」。

法學教授張雪忠評論：「今天

我們野蠻對待武漢人，湖北人，明

天就會輪到我們被野蠻對待，這個

國家也很難進入文明狀態」。

封城帶來的惡性循環

《南德意志報》對當局武漢封

城如此評價：將 5千萬人封鎖在

城市當中是個壞主意，不僅侵害人

的權利，同時造成驚慌，讓醫院不

堪重負，增加交叉感染的機會。世

界衛生組織支持這樣的行為是一個

醜聞。專家們的意見是讓人待在家

裡比封城更有效。 

瑞典茉莉女士認為封城，會讓

武漢人內部自相傳染，加劇病毒培

養。 外界資助的醫療食品不能及

時進入，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人

們更加絕望。另外，因封城造成恐

慌，有能力的人紛紛逃走，在外流

浪難以就醫，傳染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