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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感染群體 當局秘而不宣

中共軍人可能逃避病毒嗎？

該武漢居民表示，美國的航

空母艦 10天前，在菲律賓或新加

坡，只是補充了一補給品，並且通

過無人機交接，他們還是被感染

了。這說明病毒還在快速傳播，通

過快遞、購物、團購，拿的過程當

中本身也是感染源。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

息中心 3月 29日說，中共擁有全

世界最龐大的軍隊，擁有數百萬軍

人和武警，重災區武漢及湖北就有

近 10萬軍隊駐守。反觀全世界，

至今已有數百例軍人確診的報導，

也有將軍級的人物死亡；雖然中國

也有幾十萬可以對疫情做出調查報

導的記者、編輯，然而卻沒有看到

中共媒體報導過任何一例關於軍人

染疫的消息。

早在 1月 24日，中共軍委主

席習近平就已經下令，要求中共軍

隊介入疫情防控。據報導，這就是

中共領導人口中的「中國疫情絕對

透明」；這個介入中共病毒最多的

特殊群體，他們被感染的疫情，卻

在公眾眼前變成了透明無物。

第三方報導軍人武警染病

與官媒相反的是，中國人權民

運信息中心兩個月來相繼披露的真

實疫情：

1月 27日，湖北孝感市一名

空降兵軍保障部的軍官被確診，並

送往中共軍隊醫院。次日，該染病

軍官所在的部隊，200名現役軍人

被隔離。

1月 30日，武漢的「武警湖

北省總隊機動支隊」盤龍城營區，

1月 28日有 1人確診，300名武

警被隔離。同期，位於西安的中共

軍隊火箭軍工程大學，其內部公函

顯示，航太四院的一名技術人員被

感染，導致整個家屬區被封閉隔

離，所有人禁止外出。

2月 6日，中共軍隊疫情日益

嚴重，已暫停絕大多數的大型演

習、集訓，並停止放假外出及探

親，同時取消每週的政治學習。

2月 10日，湖北有 10名中

共軍人、15名武警已被確診，襄

陽 991醫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向該

中心證實有確診的武警正在住院。

其中有 1500名中共軍人、1000

名武警正被隔離。另外，空降兵軍

醫院、武漢中部戰區總醫院（漢

口院）兩家醫院，也有共 20名隨

軍家屬確診住院。

2月 11日，位於海南三亞市

的海軍潛艇部隊，一名軍人確診

後，300名海軍被隔離，原定當

月開始的核潛艇重點訓練項目已

暫停。

2 月 13 日，在航母山東艦

上，一名軍人近日在海南三亞市

被確診中共病毒，留守該市的 100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中

共隱瞞疫情持續引發外界質疑。一

位武漢居民披露，還有一個龐大的

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
毒)感染群體，他們的疫情高度機
密，一直被壓著不報；據希望之聲3
月30日報導，該武漢居民指稱，這
個更大的感染群體，當局「一直壓

著不報，因為這樣一個體制下沒辦

法知道，大家也不可能知道，就是

部隊到底感染多少，還不知道。」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據《紐

約郵報》報導 ,一位陪同俄羅斯總

統普京參觀莫斯科某醫院如何治療

中共病毒 (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

毒 )的醫生，向外界公布自己的病

毒檢測呈陽性。

克里姆林宮向外界表示，俄

羅斯總統普京 3月 24日訪問了莫

斯科一家醫院，並與該醫院的主任

醫師普羅琴科 (Denis Protsenko)

進行了交談，當時兩人都沒有佩

戴任何防護裝備。 普羅琴科在

Facebook上寫道：「是的，我的冠

狀病毒測試結果呈陽性，但我感覺

很好。 我在辦公室裡自我隔離。 我

認為我的免疫功能正在發揮作用。」

克里姆林宮也稱：「(普京 )一切都

很好。 普京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接受

常規的肺炎檢測。」 據路透社報導，

這位俄羅斯強人在去醫院期間穿了

防護服和戴了呼吸面罩，但他在與

普羅琴科的會面時卻沒有穿戴防護

裝備，兩人還握了手。

不過，克里姆林宮早在 3月

20日，就報導了普京政府中出現

一例冠狀病毒病例，但稱此人沒有

與普京直接接觸。此外，普羅琴科

也曾對普京建議，俄羅斯疫情有可

能出現像意大利那樣的大面積傳

播，應該事先做好準備。而據彭博

社報導，俄羅斯當地報導稱，在一

夜之間感染患者就激增了 27%,總

數已達到了 2337人。

俄醫生病毒呈陽性 曾與普京握手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報

告顯示，底特律都會機場的海關

和邊境保護局，曾於 2018年 11

月攔截了一名中國籍科學家，

並從他身上搜獲含有MERS和

SARS病毒的小瓶罐。 此事件和

媒體報導的 2019年 12月 1日首

宗的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相隔僅一

年時間，引發外界強烈關注。

雅虎新聞 3月 30日報導，他

們獲得了一份聯邦調查局 (FBI)

的戰略情報機密文檔。 文檔指

稱，「FBI對這名中國科學家所

攜帶的小瓶罐進行了檢查，並

對指定接收人做了調查，結果顯

示，小瓶罐中可能是活的中東呼

吸綜合症 (MERS)和嚴重急性呼

吸綜合症 (SARS)病毒樣本。 」

這些藥瓶被標記為「抗體」，

而這位中國籍科學家表示，他被

要求將這些樣本運送給美國的研

【看中國記者朱莉、聞天清採訪

報導】中共病毒 (又稱武漢病毒、新

冠病毒 )依舊在全球快速擴散 ,引發

了全世界經濟、社會的嚴重危機。

而北京當局先前採取了嚴厲的「封

城」措施後，現在卻要求各地加緊

復工 ;對比美國，在疫情告急的情

況下 ,川普總統簽署了美國歷史上

最大規模經濟援助法案 ,也希望能

儘快復工。 然而，中共統治下的封

城、復工，是否與美國是同一回事?

針對上述問題 ,《看中國》記者

採訪了美國經濟時政評論家草庵居

士、美國政治評論員趙培。趙培認

為 ,中國的封城與美國有所不同。

就比如說，武漢它不是封城，而是

圍城；就是把老百姓圍在武漢市裡

面交叉感染，中共也不提供基本的

生活補助金等；反觀美國，在疫情

期間，例如福特、通用汽車等公司

被迫停工，員工只能居家隔離 14

天；不過，政府會給他們發放補

貼，這是一個本質的區別。

趙培還指稱，如果在不隱瞞疫

情的情況下，中共去封城的話，其

實不用去封掉整個武漢市，只需封

閉幾個社區就行了。 然而，由於中

共採取了隱瞞疫情的方式，導致武

漢的封城卻變成了圍城；對中共來

說 ,武漢死多少人其實都是無所謂

的。而美國的封城，則是在必需、

急需服務能被保證的前提之下，讓

民眾留在家中，非必要的情況下 10

天或 14天後才外出一次，其目的是

減少感染者、無症狀患者傳播病毒

的機會，並保護未感染者。此外，

川普總統還公布了很多政策，保證

充足日常生活供應，各種設施正常

運轉等。他還下令讓擁有 1000張

床位的美國海軍醫療艦「舒適號」 

(USNSComfort)進駐紐約，以此緩

解紐約醫療系統的巨大壓力。

而對於復工問題，草庵居士認

為，隨著全球通訊技術的發展，現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

導】美國情報機構在搜集全球中

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 )的疫情爆發情況時發現，他

們在評估中國、俄羅斯、伊朗和

朝鮮疫情的能力上非常受限制。

路透社報導，這四個國家

被美國情報機構稱為「困難的目

標」(hard targets)，是因為這

些國家的政府對信息進行嚴格的

控制，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也

很難從其封閉的領導層內部蒐集

情報；準確評估這些國家的疫

情，將有助於美國和國際社會抗

擊疫情，減少因疫情而造成的人

員和經濟損失。

美國情報機構除了搜集確診

和死亡人數等情報，也在探查各

國的危機處理方式所導致的政治

後果。疫情在全球約 200個國家

面對全球瘟疫 中美封城不同

參加中共兩會的軍方代表。（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FBI:曾在海關攔截攜帶病毒者 

美稱中俄朝伊 疫情難以掌握
和地區失控蔓延，至目前為止，

全球確診病例已有 74萬例，美

國在 3月迅速成為全球確診病例

最多的國家，已有超過 15萬例

確診。

而中國是全球最先爆發疫

情的國家，當病毒全球蔓延後，

中共當局卻接連多日宣布「零確

診」，其數據啟人疑竇，同時也

質疑中共是否真的已成功控制疫

情。而與中國接壤的朝鮮至目前

為止也聲稱「零病例」，卻要求

國際援助機構提供口罩和檢測工

具等用品。

此外，俄羅斯當局疫情也逐

漸升溫 ,其政府正考慮在全國範

圍內實施封鎖。瞭解俄羅斯的疫

情至關重要 ,主要是因為俄羅斯

與其它 14個國家和地區接壤，

是該區域的貿易和旅遊中心。

名山東艦軍人被隔離。航母山東艦

於去年 12月 17日，才在當地交

付海軍使用。

3月 3日，消息人士證實，駐

中朝邊境丹東市的中共北部戰區，

79軍合成 191旅的一名軍人確

診，該部隊 100名軍人被隔離。

不過，在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 3月 2日上午舉行的「軍隊支持

地方抗擊疫情」記者會上，路透社

記者提問：「是否有中國士兵被感

染？」軍方代表陳景元避而不答。

另外，有記者問：「支持武漢的軍

隊醫護人員是否被感染？」陳景元

也同樣回答：「目前沒有出現醫護

人員在醫院感染的情況。」自疫情

爆發以來，北京當局一再聲稱，軍

隊沒有出現感染。

對於陳景元的回答，澳大利亞

非政府組織中國政策中心的倪凌超

（Adam Ni）表示：「可以相當肯

定的說，這不是實話。」倪凌超認

為，北京聲稱其軍隊沒人感染，這

根本不可能。中共有 200萬人，在

受災最嚴重的武漢市設有大型物流

中心。」

而目前獲中共軍方間接披露的

是，早前中共軍報報導過東部戰區

海軍某艦艦長余松秋正在支隊招待

所進行隔離觀察。而公開信息顯示

余松秋是常州艦艦長。

中共全軍有 30個最高級別防

治工作領導小組，其最高領導為習

近平辦公室。中共各省市通告，要

求疫情屬地化，軍隊、武警若發現

疫情，須報告當地相關機構；與之

矛盾的是，機密文件規定，若涉及

軍事機密，軍隊疫情可以不呈報。

在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在家裡做的，

這就是遠程辦公。如臉書等這樣的

大公司早已經在家工作了。草庵居

士還指稱：「停工對整個經濟都會

有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北京政府一

直說停工封城對經濟影響不大，而

且據說經濟還在增長，但是實際上

從美國和各個國家來看，它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復工實際上在美國是一個不

存在的事情，因為美國並沒有完全

終止工作，就是人們一直在家裡辦

公，實際上很多公司還都在正常地

運轉，只是他們增加了很多防護措

施。 像中國那樣上萬人的工廠，在

美國是不多的，而且像這種上千人

的大型辦公樓，往往都是在紐約這

樣的城市中心地帶，但是如果這種

地方的人都在家裡辦公的話，危險

就消除了。 所以，美國的復工在意

義上同中國的復工是不一樣的，並

且也沒有侵犯到人權。 」

究人員。 報告沒有揭示這名科學

家的姓名；該報告還列舉了另外

兩件類似的案例：其一是發生在

2018年 5月至 2019年 9月，美

國當局查獲，中國公民試圖攜帶

未申報的流感毒株和疑似大腸桿

菌的病毒樣本進入美國。

另一宗是在 2018年 5月，

一名中國公民被查獲攜帶標有

與 H1N1豬流感病毒相關縮寫

WSN的小瓶罐。 當局沒收了這

些小瓶罐 ,該中國公民被釋放。

據報導，他是在德克薩斯州達拉

斯的一家美國研究所工作。

美國軍事新聞網 (American 

Military News)也報導，前國家

安全委員會的中國問題專家的羅

伯特．斯伯丁 (RobertSpalding)

將軍，曾對中國公民攜帶生物樣

品進入美國發出警告：「有些人

可能是故意的，以測試我們識別

和攔截生化武器的能力，有的則

可能是機會主義者。 」

2020年3月
24日，俄羅
斯總統普京

與普羅琴科

會面時握手。

（ALEXEY DRUZHININ/SPUTNIK/AFP via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