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开头：这篇病情预测将是我最后一次客观的，理性的分析这次武汉肺炎，后面，我将不再做任何修订，已这个版本为最后的修订
版本，促使我重新再一次花大把时间来修改数据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居然上了Gnews首页！！！那本着对我自己整理出的数据更加客
观，更加准确为目的，我重新整合我这3天来的收货。所有数据的都有解释，以及客观的评价，如果您真的对这场病情的爆发的核心数
据感兴趣，请细细听我到来，以下所有的数据和猜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只是个人根据国情的一波猜测。 
 
 

武汉肺炎实情推测（第一版） 
下面这波分析是我在23日也就是武汉封城做的第一次预测。“【】”是我这次根据各种信息重新加
上的。 
 
写在开头：我只是作为一个信息收集者，已经正常逻辑推理建设的如下模型，所有资源都来自网络，互相佐证的情况下，事实情况感
觉不会差的太远，人的心和想象力是无限的，西游记里孙悟空象征着人的心，也就是想象力，八戒象征着欲望，沙僧象征着理智，那
请允许我整合所有的现有资料来做一次悟空。 

 
 
录音内容： 

1. 现在全国上下的报道都是在压舆前，真实情况比大家想的要糟糕的很多，非常非常的糟
糕。 

2. 简单来讲北京的武警已经开始戒严了，北京所有的八个门诊都已经开始饱和性运转了，上
海的话不出意外可能会在未来一星期之内失控，但是现在都不让报道。 

3. 光武汉，在前两天，每天的拒诊人数已经到达上几千，每天拒诊已经有上几千了，所以你
们自己想，自己猜这个疑似病例到底有多少。 

4. 而且这次不能怨上面，这次存粹是武汉官员的人祸，他本来应该是在12号左右fen封城的
，但是他把消息压了，他有个人大会议，他压到17号人大闭幕，18号才把消息放出来，也
就是说本来应该一周前准备封城，然后他把上头，把北京这边，把所有人都给瞒了，他一
直瞒倒18号，事情控制不住了才把消息放出来。 

5. 其实真是情况是18号之前。武汉以及武汉周边地区已经失控了。 
6. 我们就往18号来看，从18号开始，17 18号每天向全国往外输出的人口大概在30万，真实
情况远比这个数字要多 

 
 
所谓散步谣言关于武汉肺炎的8个造谣群众： 

 
 
重点是时间线上的1月1日公开宣布 
 



 
 
 
 
 
 
 
 
 
武汉输送人口： 



 
 
 
 
 
病情概述： 



 
 
 
 
23日的正式封城令和相对的21号封城令：

 
 



官方重灾区人数统计：

 
 
 
以上所有资源都是网上索得，真假默认为真且以以上所有资源为基础建病毒扩散模型。病毒潜伏
周期理性默认为10 天既1.5周，发病期至死亡5天。因无法获得有效防御手段，默认病情以相对环
境传播。 
 
 
核心时间点： 

1. 1月1日8人散布谣言 
2. 1月17日人大闭幕 
3. 1月18日至2月23日【武汉】封城 
4. 1月24日，上海关闭公共设施，北京理应的相对管制【我至今理不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戒
严的，公告是26号，但是事实是24号就好像开始了，亲人告诉我的】 

 
 
 
 
 
 
 
 
 



武汉： 
1. 人数：1.1千万，周围辐射城镇2.9千万。 
2. 时间线： 

- 因为是1.1日官方发布的因为造谣而关起来。由于没有相关资料，大胆假设，误差
默认为2天之前抓的人（以发布这种公告加人的正常工作作息为参考），散播信息
考虑到维稳因素默认散布2天，即散步这些谣言的人在约3天前发现该病例且目标
病例大概率不治身亡（这3天时间让他们哀悼且想到了散步“谣言”）。按潜伏期10
天计算，发病致死亡5天计算，所以第一批核心感染源在2+2+3+15=22天 
综上所述第一批感染源可能出现在12/10/2019 【这个数字是我第一次在不知道12/8
新闻报道发现武汉肺炎的情况下推测出来的，前后误差2天。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12/8发现的病毒了】 
 

- 造谣的人说有8人被抓，以最保守的估计，按1/3的比例来谈（8个人造谣，剩下的
沉默，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8人造谣对应1:1病患，那就是有8个已死亡
病例*3，即24人为第一批感染源，但是鉴于8人造谣被抓，以宏观的角度来看，这
24显然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病毒瘟疫，所以我直接给他翻个倍加到50人也是
合理的。【我至今觉得第一批被传染的有50个其实是合理的】由于感染-潜伏-病发
周期在15天左右，所以继续追寻更早的病原体毫无意义。 
 

- 所以综合以上所有信息整合的结果是：第一时间节点： 12/10/2019  50人感染 
 

- 感染规模：以病毒潜伏10天，前5天以人温床滋养病毒，后5天开始传染病毒，即
默认11天左右的传染【整个周期是15天左右，也就是说除去我给的5天养病毒，后
面11天传播病毒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到16天的时候成为严重患者】，
假设平均一天遇见10个人，传染1.5人，即一个病原体可以传22个人。【这里应该
改成16，那会不知道怎么想到定成了22，但是按中国国情而言22个人被传染其实
也是可以接受的数字。16相对而言还是保守了，只要一个人去人多的地方就不是
一天传1.5个人了】 
 

- 因为病毒周期在15-20天，12/10日第一波人被感染，5天滋养时间即12/15日开始
传播病毒。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50*22=1100.【这里的逻辑有问题，我解释一
下，12/10日50人感染且是中后期感染源，我的意思是这波第一批的传染源在他们
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了1100个人，也就是1100个人是病毒携带体，他们是第二批
的核心传染源】 
 

- 所以综合以上所有信息整合的结果是：第二时间节点： 12/25/2019  1100人感染
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所以到了12/25日的时候他们这批第二波的传染源开
始进入中后期】 
 

-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那批所谓的8个人散步谣言被
抓的时间点，有8个人散步谣言，却有1100人感染，逆推的时候都是已经以极其保
守的宏观人性数据去推了，却还是只有8个，那可能的原因只有2种，第一种，大
部人都不知道这个其实是瘟疫，以为是肺炎死的，【这也真正证实了路德先生在不



知道几号的直播中说的，这种病毒会让你认为你的死因是因为别的病导致的，路德
先生的那期视频也是我后来补看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回事，这
也真好佐证我的推断相对合理，记住是相对合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医院的情况，
只能根据得到得信息做总结】只有这8个人是醒着的，第二种，其实抓的不仅仅只
有8个，数量可能远远超过了8个只是官方给的是8个，综合一下，所以这1500人可
能是差不多正确的合理推论。以及我以上给的平均值应该误差不大。【这里数字不
知道咋想的，写了1500，那个阶段我感觉容差以1100-1500来算都可以，我这里暂
时不想改】 
 
 

- 这个时间节点更奇怪，【这里说的时间节点已经是第三时间节点，也就是1月7
日】正常来说让病毒飞的话这个节点应该有2.4W人被感染，这是个什么概念？？
下个时间节点正好是1/21/2020，而在那个时间节点，要有整整52W人被感染！！
可是如果是2.4W人被感染，这都能压下来？武汉人口1.1千万。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的判断，给的数据个人感觉也不是特别坑，那我只能理解为，这的确是真相，也的
的确确的真的被压下来了。原因我以下面的一些相关信息来佐证。 
1. 2.4W人是什么概念？？？就是医院被挤爆了，人人都生病但是在医院外被拒。
在这2.4W人里有聪明的人，去外省救治，比如那个坐火车跑去石家庄就医的。这
也恰恰说明了医院人不够要跑去外省救治的这个现象的合理性。而更多人的人会去
周边城市就诊，这也正是解释为什么武汉一封城，周边近3000W人口总计11个城
立马跟着封城的原因，我真的不希望，也不想看到2.4W人在1月7日就开始等死或
者已死的那种恐慌，我真的希望我这个数据是完完全全错的，但是如果你没生病你
去什么医院，你去医院门口堵着闲着慌？ 
 
2. 压下是为了两会。维稳。也正是两会后的18号知道完全控制不住了，再爆出
来。且有准备的开始撤离封城 
 
综上所述：我不相信他可以压住2.4W人的瘟疫，所以我给他打个折中，我算你2W
人 

- 第三时间节点： 1/7/2020  2W人感染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这里包括了初
期，中期，后期所有的病患且大部分是中后期，初期也只能算少量】 

 
 

- 这个时间点就是疫情爆发的时间点了，【1/22日】按以上的推断一共有44W人感染
，相对于一个有1.1千万人口的城市，我，相信，这44W人是真的存在也是确实差
不多这个数字。视频你们也看了不少 一个大马路上 20个人  一个人直接倒在路上
1/20的概率，一个医院直接倒在地上你也看到了，各种直接倒你都看到了，
44/1100~=4%，也就是说4%的人被感染了，4%就真的不少了，所以你看到的直
接倒就顺理成章了。【这里解释下为什么国内的视频网站其实还是有大部分乐观的
视频。1. 你发的出来的，一定是乐观的，你发不出来的天知道被删了封了多少。2. 
如果你没有生病，作为一个正常人，你，不会没事去关心医院到底排多少人，到底
能不能去看病，所以你是乐观的。在我的25日预测里这个数字会得到修正，但是
想去也不是很远。44W人相对而言还是多了点，在今天也就是26号这个数字将再



次根据不同的信息重新修正】 
 

- 那再以上假设都成立的情况下，请你想一想，你如果是武汉人，你觉得你得了快必
死的病。在1月7日的时候，医院就快爆仓，爆满的时候，【你如果生了病，那你
一定会去医院，然而你去医院绝对会发现没法就诊】我们仁慈点，我给你推到1月
17日，直接给你往后推10天，在1月17日你发现医院人满为患，但是你却得了一种
不知道什么病，有可能会危及你生命的病，你会怎么做？44W人啊，是真的44W
人（包括重症，潜伏，刚被传染）啊，你看到的直接倒都是真的，还有更多的直接
倒你是看不到的。，那这些为了活命，在春运飞往全国各地求生的人们，就是一个
个后期超级传播者。而春运，春运，春运，人流量最高的高分的时候，这一个个病
原体疯狂扩散病毒。 

- 第四时间节点： 1/22/2020 44W人感染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这个数字不
对，讲重新修正】 
 

- 第五致命时间节点：2/7/2020 968W人感染，考虑春运，然后潜伏，再然后聚餐，
所以这一次我其实想给他翻3倍，即使各个城市封城，上海北京管制，也还是要翻
3倍，因为，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不会放弃你。【这个最后的数据我也
将修正】 
 

 
这股疫情，因为是在春运，因为政府的根本不管制，不管控，不作为，将毁灭掉无数个家庭，即
使进行管制，的确会压制病情的爆发，但是那些人送去何方，小汤山吗？或许是吧，那可能真的
是解决瘟疫唯一的办法。我希望我所写出来的所有都是我的妄想症，是我错误的判断，但是我请
看到这篇文章的你，有一点心里准备，即使有差别，但是想去也不远了。愿你家人平安。 
 
 
关于造谣的原文：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121-%E6%AD%A6%E6%B1%89%E7%96%AB%E6%83%85%E4%BC%A0
%E6%92%AD%E8%B0%A3%E8%A8%80-%E8%AD%A6%E6%96%B9%E6%9F%A5%E5%A4%848%E4%BA%BA 
youtube:中国病毒肆虐，中国共产党不如实报道，上海北京可能马上失控。(录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fSJQNsN4&feature=youtu.be 
 
 
 
 
武汉肺炎实情推测（第二版,1/25日修订） 
 
写在开头：既然Gnews真的愿意发我的文章，那我再根据昨天以及今天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重新整
合我的所有信息，这些都是政府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就是恐慌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些时间节点
哪来的，请追寻上一篇我写的文章。 
 
 

- 第一时间节点： 12/10/2019  50人感染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121-%E6%AD%A6%E6%B1%89%E7%96%AB%E6%83%85%E4%BC%A0%E6%92%AD%E8%B0%A3%E8%A8%80-%E8%AD%A6%E6%96%B9%E6%9F%A5%E5%A4%848%E4%BA%BA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121-%E6%AD%A6%E6%B1%89%E7%96%AB%E6%83%85%E4%BC%A0%E6%92%AD%E8%B0%A3%E8%A8%80-%E8%AD%A6%E6%96%B9%E6%9F%A5%E5%A4%848%E4%BA%B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vfSJQNsN4&feature=youtu.be


- 第二时间节点： 12/25/2019  1100人感染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 
- 第三时间节点：1/7/2020  2W人感染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 
- 第四时间节点：1/22/2020 20W人感染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 
- 第五致命时间节点：2/7/2020 968W人 

 
今天收集到的信息是 第一例发现是在12/8日 新闻小视频满世界都有，请自行查阅，与我昨天的预
测以及大胆的猜测不谋而合，昨天我不知道是12/8日发的新闻说第一例的存在。 
 
既然收集到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资源，那请让我更大胆的猜测及佐证一下我的推测。 

1. 12/10日 50人感染这个数据是否合理？ 
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持续关注这件事，那你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播是人为有组
织，有目的的传播，即生化实验，以老百姓的命来实验的“可控”传播。 
 
这种事情99.99%是绝密行动。故而第一波投放应在11/23/2019这个时间点左右。（第一
波投放，中招的应该2-4人，不中招玩个锤子？？？且以12/8日逆推15日来说，所以是
11/23日） 
 
2-4人中招，默认3人中招，以我上一篇文章推断的（22人+14)/2 （14请参照前线医务人
员给回的数值，但为什么不直接取14，因为你知道他有没有去公众场合？14只是以你站在
医院的立场上来看，而不是站在一个城市的立场上来看）取均值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差不
多18人会被传染/传染源。1个人传18人，也就说说会有52个人为第一波核心传染源。 
 
所以第一波核心感染源及时间线为：12/10/2019  50人感染 是合理推断。 
 

2. 第四时间节点：1/22/2020 44W人感染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 
这个数据合不合理？根本目前收集的资料，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因为我昨天收集到的
信息是1/23日，一线医院告诉我有10W人感染，医院情报，但是作为一个带着脑子，理性
分析的人而言，这个数据完全不能表明真实情况，且可以认为是最低的数据。 
 
 
 
原因： 
1。 首先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说的真话还是共产党从哪个鬼角落找出来的人做的秀。这
是有可能的，相对44W人的可怕数据，告诉你10W算安抚你的了。但是这个几率几乎为0
，所以我认为他说的10W的确就是10W，医院的统计。 
 
2。医院人山人海，医务工作人员自己都忙的精神崩溃，那他们统计出来的数字，我相信
也只是根据就诊情况给的个人预估人数，还是往乐观方向看的，所以医院眼里的真实感染
人数应该在15W左右。 
 
3. 那真实在该时间点被感染的人数应该是多少呢？20W左右，为什么给这样一个数字？ 
 



1. 不是所有人病了就会去医院的，你医院看到的仅仅是你医院看到的，倒在马路上的
，倒在家里的，放弃希望的（医院人满为患，以为自己只是普通流感）比你想的多
得多，以10W为基数，砍一半5W人，所以武汉城内有15W人已经是中后期，那潜
在病原体请想想有多少。那也就15W，那剩下的5W去了哪里？ 
 

2. 去了周边城市，去了全国各地，去了全世界。请注意：第三时间节点：1/7/2020 
2W人感染并大部分可能已不愈身亡。这个时间点是在1/7日，根本各方面信息反馈
，1/7日前后的武汉医院其实已经人满为患，没有病床了。 
 
那我想请问如果你家里有点条件，在1/7日就已经没地方看病了，你会如何选择，
所有1/7-1/21日这整整2周，你周边的人生了病就疯狂往外飞，往外逃，去别的城
市就医的人们，你看到了，你会怎么做？而这种现象在1/21日也就是春运的核心时
间点爆发，往外地逃窜就医，1/7日-1/14日，再傻的人也能分辨出应该知道去哪里
就诊吧？而政府整整给了你2周，一整个病发周期，那你可以想想，有多少人跑出
了武汉。15W你看到的在武汉的，我给你1/3也就是整整5W人出逃就诊，真的不过
分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有20W人感染且后期传播源，在中国这个人口极其密集的
大国外加春运，那这5W人出逃期间又在春运，外加出逃基本会接触无数人。那第
四时间节点：1/22/2020 20W（5W人在全国各地，这5W的病原体我指的是中后期
，需要看病的，不是初期什么不适应都没有的患者）我给这样一个数据不过分吧？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5W的病原体，移动病原，你怎么追？5W出逃的人员，99%直
接给你翻5,6倍，因为是春运，只要一个人在火车上，携带病体且疯狂传播，那起
码那一车的人活着，一起排队的人估计都得遭殃，谁没点小病，抵抗力差的时候？ 
 
综上所述：1/22/2020 20W人中后期感染者。不愈身亡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觉得
20W人，也就是在22-24日这几天里，我们有20W人的感染者在扩散病毒，这个数
据是可以说是合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全国各地开始疯狂封城。 

 
 

我现在能大胆猜测的只能说20W人中后期感染，且这是一个保守数据，我有理由相信，现
在的感染人数有可能在44-60W左右，当中包括刚刚传上的，初期患者，中期患者，以及
后期患者。 
 
 

 
 
武汉肺炎实情推测（最终版,1/26日修订） 
 
这个版本将是我最后的修订版本，后面我不再做任何改动了，我会继续关注武汉肺炎的情况，但
是真的没那么多的力气一遍又一遍的重新整理了。我这里的所有猜测都只是个人的一些推断，如
果你觉得有道理，那你心里有个底，如果你觉得没道理，那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第一时间节点及最后修订人数总结： 
 

- 第一时间节点： 12/10/2019  50人感染 
- 第二时间节点： 12/25/2019  1100人中后期感染者。 
- 第三时间节点：1/7/2020  2W人中后期感染者。 
- 第四时间节点：1/22/2020 30W人中后期感染者。 
- 第五致命时间节点：2/6/2020-2/7/2020 580W人中后期感染者。 
- 第六致命时间节点：2/11/2020 人中后期感染者。 

 
1. 1/22日的中后期感染者修订为 30W，第一次的分析应该和真是数据相比高了，但是第二次
分析的数据感觉又低了，所以我去个平均值且取整，相对而言这个数字我更能接受一点，
也就是30W。 
 
不说废话，先上图。



 
 
数据1：“2月11日至15日（除夕）第一次客流高峰涌现，连续5天发送人数突破45
万人次”  得出的结论： 武汉2018年除夕前5天日发送人数46W，也就是说除夕
（包括除夕）前发送230W人 
 
还有一张图，我找不到了，我找了个1个小时也没找到大概就是告诉你武汉关里面的还有
900W人口。也就是说跑了200W。我是真的找不到了，有能力的找找吧。1/24号除夕，
1/23号早上10点封城。 
 



数据2：也就是说同比2018年少了2天的情况下，依旧发送了近200W人次，甚至可能更
多。 
 
数据3：”由于今年春节与往年相比较晚，春运前百万学生流返乡基本完成，部分劳动密集
型企业也提前停工放假，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的错峰出行使节前客流缓慢上升，“一
票难求”的供需矛盾有所好转。” 

 
 
这个报道就能证明，今年的春运和18一样1/10号开始也就是说 ”由于今年春节与往年相比
较晚，春运前百万学生流返乡基本完成，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提前停工放假，学生流、
务工流、探亲流的错峰出行使节前客流缓慢上升，“一票难求”的供需矛盾有所好转。”这个
现象今年依旧发生，百万学生流返乡基本完成，10天你还不完成？？？ 
 



 
数据整合：数据1同比除夕前3天发送人数138W，数据2同比除夕前3天发送200W人次。
，同比增长44%（（200-138）/138）,切根据数据3，以宏观角度来看，条件不变，但是
发送人次同比增长44%。那么我想问问这44%凭得是什么？多了整整62W人，，武汉里面
的医生就看到10W人，在家里扛着的算你5W人，1/7-1/22 跑出来15W的中后期患者不过
分吧？？他们去了全国各地就诊。 
 
 

2. 伦敦帝国理工的相关报告 
https://www.imperial.ac.uk/media/imperial-college/medicine/sph/ide/gida-fellowshi
ps/Imperial-2019-nCoV-transmissibility.pdf 
 
“We estimate that, on average, each case infected 2.6 (uncertainty range: 1.5-3.5) 
other people up to 18th January 2020, based on an analysis combining our past 
estimates of the size of the outbreak in Wuhan with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of 
potential epidemic trajectories.”  
 
都是看得懂英文的，我真的懒得解释，首先第一我想说的是1个人才传2.6个人，我不知道
这个计算模型从哪里搞出来的，但是我就问你们一个常规思维，你生了病，把病毒养肥了
，然后在外面跑的这么多天里，你只感染2.6个人？一天感染1.5个人不过分吧，你出去遇
到10个人就算你，家里的不算，就这10个人，再说你一天真的只遇到10个人么？买个菜
就不止10个人了吧。感染1个人不过分吧？？你随便打一下午麻将，算你一般人中招也得
中个2个啊。那你一个生一周的病算你7天，你也起码感染了7个人了吧，这是在我们伟大
的天朝啊，这根本就是在开玩笑吧。如果一个病例才感染2.6个人这种概率，我大武汉需
要封城？封城啊！直接全抓起来也不浪费几个警察资源啊！可能是我英语没学好，看不
懂？还是因为我天朝太伟大，外国人理解不了？又或者这个病会挑人，只选老年人？年轻
人也不携带病菌？ 
 
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我不是什么病毒专家，也不懂这一行， 
 
 
 
 
 
 
 
 
 
 
 
 
 
 

https://www.imperial.ac.uk/media/imperial-college/medicine/sph/ide/gida-fellowships/Imperial-2019-nCoV-transmissibility.pdf
https://www.imperial.ac.uk/media/imperial-college/medicine/sph/ide/gida-fellowships/Imperial-2019-nCoV-transmissibility.pdf


不多BB，直接上图 

 
所以这么一张花里胡哨到极致的图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 
 
说实话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这篇报告的意思，R0到底指的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也没那么
闲去研究一波，这些就交给专家去解释吧，这图上的灰线和红线，我自己数了一下差不多
有24根，红色格子一共有30个，24根当中应该有重叠的我没数到的，所以我感觉吧，就
是每个1/18/2020的感染源+zoonotic exposure对应的最坏，最好和中间的值的曲线，错
了别怪我啊，我真的不懂这个。而且我看的真的很迷茫，cumulative incidence，我认认
真真的查了google translate来确定这个词的意思是“累积发生率”，那他不是按百分比来
算的就是按人来算的，所以在1/18/2020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分为4000个人，和1000个人的
不同曲线，所以不管他是怎么个怎么来的，但是他就算以1个感染2.6个人来说也是成爆炸
式扩散，更何况1/18日，他给的数字是4000！！！前线告诉你的是现在感染人数是10W！ 
 
那我想问问各位，30W这个数字可以相信么？是不是保守了？ 

 
3. “以上所有资源都是网上索得，真假默认为真且以以上所有资源为基础建病毒扩散模型。
病毒潜伏周期理性默认为10 天既1.5周，发病期至死亡5天。因无法获得有效防御手段，默
认病情以相对环境传播。” 



 
我在第一次发帖的时候就有提到过 “病情以相对环境传播。”这个词 
 
因为我真的没有明确的数据，也没有任何的别的城市的信息源，所以我根本无法做任何推
测。最后我只选择了武汉。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2月7日这波病情。也就是我说的致命时间节点。 
 
为什么我说“病情以相对环境传播。” 因为我在武汉封城这个问题上，我就有过猜测，封城
，全国封城，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病情的疯狂扩散。人可以死，但是不能死太多太多。 
 
武汉封城那这座城基本就走远了，不是因为封城，而是因为他是实验基地，这次病毒实验
的起源，以及重灾地区。哪怕你没有得病，你看到的太多了，你知道的太多了，我想你即

使最后活了下来，后面的一系列的所谓“新武汉人”将会崛起。原住民，及患者家属的大量
清洗，低价房产以吸引灾后重建的新武汉人，还有无数海外，国内的游资的入住洗劫，扫
荡，这个城市的原住民，会有起码1/3换血，被洗劫。 
 
扯远了，继续我们的预测 
 
为什么我认为2月7日以及2月11日，是一波核心爆发高峰呢？ 
 

1. 武汉出逃就医的，核心集中点其实应该在1/12-1/21这段时间，根据录音，我们知
道1/17号武汉及周边城市已经失控，所以总有稍微聪明点的人在12号开始就开始
去大城市就医，也就是说12号开始，这些患者疯狂往全国各地医院涌去，为了给
自己多争取一丝活下来的希望。他们就是中国版12/10/2019，武汉发现的第一批武
汉肺炎的感染者，他们携带着病毒，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医，在医院医生护士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他们的二代病毒传染给医生，还有医院里去看病的患者。 
 
也就是说1/12日开始往后推15天也就是1/27日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你会发现，
上海，北京，广州，所有大医院的医生，会开始出现第一批武汉肺炎的中招医生，
他们可能会出现直接倒的情况，因为这是二代病毒。对，你没看错，医生出现直接
倒。我希望我的推测有误，存粹是我的瞎想，不合理的推断。 
 

2. 因为所有的管控出现在昨天，也就是1/25日，所以，情况好转正好是一个月，2月
可以结束，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告诉你2月份的时候病情会得到有效控制，因为这个
病情的周期是15天，你死完了，病自然好了。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你错了，这
个病不到夏天，好不了。你即使管控，你即使让人死在家里，还是会出现传播者，
它根本停不下来。你想想吧，假设家里3个人，A中了，他变成传染源了，B呢？把
A扔出去么？不管他死活么？那B，C就是下一波传播者，所以又是一个周期，也
就是一个月。你怎么好得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出去买个菜感染了呢？那这场战
役又得拖多久？你真的能军管住整个中国么？ 

3. 我是以1个人传30人为感染规模，也就是：以病毒潜伏10天，前5天以人温床滋养
病毒，后5天开始传染病毒，即默认11天左右的传染【整个周期是15天左右，也就



是说除去我给的5天养病毒，后面11天传播病毒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到
16天的时候成为严重患者】，假设平均一天遇见10个人，传染1.5人，即一个病原
体可以传16个人。 
 
为什么在这里我不仅没有把22这个数字改成16，反而改成了30，是因为春运，这
波传染真的太可怕了，1个人在火车站，或者那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传个五六十人都
很正常，我取均值给30吧。 
 
第四时间节点：1/22/2020 30W人中后期感染者。 
 
第四节点我给的是30W人中后期感染，那 
第五致命时间节点：2/6/2020-2/7/2020 我想给是 
武汉 280W人左右被感染（20W现有感染者*14=280W（前线医院给的感染数
据）） 
全国各地300W人左右中后期感染。（10W不作为外逃求生病原体*30=300） 
 
这个数据是我砍了又砍，砍了再砍，砍完还要砍后得到的最低数据，应该是均值，
真实数据应该比这个数据高100-150W的样子。 
 
为什么是2/6号到2/7号这个时间段，因为对于这个病毒而言2/23日之前是让病毒飞
的辉煌日子，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找宿主，23日之前去过医院的50%的可能性中
奖。而2/22号之后推15天正好是2/6日和2/7日。 
 
最后谈一波2/11日为什么我也给他定个爆发日，因为封城，成也封城，败也封城，
你封城的同事就导致了海量人去屯粮，这种事情最最忌讳的就是聚众活动，虽然你
不是故意的，但是你还是做了。当中任何一个超市只要有感染体，那又是一大波中
招，带个口罩就完了？真的那么简单么？超市在商场里，又暖和，又潮湿，最适合
病菌的扩散，繁衍，一聚众，不少人还是要中招。更何况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的中
期传染源。所以这几天抢粮的，不少要倒霉。 
 

4. 最后一波也就是快3月的时候了吧，那时候一定军管了，可能会粮食配送，让你去
哪里哪里领，只限没生病的，家里死人的，有病人的，统统隔离，火葬场。到了那
一天，你能看见春天的尾巴，与夏天的到来。病毒自然就没了。 
 

5. 最好的情况就是死个几百万吧，最坏的情况可能要死个上亿，得看后期传播了。但
是在这个草菅人命的年代，那个统治者应该不会在乎死个几亿人吧，一箭四雕，香
港安稳了，国家稳定了，敌对势力死完了，病毒又得到了实验，样本也得到了回收
，稳赚不赔的买卖，唯一的变数就是这个维稳能不能维下吧。 
 

 
写在最后，这一篇文章，真的花了我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资料的收集，查阅，思路的分析，
整合，还有不断根据情况更改的数据，更合理，以至于后期，我完全都是以最保守的数字去定义
，去猜测，这样能让我更舒服一点。我的亲人在国内，我真的想象不出来有病看不了，尸体要被



军管扔在家里等火葬场的那种场面，我不知道家里的人屯的粮够不够吃这么久。灾难过后迎接的
真的是新生吗？写完我长长的叹一口，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如若你觉得我分析的还有道理
，还能接受，也的确像那么一回事，并且你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我的心血都读完了，希望你能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心里有个底。我的情绪在字里行间相信你能体会得到，分析伦敦帝国理工时的
一些小玩笑，还有最后写出那几个数字时的沉重。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确在没有触及到我底线的情况下，我不会拿着爸妈含辛
茹苦把我养大的命去做无畏的革命，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信仰，你们应该为我自豪。但是我想
说的是，如果有一天，当你珍惜的，珍爱的人，或者事物，被毁的面目全非之日，我不奢求你能
用你的血肉，去做那个出头鸟，也不奢望你为革命作出最伟大无私的奉献。只需要传播那一点点
种子，然后让那颗种子生根发芽。 
 
 
如果有一天，你最珍爱的东西被毁了，或者心底燃起了复仇的种子。传播真相才是你复仇的手
段。 
 
如果你是一名有良知的网警，你的家人被迫害了，或者真的看不下去了，那你每次都消极怠工一

点，让真相传播出去一点，哪怕一丝也好。一分钟也好，你可以失误让我们看到腾讯报出来的真
实数据。 
 
如果你是一名有良知的学生，你的家人被迫害了，你可以偷偷带上手套，想办法打印出一些纸，
让大家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到真相。（海外国内都可以，不是吗，回归最原始的方法你又拿什么封
锁。） 
 
如果你是一名有良知的商人，你的家人被迫害了，那我想你应该知道在看了这么多真相之后知道
何去何从了。 
 
如果你是一名有良知的老师，无论你的家人被迫害与否，你都应该教给我们的下一代，辩证的思
维，理性的看待事物，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如果你是一名有良知的高官，你的心中还有那么一丝良知未泯，那回头是岸好吗？难道你的人生
只有圈数不清的钱，然后只知道剥削百姓的钱吗？你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一丝东西叫做纯真吗？你
没有过第一次自己暗恋心仪的女孩吗？那你又是何时堕入了这样的深渊呢？我相信，如果你的孩
子是正直的，不是被你养成魔鬼，那我坚信，你的孩子会为你的回头是岸，甚至做得一些伟人事
迹而感到自豪，可以开心自豪的说“我爸是英雄。” 
 
我小时后啊，常常做梦，妈妈问我：“宝贝，你长大了想要做什么呀？” 
那时候我和爸爸妈妈说：“我要做国家主席” 
妈妈笑着看着我说：“嗯，有志气！” 
那时候我记得爸爸妈妈和我说：“人呀，总会老的，总会死的。” 
后来我问我爸爸妈妈：“那怎么样才能让人不老呀，我不要爸爸妈妈走” 
爸爸说：“只要时间停了就不会老了” 
后来我回到家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拔掉了电池。 



 
 
 
如果，我说得都只是如果，中国汉字的力量是伟大的，能把自己心中的世界波澜壮阔的展示出
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尽一丝力，薪薪之火可以燎原，我不奢望你们用血肉之躯去抗子弹，抗
坦克，穿上军服的他们又何尝不是苦命之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起传播真相吧。 
 
 
我希望我们所有心底的美好都幸存于世。 
 
人的一生，不仅仅只是赚钱，温饱，享福的。人活着，总要有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这或许就是
信仰吧。 
 
 
我愿你良心未泯，岁月静好。 
 
 
 
 
附录：图片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