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机团队 2020 雷霆出击！】【P4 实验室-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请关注@DTinLAX , 你懂的！ 
本次挖掘除了一些未被报道的内容之外，更会揭露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内部资料！敬请期
待！！！ 
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National Biosafety Laboratory, Wuhan (NBL)），简称
武汉 P4 实验室或 P4 實驗室，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郑店园
区，是中科院和武汉市政府合作建设的 P4 实验室，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竣工，2018 年 1
月 5 日正式运行，是中国首个生物安全第四等級实验室（BSL-4 实验室），亚洲第三个生物
安全第四等级实验室。 

 

 
人员编制 
据 2016 年 12 月研究所官网显示，研究所共有在职职工 266 人，其中科研岗位 189 人，拥
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科研人员的比例达到 81%。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15 人，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5 人，国家“跨世纪百千万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3 人。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关武祥、杨荣阁、李朝阳、肖庚富、张波、陈绪林、陈新文、
罗敏华、周宁一、胡志红、胡勤学、唐宏、龚鹏、崔杰、彭珂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王华林、胡志红、唐宏、王延轶（！！！）、陈新文  
国家“跨世纪百千万工程”人选：王延轶  （挖掘机将对此人进行另外挖掘，有惊天猛
料！）  、唐宏。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来历： 
1956 年，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设立。 
1961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改名为中南微生物研究所。 
1962 年 10 月，中南微生物研究所改名为武汉微生物研究所。  
1966 年，中国科学院的地方分院撤消后归属湖北省领导。 
1970 年，改名为湖北微生物研究所。  



1978 年，科技大会前回归中国科学院,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02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序列。 
2003 年，进行一三五规划。 
2004 年 11 月，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立项建设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主管部门为国家
教育部，依托单位为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12 年 1 月，研究所中国病毒资源中心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批准，获得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GB/T28001-2001 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6 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郑店科研园区动物实验中心
投入运行。  
2012 年，成立武汉病毒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由分析测试中心、BSL-3 实验室、实验动物
中心、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网络信息中心组成。  
2014 年，开展大科学中心率先行动计划。  
2015 年 1 月，中国首个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
实验室（即武汉 BSL-4 实验室）建成。  12 月，被评为湖北省文明单位。  
2018 年 1 月，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BSL-4 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  
2016 年 7 月，武汉病毒所举行病毒学与生物安全综合实验研究基地奠基仪式。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始建于 1979 年，现保藏着 1500 多株各
类病毒的分离株，各类病毒资源达 11.7 万份，保藏资源涵盖人类医学病毒、人畜共患病毒、
动物病毒、昆虫病毒、植物病毒、噬菌体、环境微生物、病毒敏感细胞库和病毒遗传资源库
等，在国家安全、生命科学研究、人口健康和病毒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P4 实验室获奖论文： 
杆状病毒的功能基因组学及感染机理研究 2011 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P4 实验室历任所长！注意这个 王延轶！！！（另外开挖掘推！！！） 
王延轶（1981 年－），女，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学者，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
员、所长，武汉市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武汉市副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免疫学硕士，武汉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博士 

 



 
 
中共国防报：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  

 
这篇文章是如何吹嘘共军生物战的厉害，大家想看的自己去搜索吧，这里不说了！ 
 
看一篇论文： 
《2010CB911800-G-细胞抗病毒先天免疫相关蛋白生物学研究》 
作者： 
郭德银 武汉大学 2010 年 1 月-2014 年 8 月 
部分内容： 
本项目拟从蛋白质功能与结构层面着手，解决先天免疫应答过程中抗病毒信号传导与调控以
及病毒逃避先天免疫反应的分子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 

 



 
P4 实验室病毒资源数据库  保存种类 
动物病毒 666 
医学病毒 90 
植物病毒 74 
昆虫病毒  203 
细菌病毒 1 
这些数据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一份内部 328 页的文件，DT 是医学白痴，只能摘取类似冠
状病毒的内容放上来！ 
其中： 
呼吸道合胞病毒 R6 株 
保藏号 IVCAS 6.0187 
病毒分类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strain R6) 
单分子负链 RNA 病毒目 . 副粘病毒科 . 肺病毒亚科 . 肺病毒属 .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宿主 人科 
动物界 . 脊索动物门 . 哺乳纲 . 灵长目 . 人属 . 人科 . 人属 . 智人 
保藏形式 细胞毒(vero) 
 
呼吸道合胞病毒 R6 株 
保藏号 IVCAS 6.2088 
病毒分类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strain R6) 
单分子负链 RNA 病毒目 . 副粘病毒科 . 肺病毒亚科 . 肺病毒属 .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宿主 人科 
动物界 . 脊索动物门 . 哺乳纲 . 灵长目 . 人属 . 人科 . 人属 
 
宿主为蝙蝠的病毒 3 条记录 
1 : 蝙蝠冠状病毒 wiv1 
保藏号 IVCAS 6.6000 
病毒分类 Betacoronavirus(strain wiv1) 
. 冠状病毒科 . 冠状病毒亚科 . 乙型冠状病毒属 . 
宿主 翼手目 
动物界 . 脊索动物门 . 哺乳纲 . 翼手目 . 
保藏形式 VeroE6 细胞毒 
2 : 蝙蝠冠状病毒 wiv1 克隆 3 
保藏号 IVCAS 6.6001 
病毒分类 Betacoronavirus(strain wiv1-G3) 
. 冠状病毒科 . 冠状病毒亚科 . 乙型冠状病毒属 . 
宿主 翼手目 
动物界 . 脊索动物门 . 哺乳纲 . 翼手目 . 
保藏形式 VeroE7 细胞毒 
3 : 蝙蝠冠状病毒 wiv1 克隆 5 
保藏号 IVCAS 6.6002 



病毒分类 Betacoronavirus(strain wiv1-G5) 
. 冠状病毒科 . 冠状病毒亚科 . 乙型冠状病毒属 . 
宿主 翼手目 
动物界 . 脊索动物门 . 哺乳纲 . 翼手目 . 
保藏形式 VeroE8 细胞毒 
 
蝙蝠冠状病毒详细种类： 
菊头蝙蝠冠状病毒 HKU2 
英文名称 Rhinolophus bat coronavirus HKU2 
病毒分类  
Nidovirales>  Coronaviridae>  Coronavirinae>  Alphacoronavirus>  Rhinolophus bat 
coronavirus HKU2>   
成套病毒目 >  冠状病毒科 >  冠状病毒亚科 >  甲型冠状病毒属 >  菊头蝙蝠冠状病
毒 HKU2 >   
 
长翼蝙蝠冠状病毒 1 型 
英文名称 Miniopterus bat coronavirus 1 
病毒分类  
Nidovirales>  Coronaviridae>  Coronavirinae>  Alphacoronavirus>  Miniopterus bat 
coronavirus 1>   
成套病毒目 >  冠状病毒科 >  冠状病毒亚科 >  甲型冠状病毒属 >  长翼蝙蝠冠状病
毒 1 型 >   
 
长翼蝙蝠冠状病毒 HKU8 
英文名称 Miniopterus bat coronavirus HKU8 
病毒分类  
Nidovirales>  Coronaviridae>  Coronavirinae>  Alphacoronavirus>  Miniopterus bat 
coronavirus HKU8>   
成套病毒目 >  冠状病毒科 >  冠状病毒亚科 >  甲型冠状病毒属 >  长翼蝙蝠冠状病
毒 HKU8 >   
 
伏蝙蝠冠状病毒 HKU5 
英文名称 Pipistrellus bat coronavirus HKU5 
病毒分类  
Nidovirales>  Coronaviridae>  Coronavirinae>  Betacoronavirus>  Pipistrellus bat 
coronavirus HKU5>   
成套病毒目 >  冠状病毒科 >  冠状病毒亚科 >  乙型冠状病毒属 >  伏蝙蝠冠状病毒
HKU5 >   
 
P4 实验室 28: 
以下序列密码树，来自一份叫做 _SARSlike_PlusWuhan_YunnanSPIKE_CodonAlignedTree 的
文件，作为医学白痴，我不能发任何说明和评论。请懂行的战友来解说吧。。。 



  

 

P4 实验室 29: 
《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 
作者：徐德忠，李峰。这两位都是中共军方高级研究员！ 
基因武器型新发传染病出现原因，何谓生物武器、生物分子进化和系统发育、当代基因（人
制人新种病原体和致病基因）武器及其施放、现在自然界和人群中已无 SARS 冠状病毒及其
原因、 

 
P4 实验室 30: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名单。 

 
P4 实验室 31: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架构图！ 



 
P4 实验室 32: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细菌学科组！！！ 

 

P4 实验室 33: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病毒基因组复制结构生物学学科组！ 

 
P4 实验室 34: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病毒基因组复制结构生物学学科组： 
研究院：龚鹏！ 



 

P4 实验室 35: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 
抗体工程学科组组长：龚睿 
这个鸟研究所为什么这么多姓龚的？！ 

 
P4 实验室 36: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 
DNA 复制和转录后调控学科组组长：关武祥 



 

P4 实验室 37: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 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石正丽！ 

  
 
P4 实验室 38: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 
新发病毒学科组的论文！！！！ 

 
P4 实验室 39: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负责人 石正丽 的研究项目。。。 
吓到我了！！！！ 



 
P4 实验室 40: 
在《科学杂志》发表“蝙蝠是冠状病毒”的所有作者！！ 

 
 
P4 实验室 41: 
病毒制造航空母舰！！！ 

 
P4 实验室 42: 
看看病毒实验室这些研究员的简历！！！ 
全尼玛的千人计划给出来的啊！！！！ 



 
P4 实验室 43:  
谁是郭德银？ 郭德银，1965 年 4 月于河南省夏邑县，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
“973”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骨干成员。现任中山大
学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
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委， 

 
P4 实验室 44:  
郭德银，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学科专业：微生物学/病毒学、
病原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曾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武汉大学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
负责人。 
 

 
 
P4 实验室 45:  
郭德银 2001 年 6 月提升为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从 2002 年 9 月起受聘武汉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病毒学科特聘教授 任基础医学院院长。 2016-2020 任中山大学基础医学院（深



圳）院长研究 RNA 病毒（冠状病毒和丙肝病毒）的基因组复制和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的分
子机理。 
 
 
 

  

4 实验室 46:  
郭德银简历： 2011-迄今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院长，医学研究院 PI、副院长 　　2002-
迄今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院长（2004-2011）， 　　
1996-2002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博士后，生物科学系 docent（2001） 

 
P4 实验室 47:  
郭德银 1991-1995 德国布伦瑞克理工大学生物系博士生，联邦生物化学与植物病毒研究生
研究助理 　　1990-1991 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 德语学习 　　1985-1988 中国农业科学
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2016-2020 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 

 

P4 实验室 48: 
郭德银这孙子 1991-1995 在德国，会不会与王岐山的亲戚飞利浦罗斯勒有联系呢？？飞利

https://twitter.com/DTinLAC/status/1226421703066042368/photo/1
https://twitter.com/DTinLAC/status/1226421703066042368/photo/1
https://twitter.com/DTinLAC/status/1226421703066042368/photo/1


浦罗斯勒可是纽约慈航基金会的主席啊！！而且菲利普罗斯勒以前还是德国军医！！！！ 
这个脑洞开了就一直没停！！但是目前为止没查到它们的关联！先做一个疑问放这里！最
终会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P4 实验室 49: 郭德银负责的国家 973 计划！！！ 就是冠状病毒研究计划！！！这个计划是
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院协助完成!!! （未完待续！！！） 

  

 

P4 实验室 50: 
郭德银的老婆：李春梅 Chun-Mei Li， PhD 
赫尔辛基大学哈特曼学院 Hartman Institute 
医学系，微生物学，免疫学博士 bacteriology and immunology 



 
李春梅，现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7 年获得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系
微生物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7 年博士毕业后进入赫尔辛基大学医学院哈特曼研究所进行
博士后训练，2010 年转入赫尔辛基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2015 年回国，担任武汉大学
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1). 鼠疫病原菌耶尔森氏细菌致病机制研究，
主要是在细菌全基因组水平研究宿主细胞与病原细菌相互作用的基因表达调控机制；2).利用
电镜及 3D 重构技术研究内质网与生物大分子的动态分子机制。 
学科专业：微生物学，病原生物学 
研究方向：病原微生物的感染与免疫逃逸机制；噬菌体疗法. 
鼠疫病原菌！！！想起了什么？！还记得 2019 年 10 月在北京出现的鼠疫么？？谁去给老
习提醒一句？那鼠疫就是给习的一次警告！！！ 
 
李春梅学习与工作经历： 
2017–至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2015–2017，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副研究员 （看来是和郭德银寸步不离啊） 
2010–2015，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后 
2007–2010，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医学院 Haatman 研究所，博士后 
2003–2007，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系微生物学专业，博士生 
2000–2003，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系微生物学专业，硕士生 
1997–2000，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系分子微生物实验室，研究助理 
1991–1996，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1987–1991，河南农业大学本科 
 
李春梅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1. 科技部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子课题任务“CD4+T 细胞的抗

HIV 改造”(2017/01-2020/12), 负责人 
我靠!!!我看见了什么？？？“艾滋病和病毒”！！！据说冠状病毒已经和艾滋病毒结合了，那
么这个冠状病毒是郭德银和李春梅夫妇两人共同的伟大发明了？？？！！！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国际合作项目(2017/01-2021/12),PTEN 等宿主因子调控急性
RNA 病毒感染的功能与机制, 主要承担人 
3. 芬 兰 科 学 院 研 究 基 金 项 目  (2010/01-2013/12), Molecular determinants of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structure and dynamics, 主要承担人 
4. 欧 共 体 科 技 框 架 七 项 目  (2007/02 - 2010/01), A global RNAi approach to unravel 
eukaryotic host functions that modulate bacterial infections (RNAi-Net),主要承担人 
 
 



郭德银，李春梅，这是一对非人类的最毒夫妻！！！ 

 
P4 实验室 58： 
郭德银的老婆李春梅，在很早 2012 年之前就在研究 SARS 病毒！！！ 

 
P4 实验室 59： 
李春梅的弟弟叫做李小东，李晓东当初是赫尔辛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后来去了
美国工作！海外的学生联谊会都是共匪的情报站！！！ 
李小东研究疫苗，它姐李春梅和它姐公郭德银研究病毒！这真是一窝毒蜘蛛！！我怀疑共匪
手里有疫苗，现在大家信么？ 

 
P4 实验室 60： 
郭德银的手机号 
1329660**** 
微信，看图！ 
这孙子的微信签名居然是：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我叉你九十九代祖宗！！！ 



 
P4 实验室 61： 
李春梅在芬兰图尔库买了房子，她没有怎么国内工作，经常住芬兰。她在拉普兰区的湖边还
有一幢木屋别墅。 

 
P4 实验室 62： 
李春梅和一个叫张宏博的华人走的很近！这个张宏博 2019 年专门回国参加共匪所谓的建国
阅兵式！这孙子还为共匪军方提供生物技术！！ 
另外，这个李春梅的蓝颜知己张宏博，和上海瑞金医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瑞金医院和药明
康德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股权关联！瑞金医院还是上海交大下属！江家！！！ 

 

P4 实验室 63： 
王岐山手下的这对绿毛毒蜘蛛也和江家有暗地里的勾连了？！ 
开一下脑洞，李春梅和这个张宏博有没有一腿啊？郭德银是不是被戴了绿帽啊？？！ 
这个张宏博现在是芬兰图尔库大学的教授，这个和李春梅走的很近的男人，目前居然还是哈
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尼玛！！ 



 
P4 实验室 64： 
郭得银 2014 年跟赫大生物病毒所教授 Tero Ahola 签订合同，每年郭德银给这个教授 3000
万欧元的经费！！！ 
Tero Ahola 是芬兰冠状病毒专家，2003 年就开始研究冠状病毒！应该是中共提供资金进行
冠状病毒的研究！！！ 

 

P4 实验室 65： 
郭德银 和武汉病毒所什么关系？ 
图：2009-04-22 武汉大学病毒学专家郭德银来武汉病毒所讲学。应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绪林研究员的邀请，华中农业大学何正国教授和武汉大学郭德银教授来武汉病毒所进行学
术访问，并为全所师生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P4 实验室 66： 
郭德银以“条条大路通罗马”为引子，重点介绍了病毒 RNA 基因组复制的基本特点，并以 SARS
冠状病毒为例具体讲述 
了 RNA 基因组的相关分子机制以及可能的抗病毒药物筛选新策略。 
武汉病毒所和武汉大学共同建立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P4 实验室 67： 
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学术交流会 
2009，7 月 3-4 日，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举行了学术交流会。会议由重点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肖庚富研究员主持，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郭德银教授、病毒所所领
导、该所重点实验室成员、管理机构负责人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P4 实验室 68.： 
2015.11 月 26 日，武汉大学郭德银教授在中科院武汉病 
毒所带来“新发冠状病毒：从结构功能到药物筛选”的精彩 
学术报告。 
郭德银介绍其团队在 RNA 病毒（冠状病毒和丙肝病毒）的基因组复制和与宿主细胞相互作
用机理、病毒免疫逃逸分子机制和基于 RNA 干扰 RNAi 的艾滋病毒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进
展。 

 
P4 实验室 69.： 
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实验平台由： 
1.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 
2.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3.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与应用中心 
4.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和 ABSL-Ⅲ实验室 
5.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 P4 实验室） 



 
P4 实验室 70： 
2015.11 月 26 日至 27 日，第四届全国病毒学研究生论坛在武汉病毒所召开。来自中国科学
院动物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所、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中国农
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近 20 家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百余名学子到会。 

 
 
P4 实验室 71： 
论坛邀请了参加武汉病毒所“葛洪论坛”的两位专家——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郭德银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Joe Carlos Pastor-Pareja 研究员做主题报告，与在场研究生分享了冠
状病毒研究、基底膜及其组分在发育、再生和癌症中的作用研究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P4 实验室 72： 
而郭德银带来的这位 Jose C. PASTOR-PAREJA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研究员 
1999 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获生物学学士学位 
2004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2005-2011 美国耶鲁大学 遗传系，博士后 
2011-2012 美国耶鲁大学 遗传系，副研究员 
2012-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PI 

 



P4 实验室 73： 
2016.10，第七届新生病毒性疾病控制学术研讨会 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erging Viral Diseases。 
主办：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承办：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会议主题： 
① 流行病学与病原发现 
② 抗病毒与疫苗 
③ 新发冠状病毒！！！！ 
④ 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 

 
 
P4 实验室 74： 
郭德银和《病毒学》杂志。 
SARS-CoV 和 MERS-CoV 是高发性的致病原，它们可以引起人类严重的急性呼吸困难综合
征，死亡率高。病毒被认为起源于蝙蝠。 
不同冠状病毒的 S 蛋白在调解假病毒感染中表现出不同的效率。 包括冠状病毒基因组是
RNA 病毒中最大的基因组，由一个约 30 kb 的正义单链 RNA 组成。 

 
P4 实验室 75： 
在本期专刊中，来自香港大学的 Susanna K. P. Lau 教 
授和 Patrick C. Y. Woo 教授收集了 2008-2014 年 6 年间 8000 多份香港患者鼻咽样品，针对
人类冠状病毒感染的季节、易发人群等发布了监测报告。专刊涵盖了冠状病毒病毒性流行病
学、病毒的复制和病毒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等话题。 



 

P4 实验室 76： 
SARS 冠状病毒蛋白 6 介导 Nmi 蛋白的泛素化蛋白酶体降解： 
程唯佳 ,, 陈世优 , , 李瑞玲 , 陈宇 , 汪敏, , 郭德银 
1..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 
2.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收稿日期： 2015-03-06 
录用日期： 2015-04-12 
出版日期： 2015-04-17 

 
P4 实验室 77： 
SARS 冠状病毒共编码八个附属蛋白，它们的功能目前还未完全研究透彻。其中，SARS 冠状
病毒蛋白 6（P6）已被报道能够增强病毒的复制，抑制宿主干扰素信号通路。通过酵母双杂
技术，我们从人的脾脏 cDNA 文库中筛选出了八个能够与 P6 相互作用的蛋白。 
人的脾脏！！！ 
 
P4 实验室 78： 
我们选择干扰素信号通路一个调控蛋白 N-Myc interactor （Nmi），在细胞水平证明 Nmi 能
与 P6 相互作用。P6 能够介导 Nmi 通过泛素化蛋白酶体途径降解。这一发现为解释 SARS 冠
状病毒 P6 抑制干扰素信号通路，促进病毒自身在宿主细胞中存活提供了一个新的机制。 
促进病毒自身在宿主细胞中存活！！！ 
 
P4 实验室 79： 
冠状病毒 RNA 加帽及甲基化修饰的分子机制： 
陈宇 , , 郭德银 ,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收稿日期： 2016-01-15 



录用日期： 2016-01-25 
出版日期： 2016-02-02 

 
P4 实验室 80： 
真核细胞 mRNA 的 5’端帽子结构对 RNA 稳定性、前 mRNA 剪切加工、mRNA 出核转运以及
其蛋白翻译均有重要作用。很多病毒已经进化出一套机制用于合成自身的 RNA 5’端鸟嘌呤
N7 位和第一个核苷酸 2'-O-位甲基化帽子结构。这些结构可帮助病毒逃逸宿主天然免疫系
统识别。 
帮助病毒逃逸宿主天然免疫系统！ 

 

P4 实验室 81： 
2013 年，武汉病毒研究所分离到一株与 SARS 病毒高度同源的 SARS 样冠状病毒（SARS-like 
CoV），进一步证实中华菊头蝠是 SARS 病毒的源头。这一成果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Nature
上发表。 

 
P4 实验室 82： 
这个分离到的一株与 SARS 病毒高度同源的 SARS 样冠状病毒，是罪恶的开始！ 



自这株与 SARS 病毒高度同源的 SARS 样冠状病毒开始 武汉病毒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开
始人才的大聚集。于是： 
P4 实验室 83： 
2014 年 3 月 26 日，习近平参观法国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听取了该中心的发展情况介绍，
习指出：武汉“P4 实验室建设对中国公共卫生至关重要。P4 实验室建设是中法卫生事业合作
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P4 实验室 84： 
毕业于里昂医学院，是法国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阿兰创立的生物
梅里埃公司是梅里埃研究所旗下的年销售额达 19 亿美元子公司，从事对艾滋病和结核病等
疾病的传染性疾病诊断。 
就是这位，协助中共在武汉设立了病毒研究所！大家记住这孙子！！阿兰·梅里埃 Alain 



Merieux！ 

 
P4 实验室 85： 
最牛逼的是，这位阿兰·梅里埃 Alain Merieux，介绍是在“法中基金会”的网页上面！ 
哇靠！法中基金会主席！华宾！王健！ 
开个脑洞！王健被杀时候用的迷幻药是不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寒而栗了！ 
从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挖到了法中基金会，继而挖到了华镔，联系到王健被杀！！··傻眼了

没？！  

 
P4 实验室 86： 
在法中基金会的首页，看到了这位接客马！！！ 

 

P4 实验室 87： 
2018 年 01 月 09 日，中共深喉《日人民报》：法中基金会与“青年领袖项目”：现任法国总
理也在他们的队伍中。 
2017 年 10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接待“青年领袖”项目成员。马克龙！！！！ 
法中基金会是间谍机构！！！法中基金会中国的官方合作伙伴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P4 实验室 88： 
基金会成员： 
阿里巴巴马云、 
腾讯马化腾、 
百度张亚琴、 
网易丁磊、 
新浪汪延， 
文化界名人洪晃 
建筑师王树， 
澳门赌王之女何超琼、 
SOHO 中国总裁张欣， 
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陈爽。 
欧莱雅总裁让-保罗·安巩、 
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 
开云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帕特里夏·巴尔比泽、 
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 
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等。 
 
P4 实验室 89： 
法中基金会这些人加起来，让你能想到什么？黑白两道通吃！！！！马云马化腾什么的是提
供资金的！那个澳门赌王之女何超琼呢？来看看！头衔太多，选几个看！ 
何鸿燊二房长女 
（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P4 实验室 90： 
何超琼： 
米高梅澳门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总经理（拉斯维加斯的 MGM 赌博集团澳门分公司） 
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换个名字大家就明白了：澳门葡京赌场！） 
 
通吃东南亚黑白两道！！！ 
这是马云马化腾见了都要跪着叫姐的人物! 

 
P4 实验室 91： 
共匪蓝金黄世界的代表人物：阿兰·梅里埃，1938 年出生于法国里昂. 
阿兰·梅里埃与中国合作 SARS 和禽流感病毒防治等。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同中方在结核病防
治、感染控制、新发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开展合作。 
双 方 在 上 海 建 立 生 产 和 研 发 基 地 ， 在 武 汉 共 建 P4 高 等 级 生 物 安 全 实 验 室 。。

 
P4 实验室 92： 
1997 年，生物梅里埃公司北京设代表处，2004 年上海建亚洲分部。2015 年 1 月 31 日，梅
里埃基金会中法新发传染病合作项目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 P4实验室）
竣工，针对禽流感、冠状病毒等病毒防疫进行研究。 
 
中共的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完全是这孙子给建设完成的！！！ 

  
P4 实验室 93： 
2012 年 1 月 9 日，核心实验室关键设备——气密门、生命维持系统送达江夏郑店园区，验
收合格。 
2015 年 1 月 31 日，武汉 P4 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实验室完成硬件建设和主
要设施设备的安装。按照参与的法方工程技术人员的说法，中国的 P4 实验室比法国里昂的
更为先进。 

 



P4 实验室 94： 
2018 年 4 月 5 日 CCTV《24 小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2019 年 11 月：北京及内蒙地区爆发小规模鼠疫 
2020 年 1 月：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你认为这些都是独立的事情毫无关联？？！！ 
看视频！！！ 
 
P4 实验室 95： 
石正丽和她的武汉病毒所究竟做了什么 
郭德银究竟做了什么？ 
P4 实验室究竟是做什么的？ 
这背后究竟是谁在指挥？谁在领导？谁在负责？ 
当 P4 实验室和数以万计的毒株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对中国人，对全人类意味着什么！ 
这是王毅所说的潘多拉的盒子？ 
 
P4 实验室 96： 
2004 年 1 月 28 日，主席胡锦涛访法期间，见证“关于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的中法合
作谅解备忘录”签署： 
设立由法国主管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的中法新发传染病小组； 
支持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发展，获取设备技术提供培训，在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领域展
开合作。 
 
从 2004 年就开始建设了！ 
 
P4 实验室 97： 
框架协议中提出围绕 P4 实验室，在中法两国合作中实现科研合作、人员培训、法律法规标
准、实验室建设“四个轮子”同步，使得实验室建设受到中法合作关系变化的影响。 
2004 年 6 月 28 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明确指示武汉病毒所：在此过程中要本着友好合
作、内外有别、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合作。 
 
 
P4 实验室 98： 
2004 年 10 月 9 日，法总统希拉克访问北京，正式签订两国预防和控制新生传染病合作协议。 
2007 年 11 月 1 日，法外长库什内访华，对 P4 项目作表态. 
2007 年 11 月 26 日，法总统萨科齐访华，签署关于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合作协议声明，
强调“确保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实武汉 P4 实验室在内所有项目”。 
 
P4 实验室 99： 
2008 年，法方交付了一份实验室图纸，2009 年由中方的中元设计院提供了中方设计的图纸。
在设计过程中参照了里昂实验室设计的主要概念 
。 
2010 年 5 月 10 日，中法新发传染病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实验室的建设进程。 
2012 年 1 月 9 日，核心实验室关键设备——气密门、生命维持系统送达江夏郑店园区，验



收合格。 

 

P4 实验室 100： 
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自主创新的亮点？ 
一是实验室的围护结构 
二是轻钢龙骨结构 
三是消防灭火装置 
四是自动控制系统 
西门子公司提供的工作机组控制界面，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童骁自行设计。 
2016 年 6 月 16 日，法国驻华大使顾山代表法国总统，分别向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P4 实验室
主任袁志明研究员、副主任石正丽研究员授予“法国国家功勋 
骑士勋章”“法国棕榈教育骑士荣誉勋章”。 

  
P4 实验室 101： 
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涉及到人物、时间、事件、文件、公司、机构、讲话进行进 
一步梳理，就可以得到隐藏的 P4 实验室的初步真实的面目！ 
只看这里面涉及到的大人物： 
俞正声，胡锦涛，希拉克，库什纳，柯萨奇，习近平！ 



  

P4 实验室 102： 
这样的一个研究所绝对是人类历史上威力最为巨大的生物病毒研究航海母舰！ 
关键是这样一艘航空母舰上会发生病毒泄漏事故吗？不会。绝对不会。 
更关键的问题是谁能够领导和指挥这艘航空母舰，掌舵人是谁， 
是现任所长 80 后美女王延轶吗？是著名的石正丽吗？还是中科院的领导？ 
亦或郭德银？都不是。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可以无限繁殖出杀人病毒的毒株保存在那里，一群顶尖的科学家以科学造福人 
类的名义进行研究探索，而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好像永远不能享用，他们要干 
什么？ 
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让我听听武汉病毒研究所职工 P4 实验室守护者所谱写 
的病毒之歌吧： 
你曼妙的身姿， 
在生命舞台上肆意的游弋， 
点燃了郁金香的绚丽， 
也释放着恶毒的瘟疫。 
你在生命海洋的遨游， 
让我心醉更让我心优， 
我愿为你的舞蹈伴奏， 
让你的舞步优美无纰漏。 
我决议拉起你的纤手 
让我的生命以你为轴， 
你的明眸无视我的忧愁， 
隐藏你的真实不让我轻易看透。 
我不知道你来自何方， 
亦无法预测你的去向， 
我不知你是生命最原始的形象， 
还是生命最成熟的晚装？ 
我要熟知你的气息， 
然而一个碱基的便宜， 
便颠覆我对你的记忆， 
让我疑惑你是否仍是原来的你。 
多少次我以为你陶醉于我的舞 
曲， 
而你却在半空中狡黠的让我跌 



落， 
对我的伤痛全然不顾， 
在我的躯体上将你的舞蹈继续 
也许你是一根荆棘 
扎伤我连心的十指 
 
P4 实验室 106： 
也不能让我对你的爱恋中止 
恋你是一种不可思议 
恋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恋你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看着情诗一样歌颂病毒的诗歌，你有没有裙身发麻凉风嗖嗖？？？！！！什么样的变态魔鬼
能够如此歌颂病毒？！ 
 
一群没有信仰的科学家在缺乏法制的社会里对病毒的狂热的爱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