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武汉肺炎事件上 CCP 是怎样继续圆谎的 

（2020 年 2 月 15 日为止新闻整理） 
 
    这是在 1 月 26 日整理的《在武汉肺炎事件上 CCP 是怎样欺骗墙内同胞的》（Gnews 链
接：https://gnews.org/zh-hans/91137/）之后的新闻整理以及个人分析。 
 
    

 
在 1 月 20 日钟南山出来不得不承认“人传人”之后，CCP 把管轶给贬走，尽力抬高“讲

实话”的钟南山。只不过，就算承认了“人传人”也没能阻止聚集性传播。到今天为止，几

乎每天都有“聚集性传染”。不过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在 2 月 6 日爆出了“粪口传播”，也

就是在粪便中发现了病毒的核酸成分之后，最早做出反应的不是湖北，而是浙江。 
同时，请大家注意钟南山在 20 日除了承认“人传人”以外还说了什么：传染性比 SARS

弱。 

https://gnews.org/zh-hans/91137/


 

 
然而就在 2 月 13 日，湖北的发布会上童朝晖却说新冠病毒比 SARS 让人体进入呼吸衰

竭更快。当然也不止站在前台的钟南山如此不要脸： 
2020/01/30 粮食物资储备部门说全国粮油充足 
2020/01/31 自己瞒报疫情，还觉得创造了世界纪录 
2020/02/04 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辟谣“人造病毒泄露” 
2020/02/13 路德社引用推文说武汉等多地 SO2 超标之后，紧急辟谣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 2 月 6 日作为此次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辞世，就在当天天津网信

办却还在要求全市的群主“勿发谣言”。这也就看出来 CCP 一贯以来的做法，无论是我上次

发文时还是这次发文时，甚至下次我再写总结时估计都不会改变：维稳第一，高层内斗第一，

利益第一，愚民第一；至于老百姓的生命一定是放在最后的。甚至李文亮医生逝世后，他这

一个多月的抗争依旧被 CCP 拿出来感动中国，以用来分散在一时愤怒之下要求“言论自由”

要求“真相”的呼喊。试问一个始作俑者，到底需要多厚的脸皮才能做出用自己害死的人来

给自己涂脂抹粉？试问一个政府，到底心里有多么看不起人民，才会在第一时间不去追查责

任，而是挖掘故事？ 
2020/02/05 福建确诊病例 5 次检查只有最后一次是阳性 
2020/02/09 吉林确诊病例 6 次检查只有第一次是阳性 
2020/02/13 四川女子 5 次检查只有最后一次是阳性 
2020/02/13 四川老人隔离了 14 天没有确诊，在第 19 天确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 月 24 日，华大基因提供了试剂盒之后 CCP 是怎么铺天盖地地

鼓吹的？钟南山，曾光，张文宏等等党性高于人性的砖家们都开始说“正月十五”是拐点。



（拐点的结果，之后我们会详细看看）一个个仿佛已经找到了甄别患者的关键钥匙，只要让

所有患者呆在家里隔离 14 天，之后一定能够扑灭病毒。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天

真”的人能当上科学家，毕竟我以为科学家是想过所有的可能性，最后去验证去发展技术的

人。这次的病毒，不仅潜伏期不是钟南山说的 14 天（后被证实有 24 天，甚至 42 天），并且

潜伏期也可以传染，最重要的是匆匆忙忙做出来的试剂根本无法精确地甄别患者和非患者。

多个病例已经说明这个试剂，没有多次检测是无法准确的，会造成“假阴性”。那么现在请

大家反方向思考，CCP 只爆出了本来阳性的人检测为阴性，那么是否会有本来是阴性的人，

却因为运输、检测、封装的过程中受到污染而被认为是确诊病例，也就是“假阳性”呢？假

阳性会有什么结果？是不是只有被关进方舱医院交叉感染或者直接拉到火神山雷神山等待

死神的宣判？这样的“假阳性”案例，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2020/01/26-02/02 各路专家继续说正月十五（02/08）是拐点 
    2020/01/26 上海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说 2-4 周内大部分患者治愈，2 个月结束战斗 



    2020/02/04 国家卫健委对正月十五拐点不置可否 
    2020/02/05 王辰副院长说没有拐点的依据 
    2020/02/07 钟南山在正月十四说拐点还没来 
    2020/02/11 钟南山说 2 月底会出现拐点 
    2020/02/12 曾光说还有上升拐点 

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墙内的新闻，不难看出高福不见了，能跟钟南山在出镜率相互伯仲

的还有上海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然而张砖家其实比起钟南山还不如，钟南山至少错了会改口，

但这位张砖家一旦说错了就会岔开话题，用其他的新闻盖过去，之前的话再也不提。 
再请大家看看 2 月 9 日的新闻“科普｜核酸检测阳性率为何只有 30%-50%？”，也就是

说现在的所谓试剂盒，准确率最高也就只有 50%，什么概念？就是医生面对病人，抛了一个

硬币，正面确诊、背面健康。也许会有人说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硬币的概率永远是

50%，不会降到 30%。 
2020/01/31 日人民报、新华社鼓吹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冠病毒；连双黄莲蓉月饼都被抢

光 
2020/02/01 甚至还有鼓吹藿香正气可以抑制病毒的 
2020/02/01 迅速辟谣双黄连 
2020/02/02 鼓吹双黄连的源头是上海药物所，SARS 时也鼓吹过洁尔阴 
2020/02/05 中药材大面积涨价；钟南山研发出凉茶给一线医护人员 
2020/02/12 江苏一位患者服用双黄连，病情加重 
就在连试剂盒都无法满足检测要求的时候，CCP 还有心情大发国难财。双黄连的闹剧，

本以为在 2 月 1 日就已经落幕，没想到在 12 日江苏的一位患者因此病情加重。然而就在李

文亮医生逝世后，就在各个省市政府加强“辟谣”以及抓捕“造谣”者的时候，最先造谣出

双黄连有效果的日人民报和新华社却依旧坚挺着传播着“通（yao）稿（yan）” 

 



 

 
 
在 CCP 的“通稿”中度过的这三周，大家都看到了所谓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重症集

中营）的拔地而起，也看到了各处征用出来的方舱医院（轻症集中营），CCP 也引以为豪地

觉得自己的基建给予了“信心”，然而这次的疫情并没有迎来正月十五的拐点，反而出现了

以下现象： 
1. 各大医院开始向外界求救，物资告急 
2. 春节两次延长 
3. 多地停止省际快车 
4. 武汉封城 
5. 后来“封城”不好听，CCP 实施了多个城市的“小区封闭式管理”（70 多城） 
6. 多地药房禁售退烧药、咳嗽药 
7. 湖北在 48 小时内，4 个地方（十堰张湾区，孝感大悟县、云梦县，洪湖）进入战时

管制 
我就多一句嘴：这是到达拐点过了峰值之后的表现，还是大战在即地表现？ 
 
既然 CCP 这么捉急，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砖家们自然应该有帮“裆中央”来解决擀面

杖子太短太软的问题吧？ 



 

 
2020/01/26 说病毒来自华南市场的环境 
2020/01/27 海外专家质疑爆发地不是或者不只是华南市场 
2020/01/28 柳叶刀爆出 12 月 1 日已经有第一例，且不在华南市场 
2020/01/30 中国 CDC 在英格兰杂志上自爆 12 月就知道会人传人 
2020/02/01 印度科学家发现病毒里有 HIV 排序（ZeroHedge 被封） 
2020/02/02 印度科学家为了不引起恐慌而暂时撤稿 
2020/02/03 石正丽以生命担保不是实验室出来的 
2020/02/04 网友实名举报病毒研究所 
2020/02/04 武汉病毒所在 1 月 21 日就已经抢注了特效药专利 
2020/02/05 石正丽接受财新采访 
2020/02/06 武小华质问石正丽 
2020/02/07 华南农业大学让穿山甲出来背锅 
放着治病救人的事情不干，墙内的砖家们都在纷纷发表论文，也在相互拆台，好不热闹。

从病源、到传播途径再到中间宿主，一次又一次的谎言，今天发的论文就会被明天别人的论

文戳得千疮百孔，也许人类的科学历史上不会再出现这么荒诞的一幕了。然而这一篇篇论文

真正留得住的那些许的真相，无一不印证了路德社从 1 月 19 日开始的观点：会人传人、会

大规模爆发、会有强变异、是人工合成、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比 SARS 严重。 



2020/02/10 钟南山论文：潜伏期最长 24 天，且可能有气溶胶传播 
2020/02/13 要求治愈者捐献血浆 
2020/02/15 病毒比 SARS 更容易诱发肾衰、心衰 
各个科学家在论文上吵得不可开交之后，就在 13 日，突然偃旗息鼓，而 CCP 的新闻里

最主流的也就变成了“寻求治愈者血浆”。究竟可行不可行，请大家好好看看 2 月 13-14 日

路安艾、路江博时频。并且，新冠病毒不止是比 SARS 更容易让呼吸道衰竭，还有肾衰和心

衰。这也就印证了路德社 2 月初的节目观点：会有很多病例不会死于肺炎而是死于并发症，

并且病毒会攻击相对较弱的器官。 

 



 

 
当然也不是说 CCP 什么都没有做。但做的大部分都是宣传，以及封口，拣选几个有特

点的事件，其他的请大家自己慢慢看。 
2020/01/26 李克强出任工作组组长 
2020/01/27 李克强去武汉演戏 
2020/01/29 中央和国家机关权重来访接待所关闭 
2020/02/01 红十字会给莆田系医院 1 万 8 千张口罩，却只给协和医院 3 千张，引发质

疑 
2020/02/01 黄冈处理 337 名官员 
2020/02/03 接近 7000 名 PLA 医务人员驰援武汉 



2020/02/07 有 1.1 万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 
2020/02/06 湖北副省长说医务人员依旧不够，至少差 2250 人 
2020/02/08 湖北省委领导班子被撤换 
2020/02/11 湖北卫健委两人被免职 
2020/02/13 上海、济南市委空降湖北，顶替湖北省委（同时港澳办张晓明被挤到日常

工作的副主任，1 月才上任的骆惠宁出任办公室副主任） 
2020/02/11、13 日人民报钟声两次怼美国 
2020/02/14 工信部说可以短信查询自己 14 天内去过哪儿（老大哥在看着你） 
湖北填了多少医护工作者进去？到底还缺多少？到底死了多少医护工作者，是 CCP 说

的 6 名吗？全世界的口罩几乎都投向了武汉，居然不够；全国的医护工作者都多多少少被抽

调去了武汉，竟然还无法抑制疫情。李克强演完戏之后去哪儿？习那么声嘶力竭地通过 CCAV
的新闻联播加了两次急稿，大声疾呼要控制疫情，这时候尿袋·王去哪儿了？为什么关于身

为 CCP 副主席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尿袋·王，不见了？ 

 
我听说尿袋·王负责外事，那让我们不妨来看看海外又发生了什么。首先是最近一直成

为热点的 WHO。观察组派了几次，到现在都还不是全部成员。但一直到现在都依旧说不赞

成国际社会对中共国的限制。并且极力反对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命名“SARS-CoV-2”，我

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跟 CCP 一样，只要这个病毒跟 SARS 扯上关系哪怕只是个名字，都要跳

八丈高。关于 WHO 如何表演，推荐大卫作战室的节目。 



 

 

2020/01/26 美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撤侨 
2020/01/29 德国、日本出现人传人 
2020/01/30 白宫成立特别小组 
2020/02/01 62 个国家禁止 14 天内去过中共国的游客 



2020/02/02 菲律宾出现了海外首例死亡病例 
2020/02/03 泰国用艾滋、流感两种混合药物治愈患者 
2020/02/08 武汉市内美国公民、日本公民死亡 
2020/02/09 白宫要求彻查疫情 
2020/02/12 美国取消中共国等 25 国的发展中国家认定 
2020/02/13 日本国内首例死亡病例（80 岁女性，被她开出租的女婿感染） 
2020/02/13 美国拟削减对 WHO 一半的经费 
2020/02/14 日本多地出现感染者 
2020/02/15《王毅：希望美方为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创造必要条件》，求不要脱钩求

不要逼 CCP 兑现第一阶段协议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 CCP 公布的确诊病例的数据吧，请记住 2 月 14 日，卫健委说“无

症状感染者不算做确诊病例” 

 

2020/02/03 确诊病例是 SARS（4698）的 3 倍，死亡数超过 SARS 
2020/02/05 最小确诊病例年龄为 30 小时 
 



 

 
看看这不自然的曲线吧。首先是确诊人数在 2 月 8 日（也就是正月十五）开始从当日增

加 3385 一直都降到了 3000 以下，然后在 2 月 13 日（上海、济南市委顶替湖北省委，港澳

办张晓明被挤开）突然加入“临床诊断数据”被拉高到 1 万 5 千，14 日也不好突然降到 3000
以下，所以象征性地到达 4000，最后在今天公布的数字再次变为 3000 以下地 2600.这也就

是为什么上方的两幅图都在近乎一条直线的上升之后，在 2 月 8 日附近有了缓和以及“拐

点”。再来看看重症数字，2 月 8 日公布的数字新增了 1280 例，然而 2 月 9 日就锐减到了 87
例，这当然也是为了制造正月十五的“拐点”；再者，2 月 12 日累计数字到达了 8204，而 2
月 13 日（也就是湖北换帅的那一天）却减少到了 8030，而死亡数字攀升了 200 多，这也就

符合路德社说的要先把数字给弄得比较正确了，才敢交接，然而交接的过程却露了怯。最后

看看死亡数字，除了刚才说的 13 日之外，都是一条直线上升，反而很奇怪，感觉像每天只

有 100 多个死亡名额一般。 
所有的图形看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按照道理来说，病毒的爆发应该是呈

指数上升，也就是越往后斜度越陡，而不是像 CCP 这样大方向都是一个每天大概确诊增加

2000~3000，重症增加 800 左右，死亡数字增加 100 左右。再想想之前说过武汉医疗资源

（防护用具，医务人员）的短缺，CCP 红十字会的截胡，以及各种专家对“拐点的预测”，

这是不是就侧面印证了大家心里所猜测的“CCP 公布的数字绝对不是真实数字”？为什么不

是真实数字，因为这个体制就是“维稳第一，高层内斗第一，利益第一，愚民第一”，同时

武汉的医疗设施最多能够承受多少（承受量）？现在真实的数字到底是这个承受量的几倍？

这是我一直存疑的问题。 
为了最初的一个谎言，CCP 已经在把这个谎言的雪球越滚越大。但真正引起崩塌的时候，

借用江财神一句话“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再借用 Bo 博士一句话“真相不会引发恐慌，

掩盖真相才会”。再借用路德先生的一句话“CCP 所有撒的谎最后都会被戳穿”。 
最后为疫区同胞，香港、台湾、新疆、西藏同胞以及全世界的人们祈福。 
以下为 2020/01/26-2020/02/15 的新闻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