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机团队出品！】 
【P4 实验室前传！之 王岐山，高燕燕，王延轶关系解读！】 
请大家务必同时关注@DTinLax ，你懂的！ 
量子加速器已经为挖掘机钻头打磨完毕！ 
 
记者提问：王岐山，高燕燕，王延轶，有没有关系？ 
中共口交部：关门！放王毅！ 
王毅：一派胡言 ！~~~涂抹星子飞出 1800 米。。。 

 
P4 实验室前传 2： 
王毅肛门刚刚放出“一派胡言”这四个字，被正在秦城监狱里面想念大连金石滩模特学校美女
赤裸身体的薄熙来听到了：薄熙来心中不禁大怒！麻辣隔壁！操你姥姥的王毅！老子的独家
发明被你个孙子拿去用了？还尼玛的不给老子一分钱的专利费？！ 

 
P4 实验室前传 3： 
平西王为何有此一怒而鸡毛冲裤衩。。。哦不，怒发冲冠一说呢？原来平西王下台之前最后一
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儿子在国外开法拉利的钱是哪里来的？平西王大怒曰：一
派胡言！ 

 

薄熙来怒斥：你们
的说法是一派胡言！_clip(1).mp4

 
P4 实验室前传 4： 
回正题！ 
王延轶，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长！因 P4 实验室和武汉的非冠状病毒疫情逐
渐浮出水面，在 P4 实验室的挖掘中，没详细说明，这里将和盘托出！ 
这位 80 后美女研究员，正厅级所长，它的老公叫：舒红兵。这位舒红兵和郭德银有什么关
系？ 



 

P4 实验室前传 5： 
在本次 P4 前传挖掘中，根据佛祖给我托的梦，挖挖王延轶是否和王岐山、高燕燕有关系。
如不属实，纯属一派胡言。。。那个专利费就不用给薄熙来了，反正他也没注册！ 
关于高燕燕是谁，不做深度挖掘，大家自行搜索，其中所有的推理，均为挖掘机团队半睡眠
状态下的臆想。 

 
P4 实验室前传 6： 
王延轶，1981 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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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2010 年 5 月加入中国
致公党。 
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分子免疫学学科组组长，致公党武汉市副主任委员。 

 
P4 实验室前传 7： 
2000.09-2004.06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学士 
2004.08-2006.06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免疫学，硕士 
2007.09-2010.06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博士 
2006.08-2010.10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 
2010.11-2012.02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P4 实验室前传 8： 2012.03- 武汉病毒所分子免疫学科组长 2014.07-2015.06 武昌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2014.09- 武汉病毒所病毒病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4.12-
2015.12 武汉病毒所所长助理 2015.12-2018.10 武汉病毒所副所长 2018.10- 武汉病毒所
所长，致公党武汉市副主任委员。 



 
P4 实验室前传 9： 
疑问：这个王延轶，2000 年之前在哪里？为何百科只字不提？要掩盖什么？？？？挖！！！
先看 2 个问题： 
1， 为什么王延轶 2000 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免疫学硕士，而毕业后马上回到国内读博，

拿到副教授职称，镀金后顺利走上从政之路，提升之快令人赞叹？ 
 
P4 实验室前传 10： 
2，为什么 2012 年入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而且一直位至所长，等于从教育部直管高校武
汉大学直接调到中科院直管的武汉病毒所？ 
 
针对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看维基百科的说法： 
王延轶本科毕业时，她与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舒红兵结婚，舒红兵比她大 14
岁。 

 
P4 实验室前传 11： 
根据舒红兵的解释，王延轶赴美是跟随丈夫，但是她所读的硕士正是舒红兵担任副教授的美
国国立犹太医学中心及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免疫学系，丈夫是副教授任教，妻子是研
究生，真是完美组合，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种先例，我们只能感叹王延轶在免疫学上的天分
了。 

 
P4 实验室前传 12： 
更为奇怪的是，王延轶还是跨界天才！回国后读博的学院仍然是丈夫任院长的武汉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而专业换成了微生物学，导师换成了中国病毒专家田波，论文题目《WDR5 在 VISA
信号复合物组装及细胞抗病毒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P4 实验室前传 13： 
根据这些种种匪夷所思的事件，好像预知武汉病毒所的所长在等待她一样。我们只能感叹她
的丈夫舒红兵的巨大能量了，不是最近传言吗，王所长是小三上位，靠的是丈夫吗？ 
 
先急，洛阳铲+量子挖掘机！准备好，慢慢来！ 

 
P4 实验室前传 14： 
2007-2010 王延轶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读博. 
 
请注意，P4 病毒实验室三届领导中的名字： 
1、郭德银 2005-2016 两届副主任，他实际上是武汉大学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
要领导 

 
P4 实验室前传 15： 
2、陈新文（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胡志红(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肖庚富（病毒所
党委输鸡）则是武汉病毒所的领导，陈新文是武汉病毒所的主任。前面的挖掘中也说过武汉
病毒所在 P4 实验室建成之前是挂靠武汉大学的这个《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就是一块
牌子两套人马。 



。   

 
P4 实验室前传 16： 
3、而 2006 年王延轶回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也正是上述四人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时
间，而郭德银和王延轶的丈夫舒红兵在一段时间还同时担任一个学院的正副院长，这个学院
就是舒红兵所说的“回国全身心投入武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建设发展” 

 

P4 实验室前传 17： 
这三张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名单应该说明了一切了！ 
1、舒红兵 2005 年起就是这个实验室的学术委员，其中 2017 年起成为副主任委员。他妻子
王延轶读博时 2007-2010 他就是学术委员会委员。 
2、病毒所胡志红是 2005-2016 年两届学术委员会委员；陈新文是 2017 年起成为委员。 

    

 
P4 实验室前传 18： 
3、妻子王延轶 2007-2010 读博的导师正是当时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田波院士。而在 2014
年，王延轶进入将来成为所长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 2018 年接任陈 
新文担任所长，胡志红成为自己的下属，肖庚富成为自己的书记，而陈新文带着荣誉离开武
汉病毒所。 



 

P4 实验室前传 19： 
这种事情的出现只能有一种光明正大的可能，那就是王延轶是个搞病毒研究的天才！！！！，
否则不会得到专业委员会那么多专家的认可！！！ 
而在纳粹中共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R 她的人牛逼！或者是 R 她妈的人牛逼！！ 

 
P4 实验室前传 20： 
也就是说，舒红兵在北大时发现了一个病毒学的天才，叫王延轶！！！纳入房中，带回武汉
大学为国家做贡献，举贤不避亲，推荐给著名的田波教师做博士生，而且胡志红，陈新文这
些顶级的科学家也发现了这位天降奇才王延轶！！！，向中科院建议调这个才女到武汉病毒
所主持工作，这可能吗？ 

 
P4 实验室前传 21： 
可惜田波 2019 年去世，他为什么收了这学生，一切无从考证。 
值得注意的是，王延轶学士生物学，硕士免疫学，而博士变成微生物学，导师变成田波，这
个博士文凭像是为将来成为病毒所领导定制的！ 
为什么所有人都对这个 80 后美女欣赏扶持?甚至对她的前程服服帖帖，十分诡异!!!她到底是
谁？ 

 
P4 实验室前传 22： 
王延轶毕业于西安市铁一中学，2000 年自陕西省进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4 年获学
士学位. 
图：北京大学 2000 年陕西省录取新生名单（理科） 
看到了吗？那时候这位神秘人物不叫王延轶，而是叫王延铁！！！无考号！以艺术特长生的
身份特招报送上北京大学生物科学系！！！R 你大爷！！！ 



 
P4 实验室前传 23： 
五毛又要来喷了，说这是两个人啊，名字都不一样嘛！再 RRR 你大爷！！！！ 
王延轶就是王延铁的证据： 
2019 年 12 月 10 日，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省科技厅关于实验动物使用行政许可公示》
一文，其中提及王延铁为武汉病毒所法人代表。 

 

P4 实验室前传 24： 
在同日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的另一文章中，显示该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延轶”！ 
所以，王延轶，王延铁，是同一个人！！！！！ 

 

P4 实验室前传 25： 
在陕西的西安市铁一中学的一个宣传片中，王延铁以骄人的成就成为优秀校友并被列入其中。 



 
P4 实验室前传 26： 
2020 年 2 月，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中国科学院对外公布“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
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文章发布后，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转载。消息传出后，多个网
上平台的“双黄连口服液”遭遇哄抢，很快都已经售罄。 
随着消息的快速传播，质疑其有效性的声音也随之而起。 

 
P4 实验室前传 27： 
挖到这里，我的洛阳铲挖断了，只好睡觉休息，睡眠中得佛祖托梦：这个美女和王岐山、高
燕燕有关系，惊出一身冷汗，清醒后找把新的洛阳铲继续挖： 
既然此女出生于 1981 年，我们来看看 1999 年以前王岐山的经历： 

 
P4 实验室前传 28： 
王岐山，西北大学 1973 级历史系历史专业。 
1969 年，不到 21 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王
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生产队队长韩志厚听了，
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P4 实验室前传 29： 



1973 年，25 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76 年毕业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图： 
1976 年 7 月 16 日，西北大学 1973 
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 

 
P4 实验室前传 30： 
1979 年，31 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 
80 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 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
工作。 
1983 年，王岐山(右)在湖北赤壁。 

 
P4 实验室前传 31： 
插队的时候，王岐山他们六个人，三男三女，分开两个窰 
洞，煮饭是同一个厨房。王岐山一来到，就跟那女的(姚明珊)拖手了，两人一起出工收工，
可亲热了。「那女娃(姚明珊)长得不错，脸圆圆胖胖，听说她爸爸是北京的大官。」 
----那时王岐山就和姚明珊滚了陕北大炕。。 

 
P4 实验室前传 32： 
姚插队不久，就因在一次挖井时摔断了腿，送回北京治疗，当时姚与王岐山虽未登记结婚，
但两人已明确了恋爱关系。 
「他(王岐山)嘴巴可甜了，很会说话，经常逗得女娃们(女知青)开心大笑。」 
姚明珊回京不久，王岐山也被调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都说是女娃的爹给办的。」 



 
P4 实验室前传 33： 
1973 年，王岐山又获保送去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后不久，1982 年他就被中共中央书
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入京开始从政之路，而此时他的岳父已贵为中共政治局候补
委员，成为中共权力核心中人，「他们两口子后来回村来过，还和别的北京娃一块，给村里
捐钱，修供水工程」 

 
 
P4 实验室前传 35： 
高燕燕简历 
其父高厚良（1915 年 12 月－2006 年 7 月 14 日），是解放军空军高级将领，少将，河南新
县人。 
高燕燕 1973 年就读位于西安市的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美利坚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曾任黑石顾问业务部
(Blackstone Advisory Partners)董事总经理； 

 
P4 实验室前传 36： 
高燕燕 2015 年加入 
Comprador 担任董事总经理。高燕燕与前夫王洪光与有 1 子高建，（网络显示 81 年生人） 
2005 年王洪光、高燕燕夫妇离婚。 
 
王洪光就是那位叫嚣要对台湾开战的猪头绿帽将军！解放军中将，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其
父为开国少将王建青，岳父则为原空军政委、开国少将高厚良。 



 
P4 实验室前传 37： 
既然挖到了绿帽将军，就深挖一点！看图！ 
图中都是重要人物。 和王岐山、慈航基金有紧密联系。 
红圈：海航运营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高建，王洪光和高燕燕之子。81 年出生； 
蓝圈：陈超，陈峰之侄，创新总裁，83 年出生； 
绿圈：海航资本 CEO 杨光，美国慈航管理人。 
 
P4 实验室前传 38： 
推算王岐山认识高燕燕时间，只在 1973-1979 年这 6 年,1979 年返京后也有可能相见，高燕
燕 1981 年与王洪光生高健(随母性)，王延轶也是 1981 年生，有没有可能生母是高燕燕，生
理学上这两个人是双胞胎？另一可能，王延轶或高健年龄被改，为隐瞒一些事实。前提是王
延轶是高燕燕和王岐山的女儿。 

 
P4 实验室前传 39： 
挖掘机团队挖不到任何关于这个王延轶和高燕燕的家庭经历的信息，这些信息好像是被刻意
隐瞒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王延轶这个他们公认的才女也鲜见报道，这个 80 后好像是默默的升官，
最终坐上武汉病毒所所长的位置！ 
他们在刻意掩盖什么？ 

 
P4 实验室前传 40： 
在前面的几篇挖掘中我们已经说明了武汉病毒所和 P4 实验室对国家的重要性： 
2003 年陈竺亲自挂帅领导项目； 
胡志红，陈新文，石正丽等一众专家苦心建设； 



其投资之大，凝聚科学家之多前所未有，胡锦涛习近平两届国家最高领导人均有指示，更是
为中科院党委直接领导！ 
 
P4 实验室前传 41： 
这样一个部门竟然似乎被舒红兵设计，结识一位被莫名其妙通过“艺术特长保送的”北大美女
天才，成为自己的妻子、学生、获取学术背景后，在 2015 年 P4 实验室落成后的 2018 年成
为这个世界一流的病毒实验室的最高统帅？？？我绝不相信舒红兵有这个能力！！！ 
原因只有一个：掩盖真实目的！！！ 

 

P4 实验室前传 42： 
能让田波教授 80 岁高龄收为学生，能让陈新文这样的专家没有怨言而让位，能让胡志红这
样学术委员不提出异议，能让北京大学破格录取这位女生到生命科学学院，能让中科院党组
任命的绝对不是舒红兵这位专家的运 
作能力，也不可能是此女的科研能力。 
图： 
武汉病毒研究所分子免疫学学科组。 

 
P4 实验室前传 43： 
那么在共匪中国，只剩下了一种可能： 
这个王延轶大家都惹不起！武汉病毒所和 P4 实验室就等待着她来掌控！ 
如此，前面所有一切疑问都有了答案！一切迎刃而解！ 
王延轶是不是医学上王岐山和高燕燕的女儿，我不知道，因为我拿不到它们的 DNA 来做对
比！ 
 
但是，推理后剩下只有这一个答案！ 

  



P4 实验室前传 44： 
佛祖又托梦给我，王延轶不久将因为领导不善造成工作失误引咎辞职。P4 实验室新掌舵者
即将上任，当大家不再关注王延轶时，忘记她时，这背后的导演依然掌控者 6 万多株病毒，
掌握着几百名科学家，掌握着 P4 实验室。。。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一切都是刚刚开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