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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前研究員污衊中國 班農為幕後黑手
炮製
病毒人造論與美右翼反華媒體唱雙簧

前
▲港大博士後研究員閆麗夢（（右右））
目上，，再宣揚病毒陰謀論
日在美國霍士新聞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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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國《每日獸報》、《紐約時報》、《新聞
周刊》報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不斷
抹黑中國。近日，污衊中國 「隱瞞疫情」 的前香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閆麗夢謊言再
度 「破產」 ，其造謠 「新冠病毒人造論」 的文章遭專家痛批漏洞百出，推特賬號也
被平台封禁。有美媒曝出，炮製這場鬧劇的 「幕後黑手」 ，正是反華先鋒、前白宮
首 席策 略 師班 農 。
閆麗夢此前屢次污衊中國 「隱瞞
疫情」 備受美國右翼人士歡迎。本月
14日，她與其他合著者在公開資源庫
「Zenodo」 上發表了一篇 「學術論
文」 ，宣稱新冠病毒基因與中國實驗
室內的蝙蝠冠狀病毒基因 「疑似」 ，
大肆造謠 「新冠病毒人造論」 。

閆麗夢推特賬號被凍結

閆麗夢聲稱去年12月被上司、港大公
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文指派研究內地
類似SARS的疫情，並於今年1月16
日向潘烈文報告，但潘烈文要求其 「
噤聲」 。港大公共衞生學院講座教授
裴偉士（Malik Peiris）也 「知悉事
件」 ，但沒有任何行動。

事實

【大公報訊】據西班牙《世界報
》報道：全球多地仍持續遭受新冠疫
情衝擊，令經濟生活快速重啟受阻。
而此時中國內地已走向 「後疫情時代
」 ，生活逐步恢復正常。外媒感嘆，
在14億民眾的支持和政府高效率防疫
下，創造出 「中國奇跡」 。
中國國家衞健委15日通報，中國
內地已經連續30天無本土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而鄰國印度仍保持24小
時內新增近10萬確診病例的增速。
「在新冠疫情初期遭受沉重打擊
的中國內地如何實現這一成就？」 西
班牙《世界報》15日指出，首先，這
得益於14億民眾的支持。在封閉城市

和大規模隔離下，沒有人抱怨或抗議
，民眾的配合令政府工作更加輕鬆。
其次，政府嚴格的防疫措施也為生活
復常創造了條件。只要發現感染者，
部分地區立即被封鎖，所有人需進行
核酸檢測以切斷傳染源。
除此之外，中國政府還採取減稅
措施、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又通過減
輕稅收負擔以鼓勵投資，從而令中國
成為疫情期間唯一實現增長的主要經
濟體。
《世界報》指出，這可以說是 「
中國奇跡」 。在北京，人們已經可以
不戴口罩走在街上，各個城市的學生
也能以幾乎正常的方式到校上課。而

疫情最早的 「震中」 武漢，人們也可
以參加聚會、去夜店消遣，幾乎感受
不到新冠病毒留下的影響。

▲北京民眾8月在電影院內戴口罩觀
影
美聯社

外媒評價
彭博社

英國《獨立報》

專欄作者哈米什．麥克雷：世界各國
應該學習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舉措和
經驗， 「中國的抗疫成就值得尊敬」 。

中國在疫情防控中做
到 「 應檢盡檢， 願檢盡檢
」 。

美國《華爾街日報》

日本《讀賣新聞》

澳洲廣播公司

中國在疫情防控領域取得重大戰
略成果，逐步將重點放到提振國家經
濟上。

在中國各地，餐館和健身房又開
始忙碌起來，地鐵車廂和機場候機室
都擠滿了人，孩子們已經重返教室。
「中國的復甦動能正在增強」 。

慶應大學教授竹森俊平：面對突如其
來的疫情，中國政府果斷決策，民眾嚴格
執行防控舉措。中國經驗表明，只要控制
好疫情，就能夠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

•香港大學7月回應指，閆麗夢在
2019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從未
在港大進行有關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研
究。

•閆麗夢的「病毒人造論」，全球多位
醫學專家就駁斥此論斷為「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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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整理

冒充CDC發指引
傳白宮誤導民眾不做檢測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道：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美國疾控中心（
CDC）上月發表爭議性的新冠檢測指引，
引起廣泛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府不
顧CDC反對，CDC網站被強行放上有爭議
的新冠病毒檢測建議。
CDC上月在網站公布方針指出，曾暴
露在新冠病毒疾病風險中但沒有症狀的人
，就不需要檢測。相關建議刊登後備受批
評，因為醫療專家當時正在推動進行更多
檢測，以助追蹤和控制病毒傳播。

《日本經濟新聞》

中國取得疫情防控重
大戰略成果， 「 成就非凡
」 ，使其經濟快速重啟成
為可能。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新華社報道
：美國國會眾議院17日通過一項決議，譴責
與新冠疫情相關的反亞裔言論，包括美國總
統特朗普曾使用的 「中國病毒」 等表述。
這項決議由民主黨眾議員孟昭文（
Grace Meng）提出，當天以243票贊成、
164票反對的結果通過。決議強調，世衞組織
和美國疾控中心均已申明，將病毒名稱與特
定地理位置聯繫在一起，是一種污名化做法
，如 「中國病毒」 、 「功夫流感」 等。
決議還譴責一切與新冠疫情相關的具有
種族歧視、排外或反亞裔情緒的言論，並呼
籲聯邦執法部門與地方當局合作，將對亞裔
施暴的犯罪者繩之以法。
這項決議不具強制約束力，亦毋需送參
議院批准或總統簽署。今年早些時候，加州
參議員、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等人在
參院發起類似決議，但尚未投票表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事件反
映出美國內反對利用疫情搞污名化、發表種
族主義言論的正義呼聲。新冠病毒是人類共
同的敵人，世界各國應攜手合作，共同應對
這場人類面臨的災難。

新冠病毒為中國科學家在武漢實驗室
人造

▲閆麗夢的推特賬戶被封禁 資料圖片

西媒讚中國抗疫創奇跡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醫
結合醫院就向武漢市江漢區疾控中心
報告不明病毒肺炎；
•2019年12月30日，武漢衞健委發
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
的緊急通知》；
•2019年12月31日，中國向世衞組
織通報武漢 「不明肺炎」 ；
•2020年1月12日，中國分享了這種
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

美眾院通過決議
譴責
譴責
中國病毒
中國病毒
表述

波士頓亞裔人士 月在
▼
州議會大廈前，抗議疫情
期間反亞裔言行
美聯社

雖然不少專家提出質疑，閆麗夢
的謊言仍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傳播開來
。本月15日，閆麗夢接受美國霍士新
聞採訪，與特朗普 「最愛看的主播」
卡爾森 「唱雙簧」 ，再重複 「中國隱
瞞疫情」 、 「病毒人造」 等論調。在
臉書上，這段片段點擊量飆升至近
100萬，並被許多保守派人士轉發。
16 日 ， 臉 書 及 旗 下 照 片 分 享 應 用
Instagram核查事實後，就將相關貼
文打上 「虛假信息」 標籤。早前，閆
麗夢的推特賬號也因發布其論文鏈接
被封禁，她聲稱這是因為 「中方出手
」 ，美國反華議員霍利更暗示推特 「

閆麗夢聲稱，2019年12月31日，她
的 「朋友」 向其介紹了新冠病毒 「人
傳人」 的情況，其後她與內地的同事
一直在討論新冠病毒，但突然間所有
人都 「沉默不語」 。

事實

事件引發各界關注，但不少學
者發現，這篇未經同行嚴格審查的
文章漏洞百出，在學術嚴謹性上經
不起推敲。哥倫比亞大學病毒學博
士拉斯姆森直言， 「新冠病毒與中國
實驗室蝙蝠冠狀病毒相似」 的說法不
應令人驚訝， 「因為他們都是冠狀病
毒。」 拉斯姆森更補充說， 「基本上
，這些（論文內）研究都是推測的，
有些甚至是完全虛構的。」 美國《每
日獸報》指出，這種論調幾乎與所有
科學證據和專家意見都背道而馳；《
紐約時報》17日刊文稱，閆麗夢的說
辭毫無科學依據，令人對其政治動機
產生疑問。
《每日獸報》進一步揭露，閆麗
夢及該論文其他3名作者均為美國 「
法治學會」 成員，文章在 「法治學會
」 和 「法治基金會」 的資助下完成。
而這兩家機構皆由反華先鋒、前白宮
首席策略師班農一手創建，且此前沒

通中」 ， 「現在@推特 公開站在了
北京一邊。」
閆麗夢出生於山東省青島市，分
別在中南大學和南方醫科大學獲得眼
科碩士、博士學位，後前往香港大學
作為博士後研究員，主要從事疫苗、
抗體和細胞免疫學研究。她於今年4
月潛逃美國，並多次在美國右翼電視
節目上聲稱內地隱瞞疫情，又說港大
的上司曾要求她 「不要觸碰紅線」 。
然而，早在去年12月30日，武漢衞健
委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
工作的緊急通知》，翌日後中國便向
世衞組織通報武漢 「不明肺炎」 ，污
衊中國 「隱瞞疫情」 完全站不住腳。
港大7月也回應指閆麗夢所言與事實
不符，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此
人從未在港大進行她在訪問中重點提
及的，有關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研究。

閆麗夢 謊 言
一一被戳穿

事實

專家斥毫無科學依據

有進行過任何學術研究。網站梳理
時序後發現，班農長期宣揚 「武漢
實驗室製造新冠病毒」 的陰謀論。早
在7月，他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污衊
新冠病毒 「起源於武漢的實驗室」 。
隨後，他又在個人節目上變本加厲，
揚言新冠病毒是來自中國的 「生物武
器」 。
而對於班農等人炮製的 「病毒人
造論」 ，全球頂尖醫學專家早已對此
進行駁斥。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福奇
5月接受《國家地理》雜誌專訪時表
示，科學依據強有力地表明病毒來源
於自然，並從動物傳播到人類。

▲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為新冠病毒
陰謀論幕後推手
美聯社

▲美國CDC主任雷德菲爾德

法新社

《紐約時報》引述CDC內部文件以及
熟悉內情的匿名官員說法指出，這份指引
並非CDC所撰寫，而且不顧CDC專家們的
反對，強行在CDC的網站放上了這份建議
。《紐時》引述一名專家的說法稱，該文
件包含一些 「基礎性錯誤」 ，還跟CDC本
身的建議相互矛盾， 「衞生及公共服務部
改寫之後就把它放上CDC公開網站，罔顧
CDC嚴謹的科學審查程序。」
美國政府官員向《紐約時報》表示，
CDC網站上的這份文件，出自美國衞生部
以及白宮新冠病毒工作小組之手，而且 「
未反映出CDC內部多數人所認為的正確政
策。」
不過，美國衞生部助理部長吉羅伊
爾回應稱，這份指引的原稿是由CDC所撰
寫，其後交由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小組作修
改，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福奇、美國白宮負責協調疫情的官員伯克
斯、特朗普疫情顧問阿特拉斯等人給予意
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