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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Jack：] 

闫博士，那天我和你探讨过这个问题。就坊间基础而言，这恐怕无法达到

福奇的双盲测试标准。但是你对为什么会这样有自己的一些理性分析? 

中共领导层好像无人感染这个冠状病毒，但我们这里今早刚听说 Herman 

Cain 也（因感染冠状病毒）过世了。  

请问你对此有何见解? 

[闫博士：] 

羟氯喹当然不是什么神药，世界上也根本没有什么神药。但是在当前，全

球面临这么一场公共健康危机的紧急状况下，我们需要审时度势，尝试寻

找一种相对有用、有效的药物来挽救人们的生命。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共

的高级干部包括我们的主席、副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无一人感染了这个

病毒。而且，根据我们的情报，解放军医院以及一些大型医院的医生也在

服用此药，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防护。 

此外，以我的医学背景我可以告诉你，就像那位史黛拉·伊曼纽尔（Stella 

Immanuael）医生所说，应该让这些人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尿检，来证明他

们确实没有服用羟氯喹 。这个药是目前能够拯救成千上万生命的药，为什

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去试图阻止人们服用此药。 

我来讲一下羟氯喹的作用机理。我相信福奇医生，作为一位医学博士，他

在 2005 年就已经知道这个药在当年治疗 SARS 的时候非常有效。那么，

我们来说说这个增强版的 SARS-CoV-2，这是 SARS的放大版本。为什么

你就不能用这个药来做预防治疗了呢?这个药在用于治疗并预防疟疾上，

已经证明羟氯喹是一种可以长期服用的安全药物，甚至连孕妇和儿童都可

以长期服用，只要根据安全用药量服用即可。 

当然福奇博士也谈到了证据，那咱们就来谈谈科学证据。从其作用机理，

到抗细胞因子风暴，和如何预防，到如何服用该药以达到长期安全服用的

目的。如果你查看那些临床数据，无论是支持羟氯喹或是反对羟氯喹的，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科学家，都不难看出哪一方有更高的科研质量。毫无

疑问，那些人来自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公司，他们提供的所谓成千上万临床

数据都是虚假的。我们可以探讨科学证据，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探讨如何谨慎地服用羟氯喹来挽救生命。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每天就在

服用这个药作为预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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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每天就在服用这个药作为预防手段，我自己其实也

是从二月份以来就一直吃这个药。我 85 岁高龄的父母也在服用，我老妈

现在说，她绝对不会停止服用此药，因为这个药把她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都

治好了。 

总之对我而言实在是难以置信，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在见证着这一点，所以

那些声称药不利于于心脏的说法，什么有毒副作用。但是世卫组织，我们

之前也有讲过，在 2017 年做了研究。共计调查了将近五百万例在非洲服

用该药的案例，没有一例(因服用该药)致死的案例。 

[闫博士：] 

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每种药物都有副作用，根本就没有完全无副作用的药物。 

即使是喝水都有副作用。 

 

Part 2   

[班农：] 

不过依你之见，告诉我们那些（中共）高官的情况，我们知道你和北京疾

控中心有联系。为什么中共的那些高官没有感染病毒?是因为他们一直在

服用羟氯喹吗？ 

[闫博士：] 

是的，正是如此。（中共）政府里有很多人，他们必须要达到一定级别时

才会知道羟氯喹是有用的，然后他们会服用此药。军队医院和一些大医院

的医务人员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大陆肯定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信息，

甚至是那些面临高风险的医务人员。 

因为中共、世卫组织及其同僚在试图做的就是他们想让人们相信中共病毒

无药可医，没有特效药，他们不希望你知道这个药，而且他们也不希望你

攻克这个病毒，因为中共病毒会对全球经济及公共卫生造成重大损害。 

如果你知道此事，那么他们如何从不同的药厂和疫苗开放中获取资金呢，

所有的这一切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极力掩盖（真

相），并试图误导人们。甚至不惜以牺牲人命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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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Jack：] 

你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见解，这个药在世界哪些国家颇有成效。我们知道

印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听说台湾也成功地使用此药（来抗疫），韩国

也是如此。 

[闫博士：] 

你能否略微谈一下，在你看来这个药在全世界的使用情况？ 

实际上很简单，就用你的科学知识去分析那些支持羟氯喹的论文，和那些

持反对意见的论文进行对比，观察他们是如何筛选病人，他们是如何定义

病例是轻症或是重症，他们保留或者排除病例的所有的条件及标准，并且

看他们的结果和统计分析的方法，所以论文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正因如此，不仅是我，我认为斯黛拉·艾曼纽尔医生以及所有的医生，他们

奋力推进羟氯喹的使用。 

我们很愤慨，因为有些人，虽然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顶着头衔、占着地

位。他们试图以自己的地位来阻挠人们使用对病毒有效的羟氯喹，来进行

预防和治疗。我们看到在印度和埃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宣布使用羟氯喹来

进行早期的治疗和预防。他们在抗击疫情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为什么

美国和其他国家，甚至包括中共国，我们都没有被推荐使用此药，你看世

卫组织所作所为，他们呼吁，我们必须立即停止羟氯喹的临床实验。 

但同时他们还说过些什么呢？ 

（他们说）病毒不人传人，对吧？ 

（他们说）不会有疫情大爆发，对吧？ 

（他们说）戴口罩没用，对吧？ 

他们做了这么多来掩盖真相和扭曲知识，而他们的背后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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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班农：] 

羟氯喹作为预防（中共病毒的药物） ，您了解到有什么让您担忧的地方吗？ 

[闫博士：] 

从羟氯喹这个药的作用机理来讲。首先，正如我所提及的，可以说这是一

个长期性的药物，是针对疟疾预防和治疗的。已经在全世界使用了超过

60年之久，作为一种非常有用的药，已受到广泛推崇，用来治疗自身免疫

性即便，如红斑狼疮，而且对孕妇也有效，也可以给儿童长期服用。你只

需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出现视网膜病变，这是某些人长期服用羟氯喹之后才

出现罕见副作用。 

所以说你只要做常规检查就好了，而且早在 2005 年这个药就被证明能有

效抵抗非典。你可以从作用机理中不难看出，因为非典和中共病毒，甚至

是自身免疫疾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免疫过度反应。那么回到非典

和中共病毒，我们将其称作细胞因子风暴。这是裴伟士教授提出和发现的，

他是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而且羟氯喹这个药通过抵抗细胞因子风暴有助

于保护人们（不受干扰）。 

因为你一旦感染上中共病毒，你的免疫系统就完全乱作一团，它们不知到

底该攻击哪个部位，因此会导致对身体下游诸多器官的损伤。在另一个方

面，现在已经发现，羟氯喹能帮助人们保护肾脏，并且能减少形成血栓的

风险，这些也是红斑狼疮的抗体，这些都是中共病毒能造成的损伤。 

所以羟氯喹实际上（对中共病毒）有很好的疗效，而且能针对中共病毒的

各种致病机理。 

 

Part 5 

[Jack：] 

你认为，对于此药的使用，为什么在全球引起如此巨大的愤怒? 

[闫博士：] 

我认为你真的应该好好问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拼了命地阻止人们使用此

药物?”所有药物都有副作用，就算你喝了过量的水，也会有问题，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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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如我之前所说，此药目前可以确定， 

我可以确定地说羟氯喹是目前最好的药物。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方面，因

为我们尚未有疫苗，并且我们尚未有一个灵丹妙药来对抗中共病毒。 

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它？ 

是的，他肯定会有副作用，所以，我们其实有建议有心脏问题的人向医生

咨询使用方法。但是在此之前，你必须要明白，你必须推荐这款药物，甚

至是对医生们。让他们知道这个药多么有效，这样他们才可以给患者使用，

让他们得到保护。 

目前，副作用不能作为禁止此药的理由，你如果想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做双

盲实验，我建议，福奇博士去对照组服用安慰剂。 

 

Part 6 

[班农：] 

我们现在从闫博士这里听到的所有信息，美国总统与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临

时领导也通了话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立刻给（硫酸羟氯喹）紧急使用许

可。我们在6月15日之前是有这个许可的，从那时起，到底什么改变了？ 

事实上，我认为更多的证据已经显现，（硫酸羟氯喹）作为预防和防治是

有效的。这确实是紧急使用许可，我不是说要永久性（许可），但我不理

解为什么政府不在这个问题上直接采取行动。我认为是时候食品药物管理

局和总统亲自介入了，他们今天就应该在白宫讨论此事。你可以挽救生命，

挽救很多美国人的生命，美国公民的生命。昨晚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挽救

几十万人免于死亡。是时候关注各种我们已有的工具了，包括硫酸羟氯喹。 

我觉得闫博士已经给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案例了。闫博士，我想问你疫苗

方面的问题，所有人都在四处奔波，试图找到疫苗。 

中共不公开这个病毒的信息，据你所说，这个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不是

来源自然，不是来源于蝙蝠，不是直接来源自然。你认为他们不公开这个

病毒的信息的原因是，他们想要比美国和西方先一步找到疫苗。然后他们

就可以说：”你们必需向我们磕头才能得到疫苗。” 

事实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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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博士：] 

首先，我告诉你，他们不公布病毒来源的真实信息。不公布新冠病毒的信

息和它的真实行为模式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可以找到疫苗，而是仅仅因为他

们不想让世界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想要拖延真正科学界的

反应，拖延所有想要研究疫苗的人，拖延所有治疗中共病毒的药物。这就

是他们的想法。 

但是，即便他们不公布这些信息，我也不相信他们能开发出疫苗，他们当

然想借病毒让世界臣服于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开发出这样的疫苗。 

原因是：第一，中共政府从来没有为世界开发过任何有用疫苗。他们试图

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偷取技术和成果，然后回去照猫画

虎的做出一些东西。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的专利疫苗是毒疫苗，对中国公民

造成了巨大伤害，然后他们又掩盖真相。所以，不要相信他们能得到疫苗，

我们现在回到硫酸羟氯喹，我们必须在紧急状况下使用它。直到我们真正

有了好的、可以广泛使用的对抗中共病毒的疫苗。 

[Jack：] 

天啊，你对此有什么回应？ 

[班农：] 

是啊，我们听众一直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著名的世卫在香港的参考

实验室。你说这个病毒是人造的，不是来源自然。人们的问题是，如果香

港的参考实验室。还有本应监督这一切的世卫组织，美国人民每年给世卫

5 百万美元，让它履行其职责 

为什么对武汉 P4 实验室没有更多的监管呢？ 

为什么不加强监管以确保...？ 

“蝙蝠女”说，一切都来源于自然，为什么世界没有更多的参与。监督他们

所做的实验，监管他们试图武器化病毒的行为。世卫不是理应每天监管这

些事的吗？ 

[闫博士：] 

首先，你得明白，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能够监管此事的人。实际上就是一

小撮顶级专家。就像我提到的、在世卫组织实验室工作的裴伟士教授和潘

烈文教授。这些人，如果他们如我所说，已经感到害怕，在新冠病毒开始

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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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也就对中共政府有所恐惧。因此，他们不想越过“红线”。而且，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越过红线，如果他们帮助了中共政府，他们就能获

得巨大的利益。比如，获得名望、成为顶级专家，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我能猜到，他们为什么不采取任何措施。我知道，这类腐败现象已经存在

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早在十年前或更早。就像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一

样，陈女士来自香港，她曾经到过我们香港大学演讲，在公开演讲中，她

说自己非常钦佩中共政府的所作作为也感谢裴伟士教授推她上位。 

 

Part 7 

[班农：] 

我想回到我们的很多观众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我在首都华盛顿也一直听

大家在问：这个病毒是从什么时候... 对于你来说已经显而易见了，什么时

候开始意识到它不是来自自然的? 

有些事情开始不对劲，它事实上来自...它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病毒），

在您和北京疾控中心和其他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是在香港实验室。

而是您在和中国大陆的有关部门打交道的时候何时变得显而易见了，您是

基于什么证据来判断的。 

这个（病毒）不是来自于岩洞里的蝙蝠，不是来自于海鲜市场，而是来自

武汉、来自实验室。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病毒），麻烦您再给我们大家

解释一下。  

[闫博士：] 

好的，首先，这个(病毒)其实就是人工改造的，是在解放军发现的野外蝙

蝠冠状病毒基础上改造的。并非是从初期开始完全由人工制造的(病毒)，

我是在 2020 年 1 月 16 号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我开始进行第二次秘

密调查，是由我的导师，WHO 的顾问潘烈文教授指派我进行的，去调查

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收集了我能找到的全部信息和情报，作了分析，

然后给他写了报告。他根本没有反应，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也毫无反应，

严重的人传人事件(他们却)对武汉发生的可怕事情毫无反应。 

因此，我知道我不能信任他们，回到这次 SARS-COVID 2 基因组序列数

据上。我也和我丈夫进行了讨论，他也是世卫组织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和

我对此病毒都持同样意见。就是说，如果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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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你可以看到这个 SARS-COVID 2 的冠状源来自解放军发现的舟山

蝙蝠冠状病毒。 

这是非常扎实的证据，尤其当你尝试着去分析它，对那些重要的片段和这

些病毒之间的蛋白质进行对比，这些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是扎实的证据。

这就是来自于某种实验室的改造程序，然后就变成了 SARS-COV-2。我

拿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当然不能相信中共政府了，我也不能相信香港政

府，我也不能相信世卫组织，也不能相信我的导师。 

这就是我为什么找到了路德先生，我相信路德社是当时唯一可以信任的媒

体，他可以帮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世界。然后可以给中共政府施压，也给世

卫组织施压，并帮助海外的真专家们可以进入武汉，进行现场调查，这就

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班农：] 

闫博士，我还想问你。简短的问一下，你说你首先去找了你的导师，当你

开始有一些疑问的时候（你先去找了他），他们是如何回复你的? “让你小

心点儿，否则就会被失踪。” 

这话你听到了不止两次，然后你才开始决定逃跑，是不是这样。 

[闫博士：] 

是的，最早是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然后就是 2020 年 1 月 3 号，我一

直和我的朋友以及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有联系。不仅如此，我还

掌握了证据，当我把它们交给潘教授的时候，他也和那些工作人员有联络，

那些人有一手的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 1 月 3 号，他让我中止这项调

查，因为他说他直接联系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人，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他还说，他需要保护这些人，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红线”了，他不能让

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段时间也正是李文亮医生和其他人受到惩罚的

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有个断档，从 1 月 3 号起到 1 月 16 号派给我第二次

任务之间，因为他们惩罚了那些武汉的医生。是的，然后潘教授能够直接

拿到一手信息，也是为什么直到 1 月中旬一直没有回复，以及说这个病毒

不会人传人的谎言。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就此都统一口径，我感到他们实

在是... 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让人们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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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8 

[班农：] 

从 12 月底，台湾疾控中心就通知世卫有人传人存在。闫博士说过，她与

北京疾控中心进行协调，以了解社区传染和人传人问题。另外，在 1 月中

旬的时候知道了这是人工改造的（病毒）。我们从英国南安普敦大學了解

到，如果中共说出（疫情）真相，世卫也恪尽职守，95%的死亡和经济损

失都原本可以避免。在那两、三周里，正常的人、诚实的人了解到了真相，

但他们被压制，被世卫组织所压制，被中共所压制。这是一系列被授权的

决定，因此，我们需要 72 小时(限令），美国总统需要站出来。根据我们

所看到的事实，他需要发出命令，看看美国经济现在发生了什么，看看这

里成千上万的人们正在死亡。这是完全的暴行，闫博士告诉了我们，北京

疾控中心知情。他们知道社区传染，他们知道人传人，他们知道这是人工

改造的，他们在今年一月初的前两周就已经知道了。 

在六个月以前，所有这以前本都可以避免。问题就在于此，我们必须要求

他们彻底向专家团开放。不是世卫，而是顶级病毒专家和疫情专家必须进

入武汉，他们必须进入中国，他们必须要发现所有的相关真相。这是完全、

彻底的暴行，美国无所作为，任由事情发展 。现在，这是我们的责任，这

是我们的责任，为了每个公民而挺身而出。 

为了每个中国公民、世界上所有人民而挺身而出，要求得到答案，如果中

共不肯给出答案，就痛击他们。 

[闫博士：] 

先生，事实上，这不仅关系 90%的人类和经济，疫情在初始阶段本就可以

避免。我认为，任何有这方面知识的专家和科学家，都知道这个病毒不是

来自于自然的。 

 

Part 9 

[Jack：] 

如果你负责调查这个事，不管你愿不愿意。如果你带领调查组来调查（病

毒源头）。一个国际联合调查组，我一直在强调 72 小时，和观众讲讲你

会要求查看哪些方，采访哪些人? 

你想要立即了解哪些关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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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博士：] 

我认为我们要去查所有的通话记录，包括电邮，删除的邮件，以及短信，

我觉得现在科技发达，足够获取以前的电话记录，我们要看他们在整个中

共病毒疫情期间和之前都做什么了。 

特别是，我们要关注如裴伟士教授这样的顶尖专家，以及石正丽教授这帮

人，查他们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前和之后都做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

多的谎言。 

作为学者很容易看出这病毒的基因序列非常奇怪，为什么居然有这么多科

学家站出来在《柳叶刀》上签署声明，赞扬中共抗击疫情有功，其它国家

都要向中共学习，还说这病毒绝对是自然的。 

为什么这些人敢撒此弥天大谎?我们还要仔细检查他们的（实验室）记录，

还有他们放在实验室冰柜里的所有病毒。我提醒大家，实际上实验室冰柜

的监管并不好。我认识的顶尖专家，比如说裴伟士，他在 P3 实验室之外，

还有个单独的大冰柜，是由我的老公负责帮他管理，他也是世卫组织的专

家，现在我老公正在协助中共对我进行抓捕，并试图让我闭嘴。这些人把

临床实验样本存储在冰柜里，我还知道他们在我工作的 P3 实验室里进行

非法实验，比方说他们做的西尼罗河病毒的实验。 

就连我丈夫在处理这些病毒时也很恐惧，所有这样的实验都是没有记录的，

我确信如果我们能打开那个实验室，就可以彻底检查。即便是陈薇将军

2020 年 2 月前往武汉病毒所，她 (和她手下) 销毁了所有证据，我们仍然

能看到很多问题。根据所有的假新闻，以及中共和世卫组织这帮所谓顶级

专家所操纵的谎言，我们肯定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正在做一份详实的证据（报告），正是依据中共所坚

称的科学证据。 

对吧！你不是要讲科学吗？那咱们就来讲科学。我们就用科学来评判谁对

谁错，何为真相。我们就用科学证据来说事，我们需要证据，也需要证人，

我们不允许中共让所有人封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