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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闫博士班農戰鬥室節目访谈重点 

 

 

 

【中文】 

班農戰鬥室 EP306 

https://youtu.be/WUXm0PepVUQ 

秘密翻譯組同傳影片 

https://youtu.be/sw2j06mBe_8 

 
 

 
 
 
 

https://youtu.be/WUXm0PepVUQ


 

 

2 

 

[班农：] 

欢迎回到疫情战斗室，这是 7月 29日的第 306期，主的纪元 2020年。今

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现在要在屏幕上展示的是我们正在朝着胜利进军，

捷报频传！ 

伦敦的《金融时报》，今天有个重磅，猜猜是什么？上世纪 30 年代中华

民国发行的债券，美国债券基金的 Jonah Bianco 明天将会参加我们(的节

目)。我们将就《金融时报》的报道进行深入的采访。《金融时报》这篇

文章深具积极意义。实际上有位杜克大学的教授表示，这些债券实际上是

完全合法的。我们将会就此同新中国联邦进行充分的探讨，这场势不可挡

的爆料革命，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之士，试图让中国共产党承担责

任。 

在本期还有另一位英雄加入我们，路德。他是一位逃离中国的播主 

原来是在维加斯，现在搬到了东海岸。他每天做的节目特别棒，经常会在

节目中就我们战斗室的节目进行点评。他也是一位英雄。我们将向你们介

绍所有这些爱国者。从今夏到入秋，我们会介绍很多这样的爱国者。这些

逃离中国来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现在因爆料革命集结在一起。 

以及你在 GTV 和 GNews 上看到的一些其他运动。我想在此感谢那些进行

中文同传翻译及字幕翻译的各位。 

路德，非常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路德可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闫博

士第一次(就是通过路德爆料的)... 

闫博士我们先和你谈一下,回到我们昨天所讲的话题。我想说David Brat和

自由大学的那些人。在过去两天里覆盖面之广是爆炸性的 

我们的观众们需要明白的是，在上百万的观看量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你的

采访。事实上 Newsmax 团队的做法很有意思，通常他们都是在第一个小

时播放所有花絮的。昨天晚上他们给反过来先播放的第二小时的节目，之

所以先播第二部分就是因为里面有对你的采访。人们都惊呆了。顺便说一

下明天你还要来哦。我将会在船上对你进行采访，到时候我们会多谈一谈

羟氯喹。你曾经和我提过，你在接受路德采访之后，就来到了美。为什么

美国人都不关注真正的问题所在呢？问题的根本来自于中共，来自于武汉

的实验室。所以我想回到那点，请详细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你提出如此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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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鉴于病毒是来自于武汉。人们所有谈论的方面，基本上都是试图把你

的眼球从关键处引开。 

 

[路德：] 

不客气，谢谢您 

 

[班农：] 

路德可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闫博士第一次(就是通过路德爆料的)... 闫博

士我们先和你谈一下，回到我们昨天所讲的话题。我想说 David Brat 和自

由大学的那些人在过去两天里覆盖面之广是爆炸性的，我们的观众们需要

明白的是：在上百万的观看量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你的采访。 

事实上 Newsmax 团队的做法很有意思。通常他们都是在第一个小时播放

所有花絮的。昨天晚上他们给反过来先播放的第二小时的节目，之所以先

播第二部分就是因为里面有对你的采访。人们都惊呆了 

今天我想和你谈的是... 顺便说一下明天你还要来哦，我将会在船上对你进

行采访到时候我们会多谈一谈羟氯喹。你曾经和我提过，你在接受路德采

访之后就来到了美国。为什么美国人都不关注真正的问题所在呢並且问题

的根本来自于中共，来自于武汉的实验室。 

所以我想回到那点，请详细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你提出如此的指控。鉴于病

毒式来自于武汉，人们所有谈论的方面，基本上都是试图把你的眼球从关

键处引开。 

 

[闫博士：] 

首先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人们根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共国真实的情况到底

是怎样的，以及(病毒的)起源是源于中共。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在这场疫情

的初期，中共政府就竭尽全力去招募科学界利用例如世卫组织这样的机构

来试图掩盖真相，然后他们编造了各种谎言来误导大众，而那些涉及该领

域的人们会被他们的错误信息所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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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使得人们无法找到真实的信息事实上这个病毒根本不是来自于自然。

它并不是直接源于蝙蝠，而是一个基于蝙蝠病毒的病毒。(而那种蝙蝠病

毒)是被中共的一个解放军实验室所发现并拥有的。 

 

[班农：] 

请等一下，当你说这并非来自于自然。而且并非是直接源于蝙蝠病毒，那

就说明它是人为的了。请给我们详细说说，你有什么证据支持呢，如何让

美国观众们理解这一点呢。因为这对主流媒体是一个转折，它们一直提及

的那个蝙蝠女，以及那些蝙蝠。请给我们详细讲讲，你所谓的这并非是蝙

蝠病毒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它并非源于自然，并且是人工的。 

 

[闫博士：] 

这不是一种直接转播到人身上的蝙蝠病毒，而是源于一种蝙蝠病毒，而

(该蝙蝠病毒)是由解放军所发现并拥有的。经过了实验室的人工干预，并

且经过了一系列的动物间的传播途径，使其能够专注于人类，而这是为什

么(该病毒)对人类而言是如此强大。 

所以我们说这是非常确凿的证据。此外，我可以告诉观众们，就好像我们

可以依据指纹进行排查。而对于病毒而言，基因组就是它们的指纹。我们

可以从它们的基因组看到各种证据，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共

政府试图拖延公布基因序列，甚至试图对其进行修改。 

因为他们一开始把一些错误的基因排序提交给国家卫生研究院数据库，而

这些事情后来被我通过路德先生的油管节目进行了揭露。于是很快的，第

二天他们就提交了蝙蝠女石正丽在《自然》发表的论文。(该论文)发表于

2 月 3 日，是关于所谓的 RaTG13 病毒的。由于中共控制并影响着整个科

学界以及世卫组织，这些人开始向公众讲述所谓(病毒的)真实起源，误导

并将人们的视线从真正的起源引开，吸引到所谓的 RaTG13 并在此基础上

编造的谎言。 

 

 

 



 

 

5 

[班农：] 

所以，我希望回到你刚才所说的，所以你说他们最初并没有，还是说不小

心发布了常规基因组的序列，然后他们又将其撤掉，或者说他们发布了一

个错误的序列。 

但是因为你爆料了，他们又发布了一个真实的。 

 

[闫博士：]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的 1 月 12 号，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序列因为中国

政府与其他科学家分离了首例武汉病人毒株的序列并上传到了 NIH 基因数

据库。 

在当时我的丈夫是一位冠状病毒领域的资深病毒学家，还是一位世卫组织

的专家，他做了调查然后他告诉我这是错误的基因组序列。 

也就是说.. 

 

[班农：] 

所以说在 1 月 12 号你被告知，这是错误的基因组序列。 

 

[闫博士：] 

是的，我的丈夫告诉我因为他做了调查并且他很好奇（真实的）基因组序

列。 

 

[班农：]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病毒学家并且他也在香港病毒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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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博士：] 

是的，他同样的在 WHO 认证的参考实验室中，裴伟士和潘烈文教授的最

佳助手。 

 

[班农：] 

你是否认为那令人震惊的是，当你和你丈夫和其他科学家谈到，他们不会

提供正确的基因序列给国立卫生研究所并上传到数据库。 

 

[闫博士：] 

是的，这十分令人震惊!因为我们看出这个基因序列是错误的。它就像指

纹。你提取到了，然后上传，是不可能出错的。 

我丈夫明确地和我说：这太诡异了，竟然会出现这种错误。 

 

[班农：] 

我现在要确认一下美国听众是否都听懂了。 

你的意思是：这不可能是失误。 

 

[闫博士：] 

对，不可能! 

 

 

[班农：] 

为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一定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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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博士：] 

至于背后的真实动机，你可能得问（中共）政府。问那些掌控基因序列以

及其它所有资料的人。 

对我们来说，我们只知道 1 月 12 日，他们递交了错的基因序列，包含的

都是错误信息。基于这份资料，病毒学家和科学家无法追踪到舟山蝙蝠病

毒。就是解放军拥有的新冠非典病毒的骨架。 

然而一天之后，1月 13日。请注意这也是中共病毒第一个海外病例，在泰

国被发现。也就是说，外国人也可以拿到病毒样本并分离它，並發現错误

序列与真实序列、两者之间的不同与蹊跷。 

 

[班农：] 

你的意思是，他们的谎言会被揭穿。 

 

[闫博士：] 

是这样的，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境外的患者爆发得这么快。而且

变异没有任何间隔时间。因此，一旦境外科学家收集了患者信息，会有很

大的几率将病毒分离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 1 月 14 日，他们将之前错误的基因组序列从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库中替换掉。他们还特意提示了这是版本 2 而版

本 1 被替换掉了，这种现象在基因数据库里非常罕见。 

从那天起，如果你比较一下。你可以看到在数据库中所有已知的基因组序

列里面，舟山蝙蝠冠状病毒 ZC-45 和 ZXC-21，是最接近于 SARS-CoV-2。 

 

[班农：] 

在 1 月 14 号放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序列，是正确的基因组序列吗？

或者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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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博士：] 

这是其中一个破绽，因为 3 天后他们又上传了第三个版本，比之前的版本

要长一些，我也检查了一些重要的蛋白质。我也对比过了 14 号那天和 17

号那天的，当时看起来应该没错，但是当时我还没完成所有的对比，可能

还遗漏了一些其它错误的信息，重要的事情。 

 

[班农：] 

你是不是也在说原因... 他们的变化是因为你的采访。 

你开始上路德的节目，YouTube的节目谈论这件事情。你是否认为这是他

们试图让步的部分原因吗？他们要被揭穿了，所以做了改变？ 

 

[闫博士：] 

不是，这是在 17 号之前，在我... 给路德的节目传递信息前。但是发生的

事情是，我们在 1月 19号，北京时间晚上做的那个节目。而后北京时间 1

月 20号，号称“蝙蝠女”的石正丽教授投稿到《自然》杂志关于RaTG13的

论文。而这个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天，和张永振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的同一主题的文章，他（张）是最早公布SARS-CoV-2基因组序列的并提

出这是最接近舟山蝙蝠的病毒。 

而张永振教授因为这篇文章收到了处罚，他的 P3 实验室也被关闭了。 

 

[班农：] 

你是说这是中共掩盖事实的一部分吗？并与香港的参考实验室或者其它的

像国际卫生组织等合作，来掩盖他们的罪行来掩盖他们实际上是同谋？ 

 

[闫博士：] 

是的，掩盖甚至更严重，对于有经验的科学家来讲，他们有基本的常识。

你可以翻回头来看这个病毒基因组， 就像我说的指纹，对他们来讲, 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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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出于内部。从根本上来讲,就像病毒变成了增强版的非典病毒一

样，包含非典功能和其它一些致命的成分。这个就比如牛长了一个鹿的脑

袋, 兔子的耳朵还有猴子的手。 

这个怎么可能来自自然？ 

 

[班农：] 

你说这个不是自然界产生的，那是因为它最初是想被做成武器。而这是额

外的副产品吗，换句话说，他们是试图找出疫苗和治疗非典的方法。 

还是说这就是一个武器计划，试图造出一些可以实际使用的武器？ 

 

[闫博士：] 

这几年来，我一直从事疫苗研发，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绝对不是为了疫苗或

者是解决非典病毒。简单地说，就像, 如果你想给孩子们做一个玩具手枪

你应该把子弹取出来，把有害的部分取出来。 

但这个版本是像是，做一个玩具手枪。然后我放上了刀子，锋利的刀子，

弄一些导弹放在上面。接着交给孩子们说, 这是你们的玩具。 

 

[班农：] 

所以你的意思是… 

完全不可能是来自自然，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 

 

[闫博士：] 

即使基于常识，答案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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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 

好的，我们的客人闫博士，明天她还会来到战斗室，非常感谢她。他已在

华盛顿待了几天了，主持了几场重要讨论，接受采访等，这是两天会议的

主要环节。这些议题有些复杂，很难了解清楚… 

媒体每天来来回回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将推动这个事件。目前

对此仅有很少的调查报告，西方对此视而不见，所有大型机构和组织对此

视而不见。 

我们一会回来继续谈论，Jack。 

我们继续采访闫博士，人们正在改变。华尔街日报有不同的报道，你开始

看到来自一些组织的人，以前不反共。如果他们之前没有参与其中的话，

这确实需要个过程，你知道，一个参与的过程。现在因为证据越来越多，

人们开始回归了。 

 

[Jack: ] 

其实史蒂夫和我在休息时谈论到，我想我们的粉丝团都粉闫博士去了。这

是直播中的一条评论： 

“Scarlett 闫博士，非常感谢您的勇气与胆量；感谢您以牺牲自身安全为代

价来拯救世界。” 

“闫博士是我的英雄！闫博士是超级英雄！” 

“闫博士是世界英雄。向闫博士致敬!” 

“真实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 

“这就是勇气!” 

“她就坐在我身边!” 

我们要衷心地向这位全世界伟大的爱国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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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 

《华尔街日报》今天也真的支持闫博士。闫博士，你面前就有这篇文章，

我知道你会说这篇文章在技术上不完全正确。但重要的是这是大西洋理事

会的人写的 

而这个人并不拥护反共运动，甚至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是因为你们的作

为把真相告诉西方，人们必须要认真想一想，即使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这个

节目… 

有个很大的失判，就是这个病毒在夏天的表现，记住即使是福西和 Birx，

以及主流媒体都在讨论第二波疫情，他们认为病毒会在夏天消失。 

问题是，我们仍然处于第一波疫情的激增期。为什么我支持的、纳瓦罗博

士持续不断所说的这个病毒不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这个病毒不受温度和

湿度的影响。 

刚开始没人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人们的言行不一。一边说夏天病毒就会

消失，所以现在开放了一些州，一边又要担心第二波疫情。我们仍处于第

一波疫情的焦灼状态。 

为什么所有人对此都是错的？ 

如果听闫博士就不会错了，因为闫博士说你们思考的方向是错的。这不仅

仅来自蝙蝠那么简单，它一定是人工干预形成的。如她所言，这个病毒长

了龙的头、猴子的胳膊、鲸鱼的尾巴，是合成的。 

 

[闫博士：] 

的确如此! 

 

[班农：] 

就像你给了孩子一把玩具枪，但是这把玩具枪有装了箭头、火箭、导弹和

45 手枪口径。 

闫博士，你是怎样联系到路德的？我们知道路德是第一个给你发声平台的

人，你是怎样联系到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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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决定联系一个每天直播反共评论的人?? 

 

[闫博士：] 

因为我听郭先生和路德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从香港运动开始。你知

道中共政府一直试图打压这些自由的声音和真相，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可

靠的渠道来了解当前的形势。因为我看到香港街头的直播报道，我看到正

在发生什么，但持相反观点的电视、网络节目都被中共控制。 

我们看不到真相，所有事实都被扭曲了。所以我十分需要一个传播真相的

声音支持我，支持我的观点。而且他们的节目实际上让我更加了解中共的

黑暗，当我开始做调查并得知新冠病毒的真相时，我没有从 WHO 得到回

应，中共也不想让人们知道真相。 

最为关键的是, 我必须找到一条可靠渠道，向人们, 向世界传递这个紧急讯

息。你不能相信（中共）政府，不能相信主流媒体，不能相信任何人，我

能相信唯一媒体就是路德。他是如此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持续不断向人

们揭示真相，传播正确的讯息。所以，我相信他。 

我认为他会向人们传播这个讯息，因为他会理解发生了什么，他会帮助我

向公众传播信息。 

 

[班农：] 

这个大概是在 1 月 19 号左右发生的，1 月 19 号。不对之处请指正，差不

多春节，本应庆祝春节，而却取消了。 

所以在 1 月 19 日之前，你知道（疫情）真相一直被中共当局压制被香港

大学的实验室被世卫组织，当然还有北京疾控中心所压制。人们本该更清

楚地了解（疫情真相），但是（疫情真相）却被压制住了，所以你当时就

想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全世界和路德。 

难道你不害怕因为来参加节目，向路德传递信息会使你置身于危险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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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博士：] 

当然了，我从那一刻起就知道，当我决定将此信息传递给路德先生，我就

置身于危险中，会有性命之忧。在任何时刻，哪怕我只是试图联系路德先

生，（中共）就可能把我抓了，因为甚至全世界都在中共的监视之中。所

以我唯一担心的是 我能否在“被消失”前将信息传递出去。 

幸运的是，我做到了! 是的，我很害怕… 

在路德访谈节目的前一天，即北京时间下午，1月 19日前的几个小时内。

Whatsapp App 发生了全球性的技术问题，当时我在香港大学的图书馆不

能发送任何信息和图片。我非常害怕，我想完了，中共找到我了，因为我

已经连续 2 天和路德联系，向他解释情况并说服他（相信疫情真相）。 

所以那时我很快就删除了 Whatsapp 程序并重新安装，之后又删了，然后

转用 Skype。我把我所有的真实信息、照片、工作单位等信息，发送给路

德先生，并告诉我不会自杀，一旦我“被消失”了，那便是中共所为，正如

他们每天对付香港抗议者所做的一样。 

 

[班农：] 

等一下，实际上你告诉过路德： 

“我现在告诉你，我永远不会自杀” 

“所以一旦我消失了，他们（中共）会说我因为过度抑郁，最终跳楼自杀” 

“那我是被扔下去，而非自己跳下去的！” 

 

[闫博士：] 

是的，这是所有的香港抗议者都知道的事情，他们也将此事告知他们的朋

友和家人。因为香港政府和警察，会说这些人裸死在海里或者说他们突然

自杀，没有留下遗书。但是（这些死亡）无任何可疑之处，纯属自杀，这

类事件每天都在中共国发生。 

 



 

 

14 

[班农：] 

然后就是 1 月 19 日，如果你回去的话，你的主管…如果我没记错昨天采访

内容的话，你的主管，大概在 1 月 8 号或 9 号。在一月的第一周末左右，

你和北京疾控中心联系，你还在继续（病毒）调查工作。你当时就说出事

了而他们告诉你要小心，不要碰触红线，（中共）他们可以让你“被消失”。 

你是这么被告知的吗？有没有进行过谈话？ 

是的，实际上，在我的导师潘烈文告诉我的，指派我进行第二次调查前就

告诉我了。他像是警告我：要小心行事，否则你会“被消失”。而且当我向

他反馈相关信息时，（这些信息）不仅来自疾控中心，还来自中国大陆疾

控中心，以及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医生。 

我告诉他这些时，他再次告诉我要小心，否则你会“被消失”。当他们跟你

说，你会“被消失”，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他们说你会“被消

失”。这意味着之后你根本不会存活于世上，没有人会记得你，没有人可

以看到你的信息。 

如果他们想上网查询你，不会得到任何相关信息，你的家人会被噤声，或

者他们也会“被消失”。没有人能记得你，他们也不能这么做。 

 

[班农：] 

这是史蒂夫·班农的疫情战斗室节目。闫博士和路德，两位英雄。如果你想

见证什么是英雄主义，就请观看我们的节目。这是 21 世纪的斗争，为自

由而战。美国能享有完全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你们必须协助中国人民获取

自由。 

中共这个国家机器压迫 14 亿中国人民，他们通过（压迫中国人）以及这

个由世界精英提供的商业模式。他们压迫美国人民，并夺走了你们的自由。

川普在整个事件中说过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

的。” 人类行动与人类的介入，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在闫博士与路德

身上看到的也正是行动与介入。 

闫博士，首先……路德，鉴于节目的争议性，让闫博士上你的节目是需要

很大勇气的一旦你你怎么做了，也就基本上等于在指控中共为有预谋的大

屠杀，也就是导致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死亡的背后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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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没觉得， “哇，我这么做是不是跨线了”。 虽然我一直在批评这些

家伙，但现在我是要指控他们大屠杀，如果我跨越了那条线的话，我会

“被消失”的。 

能麻烦你翻译吗，闫博士？ 

 

[闫博士：] 

路德先生,简单的来讲... 

就是班农先生想知道：你当时把我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

个不只是一个传递消息的问题。这个还涉及到对中共的一个指控，因为它

涉及到了一个大屠杀的...潜在的，当时是一个潜在性的发生的一个大屠杀，

这一个事情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什么...你自己会不会有什么顾虑?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路德：] 

恩...谢谢班农先生，当时，这个就是一月十九号的这个。闫博士通过我们

的节目传递的五个重要的讯息： 

第一 ：在 62 例的时候是人传人 

第二：是大爆发，只有 62 例的时候大爆发 

第三：中共隐瞒疫情 

第四：就是这个强变异，病毒的强变异 

第五就是，它(病毒)是来自中共实验室 

这五件事情后来一一得到验证，这是最关键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实际

上，我们...作为我来说也是非常紧张。因为如果说这个事情，如果最终没

有被验证的话那就是也会面临很多的这种... 我觉得可能指控阿、造谣阿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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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博士：] 

那么，第一，感谢班农先生 

在 1 月 19 日，闫博士传达了这些信息给我，包括五个重点，最终都得以

验证了 

五个重点包括： 

虽然当时只有 62 例时，但已经是人传人；并且确定会有一场大爆发；另

外，这个病毒会有强变异中国政府，中共试图掩盖真相；最后，病毒不是

来自于自然；而是来自于解放军实验室。 

我当时明白，如果我向整个世界传达的虚假的信息。也就意味着我们将面

对许多指控与其后的更多问题。 

 

[班农：] 

闫博士，他们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从而得知你发现了什么，他们还说要让你

消失。你相信《华尔街日报》的呼吁吗? 中共会自愿把武汉实验室全面开

放吗? 

 

[闫博士：] 

嗯，我想先说说另一件事。事实上，（病毒）不光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

和所有这类的研究机构都有关系这些机构都被中共控制或影响。我的意思

是，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例如我所在的香港的世卫参考实

验室，它们都被中共控制，他们听命于中共政府，因为他们不敢违抗中共

的意愿。 

 

[班农：] 

等一下，我们还有几分钟。 

世卫组织，你们世卫参考实验室，实际上是监管部门，是世卫的眼睛和耳

朵，从香港来监管中国大陆（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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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你所知，世卫组织是掩盖（疫情）真相的同谋吗？ 

 

[闫博士：] 

我知道的是，世卫组织和大陆（的沟通），实际上是以我们香港实验室为

基础。我们就像是他们之间的桥梁，帮助他们沟通和建立良好关系。所以，

世卫的专家， 我们实验室有好几位世界顶级专家，他们有责任向世卫汇报

中国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对世卫来说是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世卫有责任

及时向世界发出通告。 

事实上···这些专家，我确信他们早知道（有疫情爆发）。因为我直接告诉

我的主管和丈夫我告诉他（我丈夫），他直接告诉了裴伟士教授。但是这

些专家什么也没做，也许他们和世卫讨论过。但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决定

和中共政府合作，什么也不做。 

最糟糕的是，这些科学家后来，还为中共政府的“病毒来源自然论”站台，

帮助他们编造科学谎言，欺骗全世界。现在你们回头看看在中共病毒爆发

以来，世卫做错了多少事，提供了多少错误的指示。 

 

[班农：] 

你是说你心里毫不怀疑这是一场中共跟世卫的谎言，掩盖与同流合污吗? 

 

[闫博士：] 

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