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文明大倒退令人触目惊心，为什么陈冯富珍能够连任 WHO 总干事？ 
  lzm/17.6.2012 in Hong Kong 

本公开信致 WHO, G-20、各人权组织及各国首脑、卫生部官员质疑为什么陈冯富珍能够

连任WHO总干事？   难道中国政府已买下整个世界？难道可一再通过陈冯富珍操控WHO平台

去诱骗各国政府卫生部不断地向公众推广“流感疫苗”屠杀本国人民以及玩弄各国的领袖成

为历史罪人遗臭万年！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本公开信的主题，如下： 

在现有的医学教科书中，“流感疫苗”只是基于“病毒感染”理论确认的产品，以及一旦

当“病毒感染” 通过空气的流动进入肺部将会在血液中以“自动复制”的方式繁殖！因此，

血液中“流感病毒”的浓度将会提高而导致高烧或者经病变而死亡！ 

由上述可见，“自动复制”的方式繁殖是旧有“病毒感染”理论的核心。 现在，任何

一家普通的化验室都可以从任何一名确诊的流感病人的身体抽出血液样品检测观察“流感病

毒”的浓度会否提高？ 

一切也都将显而易见的并定论，即病毒繁殖的理论已立即破产，即通不过来上述简单简

单检验！另外，尽管在 US-CDC 网上介召“流感针”是一种失去活性的疫苗(控制杀死的病毒)

辩解！然而，以失去活性的疫苗企图去诱发人体对所谓“活性病毒”的抗体也绝对的是荒谬

的！又例如，一个感冒病愈后必然会有抗体的病人难道就不会再患上感冒吗？ 因此，包括失

去活性的疫苗完全同样是有害无益的！ 

因此，任何再蠢笨的人也将会知道，从此“病毒感染”以及“流感疫苗”的理论便应丢

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因此，WHO 应立即承认 PCT/SG03/00145 国际专利发明新发现的“细

菌感染”理论去更改教科书以及让应用“洗肺”医疗法的时代已经来临方可拯救众生！ 

本公开信在此呼吁有责任心的各国卫生部官员以及医科大学的教授专家们都应立即验证

上述这个测试结果从而不再向国民推广有害无益的“流感疫苗”。    另外，为了避免再有更

多的病例死亡，各国卫生部同时更应立即下达医疗指引给医学在业者医生向公众开放“洗肺”

医疗法的应用以免让再有任何品种的流感、肺结核等病人死亡于失救！ 

其实，早在 23.12.2009，当本人看到胡里胡涂地美国总统奥巴马被利用做“甲流

疫苗”模特儿去误导诱骗及伤害美国人民后，在 2010 年，本人也共有 5 封英文公开信

向 WHO、G-20 及各国政府世界传媒传递发表了 The Vaccine can pernicious to the entire fetus, 
WHO must stop using! 主题及网址如下：  

1. http://www.ycec.com/UN/100223.pdf; 
2. http://www.ycec.com/UN/100620-hk.pdf; 
3. http://www.ycec.com/UN/100703.pdf; 
4. http://www.ycec.com/UN/100922.pdf; 
5. http://www.ycec.com/UN/101109.pdf 

     也就在上述发表英文公开信的同时，本人亦有 5篇同样针对有害无益的甲流疫苗的中文

公开信于 15.9.2010.- 27.2.2011 在期间向中港台各界发表后，曾荫权政府只得被迫在去年

7月销毁价值超过 2亿多价值疫苗存货： 

这是人类文明历史最黑暗的一天，WHO 及各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有的是中文人才，

希望可以翻译给领导人作参考及做历史见证： 

1. http://www.ycec.com/UN/100915-hk.pdf  15.9.2010. 
2. http://www.ycec.com/UN/100208-hk.pdf  08.2.2010 
3. http://www.ycec.com/UN/100410-hk.pdf  10.4.2010 
4. http://www.ycec.com/UN/110202-hk.pdf  02.2.2011 
5. http://www.ycec.com/UN/110227-hk.pdf  27.2.2011 

这里务必要告诉正在开会的 G-20 及各国领导人一个严峻事实，那即是在上述 5篇中文公

开信向中港台等地区发表之后，香港政府被逼要立即公布销毁 2 亿多港币的甲流疫苗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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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那是因为流感疫苗缺乏科学根据且害人不浅已众所周知！  

为何香港政府一会儿要销毁甲流疫苗？又一会在 3 个月后又要重新鼓吹疫苗

呢？那是因为 WHO 陈冯富珍坦白放话告诉了曾荫权政府：“⋯如果香港政府不再继续

推广流感疫苗的话， WHO 及国际医学界也将要被逼也得承认洗肺医疗法的发明理论

不可了！” 而后，基于政府的反复无常， 导致了香港政界反对派恼怒准备向公众

揭露隐瞒由 PCT/SG03/00145 伸延 HK patent No. HK1060833 的洗肺医疗法的医学发明

害死太多市民生命的罪行，但后来他们才妥协向每一香港人发放 6000 元为俺口费！

由上述事实可见，WHO 陈冯富珍确确是讲出了真相，她明知“流感疫苗”全是有害无

益人体的， 但她认为不管死亡者的人有多少都好，反正有奥巴马拿着诺贝尔和平奖招

牌做模特儿打疫苗或其它的国家领导人一同顶着这项千古历史罪人臭名，例如在英国

遭受一个剑桥大学病理纟硕士生扔鞋之苦只会是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 02 February 2009，

因此，没有道德观、同情心且又习惯唯利是图的 WHO 陈冯富珍肯定会哄或暗示着你：“⋯

啥也不用怕，那里还有很多中国的美女、俊男及金钱等着你!”； 

面对着上述 WHO 陈冯富珍如此的没有人性，本人又立即发表了 3封中文公开信告知香港

市民要珍惜生命远离流感疫苗，如下： 

1. www.ycec.com/UN/120113-hk.mht  or pdf 
2. www.ycec.com/UN/120223-hk.mht  or pdf 
3. www.ycec.com/UN/120509-hk.mht  or pdf 

由于公开信除了同样关系到各国人民不可回避的医学发明应用外，香港特首曾荫权已害

怕了因他听命于中国政府在香港隐暪这个医学发明及盲目推广流感疫苗屠杀了不少的同胞无

法面对死亡者家属须要安排逃亡及不再回香港居住以及安排对本人采取恐怖袭击的事实！ 

本人十分愤怒地在此向任何受益我的发明的人及国际社会呼吁必须关注及谴责曾荫权政

府如此的恐怖行为！ 

现在，各国驻香港领事馆有责任翻译给领导人深思，即是同样会有 3 个严峻的事实摆

在各国领袖特别是奥巴马面前，如下: 

1. 自 13.1.2012 后，再也没有一个香港政府的医疗官员再敢出现 TV 欺骗市民注射流感疫

苗针剂了；  

2. 自 23.2.2012 后，再也没有一家香港的媒体愿意替香港的恐怖政权发布虚假新闻诱骗市

民打流感疫苗针剂为法西斯政权服务； 

3. 即是如一再听任中国政府摆布隐暪这个医学发明及推广流感疫苗的话，有一天必然的将

会受到本国人民的惩罚，其恐惧将与曾荫权无异； 

这仍是人类文明历史最黑暗的一天，本人在此重复呼吁，各国的领导人在阅读过

本公开信之后不再学奥巴马总统不当利用扮演疫苗模特儿诱骗及伤害国人生命，因为

剥夺国人分享 PCT/SG03/00145 发明的使用权力相对本国历史也将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行!  

各国的领导人更应知悉为什么 WHO 面对作废“流感疫苗”会深感恐惧?    

因为一旦废用了“流感疫苗”之后，那么，在 WHO 及国际医学界学术权威或那些

所谓的“病毒专家”长期所依赖的“病毒感染”理论将会立即破产，这对他们而言必

然是个灾难性的打击！ 

又更因为“细菌感染”理论下的“洗肺”医疗法的本质是物理疗法，因此，是永远再没

有任何的药物医疗法可取代的，那么，由 PCT/SG03/00145 的国际专利新发现的“细菌感染”

理论便会发出永不熄灭的光辉照耀着整个地球村千万年以上！ 正是如此，包括不少的诺贝

尔得奖的所谓“病毒专家”他们的成功神话也将无处藏身，但是并不一定要离开权威



 

 

的医学机构告老回乡，然后当他们必须面对放弃他们的权威或私利转而承认“细菌感

染”新理论而言必然是有苦难言的！  

也因此，当中国政府蓄意买位推荐任职总干事的目的是继续向公众隐瞒洗肺医疗法发

明正中他们下怀，何况他们更可有机会向中国政府讨价论价索取好处两全其美！ 这也说

明及证实了为什么在本界 WHO 总干事本界的选举中没有第二候选人！ 

历史将在此进一步做出笔录，这仍是人类文明历史最黑暗的一天！ 正是这班 WHO, 

US-CDC 及国际医学界的权威也只以私利为优先考虑，他们藐视流感病人生命价值的存

在， 他们只会害怕他们手中拥有的疫苗制造商股票会一夜成废纸以及担忧有一天会失

去中国政府行贿的价值，因此，他们疯狂、不知羞耻：  

1. 在过往的 TV 新闻所见，当注射过甲流疫苗的市民又感染上甲流时，这群畜生的医学官负

便惯例必将会穿着白袍跑出来再一次哄骗市民：“那是因为病毒变种了，所以疫苗失效！”； 

2. 当特敏复无法令流感病人退烧或死亡时，这群畜生的医官也会跑出来说：“那是偶然产生

的抗药性, 其机会率是低的！”，或“死亡是由并发症产生的”等等； 

历史将在此进一步做出笔录，中国政府隐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的手段层出不穷： 

例如，当诺贝尔评选团在 2006 年访问中国时告知将给于 PCT/SG03/00145 发明人有

机会即给予诺贝尔医学奖，但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并行贿诺贝尔评选团的事实为瑞典检察

官于 Dec.19, 2008 面对欧州媒体指责中国政府行贿诺贝尔评选团质问不知为何而踢爆！ 

到底中国政府行贿的目的何在？现由物理得奖人杨振宁作证并清楚无疑地告知上

述瑞典检察官！ 

因在此 2006 年春行贿的同时，由 TV 的新闻所见，杨振宁博士接受中国政府的委托

或派遣来到香港以他的名望镇压香港的学术界的反对声音，香港人 TV 所见，是杨振宁最

后咬牙切齿地说的：“现在的中国不需要诺贝尔奖！”！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行贿目的

正是要拒绝让诺贝尔给予 PCT/SG03/00145 即本发明人诺贝尔医学奖，已清楚无疑！ 

本信再次向 G-20、 WHO 及每个国家的医学界及媒体公开！不管是台湾或泰国的红衫军

动乱，在那里无处不见中国政府从中威逼角力的影子，由于中国政府不是一个选票产生的政

府且从不以价值观治理国家的政府，因此，中国政府决不会在意你的国家还会死多少人！ 

现在，国际社会面对着因中国政府执意要隐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导致而死亡的

人数已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人数，又由于这个发明是永远不可替代，本发明人在此向国

际社会提议为此介定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后，本人强烈地在以呼吁 G-20 及各国政府的领导人不要过份政客化，不要以为学到了

如中国及香港政府的不道德及侵权已在个别医院偷偷应用 PCT/SG03/00145 医疗法可以减少

了罪恶感，这是错误的！正因为没有公开承认这个医疗法及向就诊的医生发布医疗指引的活，

人们将会如以前那样听信医生处方，但一旦高烧不退再求医已是太迟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人死

亡！因此，我希望立即开除 Dr Margaret Chan 以免继续占据 WHO 为虎作伥！ 
 

                             PCT/SG03/00145 (inventor) 

                             Lin Zhen-Man/Hong Kong  

                                June.1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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