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西尼罗河病毒死者家属有权提出索赔诉讼 ！ 
lzm/12.10.2012 in Hong Kong 

一．诉讼因由及求生宣言 

以协助中共政权隐瞒 PCT/SG2003/00145 医学发明的恶果进一步公开化，本公开信是值得有正义感的各国

领导人以及法律界律师认真思考及马上采取行动维护本国人民的生命权、维护社会正义向隐瞒医学的邪恶势

力开战！ 

就在本人于 Aug. 18, 2012 透过传真给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及电邮各驻外大使给了奥巴马一封信后，US CDC

网上马上更换了美国的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WNV）已死了 41 人的报导为主页，其用意在于 否认
并暗讽 PCT/SG2003/00145 发明的最重要医学发现在于流感的病因为“细菌”感染而非“病毒感染”！ 

但这是十分愚蠢的，因为 WHO 及 US CDC 是永远做不到可以从西尼罗河病毒或者任一位流感病痪者身上抽

出血液样品在体外检测观察并证实“西尼罗河病毒”或“流感病毒”是可以自我 Copy 复制繁殖提高病毒浓度

以支持“病毒感染”理论进而支持“流感针”合理性！ 

本发明人在此紧急呼吁有头脑的律师催促附近的医学院或医院的实验室都可做此简易实验为2004年起的

“西尼罗河”或“流感”病毒的死者包括急性肺炎死亡的老年人家属向卫生部门或领导要求赔偿的诉讼提供

根据，因为隐瞒 PCT/SG03/ 00145 医学发明的至今 9年死亡的总人数庞大，就美国来说就不会少于 2000 万！

 

即是说，如果 US CDC 不敢面对上述如此科学的质问继而向国民推广“流感针”，那么，奥巴马“流感针”

模特儿的恶劣形象将会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攻击目标，更严重的后果是， 2000 万死者家属有一天将

会群起加入诉讼要求索赔！ 

由上述理由，在之后的下一章节将向各国的卫生部门专家、医生等等剖析West Nile Virus病人的真正死因、
并发出关于West Nile Virus病痪者最新的医疗指引及见解以避免死亡！  也将进一步证实WHO & US CDC的
病毒专家是无能的及应马上撤换！ 因此，并呼吁有头脑的法律工作者立即行动为拯救你的同胞生命为支持社

会公义做好诉讼准备！  

二． 西尼罗河病毒的真正死亡病因及医疗法 

   首先，要肯定的是，美国的西尼罗河病毒确实是一种“病毒感染”由蚊子传播！各国的名称不一， 例

如在台湾叫“登革热病毒”(Dengue-Virus)，但蚊子传播的“病毒感染”不是死亡的最后病因，真正的死
因及医疗法如下： 

1. 西尼罗河病毒和其它的流感病毒一样，首先挑战的是人体肝脏的解毒功能，如果其功能属
最弱的老幼者一群，脑神经的失调引起高烧或病变是难免的，因此，老幼者一群的死亡率

最高； 

2. 当老幼者一群的肝脏不能完全过滤病毒之时，神经失调的后果首先是肺活量以及肺动能将
立即下降，其后果是肺叶驱逐空气中漂浮细菌的活力也下降，其现象正如普通人偶然也会

“着凉”、“感冒”一样从而协助细菌创造了繁殖的环境，如果该“趁危而入”繁殖的细菌

不能在第一时间杀灭，那么，该细菌繁殖所带来的病毒必将远远不断地加深西尼罗河病毒

的感染病人的进一步不适直到死亡，可称为双重感染； 

3. 对一般健康的人来说， 西尼罗河病毒感染者是无须任何药物只须适当休息也可痊愈的，正
因为西尼罗河病毒感与其流感的病毒一样是绝不会在人体血液中“自我无性繁殖”增加病

毒浓度， 如果 US CDC 强词夺理感染的病人体内的病毒经分次抽验会上升，那是因为体内

的病毒另有来源，这就是 US CDC 及当代的医学盲点； 

上述可见， US CDC 报导中死了 41 人的西尼罗河病毒感染死者的真正死因是“细菌”感染并非西尼罗

河病毒、包括人数众多死于失救的临终入院的老年人更新医疗法如下： 

a. 所有 西尼罗河病毒病人与所有流感病人一样，在入院之时应立即注射抗生素防止病变以及
口服 Tamiflu 特敏福或处方静滴生理盐水均可降低体温⋯，这是一般当前包括本人都要认同



 

 

的医疗法主流。 

b. 然而，不同的是，当前的“病毒专家”还在吹嘘：“Tamiflu 特敏福是可以直接针对流感病毒
根源，阻止病毒不能复制以便防止病毒在病人体内扩散”的医学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这正是

医学界的一最大盲点！ 更可耻的是，当特敏福无效之时，这批所谓的“病毒专家”必然会

现身 TV 上口出狂言欺骗你的国民：“该病人对特敏福产生了“抗药性”因此死亡”而遮羞！

现在，要证实“令病毒不能复制”是一句世纪谎话只须要求 WHO，USCDC 或你的国家卫生官

方公布『抽取病人体内病毒独立于体外观察病毒的浓度会否因病毒可自我复制而提高？』，

如果受引拒绝，索赔的诉讼便应立即展开！ 

c. 这里要言归正传，特敏福的药理特性被曲解了，因特敏福是金刚胺（Amantadine）或「神经
氨酸」（Neuaminidase Inhibitor）抑压剂的口服药，因此，特敏福是可以舒解脑神经的不适，
在某些种一定程度上恢复肺部活力以利驱赶肺部细菌减少病毒来源，这相对产多数细菌感染

轻微的病人来说，特敏福是有效的！ 

   但对病弱的西尼罗河病毒病人来说与流感病人一样的，当体温一旦超过 39℃即表示新的肺部

细菌感染开始猖狂，即表示特敏福已经失效，那么，该病人便应立即被处方进入“洗肺室”

清洗肺部细菌才可避免死亡。    
d. 与西尼罗河病毒病人一样，同样的，人数众多临终的老年人入院后，根据香港卫生署的
记录，大约近死亡率 80%的死因均为“急性肺炎”，这就是肺部细菌感染的重要证据，显
示肺部细菌感染才是最后的杀人凶手，如果不立即被处方进入“洗肺室”清洗肺部细菌，

他们的提早死亡将不可避免！ 

     由上述可见，“洗肺室”在每个医院是必不可少的， 有关的设备可从 www.ycec.net查阅及参考！ 我要
在此强调，生命权是不可驳夺的，拯救国民生命是每个国家领导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协助中共政权隐

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应到此为止。    

三. 各国领袖的历史责任不可推卸 

从上述二.已清楚无疑，大多老年人的提前死亡与西尼罗河病毒或流感病人是一样的，屠杀他们的共同

凶手即是趁病入侵肺部感染的“细菌”！  

或许各国政府的统计仍有差距，但仅香港卫生署官方承认的每年就有近万临终入院得不到“洗

肺医疗法”早死的老人，曾荫权政府就是如此杀人不手软的最后凶手！见 www.ycec.com/UN/070805.htm
及 070815.htm两篇 07 年本人的中文公开信早就有披露上述主题，曾荫权政府才是最后的杀人的凶手！ 目前
的香港政府只是共产党政权的傀儡而已！  

另，前任的 WHO 总干事李钟郁(Dr LEE Jong-wook, Director-General of WHO)的离奇死亡与中国政府推荐
陈冯富珍的接任是有关联密切的，李钟郁似乎不再听话了。在 2006 年，诺贝尔欲颁奖医学奖予本人派遣选举

委员会访问中国就有李钟郁的影子在，但选举委员被中国政府收买被瑞典检察官向媒体在 2008 年公开仍是后

话。 

总之，联合国 5大理事国对 WHO 影响力强，如果前总统小布殊被收买，则中国政府通过陈冯富珍的接任

将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因此，WHO 与 USCDC 成为了中国的罪恶同盟，也因此，大多的各非 5大理事国的国家

领导人及医学机构企图指望 WHO 与 USCDC 会带头承认及应用这个医学发明拯救你的国民已不可能，如下的行

贿事实值得各领导人深思： 

就在 2012 年 8 月收到本人信件后，有不少的国家领导人排队在 9

月初前往中国欲会见新一界领导人习近平之时，香港文汇报 1202.8.30

就拿前总统小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Neil Bush)对中国政府感恩载德地

说要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导，这明显诱惑及向急见习近平的国家领导

人之暗示可以通过亲属输送利益解决问题！  

早在2008年 5月 08日的一封给各国领导人公开信(www.ycec.net/lzm/080508.mht)，信中就揭露了在2003
年 11 月 27 日， 隶属中国政府的文汇报、中新网以“丑闻可能会影响布殊大选”的显著标题威胁布殊大选，

且突出以 江泽民的儿子江锦恒名字声称“曾高薪 200 万美金聘请布殊弟弟(Neil Bush)及每晚将免费女人送上



 

 

的酒店房间，并表示将会进一步将丑事公开！” 结果，可怜的布殊总统便从此被中国政府的阶下囚。由于布

殊总统于 2001.9.27 在芝加哥机场公布应用了本人“航空安全三措施”发明专利的申请解救了 911 经济危机！

结果，布殊总统不仅反悔对本人的承诺，并下令美国专利局荒谬理由的手段作废了该专利的申请，见
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现在，各国领导人及有决心为隐瞒 PCT/SG03/00145 医学发明的本国的死者家属申请索赔的法律工作者

在此见识了共产党政府透过受贿的小丑模特儿输送利益挟持了美国总统的手段!  在 2009 年，尽管诺贝尔提

前颁发于奥巴马和平奖以鼓励奥巴马可以不必介意共产党中国的干涉是有权独自承认这个医学发明拯救国人

生命并大幅度提高平均年龄的，但奥巴马是令人失望的! http://www.ycec.com/UN/110927-hk.mht  

奥巴马在09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奘及访问中国紧握上海大学美女生后反而做

起流感针模特儿支持错误的“病毒感染”理论否认“细菌感染”的最新发现，代

价是令美国的死亡人数增加！  同样的是，我见过中国 TV 的报导，奥巴马也有

个弟弟被伺候在中国的深圳、并有个美女为妻的报导！ 本人深信，此时的美国

选民一定有兴趣知道，到底奥巴马弟会是否也正连考虑加入中共？！   

以上更可见，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美国以至全球上空活灵活现！ 马克思 “唯物辩证论” 的“物质决

定意识”下的金钱与美女正在挑战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共产党中国的本貭在此已无可置疑，我不得

不要在此惊呼，国际上反共产主义战士哪里去了！   

也由于可见，美国领导人已沦为共产主义的幽灵的阶下囚，他们只会从内心感激中国的行贿，但他们似

乎忘记了付出的是以杀害自己同胞生命为代价！但他们若无其事，却在编造以“维护国家间关系”为重的谎

言欺骗国民！必然的，WHO 及 USCDC 已不可能成为世界医学界的领头羊，因此，一个涉及每个国家众多生命权

的严峻问题已呈现在各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一场可耻的反人类文明的第三次世界战争已就此进入每个国家，

历史正在密切地关注每个有信念、有承担的各国领袖是否会立即下令属下的卫生部批准为各医院公开设置洗

肺医疗法的应用制定指引以拯救生命并永远解脱人类社会对西尼罗河病毒包括所有种类流感等疾病的恐惧并

延长老年人寿命，因此，当前各国领袖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由上述理由，本人在此呼吁美国、欧盟及有关的国家领导人不得再贪图中国政府的行贿不惜以杀害自己

同胞生命为代价，这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恶名！  

IV. 各国法律工作者的道义责任 

      如果你是一位有头脑的法律工作者，你就有道义责任立即行动策划针对健康部门以及主谋人为你的同
胞或地区上述的死者家属提出索赔诉讼, 为什么医院没有洗肺医疗法导致死亡？！因为，作为一个法律工作

者，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你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最后要指出的是， 所有的法律工作者也有年老父母进了医院后到了临终之时仍无法分

享到 PCT/SG03/ 00145 的洗肺医疗法发明而必将提前死亡，所以，每个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本身

都是受害的死者家属！   

如果法律工作者面对诉讼因由证据的确立存有疑点, 本人愿意提供协助！由于本人英文的对话能力不好，

请以书面传真: 00852 8169-2860 或电邮 ycec_lzm@yahoo.com.hk  
 

                                  Lin Zhen-Man/Hong Kong  

                                         Oct.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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