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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CNN 攻击了我们发表的两项科学报告（闫

博士报告, 闫博士第二份报告）。第一次攻击是发

表在 CNN 政治版块的一篇文章，两天后又在电视

上播出了一段内容相同的四分钟节目。CNN 的目

标很明确──中伤闫博士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使

SARS-CoV-2 的实验室起源理论失信。作为闫博

士两篇报道的作者，我们认为 CNN 的攻击完全毫

无根据，而且充满谎言。为了揭露 CNN 意图否认

SARS-CoV-2 实验室起源说而推动的大肆造谣，

我们列出他们的谎言和错误，并提供相应的答

复。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在这个重要问题上，

公众有理由知道谁在撒谎和故意误导他人，谁是

诚实可信的。 

1. 错误的剽窃指控   

CNN 反复提到，闫博士的两份报告是从一个匿名

作者、其网名叫“Nerd Has Power”所写博客和

GNews 的一篇文章复制了报告内容。CNN 在此

暗示闫博士和其他共同作者可能涉嫌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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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 在说谎 

这位匿名博客作者就是两篇闫博士报告的共同作

者康博士。我们在第一份闫博士报告中已经指出

了这一点—我们引用了康博士的博客（参考文献

23），并指出该博客是由我们这几个共同作者之

一所撰写的。康博士也在第一份闫博士报告发布

的时候确定了自己是共同作者（图 1）。康博士

为了回应 CNN 的文章，还特意在其推特及其自己

的博客上再次澄清了此事。 

 

 图 1：康博士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发布的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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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博士的推特翻译： 

1）9 月 14 日：这是闫丽梦博士在她的访谈中提

到的科学报告。请在访问/下载的时候耐心些，因

为网站在闫博士宣布发布科学报告后遭到了黑客

攻击！ 

2）9 月 14 日：这项工作是四位科学家团队的共

同结晶。能与闫博士、冠博士和胡博士一起并肩

工作、完成这份报告，是我的骄傲。我在报告中

署名“康舒”（音译）。如其他共同作者一样，我

100%支持本报告。请帮助我们转发报告！ 

重要的是，康博士的博客和其在 GNews 上发表

的文章，是其基于闫博士自 1 月 18 日起的爆料所

书就的（图 2）而且并非官方科学出版物。康博

士从该博客或 GNews 文章没有获得任何个人利

益，无论是学术或专业方面。因此，闫博士报告

中使用康博士博客和其 GNews 文章中的内容，

而且康博士就是闫博士报告官方预印本的共同作

者之一，这不构成自我剽窃，也不违反任何科学

出版物的规则。实际上，有很多人曾在康博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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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下发表评论，敦促康博士正式发表他的研究

成果，因为博客文章不被视为官方科学出版物，

并且对科学界的影响不大（图 3）。 

 

图 2. 2020 年 1 月 18 日，闫博士（当时匿名）通

过路德的推特帐户（路德@ding_gang，现已被推

特关闭）揭露了 SARS-COV-2 的实验室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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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康博士博客的评论（节选），鼓励康博士正

式发表研究结果 

2. 闫博士报告中使用笔名的作者 

除闫博士外，其余三位作者均使用笔名。CNN 的

文章利用这一事实来攻击我们的报告，企图误导

人们认为使用笔名即代表其科学性令人怀疑。 

毫不夸张地说，发布我们的报告就意味着我们在

与中共政府对抗，我们实际上就是爆料者。中共

如何处置爆料者或抗议者世人皆知 – 香港抗议中

的例子数不胜数。闫博士的母亲在最近的遭遇比

其他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图 4）。显然，使用

笔名对于作者本人及其家属是一层保护机制。

CNN 记者表现的缺乏同理心令人感到可耻，也映

射了共产独裁者的心态，这显示了他们二者的潜

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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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 年 10 月 6 日，闫博士接受福克斯新闻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 

3. 我们（报告中的）某些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是非传统格式 

CNN 的文章还指责闫博士报告中的引用格式，称

其不符合同行评议论文或预印本的发表格式。他

们标记为“非同行评审”格式、因此是可疑的引用，

具体是：我们第一份报告所引用的第 7、10、

11、13 和 22 项引用。这五个所谓的“可疑”参考

文献引用出现在我们第一份报告的引言中，目的

是表明 SARS-CoV-2 的自然起源理论受到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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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并且期刊审查意见暗示了实验室起源。这

五个引用对支持我们的主要科学分析或结论没有

任何作用。 

我们的第一份报告共引用了 111 篇参考文献，而

第二份报告引用了 123 篇参考文献。显然，这五

个非传统格式的（参考文献）引用只是我们全部

的参考文献引用的极少部分。重要的是，我们是

基于科学的实质性及/或相关性而精心挑选了我们

的文献参考引用。根据我们报告的逻辑性来追踪

这些引用，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很多信息：如：

获得功能性研究在这一领域的成熟度、谁是这方

面的专家、特定专家在某些（病毒合成）步骤上

的技术偏好、SARS-CoV-2 基因序列中出现的基

因改造标记是如何与那些技术偏好相匹配的、谁

拥有用于实验室制造 SARS-CoV-2 病毒的骨架/模

板，谁一直在鼓吹自然起源理论，却与中共政府

有密切联系等。 



 

 
-9-

显然，CNN 对一些引用格式百般挑剔、却同时忽

略了我们提供的整体参考文献引用中留下的强有

力证据。 

4.与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的关联 

CNN 还对我们与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的关系进行

了攻击。班农先生和郭文贵先生创建并支持前述

两个姐妹基金的这一事实，被 CNN 拿来攻击我们

的报告有班农先生和郭先生的参与。 

但，CNN 这一指控完全都是虚假的。 

闫博士报告中的科学内容（全部）是由以闫博士

为首并作为联系人的四名科学家团队共同撰写

的，且该报告系前述科学家的独家报告。除该四

名科学家外，没有任何其他人或实体（包括两个

基金、班农先生或郭先生）为我们的报告工作贡

献过任何力量、或以任何方式修改过我们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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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两只姐妹基金曾帮助闫博士逃离香

港。如果没有这两支基金的帮助，闫博士现在可

能已经被“消失”了，因为闫博士自 2020 年 1 月开

始对 COVID-19 的真相进行秘密爆料，她被中共

政府盯上了。闫博士选择这两支基金作为我们的

关联方仅仅是为了表达她对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

的感恩，感恩它们救了闫博士的性命、又给了闫

博士现在可以站在世界面前、公开说出 COVID-

19 真相的机会。 

另外，这两个姐妹（非盈利）组织是无数热爱自

由、有尊严的中国人的希望。这些人向基金捐款

并/或与法治基金、法治社会并肩工作、爆料腐败

行径、保护爆料人、把法治带回中国大地。他们

的奉献令人尊敬，其中已经有人在对抗中共政府

的斗争中失去了生命。作为那些中国人的同胞，

我们对于我们能代表这两个基金、还有那些为基

金提供捐款和支持的那些谦虚和体面的中国人感

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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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NN 邀请的科学家未能就闫博士报告指出任何

科学问题 

CNN 还邀请了科学家点评我们的报告。但，令我

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这些科学家的批评没有任

何科学实质性内容。虽然他们说我们的报告很烂

或“伪劣”，但他们中无一人挑战我们报告中的任何

细节。 

5.1 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学院的 Nancy Connel

博士和 Gigi Gronvall 博士 

虽然 Connell 博士和 Gronvall 博士，同她们的其

他两位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篇自称是对我们第一份

报告的同行评审意见，但他们的报告里包含的科

学依据却少之又少。在他们的所谓同行审阅报告

中，他们进行了类似的诽谤行径：对我们的原文

一再歪曲，并/或对我们的报告断章取义，通过这

些手段质疑我们的分析或意见是错误的，并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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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断章取义的地方得以插入他们那些未经证实

的批评。 

根据他们所谓的评审意见，Connell、Gronvall 及

其同事在有关生物学研究（病毒学、分子生物

学、演化生物学、生物组织学及生化学）的方方

面面都非常欠缺，不具备评审我们报告的能力。

如我们在第二份报告第 28 页所述，我们当时正在

准备对其所谓的“评审”进行点对点的答复，并会随

后发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答复和他们这次经历的

事情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由不符合资格的所谓

同行进行评审，非但不能给科学界（可能也会给

不合格的评审人自身）带来任何帮助，反而会造

成伤害。 

5.2 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及免疫学中心的 Angela 

Rasmussen 博士 

Angela Rasmussen 博士曾在多个访谈节目中一

再攻击闫博士报告和闫博士本人。但 Rasmu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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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的批评毫无事实基础，而且其批判观点几乎

没有任何一个与我们报告中的科学观点有关。她

能够提出的唯一一个貌似科学的问题（该问题是

其在“野兽日报”和“国家地理”访谈节目中提到的，

未出现在 CNN 节目中）是基于 furin 蛋白酶切位

点。Rasmussen 博士说，“作者声称 SARS-CoV-

2 的切位点非常“独特”，而且在自然界里无处可

寻”。但，我们在报告中的描述其实是“在β属冠状

病毒 B 谱系内，且不包括 SARS-CoV-2，在

S1/S2 接合点没有包含 furin 蛋白酶切位点的病

毒”（见我们第一份报告的第 12 页）。

Rasmussen 博士不但曲解了我们在报告中的语

言，亦无视我们在报告里的另一句话“这个部位的

furin 蛋白酶切位点也在冠状病毒其他族群中被观

察到过”。Rasmussen 博士要么是没有理解我们

报告所描述的科学细节，要么就是故意歪曲我们

的陈述以便给她的批判观点创造空间。 

很明显，Rasmussen 博士不具备对我们的报告进

行科学评判的资格，因为她缺乏正确理解我们报



 

 
-14-

告的必要知识、或无法以无偏见的态度面对这一

问题。 

那么，Rasmussen 博士四处攻击闫博士报告和闫

博士本人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呢？Rasmussen 博

士的学术简历显示，她是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及

免疫学中心的一名助理研究员科学家。该中心的

主任是 W. Ian Lipkin 博士。Lipkin 博士本人作为

联合作者在《自然医学》杂志上有一篇有影响力

的论文 – “SARS-CoV-2 的可能来源”，闫博士在

其报告中、还有其他一些人对该论文的误导性进

行了揭露。 



 

 
-15-

 

图 5.钟南山博士及 W. Ian Lipkin 博士拍摄于

2020 年 2 月 2 日（新闻报道原文链接） 

重要的是，在闫博士两份报告中，我们揭示了

Lipkin 博士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Lipkin

博士自 2003 年 SARS（非典）爆发期间开始与中

共政府合作。自此之后，Lipkin 博士深度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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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实验室的合作，包括钟南山博士的国家重点

实验室。在这次全球疫情大爆发初期，Lipkin 博

士受邀前往中共国对其疫情的控制进行调查并提

出建议，这是中共政府唯一一次邀请西方病毒学

家前往中国调查的情况（见图 5）。Lipkin 博士与

中共政府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中共政府向其颁发

的最高奖励可以略见一斑（图 6）。2016 年 1 月

8 日，Lipkin 博士获得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以对其在 2003 年帮助中共政府控制 SARS 大爆

发进行了表彰。这一奖励，用 Lipkin 博士的原

话，是“（中国）可能给予任何外国科学家的最高

奖励”。2020 年 1 月 3 日，但本次大爆发开始之

初，Lipkin 博士受邀前往中共国纽约总领馆，参

加中共国建国七十周年庆典活动。在这次庆典

上，因其在 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期间的卓越

贡献，Lipkin 博士再次获得一枚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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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中共政府于 2016 年授予 Lipkin 博士最高

奖励

（文章标题：著名流行病学家 Walter Lipkin 盛赞

中国以透明及专业的方式应对冠状病毒大爆发） 

图 6.2 2020 年 Lipkin 博士因其夸奖中共国控制疫

情再次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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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西方专家与中共政府直接的高规格合作并不

常见，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但，当这种情况发生

时，中共政府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贿赂外国专家，

比如：金钱、名利及中共政府会提供的其他各种

福利，以换取该外国专家的专业意见及/或影响

力。 

很明显，Rasmussen 博士的导师或老板是 Lipkin

博士，因此 Rasmussen 博士并非一名独立的学

术研究人员。另外，Rasmussen 博士和 Lipkin 博

士分享同一项研究经费（图 7）。Rasmussen 博

士在其职业道路上对 Lipkin 博士的依附是显而易

见的。因此，我们非常合理地认为，Rasmussen

博士经常出现在各种访谈节目中、及其对闫博士

和我们的报告进行猛烈攻击，是受到了 Lipkin 博

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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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W. Ian Lipkin（医学博士）和

Angela Rasmussen（博士），传染病学及免疫学

中心，获得来自国防威胁降低局一笔长达两年以

上的资助（$1,928,869 美元），研究课题是“对于

埃博拉病毒感染剂量量化的判断和理解”） 

图 7. Lipkin 博士和 Rasmussen 博士共同获得了

一项研究课题经费（链接） 

Lipkin 博士在此采取的手段一点也不高尚。作为

冠状病毒的世界顶级专家，Lipkin 博士在公开场

合有道德上的义务对闫博士报告提供其诚实的意

见。我们在此邀请 Lipkin 博士与闫博士就 SARS-

CoV-2 的来源进行现场辩论（直播）。 

如 CNN 报道所述，指出我们报告中的五处引文格

式有“问题”的是 Mapp 博士和她的学生 Peiffer 女

士，她们还指责我们从博客上抄袭有关内容，正

如我们在上面的章节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两个指

责都是无耻的造谣。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

在参与讨论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时，作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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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 Mapp 博士和 Peiffer 女士表现出了完全低

劣的素质。他们不具备对简单事实进行核查的能

力，缺乏逻辑思维，唧唧歪歪又毫无科学依据地

做批判(“拙劣”)，这一切都表明了 Mapp 博士实验

室在科学培训的某些方面令人堪忧。 

5.4 乔治敦大学的 Daniel Lucey 博士 

在 CNN 的文章中，Lucey 博士的观点显得没那么

偏颇。他理解三位联合作者使用笔名的必要性，

我们对此表示感谢。Lucey 博士确实曾在 9 月份

与闫博士会面。在那次会面中，Lucey 博士被闫

博士的报告内容所折服，因为这些内容恰好属于

他的专业领域。然而，正如 Lucey 博士自己所承

认的，他不是分子病毒学家，因此无法理解或担

保我们报告中其他部分的真实性。同时，Lucey

博士也无法理解一个由政府改造的病毒为什么会

给自己的国民释放呢？他的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

的。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两回事，很多人，包

括一些中国人都无法区分二者。牺牲中国人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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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让中共独裁者感到难过，相反，它常常被党

的领导人利用来推进自己的个人和政治计划。生

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往往太善良，无法相信独

裁者和/或极权政府的阴谋（图八）。 

 

图 8 一位推特用户的帖子例证说明了一个正常人

和一个独裁者之间的认知差距 

图 8 翻译： 

闫博士第一次在一个 youtube 的中文频道揭露病

毒真相。 

然后我立刻告诉我的秘鲁朋友。 然而他们无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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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国会利用中国人民作为病毒载体向世界输出

病毒。 

于是我问他们，你们认为马杜罗能对维瑞内拉人

做出这种事吗？他们当场醒悟了。 

6. 对中共科学家及新冠病毒研究界喊话 

CNN 及其邀请的科学家们非但没有提供科学方面

的反对意见，还将这个问题深度政治化。他们通

过搅浑水来把全球的注意力从 COVID-19 的真实

来源引向歧途。 

以此为目的，CNN 还声称他们邀请了闫博士来参

加访谈节目，但闫博士不作回应。而事实是，闫

博士回应了 CNN 的请求。在其回复中，闫博士坚

持她只接受直播访谈，但被 CNN 拒绝了（图

九）。闫博士的担心是，CNN 会在节目播放对其

访谈进行编辑。现在已能明确看出 CNN 的编辑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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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闫博士 2020 年 10 月 22 号推文，阐明她

只接受 CNN 直播采访的要求未获满足 

推文翻译（闫博士）： 

考虑到@CNN 一贯的假新闻记录，我已经告诉

CNN，本人只接受他们的直播采访，拒绝他们的

录音/书面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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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该指望通过对我的采访/报告动手脚，来掩

盖 COVID-19 的真相。 

我们真诚地希望人们可以无偏见地分析闫博士报

告中的科学部份。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政治

问题，它有关全球健康卫生与人道。这有科学证

据和逻辑推理，而非政治，从而引导我们揭示中

共政府在全球大流行中的作用。我们的结论可能

看起来有一些政治化，但这是科学证据所证明的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超限生物武器、或超限生物

战是政治问题）。 

就像在肿瘤治疗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诊断，然

后才是肿瘤定位和外科手术去除肿瘤。没有这

些，肿瘤复发是很难避免的。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中共当局似乎同意我们这里

的观点，因为他们在反复强调 COVID-19 的起源

是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来回复。但与此精神

相违背的是，中共科学家们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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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我们的科学报告，包括许多著名的病毒学

家：裴伟士博士、曹务春博士，杨瑞馥博士、石

正丽博士、李方博士等。 

 

图 10：一些自然医学论文的作者继续试图强调

SARS-CoV-2(即 COVID-19)来源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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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推特号：Kristian G. Andersen （Andersen

博士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的推文） 

这事儿该结束了，”闫报告”第二篇已经出来的时候

我在外面。但第二篇比第一篇更滑稽，根本就不

值得我对此作出评价。这是假的、伪科学、也没

有任何支持依据的指控。 

我在这里放上链接..（一份批判闫博士论文的报

道，下面的评论是： 

转推：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是人工制

造的，相对于⋯ 

没有证据支持闫等人声称几个冠状病毒序列经过

基因改造以假设…  

healthfeedback.org）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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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推特号：Eddie Holmes （2020 年 10 月

21 日由 Edward Holmes 博士引用的 CNN 文章） 

“这是由班农主导的 COVID-19 起源理论” 

—CNN 政治频道 

转推 Fox 台 Tuck Carlson 采访闫博士的视频，题

为：病毒学家说她将发表更多关于 COVID-19 来

源于实验室的证据  

一位受尊敬的病毒学家写了两篇研究论文想要证

明新冠病毒 COVID-19 是由中国实验室基因改造

的  

CNN.com   2020 年 10 月 21 日  

C 图：2020 年 3 月 17 月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的

论文的作者名单，Lipkin 博士是合作作者） 

SARS-CoV-2 的近亲起源  



 

 
-28-

Kristian G Andersen,Andrew Rambaut, W. Ian 

Lipkin, Edward C Holmes &Robert F. Garry  

发表于自然医学杂志 2020 年 26 期 450-452 页 

Nature Medicine 26, 450-452(2020)  

谁来答复 Andersen 的问题？  

D 图： 目前任职 （Edward Holmes 博士的学术

生涯状态） 

2018 年-至今 ARC 澳大利亚 Laureate 学者和教

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2019-至今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荣誉客座教授 

2015 年-至今 澳大利亚悉尼 Westmead 医学研究

中心附属成员  

2014 年-至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客座教授  

2009 年-至今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

中心成员 

有几个西方冠状病毒专家发声认为 SARS-CoV-2

是自然来源的意见，来自 Scripps 研究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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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ian Andersen 博士非常活跃地在推特上推进

这个理论，虽然他在我们发表第二篇报道之后 8

天没有发声（第十张图 A），来自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 Laureate 的学者和教授 Edward Holmes 博

士是另一个热心支持自然起源理论者（第十张图

B），这两位科学家是与 Lipkin 一起在有影响力

的自然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的共同作者（第十张图

C）。而这些科学家合作的辩论文章其论据从一开

始就非常虚弱，而现在的论据在科学上更加无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 Lipkin 博士一样，Holmes

博士也与中共实验室紧密合作，他与张永振博士

一起首次发表了 SARS-CoV-2 的基因序列，他也

是其他两篇文章的合作作者，而那两篇文章是虚

假的，即穿山甲冠状病毒和 RmYN02 蝙蝠病毒，

由中共控制下的实验室发表的。这就不奇怪了，

Holmes 博士是中国复旦大学和另一个中国疾控中

心的客座教授（第十张图 D），他也是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中心的成员，那里 Lipkin 博

士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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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人，其他冠状病毒研究团体大多保持沉

默。 

当由冠状病毒领域之外的自愿者所作的低质量的

同行评议来评价文章时，还没有这方面综述或其

他类型针对闫报告的正式反应是由任何冠状病毒

专家所做出。 

然而，在当前冠状病毒生物学领域的历史性时

刻，虚构的 SARS-CoV-2 冠状病毒（RaTG13，

RmYN02，一系列穿山甲冠状病毒）已经通过你

们的同行评议从而发表在顶级科学杂志上。一个

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受到一个可疑的冠状病毒所

传播，其来源你们完全清楚，这个世界在等待，

任何延迟或不诚实地散布你们作为专家的意见都

将受到历史无情的审判，现在是时候交出你们完

全的分析和正式的陈述报告了。 

 

【秘密翻译组 G-Translators-北美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