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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大使
Mr. H.E. Rudy Kiryl
Dear Sir:

中国北京市日坛路
东一街 1 号
Tel: 6532 6426
Fax: 6532 6417
cn.consul@mfa.gov.by

I, Lin Zhen-man, HKID 188015(3) or SGID 2665604D.
今天由武漢肺炎所謂的瘟疫或剛由 WHO 承認的 COVID-19 不外也是“冠狀病毒”疾病其
一如由 03 年 SARS or 南韓 15 年 MERS 細菌入肺繁殖帶來有所差異之“冠狀病毒”而已！
但為何武漢肺炎為何還會在全球傳播被驚呼“新冠狀病毒”無藥可治非隔離並封城
愚弄公眾不可？如此瘋狂的國際醫學騙局是否也會在危害貴國為今本信主題，敬請詳閱：
首先，為何始於上月在香港“狂發”比武漢原地還要利害一倍有多？
就因此話題被本人给香港立法會信在 www.ycec.com/HK/200115.pdf 中列為笑話後,即單由
中港两地的造假就難以進行，如不向各國派人自我受凉發燒再稱來自武漢如 2002.2.15 日還要
法國配合創作的 56 例“确診”就由此而来！
但印度
從武漢空運撤回近 700 人也無一人感染！另由“嘉年華遊輪集團”擁有的鑽
石公主號在日本為何“確診案例”不斷急增？ 單由“嘉年華”其名可見仍為中共口袋中造假玩
物 2020.2.01 日停靠那霸，4 日已到橫濱就不给落船, 日本也無上船檢疫常規, 那霸亦非瘟疫
區，為何到 5 日才由船東告知厚生勞動省已有 10 人發燒為“確診”及問“給不給上岸”？
厚生勞動省馬上中計只好將該 10 發燒人送往醫療機構及要求 14 天在船隔離, 之後必有
船東派人暗控由空調糸統注入“病感細菌”起動感冒發燒造假已值得探討？
但如何“确診”才是關鍵？ 由 TV 可見只由口中刮出口液再測試有否“病毒”？ 如有即
確診為陽性、否則為陰性，從而再拉出國內的鐘南山或袁國勇、許樹昌所謂的醫學專家敗
家伙出面詐稱“病毒”有 14 天潛伏期哄騙公眾又為全新的醫學騙局又再出場！
就因人人不就活在種種細菌可飛奔之大氣中，如將細菌不入肺只入嘴而死必有不同
病毒留下早為常態不傷健康！且“病毒”並非生物的醫學騙局早被本發明破解，如下：
也更因 PCT/SG03/00145 本醫學發明由 PCT 發表之“背景”可見：『發明的英文稿 也於
May.20,2003 由 Mey-Verme, Mrs. Sonia (WDC)轉傳給'WHO-Padey'; 'WHO-Liden'惠及 正在 Geneva 開
會的各國衛生部首領』必有貴國衛生首長在場：豈有不知拯救針對病毒無藥可醫的 SARS 危
機正是由本發明破解, 即病毒由細菌入肺繁殖而來，只要一經洗肺滅掉細菌就可中斷病毒來
源馬上可出院？ 貴衛生首長必不會扮傻詐晤識：即不論任何“新冠狀病毒”不也一經“洗
肺”就可滅掉細菌中斷傳染他人及病毒來源可出院？
但 WHO 竟可協助隱瞞被屠殺的病人必也包括貴國民眾是否也該追究其法律責任？
而如上本發明早已令可提高“病毒抗體之疫苗”騙局手段破產！更如已傳遍俄罗斯各
大學在 www.ycec.sg/SG/190326-MSU.pdf 可見人人必用本四大發明同樣適用貴國！
更嚴重的是“疫苗”儘管“發明”始於 1898 年英國, 但從 www.ycec.com/HK/patent.htm 可見
已為中國政權用於蠢蛋中港全民國寶, 如今武漢肺炎造假就志在宣揚如上本在 PCT “洗肺” 醫
療法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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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用, 本人立即於 2001.1.28 日去信港大校長從 www.ycec.com/HK/200128.pdf 中英
轉.htm 或 200128e.pdf 均可清楚，人人必用千年不變的“肺部氣流防疫法”只要一用就可讓任何
流感或今所謂的武漢肺炎者要隔離、戴口罩洗手低 IQ 的防疫手段及 WHO 均可馬上滾蛋！
但如此簡单的防疫法真不該還要本人為第 5 大發明並亲自全球推廣，如下：
其一，如有感冒發燒者，只須左手指按紧左鼻孔讓右鼻孔往右肺猛吸氣令感覺線告知到
達右肺底部後再猛力排氣，其後再轉右手指緊按右鼻孔也如此各三次就可退燒！
其二，如吸氣及排氣力度不足如老者或小孩童, 則務必要他人協助用手輕拍左右肺部讓肺
氣孔臨時擴大就可有利將入肺的細菌趕跑,如女性或小孩童只要協助用手輕拍其後
背也可；
其三，又如還不懂吸氣排氣滿地爬的小孩童，其父母或保姆也該時常要左抱再用右手輕拍
其左右肺部之後背再輕力走動逗著玩，如小孩童還可哈哈大笑那就更加有效！
其四，而一般沒感冒發燒者，特別在春夏雨水、氣溫及濕度無常期，也即流感季節間出
入家門者包括學生或出入人口眾多如集會者，只須雙鼻同時稍猛吸氣吐氣 2 次也就
可輕易將一時入肺只在肺部上方之細菌趕跑，特别如病院之工作人員也只須 2-3 小
時一次成習慣性，任何常規化的細菌病毒感染也將無缘也可馬上丟掉防疫口罩！
就因由細菌入肺才有病毒感染如 www.ycec.com/HK/160519e.pdf 一小實驗就可令“病毒”並
非生物決不會在體內繁殖為基础等“病毒疫苗”可提高“抗體”的過往醫學騙局破產!
貴領事館一眾公務員均可見事實是,由 www.ycec.com/HK/191004.pdf 可見即本人於
2019.10.04 日向警務處報案務必要將長期隱瞞本人於 2003 年解救 SARS 危機之“洗肺”及
“冷凍”這兩大醫療法不為市民公開只會偷用為自已友即已屠殺的市民早超 30 萬之 6 大醫學
界兇手立即逮捕歸案否認不了的事實, 但馬上要執法的盧偉聰處長立即被撤職令香港法治已
一無所存！
又從近日無線 TV 可見，只要有一普通感冒發燒者如在康美樓或青衣出現，這 6 大醫學界
兇手又馬上出面假稱已確診為“新病毒”感染者後全樓居民要 隔離之謊謬手段 就不理會如
上一段之小實驗就可令“病毒感染”或在給港大校長信中最後一頁方框中
恕指：“…貴
港大袁國勇、梁卓偉等公眾衛生教授有否本事書面反駁嗎？”!
否認不了沒有“病毒”只有“細菌”感染而大氣中的細菌數以千種，任何由新
也即
細菌帶來的“新病毒”多多如是, 但這班殺人犯却可控制所有媒體平台天天“病毒感染”哄
騙公眾不停口、殺人不停手之香港的全面危機也就在此！
即如有法治及人權概念的貴國衛生部門已到了不可再默不作聲的人性底部！
又如林鄭特首收閱如上给港大校長信後对“肺部氣流防疫法”無疑後馬上於 2002.2.04 日
下令所有公務員不得再載口罩，但馬上被恐嚇撤換才改口在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林鄭主頁中更清楚, 其後又要聽令在 8 日封關只留深圳湾口岸的隔離令，只志在隨時當本人由
深圳回港入境後強制隔離再謀殺其意圖而已、今天香港的大乱局就由此而来…；
更多詳情請見 www.ycec.com/HK/200213.pdf 或轉 200213-hk.htm 中英版, 即本人剛給
特郎普總統的傳真信後，特郎普也在 14 日就武汉肺炎疫情造假改口：永遠不知道真假！
而今剛從鳳凰 TV 可見有一記者質問中國防抗官員對若有發燒者就為“確診”然後隔
離每天收費 200 元再稱政府只津貼 50 元，即公開詐取隔離者 150 元為封城防抗官員留下
了一筆大財路令防抗官員更財迷心竅!
因此已瘋狂到家家上門探體溫如稍有感冒發燒
者便為“確診”馬上指令隔離大刮民財！如不發燒者也可從嘴口刮出点口液必有尚末吞入
肚（本為人生常態）之病毒可驗者也馬上“確診”為可疑感染者非隔離不可的如此狼煙悲
劣手段只為大刮民財也全國通行、令武漢肺炎造假如今的北京封城也由此而來！
２

而如上給特郎普信中告知無人可否認的事實其一，即從 www.ycec.com/CN/temblor.htm 可見
08 年造假的汶川地震災情全球被騙近 800 億港币, 即騙各國的錢再用行賄各國專利部門不得
批凖 PCT/SG03/00145 專利予本人在 www.ycec.net 可見否認不了的事實之罪恶陰怪手段重演如
今造假武漢肺炎騙局再要各國捐獻抗疫物資及金錢又再来临！
因此，閣下更該轉告貴國政府部門及學術界務必要看清楚是否比“清王朝”更可怕今在中
國的“無冠王朝”實為個人團體的真實面孔？！
更如上連 3 歲小孩一教就會的“肺部氣流防疫法”根本無須 WHO“驗證”才可宣傳！
因此，敬請立即轉告各貴國领导人及各衛生部門,只要“肺部氣流防疫法”可公開讓白俄
罗斯人民盡知, 一輩子也不會再感冒發燒, 仼何由發燒引發的其他病變也將近零!
包括本人在前之 www.ycec.sg/HK/161007e.pdf or .com 可見的“飽和鹽水”家用保健法同時
應用, 所有白俄罗斯人的平均壽命到 130 歲也易如反掌, 醫院及疹所也將大幅減少!
即仼何瘟疫及“病毒疫苗”之醫學騙局包括 WHO 這垃圾桶也將可永遠見鬼去，上天也正
待貴國政府可否讓國民帶頭公開應用就可令今“黃禍”之災的世界亂局馬上回歸常態、就可
寫入史冊令白俄罗斯人的英名與世長留！
而 今天所謂的一國兩制哄騙下香港的亂局危機也才有轉機，本人謹此要求有見義勇為的
貴領事已可下令职工不必再載口罩洗洗手等被愚弄，及更該轉吿各國領導人切莫學中港政府
“隔離”被蠢蛋化，更不可人道盡失再 坐山觀虎鬥, 中華民族的惡劣災難才可解除!
就因本人的時間十分有限且暫不可回港，而貴領事館職員的多國雙語均一流, 如須要敬請
他們下載如上有關副件及轉譯給貴國政府, 或有仼何疑問, 大可由 ycec_lzm@yahoo.com.hk
電郵、或由 852-3007-8352 傳真本人！
本信只3頁，可於 www.ycec.com/911/200227-by.pdf 轉 .net or .sg 均可下載詳閱！
Thank you!
Respectfully yours
PCT/SG03/00145 &
03750011_3/EPO inventor
Zhen-man Lin
February 27, 2020
Email to：china@mfa.gov.by, cn.trade@mfa.gov.by, cn.invest@mfa.gov.by, cn.trade@mfa.gov.by, cn.consul@mfa.gov.by, shanghai@mfa.gov.by,
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大使
Mr. H.E. Rudy Kiryl
Dear Sir:
由于贵使馆传真机一时难于传入！
请见附件，或 www.ycec.com/911/200227-by.pdf 转 .net or .sg 均可下载详阅！
“肺部气流防疫法” 适用人人防疫必用，请转贵国领导人推广应用, 所有流感均可见鬼去！
如有仼何疑问，可回复貭疑讨论！
多謝！
Zhen-man Lin
February 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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