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西尼羅河病毒死者家屬有權提出索賠訴訟 ！
lzm/12.10.2012 in Hong Kong

一．訴訟因由及求生宣言
以協助中共政權隱瞞 PCT/SG2003/00145 醫學發明的惡果進一步公開化，本公開信是值得有正義感的各國
領導人以及法律界律師認真思考及馬上採取行動維護本國人民的生命權、維護社會正義向隱瞞醫學的邪惡勢
力開戰！
就在本人於 Aug. 18, 2012 透過傳真給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及電郵各駐外大使給了奧巴馬一封信後，US CDC
網上馬上更換了美國的西尼羅河病毒(West Nile Virus，WNV）已死了 41 人的報導為主頁，其用意在於 否認
並暗諷 PCT/SG2003/00145 發明的最重要醫學發現在於流感的病因為“細菌”感染而非“病毒感染”！
但這是十分愚蠢的，因為 WHO 及 US CDC 是永遠做不到可以從西尼羅河病毒或者任一位流感病瘓者身上抽
出血液樣品在體外檢測觀察並證實“西尼羅河病毒”或“流感病毒”是可以自我 Copy 複製繁殖提高病毒濃度
以支援“病毒感染”理論進而支援“流感針”合理性！
本發明人在此緊急呼籲有頭腦的律師催促附近的醫學院或醫院的實驗室都可做此簡易實驗為 2004 年起的
“西尼羅河”或“流感”病毒的死者包括急性肺炎死亡的老年人家屬向衛生部門或領導要求賠償的訴訟提供
根據，因為隱瞞 PCT/SG03/ 00145 醫學發明的至今 9 年死亡的總人數龐大，就美國來說就不會少於 2000 萬！
即是說，如果 US CDC 不敢面對上述如此科學的質問繼而向國民推廣“流感針”，那麼，奧巴馬“流感針”
模特兒的惡劣形象將會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攻擊目標，更嚴重的後果是，
2000 萬死者家屬有一天將
會群起加入訴訟要求索賠！
由上述理由，在之後的下一章節將向各國的衛生部門專家、醫生等等剖析 West Nile Virus 病人的真正死
因、並發出關於 West Nile Virus 病瘓者最新的醫療指引及見解以避免死亡！ 也將進一步證實 WHO & US
CDC 的病毒專家是無能的及應馬上撤換！ 因此，並呼籲有頭腦的法律工作者立即行動為拯救你的同胞生命為
支持社會公義做好訴訟準備！

二． 西尼羅河病毒的真正死亡病因及醫療法
首先，要肯定的是，美國的西尼羅河病毒確實是一種“病毒感染”由蚊子傳播！各國的名稱不一， 例
如在臺灣叫“登革熱病毒”(Dengue-Virus)，但蚊子傳播的“病毒感染”不是死亡的最後病因，真正的死
因及醫療法如下：
1. 西尼羅河病毒和其他的流感病毒一樣，首先挑戰的是人體肝臟的解毒功能，如果其功能屬
最弱的老幼者一群，腦神經的失調引起高燒或病變是難免的，因此，老幼者一群的死亡率
最高；
2. 當老幼者一群的肝臟不能完全過濾病毒之時，神經失調的後果首先是肺活量以及肺動能將
立即下降，其後果是肺葉驅逐空氣中漂浮細菌的活力也下降，其現象正如普通人偶然也會
“著涼”、“感冒”一樣從而協助細菌創造了繁殖的環境，如果該“趁危而入”繁殖的細
菌不能在第一時間殺滅，那麼，該細菌繁殖所帶來的病毒必將遠遠不斷地加深西尼羅河病
毒的感染病人的進一步不適直到死亡，可稱為雙重感染；

3. 對一般健康的人來說， 西尼羅河病毒感染者是無須任何藥物只須適當休息也可痊癒的，正
因為西尼羅河病毒感與其流感的病毒一樣是絕不會在人體血液中“自我無性繁殖”增加病
毒濃度， 如果 US CDC 強詞奪理感染的病人體內的病毒經分次抽驗會上升，那是因為體內
的病毒另有來源，這就是 US CDC 及當代的醫學盲點；
上述可見， US CDC 報導中死了 41 人的西尼羅河病毒感染死者的真正死因是“細菌”感染並非西尼羅
河病毒、包括人數眾多死於失救的臨終入院的老年人更新醫療法如下：

a. 所有 西尼羅河病毒病人與所有流感病人一樣，在入院之時應立即注射抗生素防止病變以及
口服 Tamiflu 特敏福或處方靜滴生理鹽水均可降低體溫…，這是一般當前包括本人都要認同

的醫療法主流。

b. 然而，不同的是，當前的“病毒專家”還在吹噓：“Tamiflu 特敏福是可以直接針對流感病
毒根源，阻止病毒不能複製以便防止病毒在病人體內擴散”的醫學觀點是絕對錯誤的！這正
是醫學界的一最大盲點！ 更可恥的是，當特敏福無效之時，這批所謂的“病毒專家”必然
會現身 TV 上口出狂言欺騙你的國民：“該病人對特敏福產生了“抗藥性”因此死亡”而遮
羞！ 現在，要證實“令病毒不能複製”是一句世紀謊話只須要求 WHO，USCDC 或你的國家衛
生官方公佈『抽取病人體內病毒獨立於體外觀察病毒的濃度會否因病毒可自我複製而提
高？』，如果受引拒絕，索賠的訴訟便應立即展開！

c. 這裏要言歸正傳，特敏福的藥理特性被曲解了，因特敏福是金剛胺（Amantadine）或「神經
氨酸」（Neuaminidase Inhibitor）抑壓劑的口服藥，因此，特敏福是可以舒解腦神經的不適，
在某些種一定程度上恢復肺部活力以利驅趕肺部細菌減少病毒來源，這相對產多數細菌感染
輕微的病人來說，特敏福是有效的！
但對病弱的西尼羅河病毒病人來說與流感病人一樣的，當體溫一旦超過 39℃即表示新的肺部
細菌感染開始倡狂，即表示特敏福已經失效，那麼，該病人便應立即被處方進入“洗肺室”
清洗肺部細菌才可避免死亡。

d. 與西尼羅河病毒病人一樣，同樣的，人數眾多臨終的老年人入院後，根據香港衛生署的
記錄，大約近死亡率 80%的死因均為“急性肺炎＂，這就是肺部細菌感染的重要證據，
顯示肺部細菌感染才是最後的殺人兇手，如果不立即被處方進入“洗肺室＂清洗肺部細
菌，他們的提早死亡將不可避免！
由上述可見，“洗肺室”在每個醫院是必不可少的， 有關的設備可從 www.ycec.net 查閱及參考！ 我要
在此強調，生命權是不可駁奪的，拯救國民生命是每個國家領導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協助中共政權隱
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應到此為止。

三. 各國領袖的歷史責任不可推卸
從上述二.已清楚無疑，大多老年人的提前死亡與西尼羅河病毒或流感病人是一樣的，屠殺他們的共同
兇手即是趁病入侵肺部感染的“細菌”！
或許各國政府的統計仍有差距，但僅香港衛 生 署 官 方 承 認 的 每 年 就 有 近 萬 臨 終 入 院 得 不 到 “ 洗
肺 醫 療 法 ” 早 死 的 老 人 ， 曾蔭權政府就是如此殺人不手軟的最後兇手！見 www.ycec.com/UN/070805.htm
及 070815.htm 兩篇 07 年本人的中文公開信早就有披露上述主題，曾蔭權政府才是最後的殺人的兇手！ 目前
的香港政府只是共產黨政權的傀儡而已！
另，前任的 WHO 總幹事李鐘郁(Dr LEE Jong-wook, Director-General of WHO)的離奇死亡與中國政府推薦
陳馮富珍的接任是有關聯密切的，李鐘鬱似乎不再聽話了。在 2006 年，諾貝爾欲頒獎醫學獎予本人派遣選舉
委員會訪問中國就有李鐘鬱的影子在，但選舉委員被中國政府收買被瑞典檢察官向媒體在 2008 年公開仍是後
話。
總之，聯合國 5 大理事國對 WHO 影響力強，如果前總統小布殊被收買，則中國政府通過陳馮富珍的接任
將可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因此，WHO 與 USCDC 成為了中國的罪惡同盟，也因此，大多的各非 5 大理事國的國家
領導人及醫學機構企圖指望 WHO 與 USCDC 會帶頭承認及應用這個醫學發明拯救你的國民已不可能，如下的行
賄事實值得各領導人深思：
就在 2012 年 8 月收到本人信件後，有不少的國家領導人排隊在 9
月初前往中國欲會見新一界領導人習近平之時，香港文匯報 1202.8.30
就拿前總統小布希的弟弟尼爾．布希(Neil Bush)對中國政府感恩載德地
說要考慮加入中國共產黨報導，這明顯誘惑及向急見習近平的國家領導
人之暗示可以通過親屬輸送利益解決問題！
早在 2008 年 5 月 08 日的一封給各國領導人公開信(www.ycec.net/lzm/080508.mht)，信中就揭露了在 2003
年 11 月 27 日， 隸屬中國政府的文匯報、中新網以“醜聞可能會影響布殊大選”的顯著標題威脅布殊大選，
且突出以 江澤民的兒子江錦恒名字聲稱“曾高薪 200 萬美金聘請布殊弟弟(Neil Bush)及每晚將免費女人送上

的酒店房間，並表示將會進一步將醜事公開！” 結果，可憐的布殊總統便從此被中國政府的階下囚。由於布
殊總統于 2001.9.27 在芝加哥機場公佈應用了本人“航空安全三措施”發明專利的申請解救了 911 經濟危
機！結果，布殊總統不僅反悔對本人的承諾，並下令美國專利局荒謬理由的手段作廢了該專利的申請，見
www.ycec.com/911/Patent_Application_in_US.htm
現在，各國領導人及有決心為隱瞞 PCT/SG03/00145 醫學發明的本國的死者家屬申請索賠的法律工作者
在此見識了共產黨政府透過受賄的小丑模特兒輸送利益挾持了美國總統的手段! 在 2009 年，儘管諾貝爾提
前頒發于奧巴馬和平獎以鼓勵奧巴馬可以不必介意共產黨中國的干涉是有權獨自承認這個醫學發明拯救國人
生命並大幅度提高平均年齡的，但奧巴馬是令人失望的! http://www.ycec.com/UN/110927-hk.mht
奧巴馬在 09 年領取諾貝爾和平奘及訪問中國緊握上海大學美女生後反而做
起流感針模特兒支援錯誤的“病毒感染”理論否認“細菌感染”的最新發現，代
價是令美國的死亡人數增加！ 同樣的是，我見過中國 TV 的報導，奧巴馬也有
個弟弟被伺候在中國的深圳、並有個美女為妻的報導！ 本人深信，此時的美國
選民一定有興趣知道，到底奧巴馬弟會是否也正連考慮加入中共？！
以上更可見，共產主義的幽靈正在美國以至全球上空活靈活現！ 馬克思 “唯物辯證論” 的“物質決
定意識”下的金錢與美女正在挑戰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觀！
共产党中国的本貭在此已无可置疑，我不得
不要在此驚呼，國際上反共產主義戰士哪里去了！
也由於可見，美國領導人已淪為共產主義的幽靈的階下囚，他們只會從內心感激中國的行賄，但他們似
乎忘記了付出的是以殺害自己同胞生命為代價！但他們若無其事，卻在編造以“維護國家間關係”為重的謊
言欺騙國民！必然的，WHO 及 USCDC 已不可能成為世界醫學界的領頭羊，因此，一個涉及每個國家眾多生命權
的嚴峻問題已呈現在各國領導人面前，這就是一場可恥的反人類文明的第三次世界戰爭已就此進入每個國
家，歷史正在密切地關注每個有信念、有承擔的各國領袖是否會立即下令屬下的衛生部批準為各醫院公開設
置洗肺醫療法的應用制定指引以拯救生命並永遠解脫人類社會對西尼羅河病毒包括所有種類流感等疾病的恐
懼並延長老年人壽命，因此，當前各國領袖的歷史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由上述理由，本人在此呼籲美國、歐盟及有關的國家領導人不得再貪圖中國政府的行賄不惜以殺害自己
同胞生命為代價，這將會在歷史上留下惡名！

IV.

各國法律工作者的道義責任

如果你是一位有頭腦的法律工作者，你就有道義責任立即行動策劃針對健康部門以及主謀人為你的同
胞或地區上述的死者家屬提出索賠訴訟, 為什麼醫院沒有洗肺醫療法導致死亡？！因為，作為一個法律工作
者，維護人類社會共同價值觀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
所有的法律工作者也有年老父母進了醫院後到了臨終之時仍無法分
最後要指出的是，
享到 PCT/SG03/ 00145 的洗肺醫療法發明而必將提前死亡，所以，每個國家的法律工作者本身
都是受害的死者家屬！
如果法律工作者面對訴訟因由證據的確立存有疑點, 本人願意提供協助！由於本人英文的對話能力不
好，請以書面傳真: 00852 8169-2860 或電郵 ycec_lzm@yahoo.com.hk
Lin Zhen-Man/Hong Kong

Oct.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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