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深圳埃博拉病毒”消息提供者
- 大纪元网系 -

- 大纪元网系 -

新闻主页

北美新闻

文字版 订阅 简体 繁体

搜索

首页

|

台湾版

|

香港版

副刊

|

文化

社区

|

资料

台湾新闻

2012.10.8

| 评论 | 大陆 |

北美

|

港澳

|

台湾

|

国际

|

财经

|

科技

|

娱乐

|

体育

|

旅游

|

|

医疗

|

教育

|

连载

|

文学

|

艺术

|

图片

|

音像

|

移民

|

专题

| 网闻 | 论坛 |

贺卡

|

动态

|

天气

|

广告

|

|

投稿

|

关于我们

港澳新闻

生活

|

大陆新闻

饮食

国际新闻

科技新闻

财经消息

突破封锁

台湾地方新闻

社会新闻

采访“深圳埃博拉病毒”消息提供者
【大纪元4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朱英报导）3月
底互联网流传中国出现埃博拉病毒。3月25日，大纪元刊登
了一份“读者投书”，透露深圳发现埃博拉病毒案例。此后
又有陆续投稿称埃博拉病毒蔓延，死者已有五人，还有一些
人住进医院后失去下落，不知生死，最少有三十名以上的相
关人士被官方带走隔离后失踪。该案件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
关注。
3月28日开始，中方媒体一致发表报导否认在深圳发现埃博
拉病毒案件并称这是造谣。期间，大纪元进行多方调查却没
有获得更多的线索。
鉴于中共对自由信息的严厉封杀和控制；鉴于2003年中国政府故意隐瞒“萨斯”疫情、导致世界范围内萨
斯蔓延、生命被夺走的惨痛教训；在此，大纪元公开对消息提供人士李先生（化名）采访的部份内容（因
为中共压制新闻、严厉对待不同意见的众多事实，记者在这里删去可能暴露李先生的身份、职业等一切关
联内情，采访录音经过变调处理）。同时欢迎海内外记者和各种组织机构从不同角度广泛查证，求得真像
的水落石出。
该事件的经过请参看文后附录的李先生的投稿和采访录音（采访录音经过变调处理）。
点击下载(wma) , 点击下载(rm)
记者：您怎么想到联系我们？
李先生：不是我联系的，是我的朋友让我代发一下，我朋友给我讲他要出事你帮助给发一下。他这个原来
给《南方都市报》发过。但是对方没有登。他可能经常上你们的网站。
他还表示：也不是只向大纪元投稿，海关朋友在2月份向南方都市报发过该案病例却没有反应。网上也发
过很多帖子，广州的一些论坛、新浪网、新华网等，新浪网站上发的帖子在十分钟后被删除，新华网上自
始至终没有看到帖子出现。此外，他试着向更多的海内外网站发信息，“只有你们（大纪元）给登出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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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中方声称的“谣言”
针对中方声称埃博拉病毒是谣言的报导，李先生反驳说：官方把消息瞒的非常严密，实际上总会有痕迹
的，毕竟有人见过防疫活动，和事件联系一下也就明白了，不过如果公开讲会有麻烦。
李：获得死亡人的资料非常吃力。如果感染者在医院外发作死亡一定是刑事事件，会有媒体报导，外界也
会了解，但是如果在医院死亡就很正常了，消息也不会外泄，而且初期的呕吐，腹痛一般人已经入院了。
如果是出血更是住院，也就是说在死亡之前一般感染者会在医院了，医生医治，封锁消息就可以了，要知
道确诊病症是医院的权力，他说是埃博拉病毒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所以搞不清入院的到底有多少，哪
些是，如果没有关系人的情况，很难判断，消息太闭塞。尤其现在，更严密了，国内网上很多信息在屏
蔽，连小范围的出血报导也没有的。在医院外死的是很少见的，这也是官方可以很好的封锁消息的重要原
因。
李先生还分析：为什么官方非常自信？原因很简单，因为感染在理论上受控制。简东娜讲过出现诊断较迟
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的病毒事件与往常的不同，主要是通过血液感染，所以感染在理论上受控制，也就是其
所称的弱化性埃博拉，因此，如果要感染只有在感染者大出血后或受伤后。
“无论你是联合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都是没有办法查清的，如果这点事共产党都解决不了，你想他还怎
么管理13亿人。目前借报导实际上官方更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接受感染者的作业，对外不讲就可以了，你
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你猜你的，我忙我的，只要官方不提供死者的病例和尸体，你也没证据，无论你
怎么了解，官方肯定不会承认，因为一旦承认，就是灭顶之灾，人都跑了，经济就下去了，所以死几个人
包括有实权的官员也是必要的。”
“看这次死亡人，有的几周发作，有的很久都没反映，不知是感染没发作还是没感染，毕竟有很多发廊的
人，可怕！”李先生表示，据了解，深圳目前病毒依然在扩散，官方在加紧调查。听一些朋友讲，广东部
份地区有报告病例，不过没有萨斯那么严重，深圳、广东甚至北京的一些部门开始有特别的变动。”
**李指官方可以焚尸灭迹
深圳海关人事教育处副处长3月21日被带走。临去前曾说：“关里有些事情，要出去跑一些。”之后副处
长的手机关机，家里电话没人接，后来再打，电话停机联系不上了，询问关里的人说有事情调查。
李：听说他的小儿子都带走了。他没有和人发生直接冲突。血迹没有抹到他身上。象他这样的人，都被带
走了。我理解的就是所有有嫌疑的人，全部都带走。
李：隔离不是像戴着防毒那种。都是很合情合理的把你带走，带走了就没有联系。发廊小姐查你健康证
啊，有没有营业执照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证件，你跟我们去一趟，去了之后全部隔离，贴上封条。（公司
的）海关说你有些问题，我们要调查一下，就全部带走了。隔离审查有审查三岁小孩的么？孩子懂什么？
隔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放出来，是不是焚烧了，都很难说。听简东娜说以前在中国也有这样急发的传染
病，但是都没有报过，就是把病人该焚毁的焚毁，反应的特别快。
“博罗湖头，聚星园，惠阳塘埔、桥背、水祖坑这些地方都特别偏，听说都查过，都抓过。海关一家三口
全都没了！像这些人到底抓到哪里？在哪里集中？死没死？这么迅速的行动，还有周边的行动，没有一个
完整的指挥系统是不可能的。共产党不是吃素的，他们做这些动作特别快。出现问题的话，马上人跟过
去，消毒处理，病人隔离，现场隔离等等这一套马上就跟上。”
**深圳海关官员的腐败
谎言和隐瞒离不开腐败，李先生向记者透露深圳的海关官员和走私官商一贯勾结。平时，官员们从走私老
板那里索取大量的贿赂，年底还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扣。不过官方报导说：深圳海关2002年以来，未发生重
大违法违纪案件。
据中国官方报导资料：深圳海关有员工五千多人，22个处级关，辖区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管区内有企业
25000多家。平均每天监管过境货运车27146辆，平均每3 秒钟一辆，占全国海关货运总量70%。2003年，
深圳海关征收343.6亿元，占全国海关税收总额的10%。
记者：海关官员每年可以收到几十万吗？
李先生（笑）：要是几十万早就饿死了。海关随便一个小职员，一年也有几十万啊。我接触很多海关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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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查走私直接就是一句话，30万拿来！第二天他来取货，你拿不出来钱，货直接就拿走，很直接，没
有那么多废话。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跟你喝茶慢慢聊，慢慢交钱，都是大白天交钱，直接打卡就完事，这
边报关。走私的要是跟他们混好了，用不着半年，就能赚七百万，我见到过好多这样的。海关官员你一年
拿不到几百万，那你就用不着当海关了。
深圳市名为贸易有限公司的副总杨波－－杨老板把他的小姐欧阳彩丽（一般称为“阿丽”）转给了海关官
员江东平。李先生曾见过欧阳彩丽，他形容欧阳彩丽长的特别漂亮，二十一、二岁，身高一米六八左右，
来自江西。杨老板把自己的二奶转给了海关官员江东平。
记者：把小姐送给那个海关的，杨老板他愿意吗？
李先生：你不愿意也得受着，海关你敢惹吗？！海关说查你一次，马上就是倾家荡产。小姐也明白这个，
多给她一点钱就完了。实际上小姐住的那个地方，后来成了江东平玩的地方了。（江东平）后来把小姐给
撵走了，比较惨（死了），这个小姐够背的。
他还透露：目前深圳尚未出现恐慌情绪，埃博拉病毒的消息由于当局全力封锁而尚未传播，但是部份在深
圳的官员及高官已经有离深圳迹象，并较少涉及娱乐场所。
谈到海关官员的住房和别墅，李先生说：他们都有这个特点，有公房和私房。私房就是他们自己额外名义
的别墅，放假或休息时间长的，全部到私房。公房都是特别简朴，是给人看的，他们也去住。没有老是在
私房里呆的，那不是找死嘛。我这个海关的朋友，他在东海花园，就是隆科中心那边也有房子，随随便便
都是一二百万。
“死了的这几个都是实权人物，他们捞的不得了。杨兴是个头头（负责人），31岁，听说会法语。私家车
就是几辆，差一点的也是宝马，别墅都在外地，不是一般的。我去过惠阳他的房子，在别墅区。另外的我
没有去过。外面看不起眼，里面特别豪华。里边装修的意大利大理石板，没有几百万下不来，很昂贵的，
一看就是与众不同，人民大会堂里面就是这种，最贵的这种。还有地下室、酒窖，酒窖蛮大的，里面有红
酒。不过最令人羡慕的就是里面看家的小姐，非常有气质，不是一般的漂亮，一般市面上看不到的那种，
和南澳死的那个欧阳彩丽，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知识啊、阅历啊、才华啊、交际啊，综合到一起，
才能形成了这种气质，那么小的年纪，能够达到那种气质，我估计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我比喻一下，
随便一个男人，要是碰到她的话，就是少活十年，他也乐意跟她。”
“现在不都流行送女的嘛，我跟你在一起，我不碰你，我跟你讲好了：给你多少钱，让你去搞定某个市
长、厅长或谁谁谁，这个都是储备，储备粮，杨兴那个也是储备，但是，储备的是极品，很罕见。所以我
估计这个家伙不是干小事的料。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才31啊，窜到这个分上，这个家伙他要是不死的
话，我估计厅长挡不住，上下办事、关系、讲话，办理方式都非常流。他就是因为年纪小，阅历少，所以
升迁的速度比较慢嘛。不过他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破格了。很正常的手续下，赚了那么多资金，买了那么
多房子、车，包了那么多小姐，至于后边还有什么事情，鬼知道！很老道。”
“（江东平）领着玩，玩完了把小姐甩了，小姐没有办法，跑到那边（发廊）去了，在那边没呆多久就出
事了（病发身亡）。
李先生表示：1月3日，缉私回来，海关官员江东平返回深圳田面花园的二奶欧阳彩丽住处，杨兴返回布吉
龙超花园二奶宋云住地。几日内杨兴、江东平因缉私业务关系经过惠阳塘埔、博罗湖头等地，当地后来也
有报告埃博拉病毒的病例。
=========================
附录： 李先生关于此案的投稿内容
【2005年3月25日】中国出现埃博拉病毒 当局严密封锁消息
2005年3月25日电据海关内部人透露，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出现中国首例埃博拉病毒（非洲出血热）致死事
件，已经造成多人死亡当局密封消息。
据内部人士透露，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于2005年1月初在大亚湾某处海域进行缉私行动中，与一艘不明国籍
的船接触时，中国海关人行登船查以致与船上黑人船员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两名海关人受伤。其中的杨姓
伤员在2月底神秘死去，其妻及子随后被隔离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另一名江姓官员也在深圳中心的田面
花园被强制带走后也音信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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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导致他们被隔离的原因是杨姓伤员的情妇于2月初在布吉住所出现吐、腹痛等症状，在布吉某院就二
周后神秘死去，死时呈体内大出血症状，参与救治的二名医生随后也出现同样症状死去，事后当局立刻封
了医院，并对外及海关缉私关联部门封锁消息。
据该院内部人士透露，从医多年从没有见过如此的病例，死者在发病后，整个身体就像完全熔解了一样，
极似非洲出现的埃博拉病毒，而且传播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关联的血液传播，导致医生致死的原因就是与死
者曾经发生血液接触。
据了解曾参与当次缉私行动的其他人员未发生病变，但仍处于强制隔离状态，当局在深圳中心田面花园江
姓住所曾进行制消毒，并将与江姓官接触密切的几名人士强制带走。警方已将与江曾接触过的部份姘妇强
制缉拿。到今日止，该事件已经导致多名人士死亡，多人失踪。深圳当局已下令严密封消息，只是说一般
的爱滋病发作。但是当局对布吉、田面、岗厦、沙布头、下步庙、巴登街等处加了防疫方面的排查，对有
异常的病人进行严密监控。
此次埃博拉病毒的出现完全是以血液为传播途径，尚未出现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病例，但是由于深圳地区的
复杂性和病毒具有的变异性，一旦出现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病例，极有可能出现罕见的埃博拉病毒大爆
发。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当局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极有可能造成类似2003年萨斯爆发的问题出现，但是埃博拉
病毒的危害或许更严重。
【2005年3月26日】埃博拉病毒疑已蔓延 当局封锁更加严密
此前根据中国海关内部人透露，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出现中国首例埃博拉病毒（非洲出血热）致死事件，已
经造成多人死亡，中共当局严封消息。现据知情人士透露，3 月26日凌晨，中国深圳南澳镇再出现一例疑
似埃博拉病毒致死病例，有迹象显示埃博拉病毒已在中国大陆蔓延，当局却更加严封消息，对外说法是爱
滋病晚期发作致死病例。
知情人士透露，在3月26日凌晨，在深圳南澳镇一私人诊所发现疑似埃博拉病毒发作死亡的病例。一名21
岁女子在一私人诊所死亡，全身呈溶解状，诊所老板已经失踪，房东报警后，当晚多辆急救车到场，许多
罕见的特种防疫车及人员抵达，2时许诊所及女子住所的一发廊的所有人被强制带走，现场被强制消毒，
据现场的管理人士称，这是晚期爱滋病发作，并讲要加强对性病防治避免传播，但是当地人称，死者几乎
成为一滩血水，好像溶解了一样，非常可怕。
据称，死者前日曾居住过深圳中心区的田面花园，一周前才到此发廊，原是一杨姓老板的二奶，目前深圳
当局正加紧对相关人员的排查，为避免影响，已将作业时间改为在夜间进行。
南澳镇的事件证明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已经有蔓延之势，但是由于该病毒是经由使用血液传播，因此，相对
速度较慢，由于危险性，许多深圳的警官已经减少了对各类色情场所的管理，惟恐受到不必要感染。
由于田面花园处深圳华强北的繁华地段，因此，预计会有很多的从事电子行业的人士受到影响，加之多从
事外贸，预计会成为一个向海外的传播途径。埃博拉病毒!如果被遏制将使人类免糟厄运，一旦爆发，后
果会空前严重。而当局目前的说法依然是晚期爱滋病发作。
目前深圳尚未出现恐慌情绪，埃博拉病毒的消息由于当局全力封锁而尚未传播，但是部份在深圳的官员及
高官已经有离深迹象，并较少涉及娱乐场所，距曾抵达南澳镇的特种防疫车（京牌）看，北京当局可能已
经获悉有关的消息。
26日当日深圳南澳，大鹏，出现多起救护，防疫车进出现象，至中午方停止，同时对死者曾工作过的桑拿
中心进行排查。
【2005年3月28日】埃博拉病毒开始蔓延 政府严封消息低调处理
2005年3月28日电，在仅几日的短暂平静后，深圳、广州、东莞、惠阳、博罗等地陆续发生疑似病例，深
圳的各防疫机构有向周边分离的迹象。
3 月27日，惠阳塘埔、桥背、水祖坑等地陆续发生暂住人员有腹痛、内出血症状的病例。深圳有关人员已
进驻当地。据悉病人多为从事与深圳贸易活动的外地户籍商人，病人中可能有一台湾籍女子。至28日中
午，该地关于病例报导的资讯对外中断，原因不明。据电话了解，曾有防疫人员频繁出现并有大规模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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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活动。当地人员已经受到警告，禁止宣传有煽动性的谣言。事前了解当地有大批人被带走的资讯，是否
有伤亡报导无法了解。
3月28日，东莞聚星围一外地女子在经过当地时发生内出血，紧急到当地一私人诊所就医，与私人诊所医
生发生争执。报警后，防疫人员进入，诊所已经封闭并严密消毒，当事人已经被带走，在发生争执时曾引
起严重的围观。
3月28日，博罗湖头发生外地人员内出血症状的病例，湖头部份私人诊所曾遭严密的卫生排查。消息在下
午封闭，有多名私人医生被强制带走，诊所多以证照不全强制封闭。
3 月28日，深圳广深高速松岗段发生一广州司机因不明原因的吐血昏迷导致轻度交通事故。据曾路过的司
机称，出事司机吐血不止，后被公路工作人员带走。但随后发生防疫人员强制带走公路工作人员事件，并
一度发生肢体冲突，原因是曾与广州司机有接触。被强制带走的人员结果不详，在冲突时曾发生小范围围
观事件。在国内的BBS网站上曾有相关的报导，但是很快被强制删掉，许多事发地的人在事发后似乎受到
警告，均拒绝对有关事情进行解释，只是想尽快离开事发地。
由于此前的透漏关键消息的海关人员已经失去消息，估计已经被当局关押。目前的分析仅能通过珠江三角
州地区的相关报导进行分析，而无法对具体详细的内容进行了解。在此请媒体警戒该地区的民众，注意不
要随意与可疑人员发生有血液、伤害等方面的接触，及时的对自身进行有效的预防。以腹痛、内出血为主
要症状的情况不要忽视，在腹痛的同时，伴有肺热型的咳嗽、盗汗现象也要注意。以上病例症状出自已经
被网络BBS删除的网友的报导。
【2005年3月28日】埃博拉病毒继续肆孽,当局封锁更加严密
2005 年3月26日电,据悉在3月26日凌晨,在深圳南澳镇一私人诊所发现疑似埃博拉病毒发作死亡的病例,一
名21岁女子在一私人诊所死亡,全身呈溶解状,诊所老板已经失踪,房东报警后,当晚多辆急救车到场,许多
罕见的特种防疫车及人员抵达,2时许诊所及女子住所的一发廊的所有人被强制带走,现场被强制消毒,据现
场的管理人士称,这是晚期爱滋病发作,并讲要加强对性病防治避免传播,但是当地人称,死者几乎成为一滩
血水,好像溶解了一样,非常可怕.据称死者前日曾居住过深圳中心区的田面花园,一周前才到此发廊,原是
一杨姓老板的二奶,目前深圳当局正加紧对相关人员的排查,为避免影响,已将作业时间改为在夜间进行.
南澳镇的事件证明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已经有蔓延之势,但是由于其是使用血液传播,因此,相对速度较慢,由
于危险性,许多深圳的警官已经减少了对各类色情场所的管理,惟恐受到不必要感染.由于田面花园处于深
圳华强北的繁华地段,因此,预计会有很多的从事电子行业的人士受到影响,加之多从事外贸,预计会成为一
个向海外的传播途径.埃博拉病毒!如果被遏制将使人类免糟厄运,一旦爆发,后果会空前严重,当局目前的
说法依然是:晚期爱滋病发作.目前深圳尚未出现恐慌情绪,埃博拉病毒的消息由于当局全力封锁而尚未传
播,但是部份在深圳的官员及高官已经有离深迹象,并较少涉及娱乐场所.距曾抵达南澳镇的特种防疫车
（京牌） 看,北京当局可能已经获悉有关的消息.26日当日深圳南澳,大鹏,出现多起救护,防疫车进出现
象,至中午方停止,同时对死者曾工作过的桑拿中心进行排查.
【2005年3月28日】埃博拉病毒事件惊动北京高层,重量级人物秘密抵深
2005年3月28日电,盛传的深圳海关缉私人员感染埃博拉病毒导致病毒传播的事件,在深圳不寻常的官方行
动中基本得到证实.
据内部人士透漏,实际感染人数较预计的多的多,但是感染的速度比预计的快.
近日,北京国家卫生防疫及军队防疫方面的多名高官及专家陆续秘密抵达深圳,对近期发生的病毒事件进行
严密的调查,当局已经排除了是拉沙热病毒或马秋波病毒的可能性, 据悉可能或接近的只有埃博拉病毒,但
是此次发生的病毒完全没有类似传统的传播方式, 完全是以血液传播,显示病毒变异有弱化迹象,因此,当
局已经开始对各医院的供血,献血方面的工作加强了管理,据悉,从深圳特区内部,布吉,平湖,南澳,大鹏等
地在医务防疫方面出入的车辆分析,此事件已经震惊北京高层,由于有前期的沙士事件,当局认为在问题?__
?全发生前,将其消灭在萌芽中,依然是官方的基本行动方针,由于埃博拉病毒在深圳的?__ ?播相对比较隐
蔽,目前预计仍然处于潜伏传播期,很难预计是否会出现类似沙士一样的大爆发.从目前官方的反映速度看,
报告异常病例,特种防疫设施迅速抵达现场分析,病毒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较早便在深圳处于待命状态,随
时铺灭病毒并封锁消息.
今日,病毒的主要传播地,深圳中心区的田面花园基本平静,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前日被强制拘押的南澳事
件的多人,目前无任何消息,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联系,当局的回答为?__ ?_受调查或没有这回事,据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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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府人员已经告知当地居民,禁止将事件夸大传播, 许多人在继续询问时,表示没有发生这类事,完全是
谣言,时隔一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__ ?_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据当地人称,许多附近的居民已经陆续离
开当地,或外地异居以?__ ?_病毒,或完全离开当地,事件发生的当地已经较少有人,只有零星的老人,附近
楼区空空如也.仅仅一日便萧条一片.南澳事件是目前唯一一起的在居民区发病死亡的民间报导,?__ ?一起
为医院报导,而且医院的相关人员已经被完全隔离,根本无法了解与联系,其他的?__ ?毒感染者死亡的报导
目前尚未获得,只有许多的人士被秘密拘押,不是失踪就是没有消息,估计已经发病死亡.而且近期深圳警方
对各色情场所下达对卖淫嫖娼严厉打击的命令,许多妓女成群的城中村的色情活动受到很大遏制,相信与病
毒事件有关,同时深圳正开始逐步对辖区内的各类医院进行强化管理,尤其是有血液接触的相关方面.而且
对于在海外报导埃博拉病毒事件,北京尚未有明确的答覆,显示目前政府对封锁消息和封闭病毒有一定的信
心,已经不似沙士事件一样单纯的反驳报导而疏于行动,这次显然是报导完全封锁,行动迅速跟上,但是作为
致命的传染病毒,只要有一个病毒的携带者没有被消灭就存?__ ?_大规模爆发的威胁,毕竟埃博拉病毒一旦
爆发不但会引起巨大恐慌,而且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但愿不会吧? 几日内多辆异地特种防疫方面的车
辆在深圳活动,而且有许多是有防化服装的人士,很难想像许多的专业人士从全国各地大规模聚集到深圳,
并在夜间活动,而且是穿防化服装, 有的还有防毒面具,对有些区域还在进行大规模的隔离宵禁并进行地毯
式的消毒,在演 习吗? NO,这不是演习.埃博拉病毒真真正正的在中国出现了.
【2005年3月30日】埃博拉病毒在中国深圳事发的当事死亡及失踪人士名单
以下的名单有的是我的朋友,在这次飞来横祸中,不幸死亡或官方所谓的失踪,而且卫生部也已经辟谣称深
圳没有发生此事件,但是病毒事件的确发生,这件事应该大白于天下,不要让一些人死的不名不白,即使官方
极力封锁消息,使当事人失踪,造成死无对症的现实,但是这些人曾经存在过,现在我将名单公布如下:
1,深圳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 职员 江东平参与缉私的感染死亡官员 3月28日以后显示查无此人,3月28日
前查询为工作外出
2,深圳海关稽查处 职员 杨兴 参与缉私的感染死亡官员 3月28日以后显示查无此人,3月28日前查询为工
作外出
3,深圳海关人事教育处副处长 我朋友 姓名暂不提供去年入深圳海关 3月28日以后显示查无此人,3月28日
前查询为工作外出
4,朋友子 小名 阿宝 三岁
5,其家保姆 女
6,南澳死亡女士 （阿丽）欧阳彩丽 江西籍 曾是杨波的二奶原住田面花园
7,布吉死亡女士 阿云 （宋云） 江西籍 8,南澳死亡地点 南澳镇关厂路粤洪私人诊所查封后已经消失
9,深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检疫处职员简东娜 朋友妻 3月28日以后显示查无此人,3月20日前查询为
工作外出
10,布吉女士死亡地点 布吉人民医院 3月21日查曾有此情况,3月28日后显示查无此事
11,布吉诊治医生死亡地点 深圳传染病专科医院 3月23日查曾有此情况,3月28日后显示查无此事
12,深圳市名为贸易有限公司 副总 杨波已失踪
13,深圳市名为贸易有限公司 副总 王雄已失踪 曾住田面花园
14,深圳市愉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蔡雄 已失踪 曾住田面花园
15,深圳市愉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东彪 已失踪 曾住田面花园
16,曾参与海上缉私的武警部队 深圳边防支队直属船艇大队背仔角部 计有12人在1月初参与海上缉私后在
3月初陆续以调查为名失踪 3月28日后查询为无此事 其曾有一个蔡姓领导参与此事,后查询讲无此事.
我想这件事可能也就告一段落了,静静的发生,静静的结束,只有莫名其妙的一些人失踪,时间久了,人们也
就淡忘了,2005年3月28日是一个界点,从这一天起所有的报导都是惊人的一致,包括死者曾在的工作地和案
发地,但是,南澳私人诊所的老板是最后一个嫌疑,如果他没感染,此事情也就终结了.真是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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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31日】深圳埃博拉病毒事件前后经过
2005年1月初深圳海关协同深圳边防支队直属船艇大队背仔角部在大亚湾外围水域进行缉私活动中,（其中
深圳海关共五名官员有:深圳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江东平,深圳海关稽查处杨兴等,我朋友及海关其他两
名同事）在公海追逐一外籍货船时发生争执,武警部队先行登船,后因语言不同,海关官员杨兴与江东平登
船解释（注:江东平懂法语,杨兴懂英语）时与船上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并与船上非洲籍黑人人员扭打受伤,
后被武警人员拉开,江东平事后表示对方为正常通行,并不是情报中所描述的走私船只,其后中方船员离船
返回南澳,在当夜的工作小结后,武警部队返回驻地,各海关官员也陆续离开,其中江东平返回深圳田面花园
的二奶欧阳彩丽住处,杨兴返回布吉龙超花园二奶宋云住地,几日内杨兴,江东平曾因业务关系经过惠阳塘
埔,博罗湖头等地当地后来也有报告病例.
2005年2月初,深圳布吉人民医院接到一病例,系上门服务到龙超花园救治的女子,症状系严重的呕吐,腹痛,
由于病人后被查出有病毒性感冒,于是转入特种病房,当时确诊为胃出血伴有清度盲肠炎,几日后,病情加
重,于是进行了相关的手术,但是内出血的症状继续加重,后出现血管组织溶解症状,病发死亡,参与手术的
医生后也出现严重的急性呕吐,腹痛,在向上级通报后,布吉中心医院被短时封闭并强制消毒,两名医生后被
转入深圳传染病专科医院,不久也出现同样症状死去.
2005年2月中旬开始,通过死者宋云的联系方式陆续查出杨兴,江东平等海关官员,深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协同深圳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专家组对疾病感染人员做分析,相关机构开始逮捕拘押有关人员.2月底,杨兴
发病死亡,其妻及子也被强制隔离在南油山海翠卢家中被带走,其家被封锁.江东平也在深圳田面花园被带
走（注:此时其二奶欧阳彩丽已经被其驱离田面花园）.
不久后北京籍特种防疫车在深圳出现,北京主管部门的马伟东处长抵达深圳并参与.
2005 年3月初,原深圳边防支队直属船艇大队背仔角部曾参与1月初缉私活动的12名武警人员被以调查为名
由一名蔡姓领导带走（蔡姓领导未参加缉私行动）.此后武警驻地曾有严密的排查与消毒,此时参与专家组
的成员已经处于封闭阶段,对外隔离,3月中与江东平接触密切的深圳市名为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王雄,深圳市
愉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蔡雄 ,刘东彪等陆续被政府人员在深圳田面花园带走,我朋友深圳海关人事教育处
副处长此时也处于调查阶段,但身体无异常现象,其妻简东娜系深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检疫处职员,
在专家组,在3月政府人员陆续在布吉、田面、岗厦、沙布头、下步庙、巴登街等地进行疾病控制排查,名
义是进行爱之病调查等,主要是寻找欧阳彩丽,此时民间的传闻为严重的爱之病晚期,与官方的基本一致,而
且其它消息也没有泄露.3月底南澳镇关厂路粤洪私人诊所通报发现一病人死亡病例,于是相关机构人员都
迅速到场,经查实确认为欧阳彩丽,诊所老板李洪粤已经失踪,在封锁消息和强制消毒后,同时将欧阳彩丽曾
工作过的南澳镇新新温州城发廊,大鹏镇一福建城发廊关闭,并消毒查封.此时关于病例是埃博拉病毒的传
言开始出现,于是我朋友逐步失去消息,其子及保姆也在罗湖的立新花园家中被带走,此时了解出深圳市名
为贸易有限公司的副总杨波.
2005年3月25日,海外开始报导事件.
2005年3月26日,深圳海关与相关医院与政府部门曾进行秘密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加强卫生防疫方面的指示.
2005年3月27日,国内互联网开始屏蔽相关信息
2005年3月28日,深圳政府首先宣布无此事件.杨波在龙华优品建筑家中被缉拿,后失踪.
2005年3月29日,中国卫生部发布文告宣布:内地未现此病毒.此时与曾关联的人士的单位,医院查讯,均为查
无此人,无此事情.而且内地所有的互联网统一使用官方的言论.
【2005年4月1日】听一些朋友讲,病毒仍在传播中,广东部份地区有报告病例,不过没有沙士那么严重,深
圳,广东甚至北京的一些部门开始有特别的变动。
我也是在3月中下旬才了解是埃博拉病毒,此前只知道是出事了,,我知道的感染死亡的人只有这些,其他的
人员我不能明确是不是死亡,我只能讲是失踪,这种事情一旦当事人被消灭就死无对症,已经失踪,等于死
亡。
在深圳只要16万元可以消司,我们叫消司,也就是给内部人可以将一家公司从税务,银行帐号,执照,等全套
数据消失,使一家公司就像一夜蒸发了一样,原来这是对付查验的,后来政府也支持了,可以收钱,一个人消
失实际上很容易,你只要付10万就可以使其在深圳消失,直接火化,没有任何记录,在深圳,涉及官方的事情,
尤其是内部的事情,如果警告后透露,除非你在国外,否则就是GAME OVER,这是规则,,即使发生其他事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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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涉及内部事情,死人是很正常的,深圳外地人很多,每天都有人死,报了也就报了,没报也就没报了
【2005年4月2日】中国的特别在于有时你不能相信你所见的,就像文革中亩产百万斤,你相信吗?可是有照
片为证,还可以实地考察,而且是官方的权威性的报导,没有人不相信,这也叫新闻,有证据有当事人,但是现
在我们知道那时骗人的,但是前提是他变成了历史,经不起推敲考证,很多的新闻都是这样,尤其在中国,就
像这次事件,如果真的如官方所预计的: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关联人,可能的感染者被消灭,目击者也进行了
警告,理论上的传播被终止在实践中基本完成,那就是死无对症了,因为没有人可以解释了,一切在静静的发
生,静静的结束,平静如水,这样的现象在目前的大陆很多,举不胜举,那么官方怎么讲就是什么,没发生就是
没发生,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会有相反的声音了,也就是变成了一段历史。(http://www.dajiyuan.com)
4/3/2005 8:42:39 AM
纪元导航

主编信箱

推荐给朋友

打印机版

相关文章
埃博拉病毒开始蔓延 政府严封消息低调处理 (2005年3月28日)
中国出现伊波拉病毒 当局严密封锁消息 (2005年3月25日)
安哥拉马尔堡病毒逾百人死 (2005年3月28日)
深圳传有伊波拉病毒感染？大陆官员三缄其口 (2005年3月27日)
伊波拉病毒入侵深圳？ (2005年3月27日)
伊波拉病毒疑已蔓延 当局封锁更加严密 (2005年3月26日)
深圳伊波拉病毒未入侵香港 港府密切注意 (2005年3月26日)
安哥拉爆发马堡症病毒 已造成一百多人死亡 (2005年3月25日)

相关专题
赵子法报道

? 2000-2008 Epoch USA Inc

http://www.epochtimes.com/gb/5/4/3/n876312.htm[2012/10/8 15:1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