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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我 的健康无关，目的是引起恐俱和恐慌，以便我 接受被

剥 的权利。 是人类 史上最大 模的 局的真正 程，除了破
坏
并 得 人 的更多控制权之外， 向人
施强制性的
疫苗接种，再加上5G 射的增加，
人 的身体、心理和精神造
成灾 性 害。 勿通 任何方式 行疫苗接种！ 仔
疫苗
中的成分。强制疫苗接种是 反公民意愿的行 ， 是非法的。

合反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COVID19)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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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多数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另类

已立即从Youtube和其他媒
体中被 除。
制度全面生效。我 在官方媒体上所看到的， 粹是恐怖主
信息。我
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公开的
，因 不同的 点表 ，只有在公
开的
中才能被看得 。 已 背了生活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当中！我
需要借助其他方式，例如派
等来接触公众。

成千上万的医生，律 和普通市民已 在 厉
最大罪行。基于欺 群众而剥 了我
站起来！拒

站起来！拒

、反 和抗
一切危害人类的
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服从政府及其 言以 明您已
注意并分享！

服从政府及其 言以 明您已
注意并分享！

醒了。

醒了。

其中数以百 可提供研究的网址：acu2020.org，londonreal.tv，medicineuncensored.com,lbry.tv/@weareresistance, americasfrontlinedoctors.com win-war.org,
stopworldcontrol.com

他

没有告

你的真相。 注意。事关重大！

事
明，任何 急政策都没有医学根据。“危
机” 理已 得完全不合理。有关“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的一些主要 言和事 ，摘自
《
生 家 所有‘比利 ’当局的公开信》，以及其
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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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major lies and facts about the
¨PLANDEMIC¨ ...
Taken from the Open Lett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all authorities in
Belgium, and other sources:

1.每年，我 会看到各种流感病毒， 接着是
冠状病毒。 与我 平常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不
同。 疫情的死亡率比 期的 要低很多倍，
与普通的季 性流感相近。

2.使用非特异性的聚合
反 （PCR） 会 生假
阳性。如果某人的
果呈阳性， 并不意味着 人已被
确 。 基于 些
，而采取的社会措施是不合理的。大
多数
果呈阳性（PCR）的人都没有健康上的
，他
都有强大的免疫力。

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注册死亡人数，不但被媒体 度
夸大， 而引起恐惧。人 其 是死于其他原因，例如流
感，主要是老年人。而 些死亡人数，大都被 类 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从而使数目暴增。 大多数死者
的平均年 在80 以上。大多数年 小于70 的死者当
中（70％），都患有原 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慢性肺病或肥胖症。 大多数的感染者（> 98％）没有或
几乎不生病，以及很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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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加封 或行 管制与感染 程毫无关 。封
并不能降低死亡率。社交隔离和
失反而 致
更多的抑郁症、
自 案、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案。研
究 明，人 的情感关系越 密，他
病毒的抵抗
力就越高。 期隔离反而会 来致命的后果。

5.病毒的 染是通

沫 播（ 咳嗽或打 嚏的患者）、封
和不通 的空 内气溶胶 播。因此，不可能在 外开放空
下 播。流行病学研究 明，健康的人是几乎无法 播任何
病毒。

6.口罩 用只适用于和
的高危人群 行接触 ，以及
在医
理中心、医院和养老院等 境下使用。佩戴口罩可
降低通 打 嚏或咳嗽的 沫感染
。健康人戴口罩 防
疫是无效的。戴口罩可 来副作用：短
内出 缺氧症状（
痛、 心、疲 和注意力不集中）
，后果类似于高原反 。
停止戴口罩！

7. 在正

第二波的 生，并 一步收 措施。但是， 一步
，住院或死亡人数并没有增加。因此， 不是第二波，而是由
于聚合
反 PCR
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所 的“化学案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