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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羽

世界「最美昆蟲」   

大自然的傑作令人不可思

議。一位南非女士偶然間在她花

園裡的花草叢中，看到了一隻從

未見過的昆蟲。

南非的 Margaret Neville，

在她花園裡薰衣草中漫步時，發

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生物。

它看起來就像是一朵花，但

仔細看，卻不是花，而是一隻螳

螂，它的外骨骼上有藝術般的花

卉圖案，其精美程度讓她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這是一種稱為刺

花螳螂（spiny flower mantis）的

昆蟲，看起來像是用水彩畫出來

的東西。它有著白色的翅膀，上

面有綠色的亮點和黑白二色漩

渦，漩渦的中間還有一個點，在

腹部、頭部、腿部和身體的其餘

部分都有微小的紫色和白色花

紋，看起來就像花瓣，如畫般美

麗。刺花螳螂是非洲南部和東

部的原生物種，以捕食蜜蜂和蜘

蛛為主，和許多其他螳螂類物種

一樣，牠也會吃自己的同類，產

卵後，雌性會毫不猶豫的吃掉伴

侶。Neville 與南非的 Waterfall 

Retreat  & Environmental 

Centre 環境中心分享了這些小

蟲的照片，照片上傳到臉書後，

被分享了 5.8 萬次。

文︱藍月

美國航空航天局的航海

家 2 號（Voyager 2）在進

入太空一年多以後，發現了

航 海 家 1 號（Voyager 1）

所沒有發現的新東西。

美國星際飛船航海家 2

號 2018 年 11 月 5 日升空，

在過去的一年中，加州理工

學院物理學教授與 1970 年

以來就擔任航海家計劃科學

家的 Edward Stone 所領導

的研究團隊，仔細研究了探

測器所收集，從太陽主要的

影響範圍到恆星之間的空間

數據，在它們的邊界日球層

頂外發現了一個以前未知的

邊界。

日球層頂（heliopause）

是一個動態的環境，這裡來

自外星恆星和遙遠星系的高

能粒子的銀河宇宙射線會猛

烈撞擊由太陽產生的泡狀磁

性防護罩，該防護罩包圍了

太陽系。

航海家探測器是唯一

穿越過太陽和恆星之間動盪

邊界的人造物體。研究員將

這邊界稱為「宇宙射線邊界

層」（cosmic ray boundary 

layer），因為它發出的信號

顯示，探測器經歷了來自深

太空宇宙射線梯度的改變，

與來自太陽周圍熟悉環境的

典型低能粒子。

資料顯示，航海家 1 號

記錄了高能量的宇宙射線在

通過日球層頂之前就大量湧

入。航海家 2 號記錄了完全

相反的現象，它越過日球層

頂進入星際空間後，才有低

能粒子的增加。

科學家不清楚為甚麼探

測器從相反的地方穿過宇宙

射線邊界層。這可能與兩架

航海家號不同的軌道有關，

航海家 1 號從日球層頂北半

球跨越，而航海家 2 號是從

南半球跨越。

太陽系外圍

發現怪異邊界 

最美昆蟲：網絡圖片 ;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在天空中，

穿越的不明

飛行物體。

  
時空隧道與外星人

知道自己是如何到達該路段的，

他只是想像自己應該是從 5 號公

路一路開過來的，之後該司機繼

續上路，但在不久之後再次失去

了方向感。

此外，阿根廷還有許多關於

UFO、外星人的傳聞。

UFO、外星人存不存在，一

直是民間與科學界爭論的焦點。

美國空軍「藍皮書計畫」記載了

大約 1 萬多起 UFO 目擊事件，

目擊者們描述了這些「像湯碗一

樣凹著的」、「洋蔥形狀的」、

「像銀白色橄欖球一樣」，在天

空中穿越的不明飛行物體。

藍皮書記載，1963 年，一位

阿根廷卡車司機在尋找旅館過夜

的時候，突然看到距離維德角島

（Isla Verde）4 英里外一些紅色

的小燈。他以為自己看到的是車

輛的燈光，便試圖靠近，當離紅

燈不遠的時候，車的引擎出了問

題。他只好帶著一條毯子和一枝

槍離開了車子。但這時燈光消失

了，一束強大的紅光射向了他。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汽油味，

他的眼睛和面部也感覺刺痛。慌

亂之中，他用左輪手槍向那紅光

處射擊。這時，紅光突然發出汽

車急剎車一樣刺耳的聲音。這名

司機試圖逃離紅光，但是兩道紅

光一直跟著他。

然後，一個藍色的像「葡萄

酒桶形狀的飛行器」出現了。這

位司機說，這個飛行器有兩個小

窗戶，他能看到裡面有人，4 個

人一樣的生物。但因距離 600 英

尺外，他「沒看到腿或面孔，只

是一個身子」。

這些「人」走到他身邊，看

起來約 6 英尺 5 英寸高，穿著閃

光的制服。其中一「人」手裡拿

美國物理學家斯內法克教授

認為，在空間存在著許多一般人

用眼睛看不到的。

然而卻客觀存在的「時空

隧道」，歷史上神秘失蹤的人、

船、飛機等，實際上是進入了這

個神秘的「時空隧道」。在地球

上， 有許多令人無法解釋的超自

然現象存在的地方。

例如阿根廷拉潘帕省的 5 號

公路，就經常發生人類無法解釋

的現象。有許多人表示，在 5 號

公路上行駛經歷了類似「時空隧

道」現象，有失去方向感、被外

星人綁架等情況。

曾經有媒體報導，兩名因工

作緣故需定期往返於拉潘帕省省

會聖羅莎 SantaRosa 和卡特里

洛 Catrilo 之間的年輕人，在這

段路上三次發生神秘現象，幾分

鐘之內時間感與空間感混亂，「無

法辨認方向」 。而且這種奇怪的

感覺只發生在正午與日落時。

在 5 號公路上發生的另一起

神秘事件當事人喬爾 (Joel)，告

訴阿根廷的不明飛行物研究組織

說，當時他一邊開車一邊和同伴

聊天，如往常一樣。

突然從某一秒開始他們就失

去了方向感，完全不知道自己身

上發生了甚麼怪事。「回到現實」

後，他們發現，之前行駛了好幾

公里，但是自己卻毫無印象。

還有一名司機，在十多年前

也經歷過類似的事。

當時，無法辨認方向的他不

得不在一服務站停靠，詢問工作

人員「自己在哪裡」，他完全不

中國古語云：「洞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這句話在科

學界早已不再是無稽之談。

科學家認為，這其實就是

「時空隧道」。只不過中國

人在幾千年前就已經認識到

了時空隧道的存在。

著一個三角形的東西靠近他。卡

車司機害怕，又開了一槍，「好

像一個影子向後倒下去了」。這

些「人」回到飛行器裡，這個大

型物體又飛到卡車司機的頭頂上

空。但是一束藍光始終沒有離開

卡車司機，直到他回到城區。

當地有關部門後來派人去

調查，以驗證卡車司機說的是否

是事實。查驗結果顯示，那輛卡

車確實是曾停在這名男子說的地

方，而且也發現了他的腳印。

美國空軍的記載只是從阿根

廷獲得的第二手證據，且因為時

間太久，並沒有實地調查。

文︱青蓮

文︱秀秀

傳奇「吸毒石」

中醫傳統本草書籍中記載了

一種西域奇石，可以治療膿

瘡，有效地解除體內毒素。

而在一些隨筆雜文中，也可

以見到這種吸毒石的蹤影。

吸毒石，產於印度。明清時

代，由外國傳教士帶來中國。

據說身上如有膿腫，將吸毒

石放在上面，吸毒石立刻會黏吸

傷口，將毒素吸附乾淨後，它會

自行脫落，然後將它放進人乳中

浸泡，當石內的毒氣消散後，人

乳會變成綠色。一塊吸毒石可以

反覆使用多次。

所以，當時的傳教士們都將

此作為禮物饋贈予人。

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

記》中，也曾有過關於吸毒石的

記載。紀曉嵐說，有一天，紀府

中的一個小奴跑進山谷去找一隻

丟失的羊。這個小奴名喚玉保，

是烏魯木齊流民的孩子，起初隸

屬於特納格爾軍屯。

玉保行於山中，忽然看到高

崗上有一如柱子般粗的大蛇，正

在太陽底下曬鱗甲。

玉保看到那條蛇的鱗甲五

顏六色，在陽光的照射下十分燦

爛，如花團錦繡般豔麗 。蛇的

頭上長著一隻角，大概有一尺多

長。這時，有一群野雞飛過，那

條大蛇張嘴一吸，那群野雞就全

部落入牠的口中。

玉保看得真切，他被嚇壞

了，暗想那隻丟失的羊一定也被

蛇吞了，還是趁著大蛇沒看見自

己趕快離開吧。玉保迅速逃離，

沿著山澗跑了回來。

回家後大家見他一副失魂落

魄的樣子， 便問其故。玉保詳述

了山間所見。

軍官鄔圖麟聽聞後說：「雖

然那是一條毒蛇，但牠頭上的角

卻能解毒，就是人們常說的吸毒

石。見了這條蛇，可以用幾斤雄

黃，在蛇的上風處燃燒。

雄黃的煙味順風而下，蛇聞

到雄黃的味道就會渾身酥軟，動

彈不得。這時把蛇的角鋸下來，

鋸成一塊塊的。當人身上長瘡

時，就取出一塊貼在瘡上，它立

即像吸鐵石一樣，緊緊地貼住瘡

口，等把瘡毒都吸乾淨了，它自

己就會脫落下來。」

紀曉嵐在書中自述：「我記

得堂兄懋園家就有吸毒石，每次

治療瘡傷膿很有療效。

我看那個吸毒石既不是木

頭，也不是石頭。直到聽鄔圖麟

軍官解說後，我才恍然大悟，原

來那就是蛇角啊！」

清朝吳震方的《嶺南雜記》

中，也記載了類似的吸毒石。書

中描述吸毒石大如扁豆，能夠吸

附一切腫毒。

也有土著捕殺毒蛇後，將

蛇肉和土搗成圍棋子一般大，也

能吸走一般的腫毒以及蜈蚣、毒

蛇、毒蠍的毒素。

傳教士南懷仁在《吸毒石原

由用法》中也介紹說，吸毒石可

以分為兩種，一種取自於毒蛇頭

上生成的「石頭」，一種是將毒

蛇肉和本地的土合製在一起。

到了清朝末年以後，在中

國，這種神奇的吸毒石，就再也

沒有面世。

但在斯里蘭卡、印度等地，

據說還有人在用此物。

吸毒石能夠

吸附一切腫

毒，傷口會

自行脫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