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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蒂斯毀滅的啟示   

處」。但物慾的膨脹，對科技和

自然資源的誤用濫用，以及殺伐

征戰，使得亞特蘭蒂斯一步步走

向毀滅的深淵。

統治者不但建造了奢靡輝

煌的廟宇、宮殿，架橋建塢，將

各個海島上的城邦連為一體，還

將勢力延伸到大陸的部分地區。

《對話錄》中說：「巨大的權力中

心在不斷膨脹、彙集，周圍的部

族一個接著一個地被征服，整個

海峽以內都是亞特蘭蒂斯帝國的

勢力統轄範圍。」

凱西提到，亞特蘭蒂斯將他

們用於建設的動力源晶石，轉用

於製造摧毀性的武器。

失調的晶石威力，攪動這個

星球的環境和板塊的振動，地極

發生了轉動。大約在西元前 5 萬

年，亞特蘭蒂斯的一部分沉入海

底，整個島嶼被分成 5 塊。西元

前 2 萬多年前，亞特蘭蒂斯又

經歷了火山爆發、地震及地極變

化，只剩下了 3 個島嶼。

西 元 前 10700 年， 亞 特

蘭蒂斯最後一個島波塞地亞

（Poseidia）徹底沉入大西洋。

輝煌的亞特蘭蒂斯帝國徹底從地

球上消失。而這個時間這與柏拉

圖提及的亞特蘭蒂斯的最後消失

的時間大致吻合。

《對話錄》中記載，一萬多年

前，「亞特蘭蒂斯發生了猛烈的

地震和大洪水，一晝夜之間，所

有這些好戰的人都遭到活埋，亞

特蘭蒂斯也就此沉入海中了」。

很多人認為，「亞特蘭蒂斯」不

過是一個傳說而已。但有兩位科

學家宣稱，他們在古巴海域 600

英尺深處發現了沉沒的古城，包

括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這就是

1 萬年前神祕消失的亞特蘭蒂斯

文明。

英國考古學家埃文斯於二次

世界大戰前發現了位於克里特島

上的大規模文明遺蹟，有人認為

這就是亞特蘭蒂斯島。

瑞典地理學家烏爾夫．埃林

縱觀人類文明史，每到人類

道德衰敗、逆天而為的時候，就

是天降不測的時候，哪怕這些文

明已經發展到遠遠超過今天人類

的文明程度。

「亞特蘭蒂斯」（Atlantis），

是一個傳說中高度文明的國度，

12000 年前在一夜間沉沒於大海

中。最早記述亞特蘭蒂斯的是西

元前 400 年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

柏拉圖。

柏拉圖在《對話錄》一書中記

述：「亞特蘭蒂斯位於『海克力

斯之柱』（即今直布羅陀海峽）

之外不遠處的地方，島上擁有

豐富的自然資源，動植物種類繁

多，礦產豐富，出產無數黃金與

白銀，一種閃閃發光被稱作山銅

的金屬，比黃金還要珍稀。

『亞特蘭蒂斯』有著數不清

的財寶，宮殿和神廟富麗堂皇，

牆壁鑲滿黃金。文明程度也令人

難以想像，除了有設備完善的港

埠及船隻，還有能夠載人飛翔的

物體。」

美國預言家愛德格．凱西也

說過，亞特蘭蒂斯人的物理和身

體潛能發展很快，「因為他們認

識到他們僅是整體的一部分，所

以，對那些身體所必需的物質，

僅取於自然。」他們既可思想旅

行，也可身體旅行。令人驚異的

是，旅行不僅僅侷限在地球三維

空間內。凱西說他們可以將「自

己的身體從宇宙的一點移動到別

2020年一開年，世界並沒
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有

一個美好的開始。山火、蝗

蟲、瘟疫、自然災害，當我

們驀然回首，才發現動物、

植物，乃至人類，似乎都面

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文︱青蓮

森於 2004 年出版的《地理學家眼

中的亞特蘭蒂斯：勘探仙境之國》

一書則認為，愛爾蘭島即為亞特

蘭蒂斯大陸。

因為柏拉圖所描述的島國大

小及地貌與愛爾蘭島極為相似，

並且兩者都有巨石墓葬文化。另

外還有南極說，賽普勒斯說等等

多個學派的論點。

但不管人們對亞特蘭蒂斯究

竟在哪裡如何各執一詞，有一點

卻始終無法回避，就是科學家在

尋找亞特蘭蒂斯的過程中發現的

各個不同時代的文明遺跡，恰恰

證明了人類的高度文明並不是只

有今天才出現，而是經歷了一輪

又一輪的毀滅與重生。

亞特蘭蒂斯不過是無數人

類文明興衰災變而下沉的一個角

落。如果說歷史上無數文明的毀

滅，都是在人類違背自然規律、

道德極度衰敗的時候，那麼眼下

的種種危機，是否能讓我們從中

領悟到其背後的深意？

文︱天羽

盲人車禍後復明 

波蘭一名34歲男子，因過
敏反應導致失明，在黑暗中

整整生活了20年，沒想到2
年前的一場車禍，他的左眼

竟重新恢復視力 。

據外媒報導，2018 年的一

天，波蘭西部盧布斯卡省一名叫

格萊（Janusz Goraj）的盲人男

子，在過馬路時，被一輛疾駛而

來的汽車撞倒，全身多處骨折，

腰部、臀部嚴重受傷。他在描述

當時的情景時說：「我整個人撞

到引擎蓋上，撞到了頭，然後滑

倒在路上。」

他隨即被送往獨立公共省醫

院接受治療， 醫生針對他的傷口

進行了手術。

術後兩週，他忽然覺得原本

只能感光，看到一點模糊輪廓的

左眼，竟然能看清楚世界了。

20 年前，格萊因嚴重過敏

反應，導致右眼全盲，左眼只能

感知光線，看到模糊的輪廓。顯

然，這並不是因為手術的緣故，

因為醫生除了給他做了車禍傷口

的手術外，並未對他的視力做任

何處理。

幾天後，格萊的左眼視力恢

復得更多，甚至不需要再戴眼鏡

輔助。醫生也對他的重見光明十

分驚訝，認為是發生奇蹟了。

有醫生認為，或許是手術中

使用大量凝血劑與其他藥物混

比爾·蓋茨的預言  

一年前，在美國麻薩諸

塞州醫學會主辦的會議

上，微軟大亨比爾 · 蓋
茨（Bill Gates）「預
測」，將有超級大流行

疾病在全球爆發。

並在會上進行了數據模

擬，估計在頭 6個月內可能

殺死全球 3300萬人。麻薩

諸塞州醫學會主辦的會議

上，比爾 ·蓋茨警告說：「在

生物威脅的情況下，世界對

此缺乏緊迫感。

全世界需要以準備戰爭

的嚴肅方式，來爲流行病做

好充分的準備。」

蓋茨警告說：一旦超級

致命病毒迅速蔓延，整個世

界都將處於危險之中。

比爾 ·蓋茨在模擬演示

中假設流行病毒在中國爆

發，之後快速向全球蔓延，

疾病建模研究所（Institute 

for Disease Modelling）的

詳盡研究顯示出其傳播的

驚人速度，並最終造成全球

3300萬人死亡。

一年後，新型冠狀病毒

開始在中國武漢爆發，並迅

速散播到世界各地。到目前

已傳播到世界 60多個國家

或地區。

專家警告說，它可能和

當年致命的西班牙流感一

樣，當時有5000萬人喪命。

文︱藍月

和，幫助格萊恢復了視力。但格

萊卻認為，自己能恢復視力是與

車禍中頭部遭到兩次撞擊有關，

一次是撞上汽車引擎蓋，另一次

則是撞上柏油路面。

為找到格萊視力恢復的原

因，醫院想要替他進行一個全面

詳細的檢查，但格萊拒絕了醫院

的建議。可能他覺得自己能恢復

視力已經很滿足了，至於真正原

因對他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

恢復視力的格萊出院後，不

久就順利的找到一份保安的工

作，就在當初車禍住院的醫院。

文︱秀秀

 512歲的鯊魚    

早年的《科學》雜誌曾刊載一

篇文章稱：地球上已知最長

壽的脊椎動物格陵蘭睡鯊的

壽命，可能達到或超過400
歲，最老的超過500歲。
《易經‧彖傳》中稱：「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

一般的鯊魚，其壽命有三十

年左右，雖然在深海魚類中算是

壽命長的，但一些體型巨大的鯊

魚，壽命則要長得多。

比如鯨鯊，專家們相信牠

們能活 100 年，甚至有的可長達

150 歲。但最長壽的一種鯊魚叫

做格陵蘭睡鯊。格陵蘭睡鯊，生

活在格陵蘭島與冰島附近的北大

西洋海域，在海水下 1200 米深

的地方可以看見這種鯊魚蹤跡，

目前在阿根廷與南極也發現過這

種鯊魚。

格陵蘭睡鯊性情凶猛，體型

巨大，最長可達 7 米。 156 歲才

算牠們的成年期。 

上世紀三十年代，一位漁業

生物學家為了一項科學研究在格

陵蘭島附近的海域標記了四百頭

睡鯊，結果意外發現這種鯊魚的

成長速度極為緩慢，每年大約只

能長一釐米左右。

根據格陵蘭睡鯊 7 米長的

龐大體型，與緩慢的生長速度，

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牠有極其

漫長的壽命。但究竟能活多久，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海洋生物學家

John Steffensen 想弄清楚。

John Steffensen 求助了麥奧

胡斯大學放射性碳定年法專家 Jan 

Heinemeier。在 Heinemeier 的建

議下，John Steffensen 決定使用

格陵蘭睡鯊的眼部晶狀體進行放

射性碳測年。John Steffensen 的

團隊在格陵蘭島附近的海域捕撈

了 28 頭睡鯊，在對其一一進行

眼部晶狀體放射性碳測年後，他

們發現其中一頭成年雌鯊的壽命

竟然達到 512 歲。其他的也在

四百年左右。科學家們解釋，格

陵蘭睡鯊的長壽與其生活習性有

關。牠們生活在攝氏 1∼ 12℃的

寒冷水域中，而「冷水能幫助這

些動物減緩生長速度和生物化學

活動，從而延長壽命」。此外，

格陵蘭睡鯊的行動極為緩慢，消

耗很低，也是牠們能夠得以長壽

的原因之一。

但科學家們認為，這還不

是格陵蘭睡鯊長壽的全部原因，

應該還有目前人類並未掌握的因

素。海洋中或許還有比格陵蘭睡

鯊更長壽的脊椎動物，畢竟人類

對海洋的探究還處在起步階段。

百十年來，由於人類的濫

捕，格陵蘭睡鯊的數量已經越來

越少。由於格陵蘭睡鯊行動遲

緩，在十九世紀初曾被格陵蘭的

漁業公司大量捕撈，高峰時每年

有超過三萬頭格陵蘭睡鯊被捕

殺。格陵蘭睡鯊的肉有毒，並不

能食用，人們對其瘋狂捕撈的原

因是為了牠的「肝油」。

2006 年，格陵蘭睡鯊作為

「近危」動物，被列入《世界自然

保護聯盟》。 

格陵蘭睡鯊

性情凶猛，

體型巨大。

156歲是成
年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