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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羽

銀河系邊緣產生大量新星  

天文學家在美國第235屆美國天文學會年會上
公布，據最新觀測結果，在我們銀河系邊緣附

近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區域正在產生大量恆星。

這個新發現的天體結構長約

9000 光年，寬 400 光年，位於最

靠近我們太陽系的旋臂，與太陽

的距離約為 500 光年。包含大約

三百萬個太陽質量的星際氣體，

其中有大量恆星形成區域。

科學家將其命名為「拉德克

利夫波」。

研究者之一、奧地利維也納

大 學（University of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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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成果的研究者、比利時

魯汶大學的科學家們表示，新

型抗生素阻止保護性生物膜的

產生，使得細菌可以更容易被

機械力沖走，或被抗生素、消

毒劑或免疫系統殺死。

細菌一般會表現出群體行

為，然後形成一層覆蓋整個細

菌群落的保護性生物膜。

文︱紫雲

科學家發明新型抗生素  

  
人類情緒可影響物質世界  

是低點，DNA 的反應與第一項

實驗一樣，會在相同時間呈現相

同的反應，即兩者之間的反應沒

有時間差，傳輸也不耗費任何時

間。就算將其 DNA 放到相距 50

英尺的兩個地方或是更遙遠的

地方，還是會得出相同的結論。

這項實驗讓科學家得出另一個結

論，個體與其 DNA 可以相互交

流，不受時空的限制。

三 .DNA可對 
物質世界產生影響

光子是組成物質世界的基本

粒子，第三個科學家團隊將一些

光子置於真空管中觀測，但其位

置不能被準確測定。

然後將人類的 DNA 放到同

樣的真空管裡。令人震驚的事

情發生了：那些光子不再隨機漂

浮，它們精確地隨著 DNA 的幾

何結構移動。執行實驗的科學家

表示：「那些光子的行為在我們

的意料之外，可以說與我們估算

的大大相反。」

科學家說：「現在，我們必

須承認，可能有某個未知的能量

場存在。」

這項實驗得出的結論是：人

類的 DNA 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光

子的行為，而光子則是組成現實

世界的基礎！

當科學家將這三個科學實驗

的結果合併起來檢視的時候，完

全顛覆了之前的物質觀。如果我

們的情緒影響著 DNA，DNA 影

響著光子，光子形塑著物質的世

界，那麼，人類的喜怒哀樂，便

人類的情緒會不會影響我們

所處的物質世界？讓我們先來看

三個科學實驗：

一 .DNA隨主體 
情緒的變化而變化

測試者將受試者的 DNA 單

獨存放在一個密封的容器中。然

後讓 DNA 的主人在另一個房間

中接受情緒刺激。奇蹟發生了，

那個被隔離的 DNA 竟然會隨著

主人情緒的變化而變化。

當受試者顯示正面情緒時，

DNA 的螺旋便會放鬆。受到負

面情緒衝擊時， DNA 也隨之緊縮

起來。這一實驗，讓科學家得出

一個結論：「人類情緒所產生的

影響，甚至可以推翻傳統的物理

定律。」

二 .DNA與主體互動
可超越時空限制

另一個科學家團隊從受試者

身上抽出白血球細胞，放在一個

測量室中。細胞主人被安排在另

一個房間，觀看一些短片，接受

「情緒刺激」。

再將白血球細胞裡染色體的

DNA 放置在同一棟建築的不同

房間裡。

數據顯示，不論受試者在電

訊號信號下反應出情緒的高點或

所謂「一念一世界」，我們

的眼睛看到的一切，正是我

們內心世界的呈現。而看似

不經意的一個念頭，或許就

能改變整個物質世界，這不

再是虛妄的幻想，而是已被

科學證明的事實。

文︱青蓮

有改變物質世界的能力。

而且人類與自身 DNA 的連

結，是超越時空的。

其實科學證實的這個結果，

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被神佛以及

先賢所告知。

我們和宇宙究竟是怎麼樣的

關係？佛經中說一念一世界，相

由心生，境隨心轉，就是指人所

處的物質世界以及人的命運，都

取決人的內心一念。

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和

思想家，始創「心學」一派的陸

九淵也說過，「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

我們與宇宙萬物本來是一體

的，我們心中一念就能影響物質

世界。如果這一念是正面的，這

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 

文︱蘭心

外星飛船為何頻墜地球？  

幾十年來，不時會有外星飛

船墜毀在地球上的傳聞，

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事

實，又是甚麼原因令外星飛

船頻頻失事呢？

幾年前，UFO 研究專家威

涵博士曾對媒體公開表示，在他

們蒐集的美國和墨西哥 15000 份

政府公文中，至少有 2 次不明飛

行物在美國境內墜落的事件發

生。 1948 年 7 月的某夜，一架

高速飛行的不明飛行物體，被美

國空軍雷達網追蹤到，然後看到

它墜落在德克薩斯州拉列多鎮以

南 30 英里的墨西哥境內。美國

政府派官員和專家前往。雖然過

後美國政府否認，但一些美軍退

伍人員告訴威涵，他們曾親眼目

睹 UFO 和外星人的屍體。

其中一位美國軍官作證說：

「墜落的宇宙飛船爆炸焚燒，剩

下的殘骸和 2 具外星人的屍體，

均被送往俄亥俄州的賴特派遜美

國空軍基地檢驗。」

威涵說：「我們還獲得一批

由美國海軍攝影官員拍攝的外星

人屍體的照片。照片的底片經兩

家有聲譽的攝影實驗所用科學的

方法檢驗，證實不是贗品，年代

確實，沒有塗改、疊影、縮影等

情況。」威涵在電視上展示了這

批外星人屍體的照片。拍攝這些

照片的海軍攝影官員致信給他

說：「假如你們公開這批祕密照

片，難免會受到懷疑者的攻擊，

也會受到美國政府某一祕密機構

的麻煩（該機構機密到甚至你們

無法想像會存在）。我已將照片

上圍觀屍體的一些人物剪掉，以

免被認出。」

威涵表示：「失事被燒死的

外星人，身穿太空裝，頭戴太

空盔，身高僅四英尺六英寸，男

性，腦袋比常人的大。」

另一起最為著名的飛碟墜落

事件，就是廣為人知的「羅斯維

爾事件」。據一些知情人士透

露，這些飛碟在大氣層外便遭受

重創，再加上對於地球大氣層下

面的環境不熟悉，才導致墜毀事

件。外星科技遠比人類發達，為

何飛船會頻頻墜落？科學家們研

究後發現，許多飛碟在進入大氣

層前，便已經整體癱瘓，只得緊

急迫降。有的迫降成功，在地球

稍作停留便再次起飛；而有些則

在迫降的過程中墜毀，或發生了

爆炸。科學家們在一次飛碟墜毀

的現場，發現了一個神祕的金屬

圓盤，其描述了這個宇宙正在發

生毀滅性的大爆炸，而外星人的

星球在這場爆炸中被摧毀。

這些發現令人震撼，有科學

家猜測，難道這些外星人是來逃

難的？宇宙中到底發生了甚麼？

科學家最後得出結論：宇宙的中

心或許已經開始坍塌，因為爆炸

的速度比光速慢很多，人類目前

的科技根本無法監測到遠在宇宙

中心發生的爆炸事件。

科學家們表示，這個結論如

果是真的，外星飛船近年來頻頻

光臨地球，並不時墜落就可以解

釋了。但對科技不如外星人的人

類，當「地球末日」來臨時，又

如何自救呢？

雖然細菌對這種新型抗生

素也會產生抗藥性，產生保護

性生物膜，但這會浪費它們的

能量，令它們的生長速度遠遠

低於沒有抗藥性的細菌。

當整個細菌群落中沒有抗

藥性的細菌的比例越來越大，

最終整個細菌群落變得沒有抗

藥性，也無法形成覆蓋整個細

菌群落的保護性生物膜。科學

家們表示，希望儘快將這種新

型抗生素引入臨床實踐。

怪異的「人骨湖」  

路 普 康 湖(Roopkund 
Lake)位於印度喜馬拉雅
山的高山上，因湖裡有好

幾百人的骨頭，因此又

被稱為人骨湖(Skeleton 
Lake)。

科學家透過古 DNA、穩

定同位素飲食重建和放射性

碳定年分析，結果顯示，這些

人骨似乎來自不同的族群，有

些遙遠到來自地中海，他們在

1000 年的時間裡多次來到這

座湖。

通過全基因定序測試，

科學家們將 38 個人骨的全基

因體 DNA，與來自世界各地

1521 個古代人，和 7985 個現

代人進行比對。

顯示出三個不同的族群，

最大的一個由 23 個人組成，

他們的 DNA 與現今印度人相

似，但沒有遺傳關係。

第二大的族群，由 14 個

人組成，他們的 DNA 與當今

克里特島人和希臘人最相似。

最後的族群，一個人的 DNA

含有東南亞血統。

哈佛大學進化生物學家

�adaoin Harney 表示：「我們

對路普康湖人骨的基因學感到

非常驚訝。發現與地中海東部

有關聯的人暗示，路普康湖不

只是一個當地人感興趣的地

方，它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

訪客。」

這些族群在西元 7 世紀到

20 世紀之間交錯到達，還未測

試的人骨可能包括其他時間和

其他地區的其他族群。

路普康湖到底隱藏著甚麼

秘密？ 

教 授 若 昂• 阿 爾 維 斯（Jo�o 

Alves）說：「我們觀察到的是我

們在銀河系中知道的最大的相干

氣體結構，它不是成環狀，而是

成團的起伏的細絲。」他說，不

知道是甚麼原因造成這種形狀。

拉德克利夫波中發現的許多

恆星形成區域，以前被認為是一

個被稱為古爾德帶的結構的一部

分。該結構的寬度約為 3000 光

年。「之前從未有人想過我們附

近有這樣的波形結構。當我們第

一次意識到拉德克利夫波的長度

和直度，並從三維俯視時，我們

感到非常震驚。」

研究者之一、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的 艾 麗

莎•古德曼（Alyssa Goodman）

教授說：「新發現的波形結構的

存在正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對銀河

系三維結構的理解。」

文︱藍月

最新研究顯示，一種新型

抗生素，通過阻止細菌合

作來削弱細菌，使得細菌

不會產生耐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