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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國探險家在百慕
大三角深處尋找古代沉船

時，意外發現了一艘外星沉

船。科學家認為，外星人或

許幾千年前就到訪過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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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型「瞬間放射療

法」技術，可以成功殺滅癌

細胞，保證健康細胞不受

損。這種「瞬間放射療法」

技術，是將幾週內向患者照

射的輻射量，在幾百毫秒的

瞬間一次性照射在腫瘤上，

達到阻止腫瘤的生長，但周

圍健康組織卻完好無損的目

標。目前對小鼠身上較小的

腫瘤實驗成功。

研究者之一賓州大學

醫院放射腫瘤學副教授辛格

（Keith Cengel）說，不同

的腫瘤類型都有針對治療的

粒子，比如質子可能對某些

患者比較適合。

Live Science 報 導

說，瞬間放療技術（Flash 

Radiotherapy）一般採用

光子或帶負電荷的電子束照

射腫瘤，這項研究加入了帶

正電荷的質子。

不過這項研究也有很

多局限性，真正實現臨床還

有一段距離。巴黎居里研

究 所（Institut Curie） 研

究主任法沃頓（Vincent 

Favaudon）認為，用於治

療表層腫瘤的瞬間放療有望

在未來兩年內實現；使用高

能電子和質子束的技術有望

在未來 5∼ 10年內實現。

文︱蘭心

「瞬間放射療法」

傳說，這裡有個通往另外空

間的「空間之門」。

車里雅賓斯克州，因 2013

年發生神秘物擊碎隕石事件而廣

泛被人知道。

阿爾卡伊姆城受到關注，是

因為這是一個在地下沉睡了四千

年之久的古城。

  
神秘的「空間之門」  

在這裡，經常會出現一些詭

異的現象，手錶會失靈，手機會

失去信號，就連心跳、血壓、體

溫都會出現變化，地球的電磁場

也會莫名其妙地降低。

1987年，前蘇聯政府在阿

爾卡伊姆盆地修建水庫時，在盆

地的中央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神奇

圓形建築群，就是今天的阿爾卡

伊姆城。

從高空拍攝的照片看，阿爾

卡伊姆城好像是由許多個同心圓

組成的圓盤，它們一層套一層就

像樹的年輪，中心部分是一個圓

切正方形的廣場。

有研究人員認為，整個城市

的建築構思恰如「天圓地方」的

宇宙天體的微縮景觀。也有人認

為，圓形酷似太陽的形狀，當時

的古城文明與崇拜太陽神有關。

這個古城堡建築層次分明，

20000平方米的內外兩層圓形的

城牆包圍著城市，外圍還有 2米

深的護城河。這種結構以及「天

圓地方」的形狀，也被認為方便

於軍事防禦作戰，以抵禦外敵入

侵。令考古學家驚訝的是，這座

古城的設計非常現代化，完全可

與當今的科技媲美。它的外部城

牆厚度達 6米，由土壤填充木材

修建而成，並用黏土磚來加強。

木製架構住宅的木頭中浸漬了不

怕火燒的化合物。因此，該城歷

史上從未發生過水患或火災。

據考證，阿爾卡伊姆城總面

積約 20萬平方米，而考古學者

發掘的面積已超過 8千平方米。

城內共有 60個民房，小圈有 25

個房間，而大圈則有 35個，考

古學家現已對 29個房間進行挖

俄羅斯的車里雅賓斯克州，

有一座被考古科學家認為是

地球上最神秘的古城——阿

爾卡伊姆（Arkaim），這裡
經常會出現一些離奇的詭異

現象。傳說，這裡有個通往

另外空間的「空間之門」。

掘。城中每一間住宅都有完善的

生活設施，如排水溝、水井、儲

藏室、爐灶等。尤其是水井處有

兩條土製通風管道，一條通向爐

灶，使得居民生火時不用風箱，

也能煉製出青銅器；另一條通向

食物儲藏室，從井裡吹來的冷風

可使這裡的溫度比周圍低許多，

儲藏室就如同一個大冰箱。

阿爾卡伊姆城都是圓形的

結構，唯一的正方型就是中央

廣場，從廣場中有燒篝火的痕跡

看，像是用作宗教禮儀的場所。

古城的外形看起來很像天文

觀測臺，但有更多觀點認為，從

這裡的許多痕跡看，比如外圍前

後有許多大石擺成的直線，有如

飛機降落的指引等，阿爾卡伊姆

城極有可能是史前人類的航空中

心。有些 UFO專家則認為，很

久以前這裡或許是外星人起降飛

碟的航太中心。阿爾卡伊姆在俄

文中的意思是「天地」，代表神

與人相會的地方。而居住在此地

的居民們相信，在阿爾卡伊姆區

域有個與另外空間連接的「空間

之門」。據說，早年曾經居住在

此地的居民們不但見過外星人，

甚至還與外星人交談過。

據考古學家考證，阿爾卡伊

姆文明可追溯至西元前 20世紀

甚至 17世紀，與古埃及和古巴

比倫屬同一時期的文明，可能比

特洛伊和古羅馬要早得多。

有一種理論認為：阿爾卡

伊姆是古雅利安人中一個最古

老的印歐文明的分支，其中甚

至包括許多歐洲人的祖先，屬

於典型的辛塔什塔 -彼得羅夫卡

（Sintashta-Petrovka）文化。

不過一切都只是猜測，到底

是誰在四千年前建立了這樣的文

明？而且這裡不斷發生的奇異事

件，也讓現代人充滿好奇。

阿爾卡伊姆古城每年都吸引

大批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朝

聖者來到過這個傳奇的地方觀光

和考察，也吸引著無數的遊客來

此參觀。

文︱青蓮

文︱藍月

百慕大驚現「外星沉船」      

戴諾．米克羅斯（Darrell 

Miklos） 是 美 國 探 索 頻 道

（Discovery）的一名專業探險

家。他的已故好友、著名的美

國 NASA 宇航員戈登 · 庫珀

（Gordon Cooper）曾經在上世

紀 60年代繪製了一張加勒比海

域的秘密地圖，米克羅斯一直用

它來尋找該海域的沉船，並將他

的發現在探索頻道的系列紀錄

片《太空人的寶藏》（Cooper’s 

Treasure）中播出。

據《每日郵報》報導，米克羅

斯的團隊在拍攝探索頻道的最新

系列紀錄片時，在百慕大三角海

域的一個未知地點潛水調查，偶

然發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無法

解釋的物體，處在地表以下 91

米處，潛水員必須使用特殊的呼

吸器和最先進的潛艇才能到達。

根據庫珀的地圖，他原以

為那裡可能有一艘古代沉船的

殘骸。但讓他震驚的是，這個巨

大的不明沉沒物體呈圓頂狀，上

面有垂直的柱狀突出物，側面有

4663米長的水準柱狀突出物，

不同於他曾經見過的任何沉船，

也完全不同於任何一種自然形成

物。米克洛斯相信，這個物體是

一艘外星人的太空船。

米克洛斯描述說：「幾乎就

像有 5條手臂從陡峭的懸崖峭壁

中伸出來，每一條都和戰艦上的

槍一樣大。它們是巨大的⋯⋯總

共有 15個。」

他說：「在三個不同的區域

有相同的構造，它們看起來既

不像自然形成的，也不像是人造

的。我已經有多年的經驗，我們

也確認過多種不同類型的沉船材

料，但都與這個物體的材料不相

匹配，也不相似。」

他說，這個物體周圍還有其

他奇異且無法解釋的結構。而這

些奇怪的結構都被厚厚的珊瑚覆

蓋著。

該尋寶團隊的地球物理學家

表示，某些珊瑚看起來似乎已有

超過 5000年的歷史。

由於該物體所在海域的水流

極度湍急，珊瑚連長大都幾乎不

可能，更別說存活 5000年。

科學家認 ，世界上任何地

方的珊瑚都不可能在這個地層中

自然生長，除非有一個能支撐珊

瑚生長的基礎結構。

戈登．庫珀是美國第一個在

太空睡覺的人，也是第一位兩次

飛往太空的人。米克羅斯表示，

庫珀曾經說親眼看到過 UFO，

也相信地球上有來自其他星球的

遊客。另外，他認為外星人的很

多東西都落在了這個世界的特定

地區，還提出地球上許多的先進

技術都是從外星傳來的。

米克羅斯用

戈登 · 庫珀
繪製的秘密

地圖，來尋

找沉船。

文︱天羽 

人類的交通、工業活動對地

球造成很大的震動。隨著疫情下

人群社交活動的減少，使得科學

儀器追蹤地震數據、火山活動更

加容易。

比利時天文臺的地震學家萊

科克（Thomas Lecocq）說，他

發現由人類活動造成的地震噪音

驟降約三分之一。萊科克說，噪

音的減小，讓儀器能夠偵測到和

噪音相同頻率的震波，這些震波

平時混在噪音中而難以分辨。或

者說，現在地面的地震儀偵測地

震的靈敏度已經和以前埋在地下

百米深處的儀器相當。

華盛頓聯合地震研究所

的地震學家弗雷塞托（Andy 

Frassetto）也表示，如果未來幾

個月仍持續限制社交活動，世界

各地城市的地震儀都將能更好地

偵測餘震數據。

地球最近安靜了 

武漢肺炎全球爆發，現在世界上幾

乎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處於某種程度

的社交限制中。地震學家發現，這

大幅減小了地殼的震動。

文︱秀秀

枉殺無辜遭報應

南朝宋元嘉年間，某縣賊

人李龍深夜搶劫被捉。縣令

陶繼之審理案子時，李龍供出

一名太樂伎。陶繼之未經過調

查核實，就將此案申報給了上

級。後來有人證明，太樂伎並

不在搶劫案現場，陶繼之卻因

為文書已發，不願重新申報更

改，依舊將太樂伎和李龍等人

一起在郡門處斬。

行刑當日，太樂伎懷抱琵

琶，對圍觀者說：我雖然地位

微賤，但自幼常懷向善心，沒

有做過搶劫之事，陶縣令應

當知道詳情，冤枉被殺，如果

死後無鬼則已，有鬼一定要告

狀。一個多月之後，陶繼之夜

夢太樂伎走到他辦公桌前說：

過去被你枉殺，我已申告勝

訴，今來取你性命。說著就從

陶繼之口中鑽進其腹中。

陶縣令一下驚醒，心中害

怕，一會兒便倒在地上，頭彎

曲到背上，不省人事。醒過來

後，過不多久又開始發作，到

第四天就死了。陶縣令死後，

家道衰落，一個兒子早死，一

個孫子也十分貧窮。

治腫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