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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5日，一顆隱

藏在落日餘暉中的近地小行星，

以近乎 88500千米（55000英里）

的時速朝著地球狂奔而來。格林

尼治標準時間（UTC時間）01

點 22分，當科學家發現時，這

顆小行星距離地球僅有 72000千

米（45000英里）。

被命名為 2019 OK的小行

星直徑約為 187至 426英尺（57

至 130米）。

  
守護人類的神秘力量      

如果不幸撞擊了地球，會釋

放出等同於約 10億噸 TNT炸

藥的爆炸能，足以毀滅兩座類似

紐約大小的城市。

就在科學家們被驚出一身冷

汗的時候，奇跡發生了。小行星

忽然改變了軌跡，彷彿有一隻神

秘的大手，將直擊地球的小行星

推離了原本的軌道。這神奇的一

幕，不禁令人想起 2013年發生

在俄國車裡雅賓斯克的小行星墜

毀事件。

2013年 2月 15日上午，一

顆隕星以每秒大約 30公里的速

度在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地區上

空墜落。距離地面 24公里時突

然解體，變成碎片。

一輛小轎車上的行車記錄

儀，完整記載了小行星快速撞向

地球的過程中，遭到了神秘力量

的撞擊在空中爆炸。美國航空航

天局（NASA）根據世界各地的

監測站的數據估計，該隕石進入

大氣時直徑約 17米，重約 1萬

噸。若在地面上爆炸，將產生相

當於 30枚 1945年在廣島投下的

核彈的威力。

更恐怖的是，這顆巨大的隕

石爆炸隕石墜落的地點距離馬

亞克核廢料存儲和處理設施只有

100公里，這一核設施中存有數

十噸核武器原料鈽。

如果隕石沒在空中爆炸，而

是落在這個核設施中，將造成全

球性的大災難。

而散落的隕石碎片，僅在俄

羅斯烏拉爾山脈地區，造成了幾

千所房屋倒塌，1200多人受傷。

有分析認為，隕石在接近地球 24

公里處才爆炸，應該不是任何能

夠導致隕石分解爆炸的元素在起

作用。

如果是那樣，應該在前面幾

千公里就已發生了。俄羅斯當局

人類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的智

慧生命？地球之外還有更高

級的文明嗎?這是近年來科
學家一直在探索的熱點，因

為不止一次的事件似乎表

明，地球人類被一種神秘

的、未知的力量保護著。

也聲明說，隕石爆炸不是他們的

防空攔截系統所為，因為他們根

本不知道有隕石會墜落，而且即

便想攔截也追不上隕石的速度。

那麼撞擊隕石使其爆炸成碎

片的神秘力量來自哪裡？是地外

文明所為嗎？事實上，宇宙之外

是否還有更高級的，即傳說中稱

之為「神」的生命，或是外星人

的存在，科學家們也一直在尋找

答案。

1972年和 1973年，美國國

家航空航天局（NASA）兩次向

宇宙中發射了兩顆非載人航天器

先驅者 10號和先驅者 11號，分

別帶著一塊標記有人類信息的鍍

金鋁板。鋁板長 23釐米，寬 15

釐米，上面刻有一男一女畫像、

地球的位置及一些其他的符號，

但至今人類沒有受到任何來自外

太空的回應。

難道，我們真的是孤獨生活

在這個星球上？我們的地球，有

諸多的神奇。比如，地球與太陽

的距離剛剛好，不會太近讓我們

被熱死，也不會太遠被凍死。

地球巨大的磁場以南北極

形成磁力保護圈，阻擋宇宙中的

粒子以及一些放射性的光線，還

可以防止脈衝星所產生的放射性

粒子，保護地球上的生物不受侵

害。再比如木星，像地球的保鏢

一樣，以其巨大的體積質量，吸

引大部分可能撞向地球的隕石，

全部撞向自己。

還有月球，它的引力讓地球

的地軸始終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

的角度，確保地球擁有適合的氣

候，高緯度和低緯度溫差合適，

以維持生命的持續繁衍。

另外，地球上大氣環境，氧

氣和氮氣的比例對複雜生命體來

說剛好適中。如果這些條件中任

何一個出了差錯，人類都無法在

地球上生存甚至誕生。

這一切的剛剛好，都無法不

讓人產生一個大膽的想法：地球

和人類，是不是被我們無法瞭解

的神秘力量「創造」出來的呢？

而那種神秘力量，一直都在守護

著人類。

文︱青蓮

文︱軼飛

東方朔，小名曼倩。相傳他出生三天時母親就去世

了，鄰家婦人將東方朔抱回撫養。鄰母將東方朔抱走

時，東方始明，於是就以東方為姓。

東方朔三歲的時候，對那些

奧妙難懂的書籍，一經過目就可

以背誦下來。他有時會對著天空

指指劃劃，自言自語。

有一次，東方朔一年沒有回

家。回來後，養母責罵他為甚麼

一年都不回家。東方朔卻說：「我

只是去了一會兒紫泥之海，紫

水把我的衣服都染了，所以我又

去虞泉洗衣服。早上出發中午就

趕回來了，您怎麼說我走了一年

呢？」東方朔提到的紫泥之海，

虞泉都是傳說中的極遠之處。是

仙人才能到達的地方。

養母不太相信東方朔的回

答，又問道，那你這一路都經過

了甚麼地方。

東方朔回答：「我洗完衣服

後，在冥都的崇臺休息了一會

兒，半夢半醒間，又吃了丹栗霞

漿，喝了玄天黃露。醒來後，我

遇到一隻蒼虎在路旁休息，於是

我就騎著蒼虎回家。我嫌那虎走

得慢，就用力捶打它，結果蒼虎

發怒，把我的腳咬傷了。」說著，

東方朔把傷口指示給養母看，養

母這才相信東方朔的話，一邊心

疼的嘆息著，一邊撕下青布給東

方朔裹傷口。

東方朔長大後，在漢武帝身

邊做太中大夫。漢武帝嚮慕神仙

之事，常常問題東方朔一些難解

的問題，但東方朔都能回答。東

方朔也提到過自己各種神奇的

經歷。天漢二年，漢武帝命方士

們講述自己所瞭解的遙遠之地

的事情。東方朔在上疏中說他曾

遊北極，到了鏡火山，那裡是日

月所照臨不到之處，有一條龍，

銜著火，照亮四方。那裡有園囿

池苑，種著奇異的草木。有一種

叫明莖草。如金燈，可以放出光

茫，能照見鬼物。

東方朔還曾去東遊至吉雲

之地，得到一匹神馬，高九尺。

漢武帝詢問這匹馬的來歷，東方

說回答說：「王母乘雲光輦，去

東王公那裡，放馬於芝田，東王

公怒，於是將此馬棄置在清津天

岸。臣去東王公壇時，就騎著這

匹馬返回。馬跑得很快，繞日三

周，帶著我返回漢關，關門還沒

有關閉，臣還在馬背上睡覺。」

東方朔告訴武帝，這匹馬的名字

叫『步景駒』。

東方朔在世時，曾說：「天

下人沒有能知道我的，知我者唯

有太王公。」

東方朔去世後，漢武帝聽說

了這句話，於是召見太王公。漢

武帝問太王公：「你知道東方朔

是甚麼人嗎？」太王公回答：「不

知道。」漢武帝又問：「您知道些

甚麼事呢？」太王公說：「我擅長

觀測星曆。」

漢武帝問：「那據您的觀測，

所有的星宿都在嗎？」太王公說：

「諸星都在，唯獨不見歲星已

十八年了，不過這幾天歲星又重

現了。」漢武帝心有所悟，仰天

嘆息道：「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

我卻不知道他是歲星下凡啊。」

歲星下凡的東方朔       
東方朔：公有領域；其他來源：ADOBE STOCK

文︱蘭心

社區環境
影響壽命

研究人員的一項最新研

究成果稱，社區環境會影響

壽命。擁有更多速食店、採

礦業的工作或人口密度較高

的社區，人均壽命較短。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西弗吉尼亞州和密歇根州

立大學的研究人員通過對

美國 3000多個郡的人口數

據進行分析，將人的壽命與

性別、種族、教育、單親身

份、肥胖和酗酒等等各種因

素關聯，發現了三個社區因

素，即速食店數量的增加，

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從事採

礦、採石、石油或天然氣行

業的工作份額的增加，會影

響人的壽命。

研究顯示，一個郡的速

食店數量每增加一個百分

點，郡內男性的平均壽命下

降 0.004歲，女性的壽命下

降 0.006歲。郡內的採礦、

採石、石油或天然氣行業的

工作份額每增加百分之一，

郡內男性的平均壽命減少

0.04歲，女性的平均壽命減

少 0.06歲。研究亦表明，

美國高壽命地區，如費城、

新英格蘭州的東北部分、明

尼蘇達州南部和一些中部州

及地區，也有一些相同的社

區因素，包括人口增長、獲

得醫護的機會以及社區的凝

聚力等。

傳奇
故事

世界上有許多被稱為「天才兒童」的人，他們一

出生就是智識和言語的天才。有修煉者稱，這些

天才兒童可能留有前世的記憶。

文︱藍月 

英國著名作家馬哥利，在

出生後十八個月，提出了他人生

的第一個問題：「是不是煙囪的

煙來自地獄？」十八個月，大多

數的孩子還在牙牙學語的時候，

他又如何知道「地獄」是甚麼的

呢？當別人家的孩子還只會唱簡

單的童謠兒歌時，意大利四歲的

小孩子華路斯奧波哥就能夠指揮

一個樂隊了，八歲的莫扎特已經

寫出他的第一支和樂了，他們的

音樂天賦來自哪裡？

大陸媒體曾報導，湖北十堰

有一個男孩王梓臣，3歲多就能

認識 2000多個漢字，而家人並

未系統教過他，也不知道他是如

何學會這麼多字的。

之前，他甚至都不會開口講

話，也從來沒喊過「爸爸」、「媽

媽」，為此家人還專門帶孩子到

醫院做了個核磁共振檢查，結果

顯示孩子的腦部有一點點沒發育

全，不過影響並不大。

據湖南衡陽一老教師說：

「識 2000多個字相當於初中水

準，真是神童。」網上一些資料

顯示，一般幼兒園畢業的小孩也

只認得幾十個字，一般 3歲左右

的孩子經過系統訓練，最多可識

三、五百字。一位名叫周靜的女

士表示，她在很小的時候就明白

大人講話的意思。

據她的經驗，這應該是天生

的，這個小孩可能像她小時侯一

樣，很多事都明白，但由於聲帶

或者大腦某部分沒發育全，只是

不能說而已。到 3歲能說時，一

下子將天生的能力展示出來，確

實會顯得很神奇。

一位修煉者說：「在修煉界

裡，這些事都不是稀奇事，人會

轉生是真的。在修煉的人中，很

「天才兒童」或是前世記憶 

多人能夠記起自己前世的一些

事。像這種小孩，應該是屬於那

種還留存一些前世記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