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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際

盲魚不盲，可用松果體視物
科學家最近發現，一種穴
居盲魚並不盲，它們能夠利用
大腦內部的松果體來「看」外
界。一種學名為墨西哥麗脂鯉
(Astyanaxmexicanus) 的魚也叫墨
西哥盲魚或無眼魚，它們生活在
墨西哥一些地下山洞中，魚體呈
長形、側扁、尾鳍呈叉形、頭較
短，體長可達8厘米。
據美國《自然》雜誌網站3月
1日報導，由於這些盲魚沒有完整
的眼睛結構，科學家一直認為它
們不能視物。但在一個偶然的情
況下，美國馬里蘭大學的研究員
萩原正輝(Masato Yoshizawa)卻發
現事實並非如此。
有一天，在清理實驗室裡的

墨西哥盲魚魚缸時，萩原正輝
發現當他移動吸管時，盲魚的
幼兒就會朝吸管的影子游去。這
種尋找暗處躲藏的反應，通常是
那些居住在光源充足地方的魚特
有的自我保護機制。而令人意想
不到的是，墨西哥盲魚也有這種
反應。他說：「我們感到十分吃
驚，因為墨西哥盲魚已經在絕對
黑暗的地方生存了近一百萬年
了。」
那麼無眼魚又是怎麼視物的
呢？墨西哥盲魚的幼兒雖然擁有
非常簡單且隨著年齡退化的眼部
組織，但這些組織沒有任何感光
色素。而且當科學家把這些組織
切除後，墨西哥盲魚的幼兒仍然

對光有反應。
最後研究人員才發現，原來
盲魚利用的是它們的松果體，充
滿視網膜色素的松果體常被人稱
為「第三隻眼」。當萩原正輝把
它切除後，他發現盲魚不再對光
有反應。
英國的視覺色素專家吉姆·波
馬克表示：「越來越多的證據顯
示，一些動物的松果體能夠起到
類似眼睛的作用，這項研究直接
證實了這一點。」
這也就是許多神秘學家認
為，松果體就是人類神秘的「第
三眼」所在之處，他們認為可
以透過靜心、冥想、練氣功、打
坐等等，由體內的能量激發活絡

了它的退化性之後，又可發揮功
用，可以捕捉到肉眼所看不見的
不可見光，不需經過瞳孔、水晶
體、視神經等的傳導，直接在腦
海中成像。
一般人都很相信自己這雙肉
眼睛所看到的事物，所謂眼見為

人體的超能力

◎文 / 司陽
中國氣功與特異功能研究
潮的起始
中國大陸自80年代初開始，
曾經流行過很長一段時間氣功
和特異功能，高潮的時候練氣功
的超過一億多人。這是因為在80
年代初，曾經在報紙上有報導：
四川，有一個叫唐雨的小孩，他
被發現可用耳朵識字。就是把一
個字寫在紙上，遮住，放在他耳
朵上，他能聽出來。當時報導以
後，引起很大的爭議，也引起了
很多人的興趣，很多科學家和感
興趣的人士就進行了調查，發現
這現象確實是真的，由此引發了
對特異功能的研究。後來陸陸續
續又發現了許多其他小孩、練氣
功的氣功師有各種各樣的特異功
能現象。比如像「耳朵識字」，
後來發現還有其它的部位也都可
以識字。還有「意念搬運」，把
藥片從藥瓶裡取出來。還有「遙
視」，可以坐在一個地方看很
遠，比如坐在北京可以看到上海
的一些現象，等等。因此引起許
多科研工作者對這些現象進行了
比較系統的研究。

「人類新的生命科學」

大家知道在大陸的那個環境
下，對這些事情進行比較大規
模的研究得經過政府一定高層的
同意。就是說這些有特異功能的
人士給大陸的高層領導都進行了
演示，使他們都確信了，才被允
許進行研究的。當時大陸的中國
科學院包括高能物理研究所，以
及一些高等學府，都有研究這些
現象的教授、學生，還有特異功
能研究小組。經過比較系統的研
究，運用了非常嚴格的科研手
段，包括雙盲、封粒、對照，證
實確實有這些現象。對於整個特
異功能，當時就叫「人類新的生
命科學」。我當時在中國科技大
學生物系學分子生物學，我們學
校跟大陸很多科研機構一樣，也
有很多特異功能研究小組研究特
異功能現象。我們主要做了兩方
面的事情，一方面是我們總結國
內外對這些現象研究，根據這方
面的材料來分析它的規律。另一
方面我們自己也做過一些實驗。

古今中外都有特異功能現象
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總結
各方面的規律的時候，我們發
現這些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就有記
載。在別的國家，就像蘇聯科學
院、蘇聯軍隊系統也都有這些方

面的研究，一般都還比較機密，
這些特異功能人士都被國家當作
寶貝，像國寶一樣都招集起來，
保護起來。實際美國也有這方面
的研究。當時中國一個叫做「國
防科工委」的單位，它曾經網羅
了很大的一批這樣的特異功能人
士，其中有功能很強，各方面功
能都很強的人。那麼我就在這給
大家講一些特異功能的實驗，從
這些實驗裡，大家知道這些特異
功能現象是確實存在的。

誘導實驗－人體的潛能
我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像
我們小組的，我們小組就有人曾
經去學校裡教誘導特異功能。怎
麼誘導，因為這個特異功能現
象，在中國傳統的這個修煉裡
面，就像道家啊，佛家啊，還有
民間氣功裡都有，認為就是人先
天的一種潛在功能，只是說大部
份人沒有表現出來這些功能。所
以在小孩比較天真的時候，這些
本能的東西還或多或少留在許多
小孩身上。
比如，做一個實驗，去小學
的一個班裡面就跟小學生講：這
個小朋友能耳朵識字，結果讓其
他小朋友們也試著去聽，那你耐
心的誘導，就發現慢慢有那麼一
些小孩他就能夠有一定的識別
力。就是說他的功力不一定那麼
強，一開始時還不太穩定，但慢
慢的他有了這些能力。那麼有一
些小孩就能夠清楚起來，這實際
上本身就證實小孩有這些本能，
他還有些殘留的本能。就是說，
符合了傳統修煉界所講的，特異
功能實際是人的本能。

在現代科學精密觀察下的特異
功能實驗
另外我自己知道的一些實
驗，比如，這是大陸國防科工委
做的一個實驗，在一個封死的玻
璃瓶裡放一個針，針上穿一根很
長的線，讓具特異功能的人去把
它取出來。因為這個玻璃管是封
死的，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就一直
用高速攝影機去拍攝，可以發
現，他用特異功能真的就把針拿
出來了，而且整個過程都能拍下
來。這就是一個證據很確鑿的實
驗！
另外就是在86-87年，當時第
三屆全國氣功或特異功能會議，
在我們學校召開，這個期間作了
大量的試驗。當時各省科學院都
派了人，有的派的是院長，有的
是派高級科研人員參加這個會
議。當時現場做過不少實驗，我
們學校的校醫做了一個實驗，他
從藥房裡取了一個藥瓶，大家知
道那個藥瓶是蠟封后，又膠封，
封了好幾層，那裏面的藥片是滿
的。當時藥瓶四周都圍好了，把
這個藥瓶拿給有特異功能的人
士。他就手裡拿著藥瓶，他很認
真的集中注意了一下這個藥瓶，
然後使勁這麼一抖一抖的，當時
這個校醫就把手伸到瓶子底下，
那麼他就使勁一抖，藥片有一半
就從密封的瓶子裡出來了，到了
醫生手裡面，那藥片還是燙的
呢。這蠟封完好的藥瓶一點都沒
有損壞，裡面的藥片少了一半。
這都是在很多科學家的眾目睽睽
之下做的，而且從實驗的材料什
麼都事先沒跟特異功能人士講。
我們自己拿的這些實驗材料
不是像變魔術啊，這個道具不是

憑，看不見的就不相信，其實世
界上已經有許多人，透過身體力
行上述的種種修煉方法，開啟了
他們的第三隻眼。這隻眼睛開啟
了之後，他們才真正瞭解到什麼
叫大開眼界，也才認識到這雙肉
眼的局限性有多大。
這樣的，比如說，還有一個實
驗，一個科學家在來大會之前已
經封好一個東西。大家知道這個
紙幣一般都是有編號的，他這個
編號是唯一的。也就是這個紙幣
我取一張，也就是只有那麼一張
印的是這個號。這個科學家來之
前把一個紙幣封在一個信封裡
面，封好了的，到時候拿出來給
這個特異功能人士。當時他說我
用筆在你這個紙幣上給你簽好
名，簽上我的名字。當時這個信
封交給了他，他就把自己的名字
簽上去，他手裡拿了一會兒這個
信封，拿了一會兒以後，然後反
過身說我簽好了。當場開封，大
家一看，就是那一張紙幣上簽了
他的名字。類似的這些特異功能
現象還很多，做了很多這樣的實
驗，其中有一些實驗是非常確鑿
的。
比如，這個「同位素改變同
位素半衰期」的實驗，大家知道
同位素的半衰期是恆定的，在考
古上被用來測年代，之所以可以
測年代，是因為同位素這個半衰
期是恆定的。我們並不知道有什
麼方法可以改變它這個同位數半
衰期，就有科研人員做了這樣的
實驗。當氣功師對同位素髮功以
後，它的半衰期有所改變，我們
現在還不知有什麼常用的手段可
以改變同位數的半衰期。
還有水，當有功能的氣功師
對水發功以後，這水的一些測
量參數就改變了，和正常的水不
一樣了。還有通過各方面的試驗
確實證實了這些現象是存在的，
可是現代物理學、自然科學對這
些現象還沒有很好的解釋。這些
現象實際在修煉界、在道家、佛
家，早就有比較系統的解釋。我
想這個特異功能的現象就跟大家
講到這，有機會我們還可以再進
一步的交流。

人的思想意識會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嗎？
◎文 / 同雲
人的思想意識怎麼回事，它
與我們的身體又到底是什麼關
係？這是我們感到好奇和疑惑的
問題，也是科學家們所要解決的
難題。2002年三月份出版的《心
靈心理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報導了這一
領域的新進展，人的意念能使探
測電子儀器的輸出信號發生顯著
改變（1）。
該項成果是由美國普林斯頓
大學的羅伯特·雅恩教授帶頭，
和德國兩個研究小組共同完成的
（2-4）。他們從1996年起就開
始研究用機器測定人的意念。即

在人與探測儀器沒有任何接觸的
情況下，測定人的意念能否使電
子儀器的輸出信號發生改變。普
林斯頓大學先前有一個很成功的
例子，即在其它條件相同的前提
下，意念的存在與否引起了數據
很顯著的改變。
這次課題之一的目標之一就
是重複上次的實驗，看結果會怎
樣。研究中測試了227位參與者的
意念。然後對測量的數據進行了
分析。
得到的數據給科學家們帶來
了疑惑，因為實驗結果與預期的
大有不同。在上次的結果中，意
念的存在使得測量數據從整體上

發生了規律性的變化。而在這次
的結果中，意念帶來的數據變化
則是分散的、局部的。但是，這
些變化與意念存在著聯繫是毫無
疑問的。因為這種相關性很明
顯，已經大大超過了隨機分佈的
可能性；而且表現在很多不同部
份的數據中。從總體說來，與在
沒有意念時得到的背景信號相
比，意念引起的變化在整體上十
分顯著。
科學學們解釋說，和上次實
驗相比，儘管表面上看實驗條件
幾乎完全一樣，但還是有細微的
差別。比如，被測對象，還有意
念施與者應在兩次保持一致。另

外，他們的狀態也很重要。
隨著對人瀕死體驗科學研究
的深入和普及，人們對意識的瞭
解也在不斷突破。越來越多的科
學家開始接受人的意識似乎能脫
離人體而存在（5， 6）。比如
說，如果人的意識能獨立於人的
物質身體而存在，那也許會有與
其相關的空間和物質，儘管這些
還不為人所瞭解。這樣看來，人
們認識這種超常現象的思維方
式，和研究方法都要相應地有所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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