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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精子和卵子合成后, 内部发生了不同质合力, 就合成出不同的结果，因此,那些卵子内弥漫气体总

的运动趋势在无规则扩散时，发生了湍流如椭圆图所示磁吸引力面场上气体，从上向下向扩张力面场、再生

力面场上运动。由于这两种场上有一股加速惯性推力帮助, 使它们不断地在加速惯性中将质量复制出了更多

再生能量，气体便越过了磁排斥力面场，向重力面场、向心力面场上向上冲击运动。[Academia Arena, 
2009;1(6):101-104].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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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基因起源说起, 当精子和卵子合成后, 内部发生了不同质合力, 就合成出不同的结

果，因此,那些卵子内弥漫气体总的运动趋势在无规则扩散时，发生了湍流如椭圆图所示磁吸引力面场上气

体，从上向下向扩张力面场、再生力面场上运动。由于这两种场上有一股加速惯性推力帮助, 使它们不断地

在加速惯性中将质量复制出了更多再生能量，气体便越过了磁排斥力面场，向重力面场、向心力面场上向上

冲击运动。 

              
 

反而受到这两种场上一股相反拉力，使这股环流气体不得不逐步加大向中心收缩弯曲作椭圆运动。这

种椭圆运动在物理上称向心运动, 因此得到了向心力发生了自旋。它好比乒乓球从一米的高度往下落，每次

反弹损失三十厘米后，但这个高度还是超过了一米高的圆心半径五十厘米。气流每次以不断缩小的环流越过

中心高度,作连续螺旋式向中心加速旋转, 因此, 进入中心气体在加速惯性中划出了小圆圈空穴,也就是科

学家所说如星系中心的黑洞空穴。在这个空穴中，实际又产生了两种场，也就像地球那两个极一样，一种自

转极称统一的场中心。另一种倾斜极也就是自我复制能量的称“再生场中心,”专门负责复制出更多再生能

量，来提高所有事物形成、发展的能力。 

这个空穴就起到了三种作用,一方面使空穴内外温度和压力不统一, 另 一方面它就像一台有加工能力

的机器,在这里经过系统连续加速运动,使各种气体在高速高压下,在它空穴中心被旋转运动时,就像滚雪球

似地被越滚越大聚合成球状体,另一方面这个空穴场所,它似杠杆的力臂长短，或女性的子宫，或电脑复印机

等工具，将质量复制出更多做功的能量。[因它不是如让汽油经过燃烧转化为能量，质量就不存在，能量就

守恒了。所以聚合成球状体或气体，在加速惯性中一边,合成进化出一条离心力的旋臂, 当气流向另一边做

向上运动时, 这一边有一股拉力使它作向心运动时, 就又合成进化出一条质量略差点向心力旋臂。就像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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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子合成后, 进化出两只手, 两条腿一样。今后就可以利用它的两条旋臂力量,不断捕获接受更多新的气

体或物质,在空穴再生场中复制出更多能量,输送给其它器倌应用。 

基因两条旋臂结构好比是一台电脑复印机的工作室，只能做加工复制出一份份更多文件，绝不能自我去

操作机器和产生出数字多或少的新质量文件， 

所以，人们了解了基因这些,就知道基因和人本身就是一种永动机,特别男子睾丸切片去望, 同永动机内

部复制能量结构一模一样呀。人类具备了手、脚、眼、耳、口、鼻等不同的外运动向心力， 同五脏六腑等

内运动离心力进行合成，才组合成一个完整性的活人，使人有了气，才有心脏两边血液循环运动的不统一，

才产生出了生命。基因两个不统一运动速度的旋臂， 自我复制出更多能量,才使人生存。两个不同性别的男

女结合，才生儿育女，最终才使运动起来的能量不守恒不绝八代。 

因此说，基因这个系统结构是一个复制能量系统，它就这能做复制能量加工厂工作。 

为什么动物和人类基因都相差不太大？因为都靠自然界相差不太大各种生物,植物等做每天食的所需品,

使它们组成复制能量的机器型号;基因’也就相差不太大。如果长期改变饮食多食了动物肉,那么复制能量的

基因结构就自然发生了变异。因那高脂肪、高蛋白的物质的基因，被人体基因在这高温时最容易合成，就更

容易复制出更多癌细胞，或病人也吃了治痛病药，就中毒或病情加重昏迷不舒服。或生了癌病的人,长期用

光化疗治病, 继改变基因结构, 也使基因同身体各组织结构关系不协调。因此,人这个统一场的运动功能就

遭破坏, 人就不易生存.。所以，人每天要搭配各种生物,植物等做每天食的所需品, 基因才能复制出更多有

益能量使人健康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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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球的前身，就是太阳将氢聚合成氦颗粒物质后，一步步在向心力作用下将那些坠落在日核周围各种

一团团物质，就像滚雪球似地， 将质量又聚合复制成一个个米粒状和球形黑子。地球脱离母体后到一定距

离，特别是前端面上部就像违章操作热处理，那些由氦颗粒组合成的球表面，突然受冷收缩降温变硬发脆， 

将板块粘连处发生爆裂，引起球面向一边一块块地滑动突出下垂加速运动。这股加速运动惯性的推力复制出

能量多，使这面特别赤道以下鼓出度大。另一面夜晚在斜面上的板块，又逐步随着向上运动被向心运动的拉

力作向内冷收缩弯曲，就像形成了似杠杆力臂。球的物体上下两端，也就是后来称南北极板块，自身没有位

移运动，由别的板块推动状态，就像形成了似杠杆支点。地核每被离心力推挤向这个杠杆力臂上一边，就被

复制出更多做功能量，加快了当初大约有一千多个氦颗粒聚合成的球外壳，一个个有规律自组织地冷却爆裂，

或由于球体两边运动力不平衡将粘裢处撕裂开，最终形成一块块活动板块和为机械自转创造了条件。

[Academia Arena, 2009;1(6):67-].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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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根据地震理论，估计台湾十年后有大地震，搞地震防治能立竿见影，当时无法将信寄

台湾气象厅， 我把内部资料和严禁出境海关封条一起转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二十多年后终于发

生大地震。现将以前信件修改后，用小说对话形式发表在个人网站上的文章，摘录一部分供专家学者对地震

防治研究作学术交流。  

  谈到地震防治，首先从地球起源、人类起源说起才能弄清问题， 因为地震有自发地震和因果地震两种

性质区别。在此作简单描述。 

从伟大宇宙母亲大分娩文章中，地球的前身，就是太阳将氢聚合成氦颗粒物质后，一步步在向心力作用

下将那些坠落在日核周围各种一团团物质，就像滚雪球似地， 将质量又聚合复制成一个个米粒状和球形黑

子。那些一年年不断将各种物质聚合复制到一个个米粒状和球形黑子内，便构成了一个组织结构的黑子，它

就靠自身组织结构在不断复制能量时，产生了自转。使成熟的黑子就像临产的胎儿一样，在大分娩或大爆炸

的能量中产生了若干个子星球，如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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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脱离母体后到一定距离，特别是前端面上部就像违章操作热处理，那些由氦颗粒组合成的球表面，

突然受冷收缩降温变硬发脆， 将板块粘连处发生爆裂，引起球面向一边一块块地滑动突出下垂加速运动。

这股加速运动惯性的推力复制出能量多，使这面特别赤道以下鼓出度大。另一面夜晚在斜面上的板块，又逐

步随着向上运动被向心运动的拉力作向内冷收缩弯曲，就像形成了似杠杆力臂。球的物体上下两端，也就是

后来称南北极板块，自身没有位移运动，由别的板块推动状态，就像形成了似杠杆支点。地核每被离心力推

挤向这个杠杆力臂上一边，就被复制出更多做功能量，加快了当初大约有一千多个氦颗粒聚合成的球外壳，

一个个有规律自组织地冷却爆裂，或由于球体两边运动力不平衡将粘裢处撕裂开，最终形成一块块活动板块

和为机械自转创造了条件。以后地核高温高压的液体， 也随着板块运动速度加快，不在沿消耗能量少的椭

圆运动，发展成消耗能量多的圆周运动。因此自旋就被摩擦力引力等统一了运动强度，发生收缩向中心运动。

另一方面地核铁的质量经离心力、向心力推挤摩擦不断加工，使它在作螺旋往复式的上下旋转中，向北极提

供了带有磁体铁物质元素。旋转慢时向南极地区提供了磁体铁物质元素，不断地积累使南北极地区产生了磁

场；另一方面，特别地壳赤道周围斜面上一块块板块，由于处于不同质量的再生场环境内，复制出能量有多

少不同。 如运动在扩张力面场一边一个个活动板块，是从上向下加速运动的先后，便圆球鼓出度特别下午

三至四时高大。另一面夜晚，在重力面场、向心力面场上运动的一个个活动板块等，随着向上运动受向心拉

力影响，又依次作向心收缩弯曲做降速运动，这种地壳周围板块有规律地左右依次运动于南北极磁场上，就

拉断了由地核旋转运动的磁感应线，就从机械能转换成电流自转。当然，原子内两个物体互相磨擦时， 那

个物体的原子核束缚电子本领弱，它的一些电子就会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失去电子的物体因缺少电子而带

正电， 得到了电子的物体因为有了多余电子而带等量的负电.也就是电子作向心力,光子作离心力也是一个

方面发生了自旋。 

因此，在地球初期温度高的情况下，就发生了造山运动。地核被离心力推挤进板块与板块交界活动缝

面张大处（请参看下图左上面）， 

           
 

发生了膨胀，而当自转运动到夜间时， 随着板块不断向上运动速度的降慢，摩擦发热热能也在减少。因此，

向心力和冷收缩又将板块与板之间气和原子内气以及一部分地核液体夹住，迫使板块交界活动缝一端上地

面，被不断收缩挤压的气体或液体力顶了凸起，突出部分地面形成了山脉。山脉地面冷却快，而山脚下内冷

却慢。特别当地面板块再运动到扩张力面场时，也就是夜间两时后，由于山脉和根部受力不同。同时朝太阳

一面有突出下垂加速度惯性推力的帮助，使山峦根部地面被推拉成低凹，形成河流状或丘陵地面及地裂缝等

地貌。 

这种原始地球板块活动缝周围被不断推挤扭拉挤压顶了凸起，又不断在运动中被拉伸，并发生球面一块

块被撕裂，直至形成一块块小活动板块，能适应自组织产生不匀速自转的一切剧烈运动，变动称第一造山运

动，随着地球温度下降平衡也相应减弱了。 

  约十万年后，地球已形成了山区、丘陵、平地、低凹、地裂缝等不规则地形地貌。以及这些地壳、地幔

板块在球面上还有三种运动形式： 一、白天朝太阳一面板块一端从上向下依次突出、下垂加速运动，夜间

板块一端，又依次向心收缩弯曲地降速活动；二、由于每块板块自身形状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在不规则

球面上受离心力作用作自转似地位移运动（有顺时针和逆时针位移运动）；三、在那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

于地球周围被不同的作用力构成了椭圆球，因此各经纬度线上离心力有所不同 ，赤道的离心力比南北极大，

南北极板块的前端不断受离心力的牵引、 推挤，又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向南北极的周期位移运动， 为今

后形成火山、地震创造了条件， 也为创造新物质具备了不规则合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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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干年后，随着地球自转速度降慢到一定极限时，地球内和空气对流层的原子内，不规则合力终于同

太阳能源进行了合成达到统一进化，使原子在受两种不同作用力下，气旋在一定旋转推挤摩擦速度中产生了

水分子，及后来又在太空湍流中产生了雨核。在核的空穴中心质量再生场中水分子，被离心力复制出更多酸

雾及后来的雨水，降落在地球上，地球环境就起化学反应，产生了第二个飞跃。一些低凹地区，被积水形成

河或河流，一些地面在酸水、风和光照等等力的作用下，地质得到部分改善变为如土壤。这些高低不平的地

面和越来越多的水面，为地面环境创造了一些原始物质， 如含有硫化铁的岩石空腔洞中聚集的氢气、氧气， 

就像形成人类意识似地，顺沿有规则、有方向性地作向心椭圆运动。它们受日月的精华、天地之甘露的气体

不断熏陶，最终相互发生了作用，产生了第三个飞跃。不同质的合力，却产生了不同质的结果，首先在不同

气旋环流中，被进化成高级球体蛋卵，产生出各种原始草木种子，那些原始草木在生存中，不断地受到自然

界各种不规则合力运动加工合成，如风和水的流动等，又接受顺自然选择，和自身运动吐呐出氧气等气体及

物质，同自然界之气和物质逐步合成，又进化出一些有展伸能力或新的合成能力的物种及杂种。例如大地先

产生了草木，阴暗潮湿产生了青苔等植物，以后又向高级合成进化， 山峦和海底首先产生了各种动物，又

如北极严寒产生了北极熊，热带产生了雨林，温湿带产生了熊猫，江河产生了鱼虾等等。 

  可是，那些大型动物，特别是恐龙，不去创造生产资料和物质，而是靠强者生存的法则，去滥吃滥杀海

洋内一切生物。由于大量捕杀，使海洋生物供不应求。这些恐龙又进化到陆地去捕杀无辜生物，一只大恐龙

一天能吃几只最凶狠的老虎，生物界哪有这么快的繁殖能力，所以也遭到了天愤，大批恐龙在饿死。 当然

自然界一切生物，一个个为了生存，都在寻找消灭恐龙的对策，形成了宇宙间一股高级不规则合力怨气、恕

气及志气在运动。这股似毒气又加大了原有气旋运动的能量和物质合成，使恐龙体内细胞旋转加快，摩擦发

热生电就增多。长期就会进化出雄性多、雌性少的不平衡状态自然灭绝。短期内它们体内质量大大提高，细

胞内有用高脂肪物质不断也被高温毁掉。因此基因得不到有益质量复制，就生各种病如像癌病的瘟病等加快

了恐龙灭亡。 并且那些吃剩的尸骨或排泄物， 所存留智慧意识数据等等物质，污染了山峦和海底环境后， 

为促进创造更高级新事物、新物种不断产生， 提供了合成和进化的条件。我们人类就是在这多种高级不规

则交叉合力运动的山峦、海底中，同万物一样，受自然环境之力和天时作用应运而生高级生物，来平衡调节

自然界力量。这种山峦周围境地与海底，它的对流与环流、明与暗、冷与热、干与湿、环境污染与不污染以

及各种动物、植物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较多、较大，特别是地球内部的先天原始物质。地核混合气体流中的

有机物质、热能从山脚下板块活动缝内， 就像倒竖的龙卷风旋柱，源源不断，无规则地向外辐射，促使岩

石空腔中聚集氢气、氧气、一氧化碳及其它生命体起源所需要的各种物质和能量，最终又在不规则合力运动

同地面向心运动椭圆气旋里形成统一，进化出是更高级的智慧生物——直立行走的人种。 

这种气旋，不同于山峦中旋涡环流运动，它形成旋臂向地面上空作螺旋向上运动, 立即同山峦环境各种

物质和气体合成, 那些存留智慧意识数据等等物质被吸附在旋涡轨迹上, 又加大了旋臂的进化质量，就像原

子内被两种不同作用力摩擦发热生电后, 快的一边产生离心力合成进化出一个元素，慢的一边产生向心力也

进化出一个元素那样, 合成进化时从肚脐上起产生心脏、肾脏两个,至五脏六腑，以后肚脐旋涡上两边因有

不等的能量，进化出两个乳房、两只手、两个鼻孔、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两条腿脚稍有点差距。直至合成进

化出质量最小体毛时外进化终极，以后在生存运动做功中，受到不同物质和气体合成，就进化发展成还生各

种疾病。, 

如果气旋两边质量足够大, 一卯中还会在一边快速环境内合成进化出男性, 另一边慢速环境内只能同

时合成进化出龙凤胎女性人，由于这股气体物质向上运动能量消耗大，因此运动速度慢，女性就不断有物质

滞留积蓄，就像密码存留在涡旋上，女性也就进化出个子矮和臂部屁股大,及储蓄的气体能量为后来的乳房

大提供了能量来源。 

这种进化过程就像夏天将大便在黄土地上数日暴晒,地下自然会在气旋物质椭圆运动发展中，合成进化

出一种黑式硬壳虫一样。 

虽然人类的聪明，劳动出更多的生物和植物，创造改变生存环境，去调节平衡自然界。由于自然科学理

论落后， 没有将物体存进系统内复制出更多能量，又由于有永不满足离心力的贪婪心， 变相重蹈恐龙滥采

滥用滥浪费自然界物质之路。例如大量开采各种矿产资源， 造出了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等作用力机

械， 使在它们周围的宇宙万物中原子内， 各种污烟障气的向心力能量加大，原子内摩擦发热生电也就加大，

使气候反常、各种自然灾害增多等。特别各个国家军备竞赛加剧， 地下大型爆破加大， 又产生和加大了各

种气体运动和合成， 也破坏了地壳板块运动规律，诱发地震， 甚至也干扰破坏了地球内人类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报复， 发生不该发生的矿难和因果地震。为了解说清楚些，我用导游对话式来解剖地震各问题。 

6/25/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