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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要：

摘要: 对比圣经的标准, 核实历史事件, 搜索当前 GOOGLE 英文文化中的结果

观点: 

 堕落天使在亚当以前的地球文明就已经发生;

 从历史书籍及当今偶尔发现的物种, 混杂人类是存在过, 并且现在有技术能力从新制

造出来; 大洪水堕落天使有直接的能力可以超自然的力量让人类的妇女生一个拿非



利人; 目前的基因技术已经可以在实验室创造出混合人类的器官甚至胚胎 , 虽然人类

有一个不严格的条例禁止或限制这种操作 , 但是从植物基因这种事情可以看出人类

自己并不清楚任何改变上帝物种创造的行为都是一种败坏的行为 , 造成的结果会让

败坏的物种跟败坏的心思同步膨胀; 

 上帝把拿非利死亡后的灵魂称为邪灵 (以诺书), 邪恶的灵魂, 那么这类物种如果生长

出来也是会吸引的邪恶. (孙大信书有提到同样的污秽属性的灵魂会吸引同性质的灵,

比如人的不饶恕心思吸引不饶恕的灵进来)

 建议团队对此关键项进行祷告确认, 针对日本这部分开始细致的属灵地图调查, 涉及

到远古祭坛, 生物化学科学院的位置, 涉及到共济会的地点及科学机构.

思考及祷告: 

 有物质身体的外星人是堕落天使为自己及后代的邪恶的灵魂预备物质身体的一种途

径.

 是不是邪灵不能像污鬼那样, 可以附体在人的身上, 但是可以影响人的心思意念, 这

些混杂的品种, 就如外星人自己的物质身体一样, 是不是作为他们灵魂的身体.(已经

确定圣经有经文污鬼跟邪灵都是能附体, 邪灵中文圣经的用词是恶鬼 EVIL SPIRIT)

 有预言堕落天使在将附在人身上, 然后以飞快及不容易死亡的身体对抗警察, 是不是

堕落天使将利用这样的特别的身体来匹配他们的灵魂 , 因为目前的外星人模式的堕

落天使看起来没有上帝创造的美感, 更像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替代品.

圣经经文:

 创世记 6:2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3耶和华说：「人

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4 那时候

有伟人在地上，后来　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5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6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

忧伤。 7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利未记 20:13 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16 女人若与兽亲近，与它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

上。

利未记 19:19「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搀杂的种种

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搀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



创世记 1......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传道书 3:21 (CUNPSS-神)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英语圣
经都是 SPIRIT)

神明确的事情, 各从其类, 次序及权柄.

神的创造是完美的, 跟神的合一也是完美的, 脱离神, 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创造会造成败坏,

 污秽.

上帝认为需要保护的物种: 8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9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

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　神同行。 

保护的物种按照各从其类保存到方舟里, 混杂的按照圣经的习惯, 不再纪念他们的名.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

黄帝: 相传轩辕黄帝的母亲叫附宝。传说有一天晚上，附宝见一道电光环绕着北

斗枢星。随即，那颗枢星就掉落了下来，附宝由此感应而孕。怀胎 24 个月后，

生下一个小儿，这小儿就是后来的黄帝。黄帝一生下来，就显得异常的神灵。生

下没多久，便能说话。到了 15岁，已经无所不通了。后来他继承了有熊国君的

王位。因他发明了轩冕，故称之为轩辕。又因他以土德称王，土色为黄，故称作

黄帝。

分析: 对比圣经的意思, 山海经至少是大洪水以前的人类历史, 这部分的经文对等

于天使娶人类女子的描述, 天使对应于星星, 目前以外星人为名的堕落天使都以某

个星星代表. 第二个传说有年份前 4856年, 这个是亚当同期的时间点, 所以不可能有 77代这

种情况, 到诺亚也只是 10代. 黄帝的相貌不具有普通人的样子. 那个年代的伏羲女娲及蚩尤

都是典型的堕落天使或拿菲利人或者人兽混合的人的样子.

https://my.bible.com/zh-CN/bible/48/ecc.3.21


 



山海经中装满描述的物种, 混杂人形的情况:



7.6      日本百舌鸟古坟群（世界最大）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活跃祭坛  

7.18京都动画发生爆炸火灾：  33      人死亡 动画巡礼打卡地遭遇毁灭性打击  

7.20日本多地发最高级别大雨特别警报 紧急疏散数万人

7.24日本首次允许人兽混合胚胎研究 民众忧现杂交生物

7.28日本本州南岸近海6.4级地震

7.30日本遭热浪袭击 已致11人丧命近6000人入院治疗

8.4日本本州东岸近海6.2级地震

查了下青龙白虎，跟星座有关。

https://m.sohu.com/a/330396387_115376?spm=smwp.home.fd-important.18.1564537409028h1R2vT7&from=groupmessage
http://news.ceic.ac.cn/CC20190804182304.html
http://news.ceic.ac.cn/CC20190728023107.html
https://www.toutiao.com/a671569335319684762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370222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72117434701015203315031213FD&group_id=6715693353196847628
https://3w.huanqiu.com/a/a4d1ef/7OJSUE4cQOQ?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719456940126110220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1846188.html
https://www.toutiao.com/a671075245454943898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248788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707162449010152040020516FEEE&group_id=6710752454549438988


具体请看：【6.7      仲夏，会有一组象征着“龙”的星宿升上中天  】

日本的地图确实有些像龙。日本的光明会家族也认为起源于姆大陆的蜥蜴人：

小熊星座那几颗星。尾巴朝右。如下图：

扶桑花的花蕊儿。（日本又叫扶桑国）

https://www.toutiao.com/a669856571111296257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5987189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6070944510101520421348886A7A&group_id=6698565711112962574


部分人兽（动物）交互实验室一览
实验室   /  参与者 相关报道 报道

年份

美国加州索尔克研究所

（人猴胚胎实验室据说在中国）

牵头人：Belmonte

西班牙科学家在中国制造出人猴胚胎 2019

突发！这名科学家造出了人  -  猴混合  

胚胎（2017年造出人猪胚胎）

2017

全球十大人兽混合动物 人鼠 2010

日本东京大学

中内启光

日本首次允许人兽混合胚胎研究 民

众忧现杂交生物  人鼠

2019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陈力

浙江中医药大学/孙桂芹
重大颠覆，中国科学家突破技术难

题，成功实现“猪血可输入人体”

人猪

2019

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
科学家搞出人鸡杂交胚胎   人鸡

2018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莱尔·阿姆斯特朗

他们成功培育出了人兽混合胚胎 

人牛

2008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干细胞实验室

斯蒂芬·明格

他们成功培育出了人兽混合胚胎

人牛

2008

英国华威大学 《人类授精与胚胎学法案》只赋予华

威大学三所机构进行相关实验的权利

2008

美国内华达大学

伊斯梅尔-赞加尼

美国科学家成功制造出来首例人兽杂

交动物 客迈拉羊      人羊

2007

美国加州大学 全球十大人兽混合动物 人猫 2005

美国斯坦福大学/欧文-韦斯曼 全球十大人兽混合动物 人鼠 2005

https://www.ppkao.com/tiku/shiti/5273061.html
https://www.ppkao.com/tiku/shiti/5273061.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281946.html
http://tech.163.com/18/0529/01/DIUFJQMU00097U81.html
https://xw.qq.com/cmsid/20190721A08LY400
https://xw.qq.com/cmsid/20190721A08LY400
https://m.sohu.com/a/330396387_115376?spm=smwp.home.fd-important.18.1564537409028h1R2vT7&from=groupmessage
https://m.sohu.com/a/330396387_115376?spm=smwp.home.fd-important.18.1564537409028h1R2vT7&from=groupmessage
https://m.dbw.cn/guoji/system/2015/12/26/057009878.shtml
https://m.dbw.cn/guoji/system/2015/12/26/057009878.shtml
https://m.dbw.cn/guoji/system/2015/12/26/057009878.shtml
https://www.toutiao.com/a672078989311239833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481337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8031422500101520392042021544&group_id=6720789893112398339
https://www.toutiao.com/a672078989311239833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481337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8031422500101520392042021544&group_id=6720789893112398339
https://www.toutiao.com/a672001845774989773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463855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8011349160101520170672892249&group_id=6720018457749897731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281946.html


美国明尼苏达州马约医学中心

杰弗里
美国科学家成功制造出来首例人兽杂

交动物 客迈拉猪        人猪

2004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 全球十大人兽混合动物 人猪 2004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发育生物学研

究中心/盛慧珍
国际上第一例人兽胚胎融合成功人兔 2003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干细胞生物

学和基因发展中心/罗宾拜格

美国耶基思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 雌性猩猩成功怀孕，且诞下一个混种
“ ”猩猩人

1920

年代

佛罗里达州一所实验室 美学者称：百年前诞生过人与猩猩的

混种人，出生后被安乐死

1918

最新报道
1、西班牙科学家在中国制造出人猴胚胎

据俄罗斯媒体 8月 1日报道，美国和西班牙科学家团队制造出了人猴细胞的胚

胎嵌合体。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实验是在中国的实验室进行的。

该项目的参与者、生物学家埃斯特雷亚努涅斯说，科学家们把人类干细胞注入∙
动物胚胎中培育移植用的新器官。结果出现了嵌合体--生物学家这么称呼由基

https://www.toutiao.com/a672001845774989773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463855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8011349160101520170672892249&group_id=6720018457749897731
https://www.sohu.com/a/220067179_100096856
https://www.sohu.com/a/220067179_100096856
https://iask.sina.com.cn/b/4FuOxJJ6eU.html
http://news.sohu.com/20070905/n251973432.shtml
http://news.sohu.com/20070905/n251973432.shtml
https://m.dbw.cn/guoji/system/2015/12/26/057009878.shtml


因不同类细胞制造的机体。这种生物没有出生，因为科学家们中断了其发育过

程。科学家们担心这个过程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时如果干细胞被释放出来并

且在动物的大脑中形成人类的神经元，那么就要放弃这个发育过程。努涅斯说，

他们没有隐瞒实验的具体细节，但是其结果还是"很有希望的"。

据下面这篇文章，这个实验室是美国加州索尔克研究所，研发地点在中国

突发！这名科学家造出了人  -  猴混合胚胎  

2、日本首次允许人兽混合胚胎研究 民众忧现杂交生物（含视频）

据日本共同2019. 7.24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首次允许一项在动物体内培

育用以移植的人体器官的研究，对此，有舆论批评称，研究牵涉严重伦理问题，

更有民众担忧，研究或会出现“人兽杂交”生物。

日本文部科学省专家委员会上周三（24日）首次批准，东京大学及美国斯坦福

大学的一项在动物体内培育移植用人体脏器的研究计划，文科省将于 8月下旬

正式允许研究实行。报道称，此举旨在针对器官移植捐赠率低及易出现排斥反

应的现况，预料将为糖尿病等开启治疗新路向

3、以色列突然宣布：种植出世界上第一个“牛排”

2019.7.21

https://www.toutiao.com/i67159109053112652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2&from=singlemessage&timestamp=156370196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7211739200101520411961975DC3&group_id=6
https://m.sohu.com/a/330396387_115376?spm=smwp.home.fd-important.18.1564537409028h1R2vT7&from=groupmessage
https://www.toutiao.com/a672078989311239833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481337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8031422500101520392042021544&group_id=6720789893112398339


以色列初创公司 Aleph农场宣布，已成功“ 种植 ”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细胞

生长的牛排”。

据外媒报道，Aleph 农场是以色列的一个高科技实验室，科学家首先从活牛中

无痛提取几个细胞，然后运用科技的力量，自然“生长”出一块色香味俱佳的

牛排。

根据科学家的最终检测；这种无需养牛，无需吃草，吃饲料，自然“ 克隆繁衍

”形成的牛肉，切块后的外观，形状和质地，都和真牛排极为相似。

随后！更惊人的是，为了验证这一款牛肉的感觉，以色列拉玛特甘市的巴黎得

克萨斯餐厅的主厨 Amir Ilan使用该款牛肉做了一道牛排，食用者最后反应都

非常好。

无需养牛，喂牛；只要提取牛身上的细胞就能无限“ 生产 ”数不尽的牛肉；

一时间这条新闻，迅速刷屏了欧美国家的网络。

这种科技，简直完全颠覆了人类的思维，无数看过的人都表示无比的震撼！

4、重大颠覆，中国科学家突破技术难题，成功实现“猪血可输入人体”

2019.7.21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陈力教授课题组和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孙桂芹副教授课题组

携手，带领研究生郭雅萌等，历时 8年研究，利用糖苷酶技术对猪红细胞进行

改造，可以快速有效解除人体对猪红细胞的急性排斥反应，为猪红细胞的临床

应用打下了基础。该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在最新一期学术期刊《微生物与感

染》杂志（《Journal of Microbes and Infections (JMI) 》）上，相关酶制

剂及应用方法已申请国家专利保护。

https://xw.qq.com/cmsid/20190721A08LY400


示意图：猪细胞经半乳糖苷酶处理后，不受抗体攻击，解除急性溶血反应，可

用于人应急输血

据了解，人的血型是由存在于血细胞上的血型特异性寡糖结构所决定的。A血

型人群的红细胞表面存在 A特异性寡糖，没有 B特异性寡糖，血液中存在抗 B

型血特异性寡糖的抗体，一旦输入 B型血，体内会立刻发生由抗 B型血抗体介

导的急性溶血反应，所以 A型血病人不能接受 B型血输血。与人的 ABO血型相

似，异种间的红细胞上也存在不同结构的寡糖。猪血与人血的主要不同，是猪

红细胞表面的寡糖，多了一个末端半乳糖，成为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靶点。人

的血液中有极高的抗体，一旦猪红细胞进入人体，会立刻引发急性溶血反应。

这一反应，限制了猪红细胞的人用。

5、河南许昌人头鱼是真是假？  2019.6.17

看看河南许昌的钓友王根钓出的这条人头鱼，已被许昌市有关部门请示后派专

车送至北京国家研究中心！

https://www.iqiyi.com/v_19rs6mb6qk.html


史上公开报道的重大事件：

1、英国造出      155      个人兽杂交胚胎     2011年7月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过去 3年，英国科学家已秘密制造了 155个同

时包含人类与动物基因的杂交胚胎.这听上去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但确确实

实发生了。

　　2008年，英国曾颁布《人类授精与胚胎学法案》，将合法人兽胚胎实验分

为三类：

　　一、最高程度的人兽杂交：用人类的精子给另一种动物的卵子授精。

　　二、把人类胚胎细胞与动物胚胎细胞混合，共同促成一个完整的胚胎。两

种细胞的 DNA不会混杂，理论上有可能诞生兽面人身的“怪物”。这种实验叫

“客迈拉”(希腊神话中一只同时拥有狮头、羊头和蛇尾的吐火怪兽)。

　　三、先从动物卵细胞中取出细胞核，再把人类细胞核移植进去，代替原来

动物细胞核。这种实验叫“胞质杂交”。

http://tech.sina.com.cn/d/2011-08-02/11085870451.shtml


　　《每日邮报》说，英国实验室制造的155个人兽胚胎属于程度最高的那种。

　　《人类授精与胚胎学法案》只赋予伦敦国王学院、纽卡斯尔大学和华威大

学三所研究机构进行相关实验的权利。但是，这三家机构均因经费不足，已终

止实验。不太清楚这155个人兽杂交胚胎是在哪些实验室制造出来的。

　　地球会被半兽人控制？

　　人类自我毁灭的前奏？

　　消息出来后，欧美多家媒体表示震惊。美国《纽约邮报》还用上了“博士

在制造半兽人”的耸动标题。

　　消息爆出前，英国医学科学院刚发出警告：“如果政府不设立专门的道德

监督机构，严密监控每一次人兽胚胎实验，电影《人猿星球》中的一幕恐将成

真。”《人猿星球》中，人类在核大战中化为乌有，人猿代替人类统治地球。

　　美国《洛杉矶时报》说，对很多人来说，人与动物的混合就像是噩梦。假

如一只青蛙身体上长了颗人头、猴子有了人类的声带，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

人竭力要给所有跨物种细胞实验踩刹车。

　　英国医学科学院称这种担忧为“弗兰肯斯坦恐惧”(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小说

家玛丽·雪莱笔下的科学怪人，他用碎尸拼凑出来一个怪物)。

　　英国科学家鲍德温警告说，英国实验室进行的实验“不是科学上的进步，

而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前奏”。

　

　　全球多国研究人兽胚胎

　　首个人兽胚胎在中国诞生

　　全球从事人兽胚胎实验的国家，远不止英国一个。

　　2004年，美国曾将人类干细胞移入猪胚胎。此后，内华达大学科学家用了

7年时间，培育出世界首只人兽细胞混种羊。另外，美国研究人员还曾让老鼠

拥有部分人脑细胞。

　　《洛杉矶时报》说，2005年，美国参议员布朗贝克曾提议通过“禁止人类

客迈拉实验法”，以“守护人与兽、男与女之间的界限”，至今未通过。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说，上世纪 20年代末，苏联也搞过人兽杂交实验，

计划造出一批力大无穷、头脑迟钝、没有痛感、吃苦耐劳的半兽人，当“战争

机器”和劳动力。科学家用人类精液给大猩猩授精，用大猩猩精液给非洲女性

授精。没能成功造出“战争机器”来。主导的科学家被捕，死于狱中，研究基

地工作人员放走了基地所有剩下的杂交生物。后来，一些格鲁吉亚老人说，二

战后在山里看见了“像大猿猴一样的野人”。



　

2、全球十大人兽混合动物

现实中动物与人体的嵌合体实验科学家们已经做了几十年。下面我们就来看一

看过去成功的一些案例以及他们如何推进医药技术的。

　　兔子卵子与人体细胞的结合

　　2003年媒体报道了人与动物嵌合体试验首次成功的案例。上海第二医科大

学的研究人员成功地将人体细胞和兔子的卵细胞进行了融合。他们被允许将

　　融合后的细胞放在皮氏培养皿中培养数日，一直到胚胎发育出干细胞。通

过此次试验程序，他们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培育出用作手术移植的细胞或

组织。

　拥有人类血液的猪

　　中国首例嵌合体试验成功后的第二年，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研究人员宣称他们创造了一头流着人类血液的猪。

https://m.dbw.cn/guoji/system/2015/12/26/057009878.shtml


　　让人吃惊的不仅是这头猪的血细胞与人体细胞在一起流动，更神奇的是两

种细胞中有一些已经融合到了一起，创造出了人-猪细胞杂种。科学家们称这一

实验可以让他们更了解病毒是如何通过动物感染到人身上的，譬如艾滋病毒和

其他各种病毒。

　　拥有人类肝脏的绵羊

　　创造嵌合体的目的之一就是造出一个可以长出人体器官的动物标本，并在

其体内培育该器官用作移植。

　　2007年，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可以培育出拥有 20%人

类细胞的绵羊肝脏。埃斯穆尔-赞加尼(Esmail　Zanjani)博士将取自于骨髓的

成人干细胞抑或人类胚胎干细胞注入绵羊胎儿体内。赞加尼说，他用绵羊做实

验是因为绵羊的循环系统和人类相类似。

　　鼠与人的合成肝脏

　　如何发展只有人类才得的肝脏感染和肝脏疾病的治疗手段?2010年 2月，索

尔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采用一只本来肝脏就有问题的老鼠，他们用拥有 95%的人类细胞

的肝脏取代了老鼠原来的肝脏，用以研究肝炎的治疗。图中显示的绿色部分是

老鼠肝细胞的群集被人体细胞所取代的部分。



　　通常情况下，小动物不会感染肝炎，只有人类和黑猩猩才会被感染，但这

种“人性化”老鼠不仅受到了感染，而且它还成功地对药物治疗作出反馈。科

学家们相信，这个实验可以打开发现人体其他肝脏疾病疗法的大门，如疟疾的

治疗。

　　母牛卵子与人体细胞的结合

　　2008年，英国研究人员获得批准进行人类与动物的杂交研究，研究人员称

他们可能借此找到治疗帕金森氏病的方法。

　　在此之前，只允许把人体细胞注入到人类卵子中，但研究人员认为动物的

卵子更为可用。获准后，研究人员开始使用母牛卵子进行试验。

　　母牛卵子的细胞核是大多数 DNA的来源，即图中的蓝色部分，该细胞核已

被切除，取而代之以人体细胞的细胞核，如皮肤细胞。一旦卵子被允许发展和

繁殖，它就会成为一个早期阶段的克隆胚胎，称为囊胚。科学家们就可以从这

个囊胚中提取干细胞用于疾病的治疗。

　　猫和人的混合蛋白

　　对猫过敏?那你会喜欢这个实验。



　　在猫的唾液中发现了一个影响人体的过敏原 feline Fel d 1蛋白。当猫舔

自己的时候会留下唾液，皮毛上的唾液晾干后就变成了灰尘。

　　2005年 4月，当美国加州大学的科学家们在融合 feline Fel d 1蛋白与已

知能抑制过敏反应的人体蛋白时，他们创造出了人和猫的杂交品种。feline蛋

白与免疫细胞结合会导致过敏反应，而该能抑制过敏反应的人体蛋白会告诉免

疫细胞冷静下来。

　　在对小鼠进行试验时，嵌合蛋白扼杀了过敏原，研究人员希望将来此法可

以用于治疗过敏症患者。

　　鼠与人大脑结合

　　2005年，斯坦福大学教授以及生物技术公司 StemCells的创始人之一欧文-

韦斯曼，被斯坦福大学授权制造鼠-人杂种。

　　韦斯曼和他的团队将人类的大脑干细胞移植到老鼠的大脑中，用以研究神

经变性疾病，如帕金森氏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症。在他最初的实验中，人体细胞

在老鼠大脑中只占不到1 %。图中显示的是一个孤立的老鼠脑细胞。

　　人猿



　　我们人类超过 98 %的 DNA与黑猩猩是共同的，所以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个

人类与黑猩猩的杂交品种：“人猿”呢?

　　在20世纪 20年代，苏联生物学家伊利亚-伊万诺夫用人类精子对雌性黑猩

猩人工授精，但并没有成功受孕。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为奥利弗的黑猩猩出

了名，它被认为可能是人类与黑猩猩的杂交产物，因为他直立行走。然而， 90

年代对它的基因检测证明了他是一个黑猩猩。

　　一些研究人员和民众认为这样的试验是极不道德的，并且也没有人类与黑

猩猩杂交物种存在的已知证据。

其他历史报道：

墨西哥下水道的“地鼠人”和地下世界

1994年，墨西哥城公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该城街道因一次偶然的地陷，

竟在地下污水渠中发现了 3名“地鼠人”。3名“地鼠人”因偶然的地陷被

压死，立即被送往墨西哥大学进行解剖、分析和研究。

与此同时，一位墨西哥的人类学家威廉 格治博士在地陷后进入地下水道时，‧
竟然与“地鼠人”迎面相遇。“地鼠人”显得十分惊慌，转身就跑，当博士

追过去抓住其中一个时，“地鼠人”的身体却像鳗鱼一样滑，转眼间就逃得

无影无踪了。这些“地鼠人”全都身材矮小，大约只有 0.9米高，但手脚四

肢齐全。

日本将允许在人类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

2018年 11月报道：日本已经发布了准则草案，允许在人类胚胎中使用基因编辑

工具。该提案于 9月 28日由代表该国卫生和科学部的专家小组发布。

https://www.toutiao.com/a671815831268202958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420893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727142852010152041196804B189&group_id=6718158312682029580
https://mp.weixin.qq.com/s/vu-ze-_CHck-6tcSDG7pLA


科学家搞出人鸡杂交胚胎 

2018-05-29网易科技讯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日前纽约洛克菲勒大学(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一个研究团队将人造的人类胚胎细胞与鸡胚胎相结

合，从而在实验室中创造出半人半鸡的胚胎。

美学者称：百年前诞生过人与猩猩的混种人，出生后被安乐死     

“ ”美国一位著名科学家声称，人类与猩猩的混种 猩猩人 早于 100 年前在佛罗里
达州一所实验室诞生，但数名科学家却在恐惧下将它杀死。

人脸山羊震惊世界！疑似人和山羊杂交产物

2013年报道：肯尼亚利科尼·蒙巴萨地区的一名农民近日惊奇地发现，他家刚

出生的山羊幼崽长着一副人脸面孔。

http://tech.163.com/18/0529/01/DIUFJQMU00097U81.html
../../../../../C:%5CUsers%5CElizy%5CDownloads%5C%E4%BA%BA%E8%84%B8%E5%B1%B1%E7%BE%8A%E9%9C%87%E6%83%8A%E4%B8%96%E7%95%8C%EF%BC%81%E7%96%91%E4%BC%BC%E4%BA%BA%E5%92%8C%E5%B1%B1%E7%BE%8A%E6%9D%82%E4%BA%A4%E4%BA%A7%E7%89%A9
https://www.sohu.com/a/220067179_100096856


耳鼠

上世纪 90年代末期，很多网民都以为这张“耳鼠”的照片只是恶作剧。但是当

研究者将其公之于众后，却阴差阳错的导致了公众对基因工程的强烈抗议。

科学家查尔斯.瓦甘提并没有对 DNA 进行改动，他只是将软骨细胞种在了一个

耳状的模子中。“起始耳”被植入老鼠皮肤，软骨随后便开始自然生长。耳朵

长成后，会从宿主身上摘下用于整形修复手术。

人造生命



“实验室支原体”乍一看，只是显微镜下普通的细菌，它们唯一的特殊之处仅仅

是它们都是人造的。

2010年克雷格.文特尔和他的团队，以他们自己的 DNA 作为模板，修改了其中

多个脱氧核糖核苷酸序列。其中一个基因包含了他们的名字，以及几句哲学名

言。

另一个“水印”则是链接至研究团队电子邮箱的 HTML脚本，这也是一个给成

功解码的人们准备的彩蛋。

为了创造这些生命，他们将合成 DNA注入了，已经剔除自身 DNA 的细菌中。

迷你人脑



这张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照片所呈现的，就是研究员们所称的实验室产人脑

胚胎。科学家们利用成人皮肤细胞，培养出了一个人类最基本的器官。这个人

脑约 2-3毫米长，它将会是对抗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症的关键一步。

但是研究员勒内.阿南德称“我们还需要人造心脏来帮助大脑继续生长”。一些

科学家已经开始想象人造智能机器，与有机人类大脑相结合的未来。

人兽（动物）交互基本概念：

人兽交互是人类和动物的杂交胚胎实验，引发学界、社会在技术和伦理方面的

激烈讨论。中国神话的神多属兽形、半人半兽形或几种动物的合体，纯属人形的

较少。古希腊神话中也有人兽同体的遗迹，他们是诸神的祖先。无论是中国或希腊

多有人兽混合形态

2009年上映的电影《人兽杂交》，两位野心科学家将人类与动物 DNA进行杂交，

制造出半人半兽的混血儿，随后这个“半兽人”悄悄蜕变，最终具有毁灭性能

量。

研究历史

2003年夏，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该中

心盛慧珍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运用克隆技术，从外科废弃的皮肤组织中提取细

胞，并将这些细胞融合到新西兰兔的去核卵母细胞中，成功获得了数百个融合

胚胎，其中一百多例发育至囊胚阶段，并提取了胚胎干细胞。该研究在当时引

起了《自然》、《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关注，成为国际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85%BD%E4%BA%A4%E4%BA%92
../../../../../C:%5CUsers%5CTony%5CDesktop%5C%E4%BA%BA%E5%85%BD%E4%BA%A4%E4%BA%92%E5%9F%BA%E6%9C%AC%E6%A6%82%E5%BF%B5


第一例人兽胚胎成功融合的报道，在国际上率先证明动物的卵子可对人类体细

胞核进行重新编程。

中国于 2004年由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十二条《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

指导原则》，其中明确规定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禁止人胚胎的研究超过 14 天，

禁止将研究用胚胎植入人和其他动物生殖系统，禁止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

生殖细胞的结合等等。

2007年 9月 5 日，英国“人工授精和胚胎研究管理局”(HFEA)正式批准人兽

杂交胚胎实验——这是对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等研究机构一年前

提出的研究申请的回应。

2008年 10月，英国议会下院以 355票对 129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人工授精

与胚胎学法案》草案，允许以医学研究为目的的人兽胚胎研究。这时，后来诞

生的 155 个人兽胚胎便有了合法的“准生证”。

这里所说的“人兽胚胎”是指将人类遗传物质植入动物卵子，克隆出的类人胚

胎，可用于提取胚胎干细胞。科学家早已证实，胚胎干细胞的能力不容小觑，

它具有神奇的万能分化功能，可分化成多种组织，却又不会独自发育成一个个

体。

研究目的

人兽杂交实验对于寻找治疗白血病、帕金森症、阿尔茨海默病、心脏病和

器官衰竭等病症的方法有重要价值，在世界引起轰动的这 155 个人兽杂交胚胎

的诞生并不容易。

周灿权，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首席专家，多年从事体外受精与胚

胎移植及其他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周灿权教授表示，这是在做治疗性克隆相关

研究，克隆技术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医学研究在做的仅是治疗性克

隆，而生殖性克隆在全世界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干细胞生物学和基因发展中心主任罗

宾。拜格的设想十分具体。他认为，往老鼠大脑中注入人类脑细胞或能找到新

的中风疗法，而在老鼠身上生成人类皮肤也很可能更加了解皮肤癌的发生机理。

作为人兽胚胎实验项目在英国最早的申请者，斯蒂芬·明格是伦敦大学国王

学院干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他到中国时广泛接受过媒体采访，多次表达研

究人兽胚胎的目的是为了将干细胞和基因治疗方法转化为临床应用这一观点。

如何杂交



胞质杂交

盛慧珍所做的人兽杂交方式是生物杂交方式中的一种，有人称之为“胞质

杂交”，是最常用的一种——把人的细胞核导入去掉细胞核的动物卵子中，生

成胚胎干细胞。如果从形态上把一个动物细胞比作一个鸡蛋，实验过程相当于

将其蛋黄拿走，替用上别的物种的蛋黄。由于绝大部分遗传物质都藏在细胞核

里，因此胞质杂交所生成的胚胎绝大部分遗传密码来自人。这样的胚胎

99%DNA是人类的，只有不到 1%是动物的。而一种细胞越是接近人类，用它

来测试药物的有效性或者培植移植器官就越理想。

胞质杂交并非唯一生物杂交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大类。

杂交体

一类被称为“杂交体”(Hybrid)，即用一种动物的精子给另一种动物的卵子

受精，比如老虎和狮子杂交生下的“狮虎兽”，马和驴杂交生下骡子。然而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式杂交形成的受精卵存在自然缺陷，绝大多数不可能继

续发育成胚胎，更不用说生出“人兽杂交怪物”了。最早期的研究就是采用此

种方式。早在上个世纪初，著名科学家伊里亚·伊万诺夫用人的精液去给雌性黑

猩猩和大猩猩授精。但怀孕的黑猩猩和幼子都因神秘疾病死去，症状很像今天

说的艾滋病，实验也因此无果而终。

嵌合体

还有一种杂交方式中被称为“嵌合体”(Chimeras)，音译为“客迈拉”。

该名字源于希腊神话中一种拥有羊身、狮头和蛇尾的喷火神兽。具体操作是把

一种动物的胚胎细胞和另一种动物的胚胎细胞混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

胚胎。

理论上看，人兽“嵌合体”胚胎中来自人和动物的部分会单独发育，两者

的 DNA 不会发生混杂。在 200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马约医学中心的杰弗里。

普拉特医生通过将人类干细胞移入猪的胚胎，制造了一些“客迈拉猪”。其过

程就是把人体胚胎干细胞打进猪的胚胎里，这胚胎发育成的猪的体内便带有人

的细胞。

越界争论

支持

学界对越界进行人兽胚胎研究的争论从未停止。正方的理由为：“人兽胚

胎”对疑难杂症救治方法的探索意义极大。这种想法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



美国前总统布什认为，以牺牲胚胎为代价的干细胞研究是为了使病人得到

更好的治疗；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在 2009年通过行政命令解除了“联邦资

金只可资助已存在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随即出台

《胚胎干细胞研究规范》。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也是人兽胚胎研究的支持者。他曾在《观察家报》发

文称，这种研究有可能“拯救并改变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在英国的一个民意

调查结果显示，有 61%的公众表示赞成研究，前提是必须得到密切监督并且有

益于科学进步。

反对

被较多国家批准的“胞质杂交”实验也并非一帆风顺，反对者认为，人兽

胚胎实验违背伦理道德，跨物种杂交胚胎成果无法预料，或造成人兽共患疾病

或人类浩劫。

科学家们表示，他们对研究底线非常了解，做的只是知识基础性工作，不

存在伦理问题。而反方的理由是：人兽胚胎实验违背伦理道德。人兽杂合胚胎

试验研究与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症等疾病患者的治愈愿望背道而驰。

美国乔治敦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辛西亚·科恩甚至表示，一种长着动物躯体

的人兽混合体生物贬低了人类的尊严。

在支持者占多数的英国，反对声音也很高调。法案颁布时，抗议者们曾在

英国国会上院外举行集会，打着“保护人类家园”等口号，坚决抗议。

加拿大 2004年通过《辅助人类生育法》，明确禁止把非人类细胞导入人类

胚胎中，也禁止把人类细胞导入非人类胚胎中。加拿大干细胞监察会委员科恩

的说法是，“我们的独特性是应当被尊重和保护的。”

评论

更远的担心在于，跨物种杂交胚胎成果无法预料，可能造成人兽共患疾病

或人类浩劫，如电影《人兽杂交》一般。监管的确是个问题。世界几乎只有英

国等极少数国家有像HFEA 那样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专门监管法律。即便在美国，

胚胎研究也并未以透明方式得到监管，更多国家是靠科学家的自律。在中国，

虽然科学家进行实验需要向卫生部门或科技部门提出申请，走程序，不过所谓

的申请主要是资金。

猜想

猜想 1：人类与“半兽人”共处人兽胚胎不允许活过 14 天



周灿权表示无法推测，人的核、动物的卵，培养出来的物种是人是兽，半

兽人永远不会成真。

英国规定，人兽胚胎只允许存活 14 天。不少支持此项研究的科学家也承诺，

一旦胚胎细胞混合成功，他们将在观察 6 天并从中提取干细胞之后，把胚胎细

胞毁灭，绝不允许其活过 14 天。

周灿权说，14 天的胚胎是一群细胞，它具有发育成一个个体的潜能，但器

官还没分化，神经细胞系统还没有出现，因此大多数认为其不能被称为“人”。

尽管人兽胚胎的寿命不长，科学家从其中提取的干细胞已足够提供源源不断的

研究材料，这说明，胚胎虽已毁灭，其已不具备发育为成体的可能，但仍以提

取的细胞模式延续着。

猜想 2：为器官移植提供来源 100%人体细胞器官难培育

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 150万人因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然

而，每年仅 1万人左右能够得到移植治疗，而且供体与患者的各方面条件也未

必匹配，其中 2/3 的病人可能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器官前死去。

干细胞，可分化为人体的各种组织器官，这让许多科学家怀有美好愿望：

利用人兽混合胚胎得到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挽救更多生，不过，更多科学家

认为这非常遥远。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周荣家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从生物学角度

来讲，这种“混合器官”中即便人体细胞的含量高达一定比例，可以移植到人

体，也很难实现 100%人体化，很难培育出完全是人体细胞的器官。

与此同时，尽管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增大人体细胞比例、减少动物源细胞

所导致的排斥反应，但器官中所含人类细胞的比例再大，排斥反应也无法避免。

利用人兽胚胎进行器官移植的研究仍然是一条漫漫长路，科学家需要面临

和解决大量的重大问题，“人兽交互”实验也许仅仅是科学家们迈出的试探性

的一小步。



部分人兽（非动物）交互实验室一览
项目(公司)/实验室 相关信息 时间

马斯克 旗下的

NeuraLink公司

马斯克发布脑机接口系

统，可用      iPhone      操控，  

网友：这就是黑客帝  国  

2019年7月

Facebook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不需要讲话的交流 2019年6月 30号

DARPA（美国国防部下属

高级研究计划局）、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PARC),
Rice  University,  and
Teledyne Scientific

美国      DARPA      斥巨资研制脑  

机接口，欲打造“超级

士兵”

2019年 5月 20号

Braingate  项目， Boston
University ， Brown
University，Massachusett
e General Hospital，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isty,  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Braingate      帮助瘫痪病人  

能够用意念操控电脑并

弹钢琴

2018年 12月 3日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植在大脑的芯片帮助瘫

痪病人重新获得使用手

的能力

2016年 4月 13号

NicolelisLab,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用  大脑操作的机械外骨骼帮  

助瘫痪病人快速恢复

2015年 4月 15日

巴西高位截瘫少年借助外骨

骼开出      2014      年世界杯的第一  

2014年

https://m.jiemian.com/article/1403353.html
https://m.jiemian.com/article/1403353.html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630174-100-mind-control-exoskeleton-gives-unprecedented-paralysis-recovery/#.VTZrJvldV8E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630174-100-mind-control-exoskeleton-gives-unprecedented-paralysis-recovery/#.VTZrJvldV8E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14/health/paralysis-limb-reanimation-brain-chip.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14/health/paralysis-limb-reanimation-brain-chip.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14/health/paralysis-limb-reanimation-brain-chip.html
https://www.wbur.org/radioboston/2018/12/03/braingate-piano-mind
https://www.wbur.org/radioboston/2018/12/03/braingate-piano-mind
https://www.wbur.org/radioboston/2018/12/03/braingate-piano-mind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5606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5606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56068
https://36kr.com/p/5226508
https://36kr.com/p/5226508
https://36kr.com/p/5226508
https://tech.fb.com/imagining-a-new-interface-hands-free-communication-without-saying-a-word/


脚球

人兽（非动物）杂交最近报道
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系统获得突破性新进展  

Neuralink由马斯克成立于 2017年，总部位于美国硅谷，旨在将人工智能直接

植入人类大脑皮层，从而提高人类智能。

2019年 7月 17 日，马斯克宣布，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系统获得突破性新进展！

与以前的技术相比，Neuralink 的新系统对大脑的损伤更小，并且能传输更多数

据。

Neuralink表示，它已经用机器人对动物进行了至少 19次手术，并且成功地放

置了所谓的“线（threads）”的电路，使得动物能够用大脑控制机器，成功率大

约有 87％

Neuralink团队已经成功地让“一只猴子通过大脑来控制电脑。”

马斯克同时透露，Neuralink最早将在2020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的批准，开始对人类进行临床试验

Neuralink的计划中要植入四个传感器，其中三个位于运动区域，另一个位于

感受区域。唯一外置的设备安装在耳后，内含一枚电池。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5378600
https://m.jiemian.com/article/1403353.html


核心一共有三部分。

- 一是“线”（threads），直径 4-6微米，比人的头发丝（约 75微米）

还要细很多。与其他脑机接口中使用的材料相比，不仅对大脑损害性更

小，而且还能传输更多数据。分布在 96个线程上的每个阵列中，能够拥

有多达 3072个电极。

- 二是“缝线的机器”。这是一个神经外科机器人，每分钟能够植入六根

线。整个过程，特别像缝纫机。

- 第三，Neuralink还开发了一种定制芯片，来更好地读取，清理和放大

来自大脑的信号。

据采访，Elon Musk 的终极目标是研究出一种科技使人与人工智能达成一个共

生的关系，让人类可以融合于人工智能。以至于人类在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面

前不至于被淘汰。

不需要讲话的交流

2019年 7月 30号，facebook技术网站上公布当下着手的脑机接口的项目；建

造一个可以携带的，无伤痛装置使人可以借助想象力（想象自己在说话）而打

字。主要研究人员来自 San Francisco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https://tech.fb.com/imagining-a-new-interface-hands-free-communication-without-saying-a-word/


美军打造“  超级战士  ”  

美军 2018年 8月宣布了一项耗资 1500万美元（约 1.03亿人民币）的项目 

N3，该项目将进行神秘的“极端实验”，以打造生物增强型“超级战士”。

美国国防部下属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2019年 5月份正在向科学家提供资助，

支持他们利用基因编辑、纳米技术和红外光束等技术以及工具，研制出更高效

的、非侵入的脑机接口设备。士兵可以佩戴这些设备，将他们的大脑信号转化

为指令，让其可用思维控制武器。比如，用一闪念将无人机机群送入空中；或

者将图像从一个大脑发送到另一个大脑等。

DARPA的 N3项目共分 6小项，分别由6个不同的团队接手。分别是

- The Battelle Team，

- Th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Team,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is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 Team, 

- The PARC Team, 

- The Rice university Team 

- The Teledyne Team  

这并不是 DARPA的唯一一个看起来疯狂的举动，更多详见其历史

五角大楼超级士兵项目的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      DARPA      历  史  

https://www.jiqizhixin.com/articles/2018-10-15-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56068


Braingate      帮助瘫痪病人能够用意念操控电脑并弹钢琴  

参与 Braingate计划的波斯顿与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微型芯片移植到严重瘫

痪和植物人的大脑中，使得患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念来操控电脑（打字，聊天，

上网等）。

植在大脑的芯片帮助瘫痪病人重新获得使用手的能力

小伙 5年前跳水导致脖子骨折，永久的失去了手和腿上的知觉。借助 Battelle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14/health/paralysis-limb-reanimation-brain-chip.html
https://www.wbur.org/radioboston/2018/12/03/braingate-piano-mind


研究所的 Neurolife科技，医生们在他的大脑里植入了芯片。借助设施，小伙

可以用他的意念来控制手部肌肉完成想要做的动作。

“我必须看着我的手才能知道我的手是在捏还是抓，因为我失去手上的知觉

了”

用  大脑操作的机械外骨骼帮助瘫痪病人快速恢复  

Duke 大学的 Miguel Nicolelis博士与他的团队研究出了一套帮助瘫痪病人恢

复的装置—一个包住人的四肢并且能将大脑信号转换成动作的设备。这个设备

还可以将感官讯号传递给病人，并且渐渐逐步唤醒他们的神经系统。当他的团

队在给 8个瘫痪病人装上这个装置后，8位瘫痪病人重新获得了对他们瘫痪部位

的感知与操纵能力。

也同样的借助这个设备，年仅 14岁的巴西高位截瘫少年，用自己的意念来踢出

了 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第一脚球。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630174-100-mind-control-exoskeleton-gives-unprecedented-paralysis-recovery/#.VTZrJvldV8E


人兽（非动物）交互基本概念

脑机接口（BCI，Brain-computer interface）指的是在人或动物大脑和外部机器

设备之间建立的直接连接通路，大脑一发出信号，机器就能执行大脑所传达的

指令。

脑机接口主要分为侵入式、部分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三种类型。

1）侵入式需要往大脑里植入神经芯片、传感器等外来设备；

2）部分侵入式一般植入到颅腔内、灰质外；

3）非侵入式有脑电图（E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类型，通常是通

过脑电帽接触头皮的方式，间接获取大脑皮层神经信号。

研究BCI公司的全球数量分布

为数众多的研究BCI的公司都位于美国

民间传说：

1、美国最毛骨悚然的民间传说：  “  天蛾人  ”  是真的吗？  

https://www.toutiao.com/i67108286760589726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2&from=groupmessage&timestamp=156249494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req_id=20190707182227010027057145672C043&group_id=67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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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击人描述，这种不明的奇异生物“天蛾人”的特征为：有 5至 7英尺高，

有一对类似人的脚，头额上有一双巨大明亮的红色眼睛，有像蝙蝠般的巨大飞

翼，毛皮是灰褐色，飞行时会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更加奇特的是，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1966年见过天蛾人的人或是自杀身亡，

或是精神异常，大都没活过半年。据小道消息统计，看过“天蛾人”而丧生的

人，多达 100多人。

2、昆仑山螳螂人是真的吗，螳螂人凶残的杀害      10      名村民  

1962年在昆仑山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有天晚上有几家村民都被一个

形状怪异的东西袭击，随后驻扎在村里的公安干警赶到现场，看着惨死的村民，

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有人说感觉好像是螳螂形状的人。突袭事件后部队就住

进了村子，几天的时间根本就没碰到什么螳螂人，正当部队战士在想昆仑山螳

螂人是真的吗时，螳螂人出现了，当天晚上部队和公安人员合力将几个螳螂人

击毙，但是士兵的伤亡也非常的惨重，假如在多几只这样的人估计今晚就会全

军覆没了。因为螳螂人太过凶残，后来部队派出驻兵长期驻扎昆仑山周边，不

让任何人进山打猎，就再也没有见过螳螂人，后来部队在巡逻时，发现了几具

白骨，经过鉴定是那几个失踪的村民的，他们全部被螳螂人杀死，昆仑山螳螂

人是真的吗，这件事也就此结束 ，没人敢再提。

3、 “ ”南极海底拍摄到神秘生物，疑似日本传说中的生物 人间

这段震撼的视频是在南极水下作业时拍到的，并未得知拍摄者是谁，且发现不

明生物时切断视频也相当突然，加上画质又比较模糊，导致很多了人认为这是

假视频，然而这也是唯一最能证明“人间”存在的视频。

https://www.ixigua.com/i6324250101854765314/
https://www.qiwenshuo.com/weijiezhimi/16341.html


4.   美國當地政府承認有蜥蜴人，發出警告呼籲當地居民要謹慎  

2017 年 8月 9号南卡羅來納州的緊急事務管理處（SCEMD）對 Lee county 和

Sumter county的民眾發出警告，要求在即將到來的日全食活動期間保持警惕。

SCEMD的建議相當具體，要求民眾一定要對蜥蜴人（Lizardmen）保持警惕，并

附上了一张曾经目击蜥蜴人活动位置的地图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9C%A5%E8%9C%B4%E4%BA%BA.html




二．1有没有谈到怎么对付它们？

目前没有成功的大型生物人兽混种的物种攻击的事件产生，鲜有谈论对付的方法。目前这

个阶段，混种的目的多以生物医学使用为理由。

生命进化要遵循自然科学原理，不能打破生物生态平衡。

 

人类总以为自己是地球上的主宰者，总想打破一切来实现自我。可是有些平衡一但被打破

了人类就会灭亡。 地球上的海洋，沙漠，高原，湿地这些都对物种之间的天然保护屏障，

在物种的迁移途中要越过这些天然屏障就必须要进化要变异，从而进化达到了对另一物种

不再具有威胁．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安排好的．然而现在，人类在为自己提供方便的同时也

打破了这一规律，让不应出现在这一方土地的物种错误的出现了，它们让人类偿到了死亡



的恐惧．这一切是谁之过？ 不愿看到一个怪物统治的地球，人类面临被毁灭的境地。 

二．2有没有讲到人类遇到它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

更多的是舆论谴责，没有很实际的方法。因为目前的阶段还没有涉及人类正常生活的层面。

“ 人兽杂交”实验成功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类世界的伦理观念可能被打破，也意味着器官移植方面的成本下降，更多的器官

衰竭的病人，可以有机会如正常人一样活下去。“人兽杂交”并非我们字面意义上的理解

而是属于生物细胞学的一个定义，涉及当中的一个理论：细胞融合技术。早在九十年代，

这项技术已经开始萌芽，二十一世纪，已经趋于成熟。但是因为伦理方面的观念，国家对

此项技术的应用，有着极为严苛的限制，尤其是不可应用于人体试验。当下，随着器官移

植技术的成熟，器官供体不足以及免疫排斥现象，造成成活率偏低的现状，这项技术，又

被提上了议程。不过，除了日本之外，却是没有一个国家，批准此项目的开展。原因无它

此项目的风险性是不可控的，且对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

自日本公布“”人兽杂交的成功，杂交婴儿已经平安降世之时，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陷入了沸腾与热议之中。毕竟这项技术，不从其伦理方面的缺点而言，但是其可能带来

的巨大经济效益方面，就不得不由人皱眉。

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就如这次日本的“人兽杂交”试验。伦理方面的问题，足以让他们焦

头烂额，但是另一方面，其所带来其它方面的创收，又是人们不得不重视起来的。

不断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才是人类所追求的

真理。用人畜细胞融合的方法克隆人类胚胎，已经踏入生命科学研究的禁区。国家人类基

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研究部 4 位专家联合致电《文汇报》，对广东中山医

科大学此项干细胞克隆成果提出质疑。

 

第一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 1978年在英国出生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伦理争议，而现在全

世界试管婴儿已经超过 30万例。一些重大的科技进步，在诞生时有人诅咒、有人恐惧，但

这一进步是否被人类所接受，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有益于人类的福祉，而不在于是否合乎当

时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条款。

 

当人的器官在动物的体内生长，拥有人类细胞的猪或老鼠，是不是会像人类一样思考，却

和动物一样行事？它们所带给人类社会的恐惧，早已超越了人类认知的界限和人类对科学

成果的接纳空间。古代传说在现代文明中的复活，以及未来科幻在现代的提前上演，给今

天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伦理冲突。 

也正是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可能被一些科学狂人、恐怖主义分子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利



用，我们才更要抓紧研究。不是要去害人，而是要有对策，保护自己。历史告诉我们，国

家制定的政策法规，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符合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人类伦理与科技进步之间，能否找到一个规范，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已超过了科技进步本

身。反对者指出，科学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工具，并不是毁灭自然的帮凶；科学不是

上帝，不应成为代替自然进行生物选择的主宰；即便是基因改造和生命个体重组，也不能

完全以人类的功利主义为基本目的，它必须适应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否则，《山海经》

中那些形态各异的怪兽，《生化危机》里富有攻击力的人造怪兽，并不是遥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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