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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人和黑猩猩相似？
研究揭示进化论不敢说的真相

人和黑猩猩相似吗？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指出两者的基因差
异太大，因此难以解释人是进化来的。而学者揭示进化论者
进行的人与黑猩猩基因 DNA 相似度研究掩藏着惊人的真相。

据 LifeSiteNews 近日报导，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物 理 学 博 士 汤 姆 斯· 塞 勒（Thomas 
Seiler）在 2016 年世界青年日（World Youth Day）发表演讲揭
示，进化论者不仅没有从分子生物学中得到进化证据，反而
找到说明进化假说错误的实例。

塞勒博士说：“我们大部分人听说，黑猩猩和人的基因相
似度为 99%。其实，那些人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结果不是从
对比所有 DNA 得来，而是仅仅根据 3%DNA 这么少比例的试
验结果。97% 的 DNA 基因代码功能是我们不知道的。”

1%的差别？非也！

塞勒博士强调，根据学术权威杂志《自然》2010 年发表的
分析黑猩猩和人染色体差异的报告，两者决定生命性别的 Y
染色体成分只有 40% 相同，其余 60% 是不同的。那么进化论
者怎么能根据如此之大的差别，断定人是从这些动物进化而
来？

另据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网站报导，虽然达尔文
主义者经常说，人的 DNA 和黑猩猩的相似度很小，仅仅有 1%
的差别。实际上，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一面之词。宣称 1%DNA
差异的论点可追溯到 1975 年。当时，研究者使用一段事先筛
选的黑猩猩 DNA 与人的进行杂交来推测相似度。

据报导，美国克莱门森大学基因组研究所（CUGI）的生物
信息部前主任杰弗利·汤姆金斯博士（Jeffrey Tomkins）和杰里•

贝尔格博士（Jerry Bergman）于 2012 年分析研究文献后指出：
“人类与黑猩猩基因组的相似度不会高于 87%，甚至不会高
于 81%。”

也就是说，人与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巨大，很可能超过
19%，差异程度可高达 30%。尤其是男人和雄性黑猩猩的 Y
染色体差别极大，这种结果和进化论者所希望的情况完全相
反。

遗传学差别明显

据美国弗吉尼亚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的生物学家
戴维·德维特（David DeWitt）论述，人和黑猩猩的差别太大
了。染色体数量、染色体的结构及特点差别均不同，如人有
23 对（46 条）染色体，染色体的端粒（telomere）DNA 长度
为 10K 碱基对，而黑猩猩的染色体为 24 对（48 条），其端
粒 DNA 为 23K 碱基对。

而且两者的第 4、9 及 12 对染色体差别非常明显，以至于
进化者认为“遗传物质发生重组”（remodeled）。“重组”

就是和进化者所说的渐进性变化完全不同的表现，引申之意
为非进化。尤其是，在决定性别的 Y 染色体方面，遗传物质
更是截然不同。

德维特补充道，这些差别都被进化论从他们的研究论文中
剔除，不在遗传学方面加以论述。

“相似”与“进化”无关

澳洲生物学家唐纳德·巴滕博士（Don Batten）解释，人和
黑猩猩以及其它生物都有相似性，这也是人可以取食各种动
植物的原因，也是生命产生及延续的一种现象，但是“相似”
和“进化”不存在逻辑联系。

巴滕博士举例，保时捷和德国大众的“甲壳虫”汽车具有
相似的空调设备、刹车、发动机等内部构造，及相似的颜色
和车形等外在表现，但谁也不会联想保时捷和“甲壳虫”车
之间存在什么“进化”的关系。

1%的研究背景

德维特说，这种所谓相似百分数的表达掩盖了一个这样的
事实：具体有差别的巨大 DNA 数量，1% 意味着 300 万 DNA
碱基对的差别。这涉及 DNA 基因的序列特点也有不同等各种
与遗传相关的分子生物学信息被一个简单的相似度术语掩盖。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的报导指出，令人奇怪的是，
即使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证伪，这种 1975 年得出的粗糙假设性
结果，仍然在 2012 年刊登在学术界权威杂志《科学》上。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volutionäre Anthropologie） 的 遗 传 学 家 沙 凡 特· 帕 浦
（Svante Pääbo）曾说：“对于如何看待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
是一个涉及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问题。”

这些生物学研究的深层问题已经超出学术范畴。报导分析：
“或许进化论者之所以紧紧抓住 1% 的迷思是出于政治、社
会和文化方面的缘由。通过 DNA 对比得知，人类跟黑猩猩在
DNA 上相去甚远。而进化论者除了否定对比结果所反映出的
清晰结论外，其目的又是什么呢？”

坦恩（Thommy Ten）和梵塔斯（Amelie van Tass）是来自
奥地利的一对年轻情侣，他们自称是千里眼（clairvoyant），
能以心灵感应能力“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在美国电
视节目《美国达人秀》（America’s Got Talent）2016 年的初
赛中，他们以其突出表现崭露头角，随后从复赛到决赛一路
过关斩将，最终赢得第二名，其每一次的表演无不令评审与
观众感到不可思议。

这对情侣表示，梵塔斯从小就觉得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
她能从远处感受别人的感觉，而且有很强的直觉。直到她与
坦恩相遇并开始约会，不寻常的事情相继发生。由于她与坦
恩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连接，只要是坦恩手中握着的物体，
即便他在另一个房间，她都能感知该物体的细节。

他们一开始只与亲友分享这种特异功能，后来开始四处表
演。当被问到为何参加《美国达人秀》时，他们回答说，他
们喜爱这些表演，希望与各地的人们分享。

在初赛中，坦恩和梵塔斯邀请一名评审带着手提包上台。
在梵塔斯蒙住双眼之后，坦恩请该评审从手提包中任取一样
东西。梵塔斯“看到”它是唇膏，而且还说出它上面标示的
号码。随后她继续描述观众和其他评审提供的物品，结果都
完全正确。

在复赛中，同样蒙住眼睛的梵塔斯成功说出多名评审的骰
子点数、纸牌点数和花样，甚至是纸钞上的序号。

除了千里眼之外，这对情侣似乎还拥有其他特异功能。在

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们声称要读取评审脑中的思想，但在成
功说中评审挑选的糖果颜色和数量后，他们改口说，他们其
实是以意念控制其思想，同时公开黑板上预先写好评审会挑
选的糖果以示证明。

而在半决赛中，他们露了一手读心术与预知能力，不但说
中多名评审心里想的事情，而且以事先准备的物品证明。举
例来说，梵塔斯说中一名评审在想其祖母爱瑞斯（Iris），而
其项链上盒子内的纸张就写有爱瑞斯这个名字。

到了决赛，梵塔斯再次展现其超凡的能力。她除了说中观
众的生日之外，也在透明的水箱中写出一名评审的信用卡的
最后四位号码和到期年份。而她项链上的盒子内也写有当天
一名评审对另一名评审取的绰号“wanna bean”。

坦恩声称，他们在决赛中的表演，在几个月前就先安排好
了。这似乎是说，他们事先就知道当天会发生什么事，包括
那个新取的绰号。

至于梵塔斯为何选择在水箱中写出她“看到”的信用卡号
码？这可能是因为先前有观众推测他们使用耳机或摩斯密码
进行通讯，如今她在无法进行通讯的水箱中表演，或许可以
破除人们对其能力的质疑。

经观众票选，坦恩和梵塔斯最终在 10 个参与决赛的个人
或团体中脱颖而出，荣获第 11 季的第二名。而第一名得主则
是一名长相与歌声酷似美国女歌手泰勒丝（Taylor Swift）的 12
岁女孩。

张秉开 编译报导

自从 1998 年我修炼法轮大法至今，丈夫虽未修炼，
但也不反对。2000 年我因进京上访，被拘留后，又被
非法劳教。政府人员哄骗我丈夫把其他炼法轮功的人
说出来，就把我放回来，他没有那么做，因此得了福
报，多起伤亡事故，都躲过了，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下面就说说，近两年来，在他身上发生的神奇事。

丈夫是个大老粗，念了小学五年级，还尽逃学了，
这没文化的人有时很固执，在家里，我怎么教他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从不张口。丈夫每年秋季都
出海打鱼，临行前我总是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卡片，并
叮嘱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常念
得福报，保命保平安，他都欣然接受。

2013 年，丈夫打工回来后，总和我叨咕胯骨痛，
他说是不是股骨头坏死，我就带他到县医院检查，做
彩超，做核磁共振，花了五六百元，也没查出什么病，
医生给开了点止痛药回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疼
痛依然如故，我一在他面前，他就叨咕胯骨痛，胯骨
痛。我说那我有啥办法？大夫都检查不出来病，让你
念大法好，你又不念，我有啥招儿。丈夫说你怎么知
道我不念啊，出海的时候我就会念，你知道吗？那海
上无风三尺浪啊，在船上风浪过来很吓人的，一起出
海的朋友都说大浪一来真害怕呀，因每年都有掉到海
里丧生的。他们问我害怕吗？我说我不怕，其实我心
里就在念九字吉言呢。还有一件事，我都没告诉你，
我和一个船工在船上放缆绳，我在把杆这头他在那头，
桅杆的螺丝因年久腐朽断了，桅杆折断下来，把那个
人当场就砸死了。出了人命，老板也被抓起来了。干
了 20 多天活，我也没要钱就走了，又找了一家船。回
家后你还问我，今年怎么挣钱少啊？ 我都没和你说，
怕你担心。

不知过了多少天，一日清晨，还没等我起床，丈夫
就起来了，在屋地上来回走，边走边踢腿，哎呀，我
好了，哎呀，我好了。我看他满脸惊喜满脸笑容的样
子，就追问他怎么好了？怎么好了？他不好意思地和
我说：“昨天上午你不在家，我给师父上香了，并跟
师父说，师父我腿坏了，帮帮我，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然后跪下给师父磕了几个头。”就这样，医院
没能看好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因为丈夫在胯骨疼的万
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大法师父能帮他，发出的是一
颗诚心，所以师父就管他了。

去年冬天，丈夫在山上抬木头装车，不小心脚踝骨
被木头砸了，因为两个人一副肩，四个人一伙，他要
是下来了，其他三个人也没法干了，所以只好挺着干。
晚上回到家，朋友来电话问，你明天还能干吗？不行
我好找人替。丈夫回话说能干没事儿。接着把剩下的
两天活儿也干完了，脚脖子也没肿。过后，他跟我说，
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求师父了。师父啊，可别让我脚
脖子肿了，我还有两天活没干完呢。我说你看你想到
了师父，师父就帮你了。后来一起干活的朋友都夸他，
老四你真行，脚脖子砸了还能抬木头装车。他说这算
啥事儿，再说，剩两天活了，上哪儿找人替呀？之后
的几天，脚脖子有些发紫，我给他买了膏药贴上，又
疼了六七天才好。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样一
句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
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丈夫当时就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并求大法师父帮助，以至后来朋
友夸他时，能说明是师父帮助，并诚心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我想他不至于又疼了六七天才好。

我个人领悟，你对师对法有几分诚信就会得到几分
的福报，所以我真心的希望，有缘能看到这份稿件的
朋友们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诚心
念诵，在关键时刻他一定能使您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因为大法师父是来世间传法度人的，他传给人的是宇
宙大法——佛法，是真正能使人得救的高德大法，所
以威力无穷。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诚心念诵，一定会
得到大法赐予的更大福报。

千里眼情侣大显身手
获《美国达人秀》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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