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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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子也就是地球脱离母体后到一

定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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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颗粒物质也就是一块块板块粘连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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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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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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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自转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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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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专家学者对地震防治研究作

学术交流。  

  谈到地震防治，首先用新理论统一场论来从地球起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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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

子也就是地球脱离母体后到一定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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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种颗粒物质也就是一块块板块粘连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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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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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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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向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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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

快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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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由如太极子电子等速

度快慢和分布的数量多少，铺设了一条所谓磁场高速公路通道，产生出质量大小的电流等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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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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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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核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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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能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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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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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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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受到日月的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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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自身运动吐呐出的氧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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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北极严寒进化出北极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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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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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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心椭圆运动气旋里形成统一，进化出是更高级的智慧生物——直立行走的人种。 

虽然他们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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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各种自然灾害增多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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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为了解说清楚些，我用导游对话式来解剖地震各问题。 

“老板，你等一下，让我再仔细看看。好像走着走着发现路面越来越宽了，而且有一边还在突出下垂。” 

  “不错，我也有这个感觉，自从夜间两时后,地壳、地幔板块一端都朝太阳方向做突出下垂加速运动, 板

块与板块内活动缝口张大 。” 

  “果真是这样，两个板块交界处是地震带，由于地幔板块面经常受地壳板块位移,推挤摩擦发热积蓄增

温，也受地核被离心力运动时，对地幔推挤摩擦发热，使一些岩石已转化成铁质熔浆了，并在不断增气压力，

原子承受不了这个力就容易发生地震。” 

  “那好呀，‘不识地震真面目，只缘身在地壳外’，不走了，这就叫呆子娶老婆，坐守。” 

“这个地方不是南极不能坐。在那倒霉的南极，是极少产生地震。因为南极冰天雪地就像冰柜，将地壳

内进行了降温。此外，南极周围离心力极小，虽经长时期地壳在地幔板块上位移推挤摩擦发热发光的积蓄，

能使地幔内有一小部分的熔浆体被压送进莫霍洛维奇间断面内，也就是南极小板块活动缝内，但它无回天之

力，只能在南极地壳内部地区，进行合成和进化或分化时将一个个原子进化出煤碳、石油及一次次爆发出极

光之类气体等。并且南极和北极板块都没有运动量, 最适合生活在地核空穴中的地球内人类居住、造飞碟等。

现在我们俩不但在活动缝空穴中,而且是在赤道附近地区, 受到两种不同作用力，推挤摩擦发热产生出的水

分子就多。和地核的能量进入活动缝空穴中更厉害。 

老板快看, 地核在 450 万个大气压力和 4000 度高温，以及在自转离心力作用下，那些熔浆就像炼钢炉

打开了似地，夜两点钟后，顺沿板块突出下垂张开的活动缝像蛇形奔流着，穿过了古登堡面进入了软流圈，

又穿过了地幔 b 层、Ｐ层，那些榴辉岩石层的温差越来越加大，因此那些液体的奔流越来越慢。同时，当自

转使板块逐渐转移到夜间时，一块块板块也在依次向内收缩弯曲做降速运动，这股逃逸出来的熔浆体正好在

这里安营扎寨，屯积能源。” 

  “是呀，如果不是板块不断向内收缩这股降速力，经过一个白天的加速奋斗，那些熔浆肯定突破地壳一

道道防线，逃逸出地壳形成火山爆发。”“可能也不是这一个原因，其它如地壳太坚硬，地壳地幔地形太复

杂，地壳内被两种作用力摩擦出的温度还太低等，无法使熔浆产生穿透地壳的能量。” 

  “你看那些被囚固在莫霍诺维奇间断面内的高温高压熔浆和气体，在板块不断往内收缩的挤压下，就像

液压千斤顶似地将地壳板块一端轻轻地顶起，也使一个个原子发生臌胀，地面已鼓得像个小山包似地。” 

  “不错，这些无塑性的岩石圈肯定承受不了这个不断加压的极限，岩石圈就会发生爆裂。你看有什么方

法制止它不再加压扩充，这样就不会发生火山或地震了。 

  对地震防治办法是有，而且地震防治比地震预防、预报更有效果。好比谁人知道某天某时生阑尾炎病，

但我们用外科手术将它提前开刀切除，就可免除后患一样。并且还能搞出许多其它经济效益名堂来： 

  一、我们要在地震带活动缝（但最好远离原地震如唐山震中心约五十公里外处，这样可以节约成本）、

原大断谷处、原中国地震带分布地势图上地区、环形山脉周围、高大山川脚下靠河流边，面朝东地段、长江

沿线或在地震带上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大中型城市等地段，均应在长二百公里,宽一百公里的地面上，每 5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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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在人口密集居住的地震带地区可适度密些），用石油钻机打直径五十公分，深一千米以上防震井，常年

可试用罗平亚教授发明的深井高温聚合物处理剂，和屏蔽式暂堵技术化学粘合剂，或化学制冷剂,向内投放。

这种地核高温未进入莫霍诺维奇间断面，向板块活动缝内不断投放粘合剂使它化学反应处理降温降压，并使

地幔内活动缝被这粘合剂封住活动缝口,进行可塑性粘接，不许被复制出来的高温高压熔浆进入地壳低温地

区，这样就不容易引起原子内连琐核聚变反应, 减少地震发生。即使有少量进入，震级不会大。现在就是发

生了,也照样可以在震中周围 150 公里外,（就像扑灭森林大火砍伐树木为隔火墙一样）顺沿地裂缝或活动缝

内深处多施放粘合剂或化学制冷剂。长时间内，万有引力也会将粘合剂或化学制冷剂,吸入地幔板块活动缝

内，内部高温会使它可塑性粘合，或用大液压泵将化学粘合剂压入板块活动缝内，最好越深越好,多投放粘

合剂或化学制冷剂,等隔温材料降温降压，阻止那些高温液熔浆体向四周蔓延或迫使熔浆少进入，甚至不进

入，以便改善地壳内环境,少发生余震和强震。 

  也可大量向防震井内投放耐高温牛油，或硬脂酸等润滑降温降压材料，来降低或消除活动板块接触面，

受三种不同运动推挤摩擦发热的能量，这样地壳与地幔板块活动面，摩擦发热转化为铁质熔浆的能量就大大

降低了，或水分子聚合后复制出的地下水也大大减少。就可使地壳内降温和原子内降温降压，就不能发生地

震或少发生地震。这种提前进行可塑性粘合封闭处理或润滑处理降温降压，有利于改善地壳内运动环境的质

量，延长地球寿命。同时还可以大大降低地震能的破坏和降低气候增暖，及改善一些地区少发生特大旱后，

再发生特大涝机会。（其实火山和地震爆发的能量不是主要来源于地核，地核在中心可能受几十亿年降温，

已成可塑体或固体态，它不能直接形成和喷射火山物质的能力。）         

  二、在板块活动缝两边约长二百公里、宽一百公里内地段，也就是地震带区域，每 50 公里用钻探机钻

打一口深一公里、直经一米的深井，用一公厘米厚钢板圈成铁管，并在铁管周围每平方分米处打一厘米直经

的孔，将铁管一节节套连接到地面上（如 200 米就是岩石层,如为了节约成本在 200 米內连接）。为了提高

防震能力，便于好打,用钻探机也可再向下钻 500 米，口径可改为二十公分，这一部分就不一定需要用铁管

连接了。以后在铁管上边加铁盖，按装水泵按装气压表。平时大量利用地下水和地下热能，当地核强大的高

温高压进入地壳，它会自动排爆和预报地震, 而且还将地壳板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位移运动的因果

地震，所储存的推挤扭拉混合能量,储存进原子内的高温高压,通过此透气孔一起释放掉，减小因果地震能的

破坏程度，或能引导到地壳外排泄就不会发生 7 级以上强震。并且如打到地热点上时, 也可在地面上建温泉

浴室、地热发电站等，如打在泉眼上，就可经营矿泉水综合开发利用。或将地下水引导到地面进行水循环冷

却来降温降压。 

三、抽真空法，将真空机装入地壳内，不断地将地壳内也就是原子内不断增高的高温高压排掉，从而降

低地震能的破坏和减少地震机会。 

四、降温法,不断大量向地壳深处投放冷气降温，就可减少高温高压同地下水合成反应下变成“混合烃，

来激破岩石内原子的爆裂撞击地壳引起的地震，请参看大科学家王德奎揭秘“水变烃”或“水变油”秘密文

章就知奥秘了。 

也可大量利用空气中热能和地下热能，海洋热能，及大片植树造林，来减少地震机会和降低震级及降低

气候变暖。 

  其次,不要在地震带上搞大建筑群建设和水库，否则地面要做防水漏水措施。不要在地震危险时搞大爆

破作业，特别地下核武器。 

  以上这些可以防震治震，但我们在无任何防治条件的情况下，只好坐以待毙看地震能演戏了。老板你看

见没有，这股板块位移运动不断推挤扭拉向心力向内挤压，和地核被离心力向外推挤摩擦出高温高压熔浆体，

终于使一个个原子不断臌胀岩石圈发生了变形，一股强大的混合气体流就像电源导线发生了短路一样,使整

个板块活动缝空穴中被连琐聚变闪电照得通明。这种闪电不断显现，又使那些周围没有引爆的原子内气体和

小分子物质加大了膨胀和无序运动，由于地壳内结构和环境复杂，穿出地壳外，形成了千姿百态，它就像《唐

山地震之迷》一书中所说那样，震前 5—6 小时，天空开始出现少量、零星而分散的奇异闪光——蓝色闪光，

这蓝光在黑暗中时隐时现，恍恍惚惚地持续二十分钟，泛泛发光区呈现出破晓时的朦胧景象，极震区出现早

亮度大，泛泛发光区开始向外扩散，具有多色的、变幻的（红、蓝、紫、白色等）球状光在外围陆续出现。 

  震前二至三小时，极强的红光不时在天空闪烁，并开始呈现红黄相间的游荡光带。 

  震前一小时左右，多处出现红色、紫色、粉红色的涤状光柱，彩蛇似的条带和似火龙般的光带闪闪发光，

逝而复生，即闪即逝的、五颜六色的、形态各异的光彩，在黑暗夜空的背景上，犹如火龙当空飞舞，彩带在

空中荡漾！ 

  地震爆发前一至十分钟，在震区地光开始同步出现，勾画出一幅有声有色的震前景观，其频度、强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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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增强。发震断层附近，忽然天空亮如白昼，连对面楼房的墙缝都清晰可见。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光象转

换断续映现在冀东的夜空，兰变红，红变白…… 

震前一分多钟，距震中二十五公里的东北方夜空中像雷电似地辐射出三道刺眼的光束，瞬间消逝，随即三股

蘑菇状烟雾喷吐在夜幕上。 

  地震即刻来临，市内小山区天空发红，天昏地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一股大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听“风

声”很大 ，但吹到身上感觉并不大，“风声”过后，忽然亮得厉害，脚下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像耀眼的

闪电一样，但比闪电持续时间长，约有七、八秒钟时间，颜色为白光略带红彩，亮度消逝后显得特别漆黑。

并且相续出现了这种地声和地光现象大量发生在震中区，少数在外围，地声出现在东、西方向断裂带附近为

多，而地光则在东、南、西居多，两者既相伴又相离，交叉出现。 

  你听由于距离声源的远近不同和方向差异，也因为声音传播介质性质不一,并且由于从地裂缝直冲天空,

以及人们听觉反应各异，加上描述比喻上的局限等因素，造成了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表达。 

  忽闻远处有声如雷，又似夹杂狂风骤雨，一种古怪的风，—直听‘风声’而不见树梢摇动——远远而来，

从天上到地下，从地下又回转到天上，一股强大的立体声像飓风似的吼叫着，铺天盖地，犹如千军万马奔驰

而来，又似千万只猛虎下山疯狂嘶叫。如果你站在东部地区，就好像听到，犹如一列火车轰轰隆隆从地下奔

驰而来；对西部地区人来说，地声最强烈时宛如狂风呼啸；对北部山区的人来说，地声像是开山采石放连珠

炮的声音；对南部平原人来说，地声好似从唐山方向开来一队队压路机的轰鸣声；市区，巨大的、沉闷的立

体声响连成一片，令人惊诧而难以忍受并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现在是震前瞬间的声光剧变，它既是地震

前兆的高潮，又是震时最壮观的序幕。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市内上空一道道青白色、紫红色的冲天光柱不时呈半圆形向上辐射，条带状、球状

光交织相映，一束束闪光四起，放射出夺目的光芒，红、蓝、黄、白色闪闪再现。 

  只见地光过后，岩石圈内和原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地壳小活动板块在自重和引力作用下，立即往下落

去，冰冷的岩石层一接触到储存在地壳内的高温液体上，或高温溶浆体射进冷水中。就像热油锅里放了几滴

冷水似地，岩石中原子和溶浆体立刻发生了爆炸，这股力使大地也发生了弹跳，先是上下，使岩石层有所松

动,紧接着地面发生无规则弹跳，地壳板块出现左右摇摆和无规则猛烈震动，紧接着岩石内原子发生了核聚

变式连锁猛烈弹跳爆炸,其声如击鼓撞击地壳。科呆子，你瞧,这个剧烈撞动和抖动进一步使岩石圈一层层岩

石被高温击碎，进一步破坏了岩石圈整体性，地壳内部空间越来越大，而且该死的熔浆还在不断向这些区域

扩充，使破碎的大榴辉岩石，又被爆破成小榴辉岩石，直至温差平衡方能停止爆裂。” 

“是呀，难怪每次地震时间那么长，原来是这个熔浆坏东西在作怪，它总是每天晚上五点钟后就随着板块

降速运动向内收缩弯曲的挤压力,悄悄地从地壳、地幔活动缝里退回地核内，或它被复制出的热能量也大大

降低，使地震震级和次数相应在减小和减少。到了夜间两点钟时,板块活动缝无论地壳还是地幔,活动缝都已

收缩到天衣无缝的地步。这时地幔像隔热板似地，已将地核隔开。这样反而大大加快莫霍诺维奇向断面内温

度下降，同时板块不断收缩的挤压力，又使地壳内和原子内重新充压力似地，地壳又被高高顶得鼓起，地面

再度发生大面积降温冷却，这种每天一次, 北京时间夜两点钟后至六时前，继是板块内原子被收缩挤压极限

释放能量时，也是板块运动的一元复始又重新依次突出下垂加速运动危险时的开始，下午五至十时前也是地

下板块位移运动变化大、地磁场无规则性, 特别地球自转不匀速最快这一年时期最明显, 复制出的能量最厉

害，地下水也最多。地震机会多，震级强，破坏力大，包括易使各种操作人员在同样情况、同样速度下确操

作失控,发生各种意外事故现象，如车祸及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的飞机坠毁等等。” 

  “老板，你快看, 被这个熔岩高温高压坏东西一折磨，几十、几百公里的坚硬岩石圈已被破坏得四分五

裂，松散、破碎地瘫痪在那里。” 

  “不错，地震过程就像破碎机似地，将一层层岩石进行破碎加工转化，我们俩在地壳内亲眼所见地震能

这个造物主,怀育产生新的物质的野蛮性和长期性，每天白天受离心推力作用大，复制出熔岩高温就高,发出

震耳欲聋的爆烈撞击声、弹跳声，使大地都发生了明显变型，要是不知情的人，真是吓得屁滚尿流。” 

  “地震能这个造物主确实太野蛮，而且它发生时间无规律叫人防不胜防，多少人冤死在它周围。那地震

为什么不能统一发生在傍晚五到十时和夜间两时到天明六时的地震危险时呢？说起此事也比较复杂,各种因

素也较多。但万事不离其一, 谁给它不同能量, 就可产生不同结果。就拿地核液体来说吧，它并不像炼钢炉

内流出铁水一样纯洁的液体，地核在内部作螺旋式往复上下旋转运动时, 一些固态物被旋转复制成如火山弹

之类物体,均被离心力作用, 同地核液体一同射进地壳、地幔活动缝内。这些固态物射入后，破坏了板块向

内收缩，使其达不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当然，有些地区板块运动快,也有些地幔表面与地壳结合也不平整，

有空道，地核就不受排挤，继续存留甚至还不断向低温地区扩散和漫延，寻找不规则合力产生地震，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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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间都可发生地震，这不过震级有大小不同而已. 因其它时间发生地震主要靠推挤摩擦产生出高温高压

和熔岩。而夜间二点钟后地震就有三种作用力：一、板块位移运动和板块向东,也就是朝太阳一面突出下垂

加速惯性推力大，复制出能量多。 二、地核熔岩进入活动缝内多。三、原子中心空穴内的如夸克，它的质

量一方面受到加速挤压, 另一方面已被加速惯性复制出更多能量, 当它再次进入中心时,无论色还是味，立

刻会使空穴中泠气体或地下水物质，被它质量大的高温度蓝光等发生核聚变引爆。因此震级就强大些。同时

每一次自发地震主震过后，还有余震，我们俩还要小心为好。” 

  “科呆子，你这个说法是违反能量守恒定律了，板块位移运动的推挤扭拉混合势能已释放掉，在短时间

内那能再产生这么强的地震能”。 

“不，不，老板，地震由两种性质产生的，一种是因果地震，一种是自发地震。因果地震是由板块位移

运动或其它外力汇聚，而使板块承受不了推、挤、扭、拉的混合蓄力破坏，能量发生了释放而产生的地震。

它的能量小，事先有征兆，通常没有余震和地光等，防治时可以向地下灌水，减少板块运动的势能储蓄和破

坏。而我们刚才见到的纯属自发地震，它是通过球体板块运动结构变化,和被推挤摩擦力大小及地下水多少

引起的地震，高温高压的熔岩是左右一古八直射入地壳表层活动缝周围空穴内。特别下午一至五时是强作用

力场做出的能量大，来的突然，发生前后各种自然现象也较多，如地光、地声、地磁场异常、地下冒烟、余

震以及动植物反常等。 

并且自发地震有时还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量,这是人的情绪长时期受压制形成的,一股看不见的运动

能量气或称波集聚，使这个地区加快加大板块运动速度和原子内能量复制。这个地区地震多了一个无形外力

合成，发生时来的突然、猛烈和震后事态发展明朗化。例如二零零肆年印尼等国遭受了严重地震和海啸灾害，

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又能发生了 7 点 6级余震。这是地震学家无法用现有地震理论能自圆其说的，那为什么会

发生这个大灾难？而且震后会出现怪事呢。你看宇宙当初为了形成万物, 仅以弥漫气体运动和合成, 最终能

进化出恒星和各种物质。人类是因为有了气,才有意识能发明出各种新产品和能消耗各种物质，由于物质不

平衡,又形成了志气、恕气、恨气、怨气。以及人类意识发明出地下核武器爆炸的力气等,为宇宙进化出更多

地下水和新物质，并提供了新的气源能源波。你看中国地震论坛网上那个山东地震农民专家杨志敏，就能根

据这个气和波形成的地震云变化，进行地震预报。所以，印尼被杀的几百万无辜共产党人和老百姓, 当时没

有用火化来烧毁掉尸体上的灵魂信息，那些溃烂尸体气体存有各种智慧数据，就像人体内血液一样输送给别

人，今后就有新的智慧合成出现一样。那股冤死的气流在宇宙运动长时期集聚复制，并同地壳、地核能量及

那个有水域环境气流进行合成。形成自发地震和海啸之势就更强大、也更有灵性了。向印尼人民发个好兆头，

伟大慈母苏加诺总统女儿将上任，大海为重大喜事, 先欢欣发出海笑，也向台湾领导人发个好兆头，天意不

可违,分久必合气数已到, 再有三任总统,2010 年定在统一或同一个中国原则下发展，和如何对世界和平大同

一作切合实际负责任的贡献。了解宇宙万物形成规律,并不迷信。就知道那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及地下水多，

不信等待事态发展，或到中国科学院及华国锋主席处, 核对有关当时前我的信件。 

当今世界物理学家霍金天才是博土生好写文章。我是小学毕业, 物理化学一窍不通。 连写出英文字都

不认识和标点符号都不会打，而且没钱购资料看。长时期积善运动下世苦吃尽还受了各种气, 几十年时间写

出约十分之一与我工作从不沾边、同时周围没有人懂这方面知识或感兴趣的人。包括某某学报专家们对我感

悟写的地震起因和防治、创立统一场论、伟大宇宙母亲大分娩、二氧化碳不是气候变暖罪魁祸首，及【【月

球医生】】小说等，论证有没有申请诺贝尔奖的理由。 他们对文章中创世纪论点,没有用各界专家, 如天文

专家、地震专家、生物专家等等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联合评审，迫使他们叫我向其它专业性更强的刊物认证。 

  我知道地震是自然规律，可不好的政治前，为什么有此发生，如苏联解体前大地震，日本市场疲软前大

地震，菲律宾内乱地震，台湾逆天行事闹台独大地震，第二年又闹台独又发生大余震，中国文化大革命前邢

台大地震和粉碎四人帮前唐山大地震， 特别是硕石雨，天地相应一点不差，一点不乱，当时天上出现三个

火球，七七年一年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家主席毛泽东先后在一年内逝世。是不是

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罕事。一颗星落吉林,粉碎四人帮没死一个人。另一颗星落常德，人民富起来了，就像

糖山倒下来了相应。文革前邢台地区地震，预示人们像走上刑台的一场灾难及将到来。邓小平逝世前，天上

也大下陨石雨（在山东），地上也发生大地震（在新疆），这是不是天地又应了两件事，老革命家领导人到

此结束，新的领导人诞生。这是不是上帝或地壳内人类居住环境遭到我们人类破坏,暗示我们人类所作的恶

结果呢？这么说, 我们也向地壳内的人类学习, 如台湾、日本发生战争, 那个地方特别，就不需要像美国在

日本掷原子弹那样来制止战争,只要在夜两时后,在地壳地幔之间活动缝深处内放大量热能,或直接用特大型

爆炸震动,来诱发地震,甚至还能发生海啸, 并且它不像美国人不给战争赔偿, 如唐山地区 7660 余年和一万

四千八百余年的前两次大地震后，地震波及地区内原子遭到强大破坏,使原子物质元素在唐山地下进化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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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公里以上的大煤矿。当自发地震发生时,就不能向地下灌水了，这样做会助纣为虐，加快加大震级。” 

  “你真说得呆话，地震时逃命都来不及了，还有那个不怕死的敢向地下灌水呢？” 

  “不对，不对，你不向它灌水，它自身会灌水。你看我们刚才所遇到的地下水，由于地壳整体性遭到地

震能的严重破坏，那些地下水必然会向地震区域内游离。同时，地震过程中大量的地核热能,不断向地壳外

部和地壳内部扩散，必然引起地下水进一步复制和气候环境的变化，如暴雨或干旱的异常天气，当大量的暴

雨降落在地震区域内，已被地震破坏得四分五裂的地壳岩石圈层内,不断受地面水或地下水袭击降温，从而

再一次激活地震能的爆发，水渗透越多越快，余震的震级就越大。因水在地壳内高温、高压等反应下就转化

成“混合烃。这个“混合烃”不断被复制到极限时，发生大爆炸能量可强大。你看台湾发生了大地震，第二

年下了场大雨后又发生了约６点８级大余震”。 

  “我也看到了这个现象，地面水和地下水都哗哗地向莫霍诺维奇间断面流去，地壳上板块冷却加快，看

来地核液体一到,真要发生地震了。” 

“老板，我们不能凭一点点经验和信息,就说某时某刻在某某地方发生多少级地震。你要知道地震的预

报要比天气预报难得多。它也是在不规则合力运动作用下，还必须在事物发展的统一地中有一定强度，才能

产生地震.有时甚至产生不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是合力其中一个外力因素没有形成，如地球自转不匀

速周期已到，突然降慢，离心力下降，造成合力不统一，因此就产生不了地震。或因地下水流入地壳内太多，

降温、降压就产生不了大地震。所以，我听别人吹美国和苏联人能准确预报地震，我就发现，个别中国人只

会为外国人吹牛皮，可外国人就是不争气，他们也不能准时预测在某时某地发生地震。可以这么说，不把先

进的地震仪器放入地下，和了解地壳内结构承受力和板块运动状况，同地面上各种作用力数据结合，特别这

个地区板块位移速度快慢的多少，产生地下水和温度变化及磁场等，就不能准确预报地震。 

我们俩可不能大意，这个在不规则合力运动中产生的自然，当你通过先进仪器认真观察，它并不自然，

它们有它们的运动形式和生存规律，它们之间配合得总是那样默契，当它们以为大势已去不能形成合力时，

就悄悄地各奔东西，让地震能破坏的岩石在地壳内部，在新的不规则合力运动中产生新的物质和新的原子。

如那些不含水“混合烃”油或原子中不同元素, 同被高温破坏击碎岩石进行了合成，再经自转不匀速的能量

进一步拌和加工，就可在绝对封闭静置环境的状态下，岩石原子进化成能燃烧的‘石头’煤碳来， 而一些

没有被高温击碎的岩石化合物“混合烃”油就不易进入或少进入,就夹在煤碳中为阡石。这才是真正煤碳起

源” 

  “照你这么说,地壳内到处都有煤碳了。” 

  “那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一定范围，如地震带或板块活动缝地区较多，而在地震带地区岩石和其它方面

不规则合力还必须具备转化产生煤的条件。” 

  “不具备转化产生煤的条件，这个地区就什么物质都没有了。” 

“话不能这样讲,自然界不规则的合力运动,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不同质的合力，在事物发展的

统一场中可以产生不同质的结果。你看地震能本事多大呀，它所波及的地区十分广阔，虽然它一次次佘震消

耗了它质量, 使地震逐渐减弱和消失，但那些被推挤摩擦产生出高温高压和熔液, 左右一古八直射入地壳表

层活动缝周围每一个空穴内, 并向两端形成了气旋团后，平均每天以 15 公里左右加速顺沿活动缝向前推进,

约自我复制出的能量到了 1个多月后高温高压极限时，会发生大余震或持续干旱天气。 

 因那地下水和高温高压形成的气旋团也像地面降雨地区规律一样，一段一段地区和时间才被加速复制

出更多水去扩展它的地盘，甚至几百公里发生余震。它对地下各种物质的进化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它如果

是浅表性地震，岩石层内原子所吸收到化合物“混合烃”物质就少，煤炭的质量就差，而深度地震煤碳质量

就好。或产生出石油就多” 

   “这么说，地震过程是怀育产生新的物质过程。”  

  “可以这么说，了解利用地震能之后，发现它功大于过。没有高温高压和板块运动及不匀速运动的合力

加工，你再多树木在地下也进化不了煤碳。你看我们地球上煤碳存储量多雄厚，幅原多辽阔，请问世界上哪

有这么多地区、有那么多树木沉积到地下而孵化成煤碳呢？” 

  而现在,那些地面水和地下水,又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它们也悄悄向周围地区被地震破坏得已四分五裂的

岩石层上流去，水到之处，岩石层内发出滋滋的冷却降温声，蒸汽越积越多，形成了气旋团也越滚越大越快，

拌和着地壳内压力明显再度增高，渐渐地使地壳地面又被高高抬起。这种每天夜两时后地核又乘虚而入进入

地壳内，使不规则合力又在水的诱发下重新合成产生进化，这是解说需要的一种能量, 主要是地壳内两个月

左右，形成的气旋团就可使地下水在地壳内被高温、高压等反应变成“混合烃。这个“混合烃”不断被推挤

摩擦发热复制到极限时，发生了大爆炸.地壳承受不了这个极限就发生四至六级佘震，又一次发生了一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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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层反弹，只听地下叮叮咚咚的爆裂撞击声又响个不停，其声如击鼓，大地也再度发生弹跳摇晃和变形，地

面错位变形也更加加剧了。” 

   “我的乖乖，从地震到现在甚至有近年把时间，余震还这么厉害，可是没有一次超过主震，这是什么

原因？” 

“你要知道地震的强度主要受三个方面制约，一、地壳板块的强度和板块内存在什么样原子质量，又划

分三个因素：内部的强度、湿度和封闭性能；二、地核逃逸入地壳数量和温度；三、内部合力包括自转不匀

速的离心力向心力推挤摩擦大小，以及意外能量补充的多少决定强弱，时间长短和对自然界破坏程度。例如，

我们地球陆地特大地震周期各个地区有点不一, 但总的大约发生在太阳黑子最多年，和地球围绕自己的倾斜

极转最快年，及自转不匀速最快年统一机遇时每约 33 年左右一次,并有三年连续发震期向世界其它地震带区

位移，其实这一年只快了一秒钟左右，全世界地震就多发生几千次,而且强度也相对增大，各种灾害增多，

造成这一年多死多少万人。这时科学家就可根据地球上地震发生在“海洋壳” 还是“陆地壳” 和世界其它

地区是否地震后，也发生了特大旱灾等各种数据结合。以后去计算它每天相对运动 4.26 米地幔上部，【指

最快速】所产生地幔不同的推挤摩擦发热的温度，及它形成像龙卷风那种气旋团内部发生了一次次将质量加

速复制和转化、再加速复制和转化复制到能量极限和时间，就知它下一次大地震将移师至何地发生和震级。

或知余震，强震等是否减弱和消失。 

因特大旱灾最易释放掉地球内部热气流复制地下水能量，就不能形成像龙卷风那种气旋团过程或规律

性。或特大旱灾会发生特大地震前兆。那股强劲的地下热气流进入高空中 ，似作椭圆运动前进时质量到极

端从上向下就一阵阵地产生一个个大湍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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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拉力，使气体逐步加大收缩弯曲作椭圆运动。这种椭圆运动在物理上称向心运动, 因此得到了向心力向

中心加速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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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就

起到了三种作用,一方面使空穴内外温度和压力不同一, 另一方面它就像一台有加工能力的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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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滚雪球似地被糸统越滚越大聚合成球状体。另一方

面这个空穴场所,它似女性的子宫，或电脑复印机等工具，每被离心力从中心向外位移运动一步推挤摩擦，使

空穴交界处产生出的冷热，因此就源源流长地转化出水分子。并在核的空穴中心不断地被聚会复制出更多的

雨水，约一个多月后复制到能量极限时，就一阵阵地释放出狂风、雷电、暴雨降落，也降落在椭圆运动前进

时沿途周边省市地区一个循环链。 

如江苏地球自转不匀速五年半最慢年雨季雨水多，最快年雨水少，其中三年防汛年。特大旱涝还要结合

地球处于太阳自转不匀速周期和公转周期中什么时间，甚至还要知道银河系自转不匀速周期和公转周期。这

时就更准确预报江苏省干旱雨水多少时间，和全国各地每年干旱雨水多少时间。因南方气侯位移每年约 1200

公里以上向北方作周期不匀速运动。大体上最慢年南方涝北方旱，北方涝南方旱走势。 

你看我们这次地下水和地面水，又重新激活了各种能量的合成，但地壳内岩石圈原子遭到明显长期地震

能破坏而大量减少，地幔处所受向心力和离心力推挤摩擦发热积蓄的高温已被释放掉，再产生出这种大能量

还需一个过程。同时再次下落的岩石层不能直接接触熔岩高温，因为以前的岩石破碎层已隔开下落冰冷的岩

石块；其二、被地震能破坏的岩石圈密封性能已大大减弱；其三、强大的地震能加大加快了板块位移运动速

度，原来需几十、几百甚至几万年才能达到，而经这一波折，只需几个月、最多几年就能使地壳板块的位移

错位封住地幔活动缝口，或使活动缝口越来越小。 

在地面上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地震发生后，地面发生大的错位变形和产生地裂缝等等奇异地貌。这样，由

两种作用力推挤摩擦发热的熔岩或地核逃逸到地壳内也相应在减少。特别地壳内部这时最高温度已下降到八

百度不到,向地壳外释放。同时地壳的封闭性能也大大减弱，所以余震是超过不了主震的。我们这次地震发

生在地球自转最快时，而现在前后算起来已有一年多时间，地核质量在速度极限时复制不出能量，就在惯性

中向自转极收缩做降速运动，（地球的不匀速周期可能是约五年半左右, 也就可以复制出的的能量能能使活

动板块内发生六级左右小震）。 

这么一来,地震所需要的合力全部受到限制，就是有些地下水、地面水也激活不了原子内产生更多离心

力能量，来发生大地震了。更何况大量的原子被引爆，重新聚合产生一个个新原子和加大原子内发展的能量，

还需一个相当高温高压去复制合成进化过程， 因此地震将逐步减少、减弱、和消失。” 

   “老板,你快看,地震发生后,地壳内温度增高，大量的病菌和细菌甚至沉睡多年的坏家伙也一个个在大量

繁殖，争先恐后纷纷往地壳外活动。” 

 “我的妈呀，这些坏家伙摇头摆尾的神气像，边爬还边说，它们也要潇洒走一回，大捞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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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亿人民七亿赌，两亿人民在跳舞，有多少人热衷科学。”   

（原稿作于 1979 年十一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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