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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龙的传闻很多，现代技术下更有诸多似是而非、似非还非的视频为证，符合人们眼见为实的

感官需求。同时人们困惑于十二生肖除了龙，其余十一种生肖都有现实动物对应，何以先祖

们创造龙这么一个从未让人天天目睹的动物呢？而以龙的传人自诩自傲的华夏子民，竟然对

龙这么个天天挂在口头并过年过节就要拿出来摆显一下的神物一头雾水两眼茫然，实在说不

过去。

龙，是怎么回事？

这里本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龙是怎么一回事，及蛇是如何修炼成龙的，呵，完全符合看官们

当下的科学认知水平，与神通无关，与物理有关。信不信由你们~~哈，以普通科学知识来解

说龙的奥秘，一扫龙在人们心中的神圣感。

龙走下神坛，人自然更精进一层次。

一、龙是否存在

二、龙是怎样一种生物

三、蛇如何演化成蛟，进而演化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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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龙的生活习性浅究

七、龙的演化

八、龙致灾难事件集锦

九、屠龙要术



一、龙是否存在

先说龙是否存在？

龙，当然存在，也必须存在~~~

古代现代那么多人说看到龙，可不是每个人都是幻听幻觉，但在国家层面怕看官们幼稚的小

心灵承受不起－－其实是怕自己控制不住民众，当承认另一种自己无法掌控的神秘力量存在

时，会让无知的民众离心离德，徒增社会不稳定，这更是与无神论的立国之基本理念是相背

的，于是干脆隐瞒了之，对各种龙事件都淡而不宣。其实国家工作人员对龙这种生物也是一

头雾水，心怀畏惧啊，每天为无法完成领导交待的探寻龙奥秘的任务而内分泌失调、更年期

提早，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本家的这篇神作。

龙，真的算是一种神物，即只有神才能理解与掌控的生物，尔等凡人只能跪拜在龙的威仪之

下。

然而，其实呢，龙是一种很普通的宇宙生灵，完全可用科学知识与无神论来理解，距离才产

生美，无知才会神话。因此

龙可以被吃：龙肝凤髓；神仙的家常菜，在仙界有朋友上门，若你连这么一道菜也摆不出来，

那真是没有香火且寒碜的小神。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更是那吃龙的主~
龙可以被杀：屠龙术，蓝翔学校最高不传之秘，非悟空性灵并机缘者不可得。泾河龙王其实

很冤，驼着光头佬的小白龙也曾几近一命呜呼。

龙斗不过小虫虫：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搁浅滩遭蝇虐。

龙可以当交通工具：黄帝出游，驾龙乘凤。

龙常不得志：初九，潜龙勿用。其实就是你的能力太差了，哪边凉快哪边呆着去的意思。

看官们肯定以为这些关于龙的描绘只是神话传说而已，非也非也，这些都是实指的：龙真的

可以这么弱。当然也可以那么强：呼风唤雨，腾云驾雾，能隐能显，时大时小。

这里本家就用那简陋且谬误众多却又让现代人深信不疑的西方所谓科学知识，循序渐进，深

入浅出地给看官们普及龙的相关知识。

二、龙是怎样一种生物

龙是怎样一种生物？龙首先是一种生物，也会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是万物循环之理。

虽然现代生物学对基因如何控制细胞复制形成具体生命个体一筹莫展（本知懒写），但所有

生物都带有生物电，却也算是生物学界的共识，也就是所有生命体内都有电在传递，电火花

的“滋滋滋”声，这是电的重要感观形象之一。

龙，有极强烈极强烈的生物电在那长桶形的躯体内流动。（表问本家怎么知道，本家就是知

道）



要是难以想象龙体内有极强烈的电在流动，找一条电鳗过来噼噼啪啪几下，可以让看官加深

印象，本家小时候在一个昏暗的下午，因好奇将手指伸进头顶上倒挂着的那黑乎乎的白炽灯

泡接口，然后，你懂的。而电鳗的电与龙体内的电比较，那真是小小巫见大大巫。电鳗哭晕

在厕所里：即生鳗，何生龙？~~~

要是看官是一个动物世界爱好者的话，应会看到某些电鳗游动时身体有一圈圈光晕不断从头

向尾发散，甚是漂亮，龙体内的电场传递形态，也差不多，从头部一层层向尾部传递，光晕

只是电场刺激表皮细胞原子而受激发光的一种现象而已。

电，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能源形态，可以烧饭，可以驱动机器，也可以 SM……，更可以

飞上天。对，说的就是飘升机。

飘升机，就是带上高压电就能飞起来的小玩意，人们对其原理百思不得其姐~~（百度百科那

个原理是扯淡，骗骗小孩子与尔等科学信徒而已）。要是现代人能对飘升机的原理真搞清楚

的话，星际穿梭不在话下，说“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

的童鞋请站出来，本家保证不搧脸~~

这里简单给看官们科谱一下：

高压电使飘升机表面带上强电场，强电场导致周边空域产生时空弯曲－－其实本家有更准确

更完备的关于电与电场及时空弯曲的内在机制的描绘，只是以看官们对宇宙奥秘的最高理解

力只能停留在时空弯曲、电荷迁移、量子、夸克、弦这种连蒙带骗、胡编乱造的概念上，那

只有将就用一下这些个拙劣的词汇吧。

时空弯曲导致飘升机摆脱地球重力场的禁锢，从而能上飘上升。

普及这个与龙风牛马不相及的飘升机概念，这与龙有什么关系？

龙，作为一种生物，也是带高压电，导致其身体鳞片带有很强电场，从而导致其身体周边空

间产生时空弯曲，于是能飞起来，这就是龙能飞升的原因。说生物必须要有翅膀才能飞起来

的说法，只是被西方科学理论熏坏脑子的人才有的认识。

一般大一点的一两米长的成年电鳗会测得有 500+伏特的电压，你说这二、三十米长水桶粗

的龙躯体带的电压得有多少高呢？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 5000伏吧？5000伏？那是龙睡觉时

的电压，50000 伏起步，你还别嫌高，还不封顶。

－－由于带强电场，会导致身体周边水汽凝结，于是人们总是能看到龙周边带有云汽。这是

振荡电场导致空气分子振动产生超声波后的雾化现象，看过超音速战斗机突破音障时在周边

激起的雾气没？其雾化原理是一致的。

－－由于时空弯曲，可见光穿过龙的身体表面时发生偏折，从而产生隐身效果，于是人们总

是很难见到龙（龙顶着一片叶子：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强电场能偏折光，这在实验

室里早有发现。



－－由于时空弯曲，会在龙躯体周边产生旋涡态的时空结构，在龙经过雷雨云时，会导致上

层冷空气以旋涡运动形态下沉，如挠动杯中的水产生水漩涡一样，从而产生龙卷风。龙卷风

其实就是下沉冷空气旋涡的涡管，内部由于超声波激荡而雾化水汽并产生超低压，成为一条

乳白色的气柱。高邮龙事件，无耻且胆小的 CCAV篡改视频的那个，就是这么一个龙经过后

产生龙卷风的云汽现象。

－－由于水对电有导引作用，会削弱龙身上的电场，从而让光的偏折失效，于是人们观察到

龙时，大都是在雷电天气来临或云汽很厚时。电影《铁血战士》里丑面怪追杀肌肉星格，隐

身及从水里出来后隐身失效，都是一样作用形态。

－－由于电场对水有吸引作用，因此龙从水底跃出水面的一瞬间，人们会看到“一股水柱冲

天”，这其实只是水体被飞升龙的躯体电场带上空中。或人们看到走蛟停在桥边，然后水慢

慢会满上溢过桥面，这仍是电场吸引水体上升的结果。

－－由于龙躯体内有强电流在流动，大脑是最大的电脉冲源，眼球是最接近大脑的器官之一，

并通过视觉神经与大脑直接连通，于是脑神经强电脉冲就能导致眼球视网膜上的原子受激发

光，当人们在夜里看到龙、蛟经过时，其眼睛是如两个灯笼一般发光发亮，这很让不明就里

的人类两腿发颤。

－－由于强电场会强化体味，于是人们近距离观察到的困浅滩的龙，都带有极腥的气味，很

招蝇虫。本身极腥的气味，也表明其体内有极高的物质化学反应。

－－由于龙躯体内的器官有极高的物质化学反应，因此有人用龙骨的粉抹在碗周边，注满水

到碗平面以上的高度，水仍不溢出来，这是电场约束水体的一般作用。或有人用龙骨的粉散

在伤口上，伤口立马愈合甚至不留一丝伤疤，这是高强化学反应导致细胞增生复制加快，与

生长激素类似。

－－由于水潭里有蛟龙潜伏，水就会变得极清甜，这是龙的腥气在水中扩散后的净水活化效

果。这清甜与腥气好象是矛盾的么，非也，比如女人的现代香水，若你打开香水瓶盖直接闻，

是非常刺鼻难受的，但喷在身上后就会吸引各路亢奋的猛哥骚年了，这就是浓与稀给人的感

觉不同。龙的腥味也是如此，腥气在水中扩散后被稀释成极低的浓度，水就变得清甜。就如

本家老家白龙山的山泉比上海黄浦江过滤后的自来水远要清甜，在于前者的水有更高的活性

与微量元素。有龙的潭渊里的水变清甜的原因，就在于龙的腥气导致水有更高的活性。

三、蛇如何演化成蛟，进而演化成龙

不耻上问的看官不依不饶要本家阐述龙身体为何必须带强电流的原因，否则不科学。且听本

家娓娓道来，这要从蛇说起。

蛇，在民间有“小龙”之称，传说能飞升化龙。百科：

蛇是四肢退化的爬行动物的总称，属于爬行纲蛇目。正如所有爬行类一样，蛇类全身布满鳞

片。

所有蛇类都是肉食性动物。目前全球总共有 3,000 多种蛇类。



身体细长，四肢退化，无可活动的眼睑，无耳孔，无四肢，无前肢带，身体表面覆盖有鳞。

蛇类是变温动物，体温低于人类，又被称为冷血动物，当环境温度低于 15℃时,蛇会进入冬

眠状态.
部分有毒，但大多数无毒。另外“十二生肖”中也有“蛇”这一属相。

简单说，蛇是长条无四肢且有鳞片的冷血肉食动物。

蛇为何能演化成会飞升的龙？这不科学！其实这是可以科学的。

是生命必须得进食，蛇是肉食动物，长年吃燥热阳性之物如各哺乳动物，或吃生发之物如水

里鱼类，在其体内会慢慢积累出极阳的物质，从而表现为腥气很重，也即其腥气是体内物质

作用极强烈化学作用的外在表征。多吃野生动物多喝酒会让人长疮、性欲提高、毛孔粗壮，

这是身体炽热的一般外在反应。蛇，由于是冷血阴性动物，因此极阳物质在其体内积累，并

不会导致其炽热过度而使体细胞破裂而死，而是能慢慢积累达到很高很高的有三层楼那么高

的水平。

小科谱：阳性之物，就是振动很强很厉害的分子原子结构，砒霜、重金属、雄性激素、麝香

等等都是。

越老的黄鳝、鲤鱼等水中生物越腥，都是其体内积累的阳性之物越多，想象巨蛇那三五百年

的积累，那种腥味之重，唯有印度三哥能勉强接其三招。当然这里用腥味来例举，其实说的

是蛇体内的生物电，随着体内阳性之物积累，化学反应越来越强烈，导致生物电也越发强大，

电压水平也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

超强生物电流在蛇体内流转：从头部流向尾部，再从尾部反射到头部，电流频率、强度来回

激荡及在蛇的体形共同作用下，终于有一天，产生驻波现象，从而在蛇躯体周边及体内产生

电场振荡。许多风景点有个搓盆游戏，就是一个平底铜盆里盛满水，在盆的两个耳柄处用力

来回摩擦，水面就会产生激荡现象，水珠乱跳，甚是好玩，蛇体内的电流驻波作用，也是如

此导致蛇表面的电场如此迸发激荡，从而产生时空弯曲。于是体健身轻，羽化登仙。

但对蛇来说，这是真的躁动，不是飞升那么简单，必须出去溜达溜达才能平息这炽火，于是

乘大雨天闷热之际，出洞出渊乘凉看风景，这就是走蛟成因。蛟，其实就是龙的亚成体，是

还没发育好的龙，也是升级版的蛇。若将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即不让你上网聊天泡 MM，

也不让你下网听歌看影片，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有烦躁蠢蠢欲动的感觉，这就是蛇出洞成蛟时

的感觉。

这股电流驻波，除了影响蛇的大脑逼其出洞放风外，更是让其躯体发生形变：在电流与阳性

物质的长期刺激下，其头长出两个角，其身体长出前肢及后肢。这与激素作用类似，人体吃

了太多阳性生发之物，会生疮长痘，或会有肿瘤恶疤，都是同一作用机制。丹顶鹤的红冠，

公鸡的鸡冠，都是一样的形成机理。

这也是巨蛇、蛟、龙为何喜欢潜在深渊的原因。体内燥气极甚，欲火炽张，必须用极阴寒的

物质来平衡，否则就会走火入魔七窍流血而死。那阴寒之物，就是深渊里的冷水。大家都知

道山里深潭的水一般都是长年冰寒，潭越深，水底温度越低，海洋底部一般也有最低的水温。



对龙来说，那种水的温度是四季如春的感觉啦，与人泡热水澡相似：舒服。

蛟到了大海之后，有更多的食物与更低的水温及更安全的生存环境，于是再次经过百千年那

漫长的阳性之物的积累，更加强化躯体内生物电的强度并带来更高的时空弯曲度，慢慢长全

四肢与双角，成为不怒而威的神龙。

四、灵蛇渡劫之谜

经过几百年的风餐露宿，饱三月饥三月，并防备各种捕食动物及邪恶的人类，小蛇渐渐长成

大蛇，大蛇终于长成巨蛇。一条巨蛇的存在，表明其背后有无数的小蛇中途夭折挂掉，也表

明其背后有无数的其它生命化于蛇腹。巨蛇终于要出洞放风飞升化龙，然而，却被雷电劈死

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死神找你你就死，百年修为毁于一旦，巨蛇拿着天界退学通知书，

也哭晕在厕所里，这就是传说中的灵蛇渡劫失败。

这是为什么涅？

灵蛇渡劫，有报道说有灵蛇飞升之时被雷电劈死，人们说是作孽太多遭天谴，渡劫失败，无

知的人又是烧香又是拜佛以求去灾除害。其实上天以万物为刍狗，家里麻将桌上正等着胡牌

呢，哪有空管你打打杀杀，一条毛蛇想化龙而已，生前不过是为解决温饱而吃吃其它动物，

冲坏桥梁压坏农田也不过是不小心擦着了人类太多的违章建筑，哪有什么罪孽，根本犯不着

老天爷亲自出手去击杀。只有人类才有罪孽，动物是没有的。

但灵蛇经常被闪电劈死，不是生前作孽太多，难道另有根源？那当然~~

蛇，体内积累无数的阳性之物，并演化到躯体迸发电场，带来的结果之一浑身带电，那时候

的蛇，其实就是一根电棍，啊不，是神棍，噼噼啪~~滋滋滋~~电浆欲欲待喷。

物体表面电感在干燥时强度会变强，秋冬干燥日子里大家对脱毛衣时电火花闪闪噼啪应很有

印像。在第一次准备飞升的时刻，特别是晴天的时候，是飞升前的灵蛇身上的电场振荡与其

承受能力对比处于最大的时候。就如毛衣脱离身体瞬间产生电火花一样，由于身体产生的电

感太强，在飞升离开地面的一刹那，蛇与地面之间瞬间产生极高强度的闪电，还没适应这种

电流的柔弱的躯体不能承受电压之重，于是蛇，就这样被自身产生的闪电劈死。

大家看过电影《威龙猛将》肌肉星格的杀人游戏没？里面的电池男，就是被自己电死的。又

比如小时候许多人有玩火的经历，被火烫伤，就是这么一个不能掌握一股新的力量而被反噬

的过程。每年天干物燥季节，本家都会在握门把手的瞬间时被电得麻几下，搞得每次开门时

心里都要“疙瘩”一下。

同时，大家应对日常生活里拔插电源插头时电光四爆感觉很深，这就是拔之后插之前都不会

有电火光，唯在拔插瞬间电浆四溅。灵蛇渡劫失败，就是这么一个“拔插电源插头”的玩电

自焚的结果。闪电很危险，飞升需谨慎。

因此灵蛇要是运气好的话，碰到大雨天出去练习飞升，体表电感会降很低，成功率就会大大

提高。



某位懵懂又叹服的看官会问：那躲在大树里或古墓内这种狭窄空间里的龙蛇并没有飞升，但

也有被雷电劈死的报道，显然不是电源插头与插座之间激情四射可以解说的，这，又是哪般

呢？

这仍与龙蛇体表的超强电感有关。

大家都知道雷电一般会劈向高处的东西，或大树，或楼顶，因此砖家告诫大家不要在雷雨天

里暴露在外面，小心被雷劈。龙蛇无论有没有飞升，体表都存在强电感，电场振荡无时无刻

不在“滋滋滋”，影响范围几百米或甚至几公里的空域，这相当于一个制高点，等于向上天

招手说“我躲在这儿呢，嘿，来劈我吧”，上天一看“哟嗬，小样，以为躲在大树、古墓里

就看不到你了？你那电场振荡早早就出卖你了”，于是一个响雷，龙蛇就玩完。

当然龙蛇并不是每次都被闪电劈死的，有报道说见巨龙飞升瞬间，从天上有闪电劈下，这是

同样道理：天地之间的电场相互感应而出现雷鸣电闪。一般有报道闪电只是将山体或巨石劈

成两半，但龙飞升出来，并且龙体无恙，这龙运气好啊，有山体与巨石隔离，能将击中身体

的闪电能量极大削弱。若龙从水中冲上空中，也会因躯体电场携带巨量水体，而水体能隔离

闪电保护龙体安然。龙在空中遨游一般就没关系了~~

五、斩龙剑、锁龙井的奥秘

在川渝许多地方，有古桥下挂一把铁剑，称为斩龙剑，让人甚觉好奇，不明就里的现代人类

将其归于风俗习惯，恶劣的科学教信徒更斥之为封建迷信，懂一点的人们说是斩蛟，但如何

个斩法又说不上来，这里本家不辞辛劳再次给看官们解惑。

龙的前身是蛟，蛟的前身是蛇。

蛟，喜水性，其身体电场会引导水的流向，在水里蛟游到哪，水就被引导到哪。电场能让水

流偏折，实验室里也早有观察。

当蛟随洪水通过桥时，其躯体的电场导致周边环境产生时空弯曲作用，若通过桥洞时，桥会

被影响形变，于是携带的洪水很容易冲跨古桥－－古代没有水泥钢筋结构，现代有水泥钢筋

结构也未必挡得住时空弯曲的威力，于是在桥下悬挂一把剑这种金属尖锐物，起到引导蛟龙

身上的电场或削弱电场作用~~!

引导电，金属尖锐物，建筑物~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YES，就是避雷针~~

这把剑，就如一枚针刺破气球致其泄气一般，引导电流后会导致蛟身体周边的电场瞬间减弱，

于是蛟就如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蔫了，再也飞不上天了。因此蛟不敢通过这种挂有剑的桥下，

怕身体电场被破坏啊，一般也不敢通过桥洞，必须等水漫过桥才游过去，本能啊，桥作为人

造物，看似一堆普通石头，但里面很可能挂金带银，揣兵藏锋，致使桥洞空间地磁环境复杂，

通过时很极可能泄气而功亏一篑，这个险，冒不得。

这斩龙剑，就是起到避雷针的作用。因此必须是如铁、铜之类的金属制造，桃木剑是没用的。



有位聪明的小哥举一反三地说道：怪不得锁龙井是一根铁锁，原来导电呐！

对头！锁龙井内的长铁锁，也是起到引导蛟龙身上的电场或削弱电场作用的。与斩龙剑的道

理是一样，只是使用的地方不同，是一桥下，一是井里。一般井里住着的是蛟，而不是龙。

那如何锁蛟龙呢？

难道如北京北新桥的锁龙井传说那么玄幻，是姚广孝姚少师与蛟龙剑来爪去、左腾右挪、哼

哼哈哈地大战三百回合，制服蛟龙后再用长铁索五花大绑将蛟龙捆起来后，最后慢慢悠悠拖

到井里去囚禁？

没这么复杂，要知道蛟龙是非常厉害的角色，正常的话人类个体是根本无法近身的，一个乌

龙摆尾就可将人打得魂飞魄散连他妈都不认识，更何论大战三百回合。且按大吃货帝国的人

们秉性来说，抓住蛟龙后绝不应是将蛟龙投回到井里呆着闲着，而应是端到饭桌上大啖蛟肉

大啃龙爪才对。“他吃过龙肉诶！”绝对比“他是状元诶”，更能让路人驻步并引发“哇~~哇
~~”的羡慕呼声与敬仰目光。因此说这种传说是有问题的，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去制服蛟龙，

而借用古代抓盗匪的场景去发挥想象抓捕蛟龙的场景。

其实很简单，井是蛟龙潜伏藏身处所之一，当人们知道蛟龙躲在井里后，只需将长铁索投到

井里即可。

由于蛟龙自带强电场并产生时空弯曲，时空弯曲再牵引时空产生磁旋涡，在长铁索入井靠近

蛟龙躯体后，长铁索被磁旋涡吸引并不断地绕到蛟龙身体上，如长铁丝被磁石吸住一般被龙

蛟躯体吸住，然后在蛟龙的不断挣扎扭动中，铁索被卷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紧，最后蛟龙就这

样被捆起来裹成粽子，其体内电场传递到铁索后被引导与削弱，再也飞不起来了，于是蛟龙

只有乖乖地呆在井里，哪儿也去不了，也就干不了兴风作浪的坏事了。这回看官知道了为何

许多镇妖魔的故事里都是用大铁链绑着魔怪吧，就是用铁链削弱电场啊。

人工挖井，一般是到达含水层深度就停住了。有蛟龙潜伏的井，由于蛟龙带强电场，在井里

翻滚活动，会如泥鳅一般不断潜入泥土深处，其时空弯曲作用于井底破坏井底土层，从而不

断加深井的深度，于是这口井会变得很深很深，因此锁蛟龙的铁索要很长很长。这也是锁龙

井成为海眼的原因！蛟龙通过自带强场产生的时空弯曲作用，在井底产生一个极长极长的通

道，有可能直达深海、暗河，使井成为海眼。自然这蛟龙可能入海入河了，毕竟井的活动空

间太小了。

六、龙的生活习性浅究

人们的好奇心被龙这种神物所吸引，于是要更多了解龙的生活习性，就如众粉们要追寻偶们

的方方面面一样。这里就根据上面的描述与传闻中人们观察到的龙的行为来进一步论述其习

性，让众龙须粉们满足一下。

1、龙喜欢潜入深渊深潭深井深海，中国人都知道。但这并不是龙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些地方，

而是体内阳性物质过多，要阴寒之物来平衡，这与普通人喜欢热闹喜欢逛街一样，是内心的



躁动驱使人们逃离寂寞，而非真心喜欢去街上嗨皮。有个哲人说过，人生在痛苦与空虚两端

来回摇摆，龙如此，人也如此。

而高空中也是低温气流带，于是在龙刚好有飞升能力之后，也就喜欢在空气遨游，能自由遨

游在空中，同时高空地磁环境相对地表要稳定，危险少。不用燃料，不产污染，上天入地，

来去自如，真是羡慕煞无知的人类有冇有啊？

2、龙喜欢吸水。在传闻中观察到龙的场景，一般是有龙卷风出现的时候，人们看到龙在湖

面上吸水，大呼神奇。其实，这只是龙借用龙卷风来给自己冲凉－－仍是体内燥热驱使龙要

水来给自己降温，湖面海面之水通过龙卷风旋涡涡管，直从龙头冲到龙尾再升到空中，凉爽

就一个字，这与夏天人们拿水龙头给自己洗澡冲凉效果一样。在夏天雷雨云密布天空的时候，

也是闷热难耐的时候，人如此，龙也如此，于是从空中下沉到水里，而下沉过程由于躯体周

边时空弯曲，牵引上方冷空气以旋涡形态下沉，于是形成龙卷风。龙卷风，真的是由龙卷起

来的风啊。凉爽过了，雨也停了，空气也降温了，可能还在水底吃了一顿海鲜河鲜大餐，龙

就心满意足地飞升到空中，于是真容被人类目睹。

3、龙在深渊里游，常有一大群鱼虾尾随其后，粉丝追星不过如此。其实是由于龙体内阳物

过多，躯体腥气很重，众鱼虾被腥气所吸引而纷纷追随来觅食，结果当然是被觅食－－成为

龙的腹中餐。在古龙小说中，曾描绘某大山深处一山谷里，有一只万年蟾蜍，散发异香，吸

引周边百里范围内的各种毒虫猛兽围聚是一样道理。龙的躯体腥气对人类说是恶心翻胃，对

鱼虾来说是天下致鲜致美之物，于是极力追随，只是对鱼虾来说，怎知这是个陷阱呢？粉丝

追星贡献出软妹币，鱼虾逐龙交待完小身板，都是一回事。

4、龙怕人类建筑。人们有看到坠龙现象，坠地的龙有气无力，被蝇虫戏虐，孱弱地让人怀

疑这难道是人类崇敬的神物？那问坠龙是怎么发生的，自然是龙身上的电流衰减或消失导致

时空弯曲失效而被重力加速度导向地面，摔个头晕脑胀龙啃泥。而导致时空弯曲失效，这要

归功于人类的建筑：人类的建筑特别城市建筑群个个如长针一般矗立在地表空间，带来的结

果是地内振动通过高楼大厦发送后，特别是那个微波发射塔，简直是丧心病狂啊，电磁能量

如机关枪子弹一般“突突突”向天空发射，扰乱高空的地磁稳定，若有龙经过，很容易中弹

受伤，致使体内电流紊乱，驻波效应暂时消失，于是掉落到地面。因此龙是害怕在人类城市

上空出现的，那真是危险地带。太多的地盘被人类占据，这也是人类越发少见到龙的原因。

古代人没有微波发射塔，怎么防范龙的呢？

嘿，有句江湖暗语广为传颂，即“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也是实指的。古人有智慧

啊，在某些特殊地理位置，建起耸立在地表的高塔以发送地内振动干扰周边时空的地磁，让

“河妖”不敢在塔周边的一定范围作恶，从而保护一方水土。河中之妖，自然是蛟、龙之类

的异类啦。被西方科学教洗成豆腐脑的今人们是认识不到古人的智慧的。

5、龙好淫，这是重点，正常男人都喜欢，但能否把持得住则是真男人的分水岭，“大丈夫哉，

我乔帮主！”万恶淫为首，施主，让老纳替你断了这是非根吧！食色性也，是生物就要繁殖

传承血脉，因此好色是自然的，不好色的男人不是一个好司机。越有雄性特征的个体越容易

得到异性的喜欢，东方人比较阴柔，思迁贱男一般也就包包小三玩玩双飞，西方半兽人阳刚

气重，体毛粗体味重，男银们玩了前面玩后面，玩了异性玩同性，玩了人类玩兽类，这原因



都是体内阳性物质重，驱使这些人被控制了正常行为，因此不要羡慕他们，他们都不过是种

族意志控制下的生殖傀儡罢了，种马一匹。

龙，作为体内堆积几百年的阳性物质的生物，那个阳性物质浓度高得爆表，只要稍微脱离冰

寒的环境，那是天天体内欲火烧心，要找地发泄。正常的话应找同类雌性，但龙是百万里挑

一的蛇的飞升者，同类极少，同类雌性更少－－其实是没有，这与老黄鳝没有雌性的是一样

道理的：都是阳性物质增加后，雌变雄，于是其它雌性物种如母牛啊、母羊啊、母象啊等等

只有遭殃了，瞪谁谁怀孕，不瞪谁谁也怀孕，于是有龙生九子的说法。其实九代表多，而非

实数九，包括也能让人怀孕，《东周列国志》就有记载龙涎让女童怀孕，生了个叫褒姒的大

美女，让一个叫姬宫湦的高富帅在地球 OnLine 游戏的神州服务器中丢失此服唯一的神器，

叫几个菜鸟给群殴后被迫下线，是神话也不是神话，看你怎么认识。

有不耻上问的看官会问，这 DNA 不配对怎么能生出子女来呢？

龙之谓龙，就在于其体内阳性物质太重，是极阳之躯，那个什么液，更有极强的生发之功用，

任何卵子只要与那个什么液里的什么子结合，任何 DNA 都会比吃了十倍剂量的伟哥还要兴

奋地加快分裂复制，在母体内发育，诞生出新生命，这仍与激素类似。

课外作业：论西梁女国子民饮子母河水能无交而孕的内在科学机制。

6、龙有极强的愈合能力，寿命极长，八百年为一春，八百年为秋。

忘了哪部武侠小说中说有一个人也有极高的愈合能力，好象也是古龙的，肝肠寸断了也能在

半个时辰内复原，是打不死的小强，龙更是如此~！这就在于其体内堆积浓度极高的阳性物

质，生发速度极为惊人。因此想用现代子弹枪炮来屠龙困龙，那是隔靴搔痒。

阳性物质积累在体内，就如电池有更高的容量并充满电一样，可以持续释放很久，对于细胞

更替有极好的修复与补充之功用，对于生命体来说，就是表现为寿命很长，因此一条龙活个

万千年不在话下，彭祖在龙面前只是小学生。

7、龙很容易脱水，就如人在沙漠中一直不补充水份的那种脱水。这是因为龙躯体阳性物质

过重，整个龙躯体如一个锅炉，水在躯体内很容易被蒸发。因此龙不是在与水有关的区域，

就是在赶赴与水有关的区域的路上。这也是人们为何看到龙常出没在雷雨天的原因。

而若龙出现脱水现象，那就会发生与人中暑后晕倒在地类似的现象，即坠龙事件。一般坠龙

目击事件后，都是过个几个时辰或一两天就会雷电大作风雨交加，坠龙有了水的滋润后恢复

状态，重新飞到天上。想来这应是同伴过来救援，在上空行云布雨，否则不会这么巧坠龙事

件发生后就会有狂风暴雨的。

（随时补充）

七、龙的演化

这里说的龙的演化，不是文化概念上的画像里的龙的演化，而是指生物形态的龙的演化。



在中国古代，龙的成长期不同，有很多名称与等级，从蛇开始，有蛇、虺、蛟、龙、角龙、

应龙等等。“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等等，这是

《述异记》的记载，本家也不知真假，姑且搬一回砖。这个龙的等级形态，是龙的演化层层

推进的结果。那是如何从蛇演化到带双翅的鸟龙的呢？难道是龙逮住大鸟而瞪眼后产生的物

种，为龙生九子之一？非也。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有可能是光头佬；带双翅的不一定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雷震子。

但光头佬是大唐皇帝亲赐的御弟，一点也不输于王子。雷震子的鸟嘴獠牙，不过是天使为了

更好飞行而定做的一个符合空气动力学的鸟头面罩而已，仍是天使。因此，只要看到骑白马

或带双翅的，前去抱大腿肯定是没错的。

应龙带双翅，其实是躯体发育的高级阶段。人们对生物学上的生物怀胎过程比较了解，比如

人的十月怀胎，各种哺乳类动物的怀胎，各种鸟、爬行类动物的蛋孵化，这里面的胚胎化育

相对来说比较直观。这与龙的演化有什么关系？

假设有台摄影器，能跟踪龙从无角无肢的蛇演化到双翅的应龙，一天拍一张，这个过程可能

极漫长，比如是 3000 年，然后将这个 1095000 张照片在几分钟内快续播放，人们就会看到

一个蛇演化到应龙的动态过程。人们困惑于这蛇到应龙的演化，其实很简单，只需仍将龙当

成一个正在发育胚胎，并将天地当成蛋壳就可以了：这个胚胎的发育是如此的缓慢，必须过

几千年才有明显的形变。虽然蛇与应龙形态相差很大，其实不过是龙“胚胎”发育的不同阶

段而已。

那龙这个天地胚胎发育由什么控制呢？

那仍就是体内阳性物质的积累浓度。随着阳性物质的积累，龙蛇的体形在发生变化，比如体

内积累 5 个点浓度的阳性物质是灵蛇，积累到 15 个点浓度，那就是蛟，积累到 25 个点浓度，

那就是飞升的龙，积累到 50 个点浓度，那就是应龙。是不是熟悉？雄性激素的浓度控制着

男人从小屁孩到大帅哥的身体发育特征，阳性物质的浓度控制着龙从小蛇到应龙的躯干变化

形态。可以类比：蛇－－婴儿，蛟－－少年，龙－－青年，应龙－－老年。

那人可以如应龙一样长双翅么？

当然可以，那就是天使啦。天使有双翅，还有六翼大天使的传说。古代有后羿射日的神话传

说，羿，其实就是一个带双翅的天使形象。天使可算是人在天地这个蛋壳里发育的高级版，

同样是体内阳性物质积累的结果，导致背上慢慢长出双翅。人想长生长寿，体内阳性物质积

累多少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只略点一二，就不再展开描绘了。

上面说的是龙的纵向结构变化，自小蛇到应龙的一个粗略描述，下面说的是龙的横向结构特

征：大家都是龙，那各有什么区别归类呢？

人们一般都能知道的按颜色归类，有黄龙、金龙、白龙、青龙、黑龙、蓝龙等。这些龙除了

颜色区别还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来说颜色淡一些的龙，脾气比较温和些，颜色深一些的龙，

脾气比较粗暴一些，比如古代皇帝会选黄龙、金龙作自己的形象，而不会选青龙、黑龙，而



青龙帮、黑龙会则常作为黑社会的形象，就在于这样的龙的形象更霸道凶悍，与实际龙的表

现是接近的。

而就作为龙的躯体而言，一般颜色淡一些的龙腥气相对较轻，颜色深一些的龙腥气相对较重，

于是出现的情况就是若有人接触了黄龙、金龙、白龙什么的，没什么不良反应，而接触了青

龙、黑龙什么的，有会“大病一场”、“身体发烧一个月”这类不良症状，这是由于腥气是龙

身体化学分子散发出后的外在特征，颜色深代表腥气重，而腥气重代表化学分子有更高的活

跃性，这种活跃性对龙无所谓，对人就麻烦了，人体对这种活跃的化学分子会产生抗体，于

是表现为大病或发烧，其实就是中了毒气。

而最严重的是人体不能抵抗住这种化学分子，表现为死亡。有报道说在某个农村一个女孩在

河边看到一条蓝尾小龙一闪而过，回去告诉其父，其父立马陷入悲怆中，因为此地方风俗传

说是遇到蓝尾龙，其人必死的说法，果然第二天这女孩就挂了。这其实是女孩中剧毒的结果，

当她看到蓝尾龙时，已经呼吸了不知多少口这龙在周边空气散发出的腥气。而龙的颜色是蓝

色的，更表明这种龙有毒。毒，不过是物质分子的活跃性偏离人体适应度过大后导致人体机

能摆停而做的物质归类而已。动物世界中，越艳丽的颜色越危险，在于这种颜色是体内极活

跃分子发散后的体表特征，除了龙的蓝尾，如蝇虫的蓝绿眼－－趋腐逐臭一族，孔雀的蓝绿

羽毛－－孔雀胆不是江湖传说，公鸡的红冠－－十年鸡头赛砒霜，其它还如画像中妖怪的湛

蓝皮肤、猩红嘴唇等等都是。因此看到蓝绿色或颜色鲜艳怪诞的不明生物，远离为妙。另有

报道说一个司机晚上开卡车时不小心压死一条蛟，第二天司机就死了，这也是中了蛟的腥气

之毒而死。

有位看官怯怯的问：那要是一个人亲密接触黑龙青龙或蛟类后吸了无数龙蛟的腥气，是不是

就等死算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本家只能给看官一个救命偏方，至于死与不死，真的要看上天收不收你啰~~
在于没有谁能证明这个偏方有效，因为这种特殊事件极少，而报道中遇到这种事件的人都死

了，没有谁可以亲身应用验证。且就算有机缘可以一用，也可能是中毒深矣，拯救晚矣等原

因让药方无效，因此无效时千万别学中医黑那种“西医治死人，是病人活该；中医治死人，

是中医害人”这无脑无理的说法。当然若以后有人有机缘看到本家的这个偏方，手足无措时

倒可以当急病乱投医时拿过来一用，也算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啦。

什么救命偏方呢？那就是八字真言：沐浴焚香，向天祷告！！

嘿，急躁的看官会不会骂呢？浑淡，向天祷告就能救命？能不能再不科学一点呢？非也非也，

这八字真言，重点不在后一句“向天祷告”，而在前一句“沐浴焚香”：浴焚香，焚香，香，

就是观庙院寺里香客信徒们敬拜神仙菩萨贿赂佛祖上天时点的那种香。洗完澡后，找一个小

房间，关上门，点个十柱八柱香，多多益善，小心火烛窒息，拉灯睡觉，就可以了。祷不祷

告，随你啦，当然本家建议还是祷告一下好，以表达一下对上天的敬畏之心，以求不杀之恩，

万一老天开眼觉得你帅气而决定将你留在人间呢？呵~~至于能否醒得过来，本家也不能确定。

本家只能说，根据腥气吸入肺导致毒素扩散，那可以通过香气吸入肺来中和这种毒素，应该

可能或许可以减轻中毒，这就是治疗原理。农药入口灌奶洗胃，腥气入喉焚香洗肺，都是一

回事。当然，若是配合饮用张悟本牌绿豆汤、龙胆泄肝丸、牛黄解毒丸之类的降火药，应能

增加治疗效果。



上面是根据颜色来归类，顺便讲一下解龙腥气之毒的方法。除了颜色，龙还可以按体型归类，

如几十厘米或几米长的小龙，如几十米或上百米长的巨龙。龙是由蛇演化而来，除了龙进食

后躯体慢慢变大，一般来说小蛇演化成小龙，巨蛇演化成巨龙。

上面提到是龙蛇体内的阳性物质的浓度决定蛇、蛟、龙等等的形态变化。而阳性物质的浓度

除了随年限加长而不断积累变大外，不同蛇的积累速度应环境与机缘而不同。若一条小蛇能

快速积累出 25 个点的阳性物质浓度并还能存活的话，那也会变成龙，但体型还是保留小蛇

的样子，就是一条小龙了。而巨蛇若不能积累出这么高浓度的阳性物质，那也只能处在蛇的

族类，不能成为神物，如人们看到的森蚺之类的巨蟒。

小蛇的这种阳性物质的快速积累过程是由环境中的食物来决定的。天天吃素与天天吃荤对人

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后者行为导致人体有更高的性欲、肌肉感、体味，如张飞、李逵之流，

前者可能带来面黄肌瘦的形貌，如旧社会的饥民。同样对于小蛇来说，若天天吃某种极阳东

西，比如说野生动物的肝，或绿头蝇虫，或其它火燥之物如人参（有条件的话，呵），就容

易积累出阳性物质的浓度。这是通过食物不同达成不同速度的蛇演化成龙的过程。

当然也可通过人工手段，曾报道有几个熊孩子纵火烧小蛇玩，小蛇躯体竟然长出四肢来，吓

得熊孩子们屁滚尿流。这其实是蛇体通过火这种高温极热的阳性物质，快速演化出四肢来，

本身四肢的经络雏形是存在于蛇体内的，正常的话只等阳性物质的积累而后从皮肤下突破成

形，但火热加速了这一变化过程，如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当然小蛇虽因火而有龙的体态特征，

但却无缘龙的生活轨迹－－被烧死了，这就是所谓的童子劫。大人千万不要搞这虐待生灵的

事，小心天谴~~~

八、龙致灾难事件集锦

无论你承不承认龙存在，龙就在那里，或上天入地或起风下雨。而当无神论的国度否认龙存

在的事实，有意掩埋真相，那么许多龙致灾难事件就不能自圆其说了，除了让民众疑惑不解

徒增恐慌外，更无助于事后防范。一边年年岁岁拜龙敬龙，一边岁岁年年不敢面对真龙存在

的事实，真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啊。

1、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按沉船发生时的气象描述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暗夜，狂风暴雨闪

电，及长江广阔江面，可以判定这是一次龙下水事件。龙卷风是龙从空中沉到水下时，由于

躯体电场导致时空弯曲后牵引而成的。龙卷风与闪电暴雨同时出现，可以说是龙出现时的标

配气象。无辜的民众魂断大江，哀哉~

2、广元白龙湖翻船事件：按翻船时突然平静的湖面雾气弥漫，狂风大作，波浪滔天，表明

水面下有蛟类经过。雾气弥漫是龙躯体电场导致的超声波激荡致水面水汽雾化作用，狂风与

波浪滔天是电场导致时空弯曲后对空气、水面的牵引作用。那种神仙去时腾云驾雾，妖魔来

时怪风黑烟，即人们说的祥云妖气什么的，其实就是这种电场振荡所致的雾气。

3、空中怪车事件：按有地面爪印，火车头似的两只大灯，狂风，拦腰折断的大树，轰隆隆

的声音，重达 50 吨的火车车箱位移了 20 余米远，表明这是一次空中坠龙颠撞事件。火车车

箱是铁制品，会被时空弯曲产生的磁旋涡所牵引，因此龙经过时导致其移位。这已有聪明睿



智的网友猜测到，这里用上面关于龙的认识来确认这一事件。

4、武汉的磨山树倒之谜：不用说，这就是一次走蛟事件。除了目击者看到有一团雾气从湖

岸边升上来之外，有许多大树被拦腰折断，这是由于蛟躯体带的强电场导致时空弯曲后牵引

空气产生龙卷风，蛟横爬过的地方就会被一条横向龙卷风的超高速气旋狂扫一遍，这些树经

不起龙卷风的气旋吹刷作用就被拦腰折断。

九、屠龙要术

耐心看到这里的看官是不是私心雀起，欲望苞开？哦，原来说穿了，龙其实不过是一个带强

生物电的蛇形动物而已啊，由于带了强生物电，然后就能飞升，就能隐形，就能行云布雨等

等让人类觉得匪夷所思，真是一招鲜吃遍天啊。那抓一条龙来当宠物那该多好玩啊？宠字，

不就是屋底下养一条龙的意思么。

这要用到屠龙术。

屠龙术，作为蓝翔学校最高不传之秘，非悟空性灵并机缘者不可得。分五章节：寻龙诀之见

龙在田、困龙诀之龙战于野、锁龙诀之亢龙有悔、御龙诀之飞龙在天、豢龙诀之潜龙入渊，

每章节二十个要点，******。（不能再写了，以免泄露天机过多，老天要发雷电打本家 PP，
打住~~）

龙是地球上的珍惜灵物，大家要爱惜爱护，要和协相处，保护生态平衡，不要想着抓一条来

养着玩是很倍有面子的事。要是这里真将屠龙术真传泄漏出去，必有某些无知并贪婪且虚荣

的人类去寻龙抓龙贩龙圈龙，并开发龙的周边产品，去换回那臭哄哄的金钱，人生耻为稻粮

谋~！

贪婪而无知的人类啊，什么时候能够省悟呢？

因此若看官想从这里轻轻松松得到真传，就不要幻想啦。本身没有那资质也不要学，学了很

可能让你的小命玩完，本家见过太多太多的半吊子勇士被导演杀死，这里不写也是为你好，

因此不要背后咒骂本家~~

咦，好象又听到有人在背后说本家帅~~哟，是这位小兄弟啊，真是有缘人呐。啧啧，本家看

你天生骨骼清奇，是个不出世的屠龙奇才，这本《屠龙要术》半价 10 块钱卖给你，这维持

宇宙平衡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目录
	引子
	一、龙是否存在
	二、龙是怎样一种生物
	三、蛇如何演化成蛟，进而演化成龙
	四、灵蛇渡劫之谜
	五、斩龙剑、锁龙井的奥秘
	六、龙的生活习性浅究
	七、龙的演化
	八、龙致灾难事件集锦
	九、屠龙要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