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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学发现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圣经文字背后的启示
张东生

对于一个初读圣经的人来说, 如果把这本书当做
一部古典著作来读, 其中除了古代神话就是历史事件,
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没有什么可以当真的. 如果把这
本书当做一部宗教经文 “上帝的话语” 来读, 问题就
复杂多了, 尤其对一个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来说. 首先,
既然是上帝的话语, 起码句句都应该是正确的, 尤其是
涉及天文地理生物等可以考证的内容, 如果不符合基
本的科学原理和事实, 那就间接说明作者一定有误用
或盗用上帝的名义之嫌. 因此读圣经就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 要么就一字一句地边读边考证, 要么就边读边信
不考证. 但实际上这两种办法都有很大的难度. 笔者作
为一个生物科学工作者就曾经被为难了一个时期.
对于一个非生物学人士来说, 阅读一部生物学著
作或论文时, 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要么一字一句地边读边考证, 要么就边读边信不考证.
但是多数人都选择不读为妙, 因为自己不懂, 根本无从
考证, 同时也找不出不信的凭据, 何必班门弄斧. 因此
生物学内的学术问题, “外人” 就插不上嘴了. 生命起
源和人类起源的研究结果究竟是科学 “理论” 还是
“假说” 的发言权就这样掌握在一些权威人士的手里.
圣经如果是 “神” 的话语, 其中的道理就一定是
非常明白的同时也是深奥的, 尤其是涉及生物活的生
命过程等方面的内容时, 其词语又必须是简洁的和比
喻性的. 客观公正考证圣经中这类记载是否正确, 首先
要求读者理解现代生物科学的基本成就和基本内容,
同时要求读者以诚相待, 公正分析考证. 例如圣经创世
纪中的一段文字: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 居不好, 我要
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 2:18) …耶和华神使他
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
来…” (创世纪 2:21). 这段文字不仅涉及了生物学， 而
且涉及到生物学中最敏感的内容： 人类的起源和演化
以及人类性别的起源.
这段文字表面的意思是十分简洁明了的, 世界上
的第一个人是被制造的，是男子，没有配偶， 不完美.
经过了一次 “改造” 后， 与新造的第二个人, 是女子,
共同成为完美的现代人类的第一代始祖. 如果当成神
话传说来读， 实在是既优美又合情理。 若当成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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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读， 难免要用基本的生物学概念来考证. 会考证
出什么结果呢？其中无神论者科学家的结论是 “格格
不入”, 没有神，神没有造人更没有改造过人. 而科学理
念是将人类的起源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大自然通过极
其漫长的岁月将猩猩逐渐变成一种类似猩猩的动物,
被称为 “猿人” 的 “过渡物种”, 二是大自然又继续花
了几十万年的时间, 将这种 “过渡物种” 最终 “改编”
成了现代人, 而且在这两个阶段中, 男女同时产生不分
先后. 这也很象是神话, 不过这个假说是通过对化石的
分析而编写出来的, 所以又被称为伟大的科学发现. 近
年来, 一些科学家对猩猩和人类的染色体及 DNA 序列
进行了对比研究, 发现将猩猩的 24 条染色体中的第二
号染色体与第十二号染色体融合后就变成了 23 条, 而
且每一条几乎都对应与人类的 23 条染色体. 猩猩和人
类的 DNA 序列有 98.5% 都是相同的.

笔者在 “显微镜下发现圣经中的启示?” (见
http://xkxy.org) 一文中分析论证了圣经创世纪中的这
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十分明确地暗示读者, 人类初期曾
经发生过一次 “改造”. 这段文字对这次改造的 “目的”,
“方法”, “内容”, “时间” 和 “地点” 描绘的十分明确.
主要 “目的” 是要让人类变得更好. 笔者发现这简短
的文字后面可能隐含了尚未被人类认知的启示. (1).
“肋骨”隐含有数字的启示, 正常人的肋骨数目代表
24, 被去除一根后就代表 23. “原始亚当” 含有 24,
而 “新亚当” 比 “原始亚当” 少了一, 应当含有
23; (2). “肋骨”隐含“新旧” 亚当体内所共有的一
种独特 “结构”. 这种 “结构” 不仅可以用来造就
女性, 而且被 “改造” 后所形成的 “新性状” 可以
遗传到后代, 使人类变得更好. 这种独特 “结构” 显
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的肋骨. 那么人体内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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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同时包含上述两个特征呢? 现代遗传学知识
表明, 现代人类只有生殖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是 23
条, 并且携带了全部将要遗传到后代的遗传内容. 可
以得出的结论是: 这段文字中 “肋骨” 应该是指人类
的 23 条 (对) “染色体”. 故事隐含了人类染色体由
24 条变成 23 条的简单过程.
通过上述分析, 再将圣经的那段关于人类起源的
“神话” 与现代人类起源的科学 “神话” 进行比较, 就
会发现这两者有高度的一致性. 旧亚当体内 24 条 “肋
骨” 被 “上帝” 改造成 23 (不是 22, 21, 也不是 25, 26)
后, 就成为了新亚当, 开始了现代人类的历史. “过渡
物种”-- “猿人” (或猩猩) 的 24 条染色体被 “大自然”
改造成 23 (不是 22, 21, 也不是 25, 26) 条后, 就产生
了现代人, 开始了现代人类的历史. 而稍有不同的是
对这次改造的 “实施者” 的描述. “上帝” 的属性是说
不清道不明的, 固然不属于 “科学” 的理念. 而谁又能
明确说出非智慧的 “大自然” 的什么属性怎样偶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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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猩猩的第二号染色体与第十二号染色体, 而同时
又成功阻止了其它任何两条染色体不发生融合呢?
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人类起源的科学理念中无
法自圆其说的环节, 既然猩猩的第二号染色体与第十
二号染色体融合是在 “大自然” 中随机偶然发生的,
并产生了一个新物种. 同理, 第二号染色体 (或任意一
条染色体) 与其它 22 条染色体融合的机率也应该是相
等的, 所以在过去数百万年里还应该有至少一种到 22
种或更多的由于任何两条染色体融合而具有 23 条 (对)
染色体的灵长类动物存在. 然而与自然随机产生理念
相反, 生物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与圣经记载的
分毫不差, 只有一种具有 23 条 (对)染色体的灵长类动
物存在, 那就是现代人类. 这样的事实强烈暗示人类的
起源不是自然界的偶然事件.
圣经记载的这段文字是正确的, 用生物学事实来
考证圣经这段文字有利于人们更深理解圣经的性质,
有利于纠正人们对这段文字的各种错误认识.

张东生, 10-18-2006 于辛辛那提, dongshengzhang_1@yahoo.com

(如果读者还想知道细胞 “染色体”, “DNA 分子”, “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 和 “细胞凋亡” 等生命中最要紧的环节与圣经文字的 “巧合” 关系, 请参
阅 “星空细雨” 的系列文章, http://xkxy.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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