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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文原文, 見 http://www.prequark.org/Ftoe.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註： 本書英文原著,於 1992 年寫成, 1995 年網上發表。中文翻译於 1996 年完成, 但 

中译本一直未曾發表。此次為首次上網。 

本書在二十年前譯成, 但比主流物理, 至少仍然先进了二十年。 

今年 (2016), 与李小堅博士共著新書 (全統論), 本書仍是其根本。 

這些年來, 一些數据略有更動。但本書仍保持原稿, 未做修改。也做个历史見証吧。} 

  

  

    许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正在梦想一个万物构造的终极理论，但最近的主流物理学还不

能回答许多很简单的问题，如像： 

  1. 生命如何依据物理定律而发生? 

  2. 智能如何依据物理定律而产生? 

  3. 明天在哪里? 今天与明天如何相互作用? 

  4. 如果物理定律产生整个宇宙, 则依据物理学产生的算法如何？ 

  5. 物理学定律本身如何产生? 

  

不能提供解答这些简单问题的任何物理学或哲学理论,都不是终极理论。忽视这一简单事

实的人,即将落后于时代潮流。 

能否构造一个终极理论呢？答案是肯定的。万物构造论终将完成三大统一： 

  

  1. 所有物理力的统一 (包括引力)。 

  2. 物理定律与生命力的统一 (智能，意识，心灵，精神，等等)。 

  3. 会死的世界 (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与不会死的世界(数学, 上帝, 等等)的统一。 

  

简言之，本书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问题的终极真理、终极实在： 

  

*一、生命规律是否不同于和独立于物理规律？若不同，又如何统一？ 

*二、创世规律是否不同于和独立于物理规律？若不同，又如何统一？ 

*三、数学规律是否不同于和独立于物理规律？若不同，又如何统一？ 

*四、物理规律是否被设计来创世生命(强人择原理)？或：生命是否被物理规律所允许(弱

人择原理)？ 

*五、是否存在超越以上四类规律(创世规律、物理规律、生命规律和数学规律)的其他自

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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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终极物理理论的最小准则 
  

为定位该课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能回答关于宇宙结构的许多问题的标准模型。 

我们也必须知道已有的超越标准模型的那些理论。但是，它们都是不完善的理论， 

因为它们不能回答下列问题： 

  

a. 为什么有三代夸克和轻子？ 

b. 夸克和轻子是否真是基本的？或它们是否由更基本的粒子如亚夸克构成？ 

c. 为什么标准模型不能预言粒子质量？ 

d. 电荷如何产生？ 

e. 引力如何进入标准模型？ 

f. 按照我们的实验，宇宙中应有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但是，我们观察到的宇宙 

     为什么大多是由物质组成？这种对称是什么又如何破缺？ 
g. 为什么必然存在自然常数？它们如何产生？为什么它们具有现有的值而不是其他值？ 

h. 什么是宇宙的最初条件？它如何出现？ 

  

任何正确的终极物理理论必须完全回答上述问题。而且，超对称理论和超弦理论(现在为

M 理论)都成功地描述了某些自然性质，因而，正确的终极物理理论的最小准则必须能容

纳这两个理论的概念。 

  

可是，正确的终极物理理论的完整准则必须能处理下列题目： 

  

目  录 

第一章 自然常数及其含义 -- 为什么需要自然常数？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它们具

有现有的值而不是其他值？ 

 

第二章 宇宙的初始状态 -- 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第三章 生命、物理和数学定律的回顾 -- 宇宙的精髓在于生命的产生并且拥有智慧。本

文将就生命、物理和数学的定律间关系作一个回顾。 

 

第四章 明天在哪里？ --- 今天如何与明天产生联系？自旋和电荷是如何产生的？ 

 

第五章 引力和电荷的产生 --- 不仅大爆炸的产生是一件非因果事件，而且这种非因果性

至今仍然存在。当宇宙的两个部分位于对方的水平线之外时，彼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虽然如此，但它们还是整体的一部分。由于光速（相对论）形成了一个因果世界，它不能

成为统一这两个没有因果联系部分的力量。只有一个新的引力理论可以产生一个非因果世

界。 

 

第六章 前夸克色动力学 --- 尽管生命一旦产生，便会遵循物理定律，但以夸克视为建筑

物的基石物理定律,却与生命起源無关。反之,前夸克色动力学与 John Conway的生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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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导致了生物学生命的产生。 

 

第七章 生物学生命的产生 --- 任何不能产生生物学生命的物理学或哲学都不能视为终极

理论。忽视这个简单的事实是很不恰当的。 

 

第八章 一种新的认识论 --- 怎样看待不可证明的和不可想象的？ 

 

第九章 物理学和数学的统一 --- 数学简化了物理定律的表达，没有数学，便不能明确的

表达物理学。在此, 数学只是物理学的工具。物理学和数学的统一, 指的是, 物理定律只

是数学的子系统。进一步说，完整的物理学只有在数学的需求基础上建立起来。 

 

第十章 创世定律 --- 任何创世理论必须能解决以下两个课题： 

* 第一原理是如何产生的？ 

* 从无到有是如何产生的？ 

 

第十一章 费马大定理的哲学意义 --- 费马大定理在还没有被证实之前，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旦得到证明，便不再成为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不过，费马大定理确实指出了本书中提到

的很多重要的概念。 

* 不可分割性 --- 数字的固定范围的概念。自然数总是和无理数联系在一起。 

* 一致原则 --- 通过有色数的概念，数字系统是与物理定律同形(構)的。 

通过使用这些定律，给出了费马大定理的简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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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常数 
(http://www.prequark.org/Constant.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自然常数和初始状态决定了宇宙的结构。一些自然常数必须是真常数，这样因果关系定律

才可以产生并得到维持。但是，自然常数中至少一个是变常数，由此宇宙才可以进化。但

问题是，自然常数为什么会产生呢？是怎么产生的？本文将会作出解释，而且还会引入一

个新的原理 --- 一致原理，这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构筑一个崭新完整的物理学。 

  

*Ⅰ：导论 

*Ⅱ：视界常数 

*Ⅲ: 因果常数 

*Ⅳ: 灵境作用 

*Ⅴ: 非局域性常数 

*Ⅵ: 初始状态的常数 

  

Ⅰ：导论 
 什么是自然常数？他们是连接物理现实的桥梁。一般而言，物理定律通常用公式来表达，

它设定一个公式为比例常数和另外一个公式之间的关系，如： 

 

  物理变量=常数*数学公式 
 

因此，常数并不会改变物理定律但改变了其大小。自然常数的分类方法有很多。我分为如

下三组： 

* A 组：决定物质性质的常数，如：热容，弹性系数，磁动量，基本粒子的质量，电荷和

本征自旋等。 

 

* B组：决定相互关系强弱的比例常数，如：四个精细结构常数。 

 

* C组：决定宇宙结构的常数，即，它们是自然的准绳 (量尺)。 

 

在这种分类下，只有 C组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是基本常数。只有四个自然常数属于这个集

合，分别为零（0，宇宙常数），h（普朗克常数），c（光速）和 G（引力常数）。 

A、B组的常数都可以从 C 组推导得到。电荷可以表达为： 

 

     {h（普朗克常数）*c 光速} 的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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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粒子的质量可以由温伯格角轻易得到。在书中我将会多次提到。 

  

Ⅱ：视界常数 
普朗克常数是整个量子物理的基础，它奠定了所有作用的基础。在物理学上 ，作用定义

为 {能量（E）*时间（t）}。根据测不准原理，所有作用（ΔE*ΔT）必须大于等于h（普

朗克常数）。事实上，测不准原理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达： 

ΔE*ΔT>=h 

ΔP*ΔS>=h 
P：动量，S：距离，E：能量，T：时间 

 

这两种表达式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窗。想象一下，E 是窗口的左边沿，T 为右

边沿，P 为顶部，S 为底部。如果我们想多看一点左边的风景，把左边沿往左推（ΔE 变

小），则势必会失去右边的一些信息（ΔT 变大）。同理，如果我们想多看一点上边后的风

景，把左上边沿往上推（ΔP 变小），则势必会失去下边既存的一些信息（ΔS 变大）。简

言之，测不准原理保证了信息（如能量，时间，动量和位置）对视窗是有限的和一定的。

绝对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视窗放大到无限。简言之，这是知识的水平。所以普朗克常数 h

可被称为水平常数。虽然 h（普朗克常数）从量子物理中产生，它却适用于任何尺度，任

何改进的技术都不会也不能忽略这个限制。量子世界不但存在于原子或亚原子区域，而且

包括整个宇宙。宇宙不仅在早期（如强子期、轻子期和辐射期）受控于量子物理，现在也

是。导致星星产生的核聚变是量子现象。黑洞的蒸发过程也是由量子定律引起。许多物理

学家依然相信台球的运动不受量子的测不准影响，即，宏观世界不受量子物理统治。星星、

星云和星簇在尺寸上比台球更大。如果我们想测量星云的位置，我们必须把它的光看作粒

子，所以在相纸底片上可以显示它的位置。如果我们想知道星云跑得多快，就必须把它的

光看作波，这样我们能测出它的红移。简言之，比台球更大的宇宙物体的运动（位置、距

离、速度和质量等）只能由量子现象的本质--光的波粒二象性来揭示。 

 

实际上我们观察宇宙的能力受制于量子测不准原理。甚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每分每

平方英寸的天空还有 600噪音光子。遥远星云的光线以每分每平方英寸 1到 2个光子的速

率到达地球。如果我们想观测天空中的大尺寸物体，需要信噪比为 1：600。诚然，确有

方法过滤掉那些噪音光子，但这个例子表明在微观--宏观世界，在实践和理论之间，知识

的内在限制确实是现实存在。 

  

III . 因果常数 
地理勘测的视窗在尺寸上也是有限的。一次移动视窗的一角，我们最终能够描述地球全貌。

也许有人争辩说通过移动量子视窗（h）我们也能描述宇宙全貌。这可以实现吗？ 

 

移动量子视窗（h）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用光速（c）。因此就有尺寸为（hc）的新视窗。这

个新视窗能包含全体宇宙吗？ 

 

答案为否。宇宙有三种可能的几何形态 --- 开放的，扁平的和封闭的。开放的和扁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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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在尺寸上都是无限的：由于 hc 是有限的，它不能够覆盖那些宇宙。而封闭的宇宙有

一个有限的尺寸，那么 hc 能够包含一个封闭的宇宙吗？ 

 

答案又是否。一个人沿着一个封闭的宇宙（尺寸有限）向右走，能够终止于起点。这个思

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在一个人走完全程之前，宇宙也许将崩溃到零尺寸。我们必须

走得比光快，以便在宇宙末日前能够回到起点，但根据相对论这是不可能的。 

 

{h 和 c}不能包含宇宙这个事实导致了两个问题，{事界}和{非局域性}。事实上，hc 形成

了一个因果盒。盒中的任何事之间都有因果联系。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 hc 视窗的平方根

是电子电荷。只有电子电荷才产生光子。光子提供了这个宇宙的许多信息。没有光子，我

们将不知道星星、星系、脉冲星、类星体等的存在。没有原始微波辐射，我们将不知道宇

宙是如何开始的。从那些星云来的光子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它们的年龄、位置、化学

组成、远离速率以及表观质量。用这些信息，我们能够明白宇宙的结构。所以，一方面，

h 开创了知识的视野（有限），另一方面，hc 提供了我们知识。hc 的平方根是电子电荷，

它又产生光子。然后光子设置了所有因果联系的上限，即光子产生了因果世界。简言之，

c（光子速率）是因果常数。 

  

IV.  灵境作用 
水平线的定义为有些事物隐藏在边缘之后。当 hc 保留因果性，形成事件水平线的时候，

实际上，也就指出非因果性必然是现实的。世纪之交，{实在论}面对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

不是从唯名论，唯心论和现象论而来，而是因为量子物理的崛起。CI（哥本哈根解释）用

互补原理描述了量子世界。互补原理由三部分组成： 

1．“整体”有两个相对部分； 

2．相对部分相互排斥； 

3．相对部分 組合成整体。 

 

互补原理在物理上表达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量子物理中，全体宇宙分割为两个互斥的但

却是互补的部分。因而这些部分是成对的，例如位置和动量，时间和能量等，不但在实践

中而且根据 CI 原理，相对的二者只有一个能够被精确测定。简言之，CI 容许各种距离上

的灵境作用成为现实。 

 

尽管爱因斯坦承认在实践中不确定原理是对的，但他坚持认为在原理上它是不正确的。

1935年，他和同事公開反対了 CI，并通过用 EPR(Einstein，Podolsky，Rosen) 假想实验

捍卫了实在论。在 EPR实验中，设想两个源自一个不定量子态的粒子，然后不同其它任何

物质发生反应,并不断分离，直到我们选择一个去测量或观察。当两个粒子源自一个量子

态时，量子定律允许我们去计算它们的初始动量，EPR 的争论便在于单个粒子的动量即使

在它们分离之后也是相互关联的。当两个粒子之间的距离大于一个{类空间}分隔距离，此

时不可能因光信号产生因果联系，那么我们可以如爱因斯坦提出的，根据测不准原理精确

测量出其中之一粒子的动量（非位置），并且这个测量将不能干扰另一个粒子的动量，因

为它们之间相隔着类空间距离。因而，第二个粒子的动量就可以根据动量守恒定律精确地

计算出来。然后，我们精确测量第二个粒子的位置（非动量），精确计算出第一个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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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精确推导单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又达到了物理理论和物理

现实的一一对应关系。简言之，实在论的凯旋，测不准原理以及 CI 都仅仅是胡扯的，除

非远距离的灵境作用确实存在。 

 

1982年，Alain Aspect 及其同事 Jean Dalibard 和 Gerard Roger 做了类似 ERP实验。

他们的工作证实远距离上的灵境作用的确客观存在。Aspect 的实验得出结论，由于整体

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理解为宇宙是各自部分的加和。实际上，所有孤立的实体都能够

假定为在宇宙历史上某点（如大爆炸）发生相互作用。这个事实叫非局域性，因而对一群

人（如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分享大量的量子粒子，心电感应不

仅是允许的而且是这个事实的直接结果，即远距离上的灵境作用是实在的。 

  

V. 非局域性常数 
因为非因果性和非局域性是现实的，它一定可以由物理定律，物理变量或物理常数来表达。

广义相对论构筑于光信号这个术语。一方面，它创造了事件水平线，另一方面，它不可包

容非局域性这个事实。但是牛顿引力的标记为力的传递是通过远处的立即（意念）作用方

式来实现的。所以牛顿引力不但依然是宇宙飞船所遵循的规律，而且是一个代表了非局域

性这个事实的实体。 

 

进一步说，因为引力和宇宙演化相联系，而宇宙实际上在演化，所以引力常数一定是一个

变化着的常数。1938 年，保罗. 狄拉克第一个设想引力常数是一个变化的常数，那时他

发现了宇宙一致性（也称大数假设）。宇宙一致性的重要性在于那些数字决定了宇宙的整

体结构,并且那些一致性把那些（仿佛来自自然界毫不相关区域的）数字连接成一个整体。

有三个不相关的数字 ---- 宇宙的年龄（宇宙学），电子时标（光穿过经典电子半径所需

要的时间，量子世界），引力精细结构常数（Gf，牛顿物理）---- 但是它们可由一个简单

的数学关系式联系：电子时标测量的宇宙年龄等于引力精细结构常数的倒数。 

 

从这个简单的一致性,可以清楚地看到电子时标或引力精细结构常数之一,必是变化的，因

为宇宙年龄是不断前移的。狄拉克猜测电子时标是一个现实的常数，但是引力精细结构常

数一定是一个变化着的常数。他的猜测是对的。超统一场也要求 Gf 为一个变化的常数。

在超统一场中，所有四种力在确定状态下都有一个相对的强度。那些力的强度由相应精细

结构常数决定。因此四种力中至少有三个力的精细结构是能够变化的，以使所有四种力相

交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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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力精细结构常数中，唯有电磁精细结构常数（Ef）是单一由 h和 c来定义的，而 h和

c又是现实常数，也就是说EF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变化。那，Gf必是一个变化着的常数。

只有变化着的常数才能产生一个不断演化的宇宙。而且如果宇宙包含两个相连接的因果盒，

那两个相连的因果盒必是由某些方式来连接。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因果联系，但依然是整体

的一部分。唯一能够连接两个因果盒的便是引力，即引力常数（Gf）是一个非局域性常数。 

  

VI 初始状态常数( 
1916 年,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中的一个大缺陷。即根据他的新理论，宇宙必须膨胀或

外延。那时（早于哈勃发现了宇宙实际在膨胀 13年前），爱因斯坦相信宇宙一定是静态的。

因此他在方程中加了一个新的所谓宇宙常数,来平衡膨胀或外延驱动力，从而修正了新广

义相对论。后来，他把这个宇宙常数称为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因为他一直错过了做出一

个最大的科学预言的时机：宇宙是膨胀的。 

今天，爱因斯坦最大的败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常数。它必須是非常的接近(零) 。

简言之，宇宙常数决定了宇宙的结构，它是宇宙的边界状态。 

在书中我多次提及，宇宙的初始状态不但不能被大爆炸所消散，而且一定是宇宙的边界状

态。因为宇宙常数代表了宇宙的边界状态，它一定也是初始状态。宇宙初始状态的详细争

论基于微波辐射和 HZP光谱。发现宇宙初始状态, 近於零（宇宙常数），触动了所有的哲学

神经，即万物生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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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宇宙的初始状态 
(http://www.prequark.org/Initial.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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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定律是否与物理定律不同或者无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温习大爆炸时

或在它之前的初始状态问题。 

宇宙学中仅有两个问题：宇宙中物质的数量和分布。这两个问题延伸出许多别的课题：宇

宙的几何形态，初始状态，宇宙的演化等。 
  

I    冷暗物质模型 

II   哥白尼宇宙原理 

III  宇宙初始状态 

IV   循环宇宙 

V    结论 
  

I 冷暗物质模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Fritz 指出许多星云移动或旋转得比较快，而按把它们合在一起

的可见物质所产生的引力来看,不应该有那么快。约四十年后，这种现象被重新发现，也

就是说，这些星云中必有一些暗物质。 

 

什么是冷暗物质？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类型 --- 重子和假想的暗物质。重子暗物质由我们

已知的物质构成。黑洞、褐矮星、星系间氢云、蓝（极老且远）星系和中子星都是重子暗

物质。这些类型的重子暗物质确实存在。虽然它们自身不可见，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检测

而得到，例如吸收光谱和引力透镜。 

用重子暗物质概念，星云失重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要考虑到假想的暗

物质呢？例如超夸克或超轻子等。如我在 TOE论文中提及，那些假想的暗物质可以由半真

半假的超对称性来预言。虽然这些假想的物质从没有在实验中被发现，但许多物理学家和

宇宙学家却相信它们确实存在，因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它们。 

 

宇宙的几何形态有三种可能性 ---- 开放的、扁平的和封闭的。这三种可能性由一个基本

的宇宙常数来描述—— 欧密伽。欧密伽是{宇宙中确实存在的物质的密度和它应该拥有的,

用来永远减缓宇宙膨胀但又永远阻止不了的量之比值}。如果欧密伽小于 1，宇宙将永远

膨胀，达到一个热寂状态，即达到一个单一温度（K 绝对零度）。如果欧密伽大于 1，宇宙

将最终停止膨胀，并开始回缩到大爆炸。 

 

这两种状态都会消除人类。但是如果欧密伽精确等于 1，宇宙将永远膨胀，但速度越来越

小。这种状态下，有条件让文明在那个宇宙中建立生态岛，因而能够永久维持。 

 

http://www.prequark.org/Initi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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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基于宇宙中星云数目和重量的粗略估计，包括重子暗物质，欧密伽显示为 3.5。仿

佛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在审判日我们将面对热寂状态。 

 

并非如此！大部分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相信欧密伽精确等于 1。我们仅仅是没有找到丢失

的 65%。他们的自信来自两个原因：人类学和目的论。 

 

人类学论据：如果欧密伽在宇宙早期阶段小于 1，138 亿以后的现在它将接近于零了。 

如果欧密伽在早期阶段大于 1，现在已趋于无限大。两种情况都不容许我们活在这里讨论

什么是欧密伽的值了。事实是我们已在讨论它，意味着所有的时候，欧密伽一定是精确为

1。 

 

目的论论据：宇宙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其中就是我们自身。为了避免热寂状态和地狱，

并且使有意义的东西不朽，欧密伽必须等于 1。无论如何，如果欧密伽精确等于 1，那么

就必须有一些非重子暗物质。这些由超对称所预计的假想物质因而成为新宇宙理论——

CDM（冷暗物质模型）的基础。 

 

为什么冷？这意味着什么？冷是热的反面。宇宙学中，微中子被称为热暗物质，这些暗物

质的温度由自由流动尺度来定义。自由流动尺度由粒子团在引力下崩溃所需要时间比上经

典粒子穿过粒子团所要时间来决定。当重子测试并且形成一个粒子团，有两种相互竞争的

力在起作用：動力，使粒子团解体；压力，阻止解体。对于微中子，不存在诸如压力的东

西，因为粒子间相互从不在意，更不用说其它物质如光。这种沸溢到空间的趋势就是称为

热的原因。中子星的自由流动尺度至少是一个普通星云的一万倍。如果中子星是把欧密伽

带到 1的暗物质，那么宇宙中最基本的质量团聚体将是超星簇而非星云。它也意味着中子

星为主的宇宙,先形成最大尺度的结构，而后是星云。但是有强力证据表明相反的次序是

正确的，即星云先形成,后是超星簇。 

 

而且，因为它的大自由流动尺度（太热了），中子星将不能结合得太紧密。这意味着比银

河系小的星云根本就没有明显的黑晕，但白矮星的观测显示它们有巨大的黑晕。 

 

现在，我们很清楚，即使中子星确实有某种作用的话，也不可能是把欧密伽带为 1的主要

因素。所以，宇宙学家如果坚持欧密伽必须为 1的话，就必须发现更冷的暗物质。它们必

须冷到足以使星云先形成，也就是说，它们的自由流动尺度必须等于星云的尺寸。 

 

物理学家设想了此类冷暗物质的大团聚体。因为它们是虚拟物质，它们的温度（冷或热）

可由物理学家自由支配。没有人能证明一种或其它任何一种方法。重子被认为是温暖的。

反光子，光子的超级对称物，是冷的。 

 

原始的冷暗模型（CDM）由三部分组成。首先，CDM宣称欧密伽必须精确为 1。既然所观测

的欧密伽远小于 1，就必须有暗物质存在。其次，这些暗物质必须是冷的，也就是说当它

们在宇宙中跳出时的特征速度远小于光速。最后，远在它生命的第一秒之前，宇宙经历了

一个不完全地快速膨胀；在大爆炸暴涨前三百万分字一秒，它以惊人的 10的 30 次方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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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膨胀。在 CDM里宇宙有一个梯状结构，星云组成星云簇，星云簇组成超星云。 

 

大约将近十年，宇宙看起来极象 CDM 模型。但在 1986 年，两个独立的天文台发现了大空

洞和长城。在 CDM统治期，这些新发现的宇宙体显得太大而令人不舒服。 

 

为了克服这些新困难，宇宙学家设想了第四部分,加到原始的 CDM 中去。它被称为偏斜物，

也就是说，星云不是到处存在，而仅存在于暗物质的最致密区。 

 

CDM 所有的四种状态都没有得到证明。第一种状态来自宗教。第二种状态,一方面是已知

宇宙结构的要求（先星云，后超星簇）；另一方面它宣称许多虚构的粒子（夸克，反光子

等）是现实的。所以以上两部分,只是某种科学幻想。 

 

相反，第四种是由某些新发现产生的，但最重要的还是第三种状态。如果 CDM算得上是天

才科学的话，那是因为它包含第三种状态——膨胀的景象。 

 

膨胀的景象由 Alan Guth于 1980年提出。新思想即使不是在形而上学水平上,也至少在观

测水平上解决了三个悬而未决的宇宙课题 --- 水平疑难、扁平疑难和大尺度结构疑难。 

今天，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宇宙大约有 138 亿年。当光从宇宙的两侧向我们走来要花

138 亿年，就意味着在它们全部历史的任何阶段,它们从未有过因果联系。这是水平疑难。 

根据大爆炸理论，当时间流逝时,宇宙必定弯曲。但观测显示,我们所观测的宇宙部分的空

间形状特别扁平，也许在远离水平线的地方,它实际是弯曲的。这是扁平疑难。为了理解

大尺度结构疑难，我们必须先讨论哥白尼宇宙原理。 
  

II  哥白尼宇宙原理 
1510 年，哥白尼形成他的宇宙原理，即：地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观测点。这个原理后来

延伸为两个论断。第一，宇宙从任何方向看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是各向同性的。第二，

更进一步说，宇宙从任何点来看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著名的同源性。同源性和各向同性的

宇宙,具有最可能的空间对称和最简单的空间结构。 

 

用哥白尼宇宙原理（CCP），可以对宇宙结构作许多预测，其中有很多是正确的。第一个预

测是无限宇宙的 Olbers 佯谬：晚上为什么会变黑？1823 年，Heinrich Olbers 用一个简

单的数学模型证明,如果宇宙尺寸是无限大的，并且 CCP（哥白尼宇宙原理）是正确的，

那么夜晚的天空应该亮如白昼。而事实上夜空是黑的，这意味着这些假设是错误的,或另

有一些未知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宇宙是在膨胀或宇宙有一个有限的开始（尺寸上不是无

限的）。 

 

1922年，Alexander Friedmann 用广义相对论结合 CCP 预测宇宙不可能是静态的。他的预

测被世人（包括爱因斯坦）所忽视，但七年后也就是 1929年被 Edwin Hubble证实。 

 

因为宇宙一直在膨胀，它必定有一个有限的开始。1948 年，George Gamov 提出大爆炸思

想，并测试 Olbers佯谬。宇宙的膨胀使光暗到原来的一半（通过红移）。宇宙的有限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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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宇宙依然年轻）给夜空带来黑暗。 

 

虽然，小尺寸范围（例如星云或星云簇的尺寸）中物质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但如果一个人

处于比两个星云簇之间的距离远得多的地方观测它的话，宇宙在每一个方向上看起来是大

致相同的。 

 

CCP 不仅幸存下来，当结合大爆炸理论时还预测了微波背景辐射。当宇宙的背景温度为

6000K 以上时，光子不能传输得很远。在发射和重吸收的循环中,光子和物质结合在一起。

这被称为耦合时代。在大爆炸后持续了将近 300，000 年。 

 

当宇宙的温度下降到 6000K 以后，解耦合发生了，光子最终能自由闪耀。在解耦时期，光

子逃逸出来，此后或多或少的被阻碍，但至今还和我们在一起。解耦后的 138亿年后，那

些原始光子应该冷却到约 3K（确切地说是 2.7），根据大爆炸的计算,它的波长已移向微波

区。微波辐射碰巧由两位广播工程师（不是物理学家）在 1965年发现，他俩荣获 1978年

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一方面重新证实了 CCP 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导致了大尺度结构问题。

大约经过三十年的测量，才知微波背景太光滑了（各向同性和同源性精确到至少三万分之

一）,以至不能产生一个如我们熟知的宇宙。因为事实上存在者星云的梯状结构。微波背

景一定有某种波动。简言之，在微波背景的光滑和宇宙实际的大结构之间仿佛有难以调和

的矛盾。这就是大尺度结构问题。1980 年后期这种状况越来越恶化。从深空可以观测到

许多巨大的空洞（bubbles)和长城（the Great Wall，长 5 亿，宽 25 亿，厚大约为 1.5

亿光年的星云层）。 

 

虽然哥白尼宇宙原理容许小尺寸（星云簇的大小）的某种各项异性，但新近发现的大空洞

和长城远大于传统 CCP所容许的范围。简言之，CCP 的有效性又成了问题。 

 

1989 年，COBE（宇宙背景探测器）卫星发射到围绕地球的轨道，去探测前所未有的微波

背景深处。1992年，COBE 小组报告说他们看到了上帝 —— 大爆炸之前膨胀的波动（大

约 1K的百万分之十七）。 

 

所有这些理论（CDM，HDM-热暗物质），发现（大空洞，长城，微波背景），原理（CCP）和

声称（看到上帝）使一个话题成为热门 —— 暴涨之前或之中的初始状态。在创世时或之

前的初始状态是什么呢？ 

    

III. 初始状态 
一方面，暴涨景象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解决了水平难题。因为在这个巨大的暴涨中，

所观测的宇宙从相互暴涨的水平面移出。扁平问题也迎刃而解，因为巨大的暴涨狂扫宇宙，

使它显得扁平。大结构问题也得到解决，因为突发的暴涨将被量子波动锁定，量子波动也

许包含了大尺度结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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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暴涨景象也导致了新的问题。暴涨一刻为什么会发生？在暴涨之前发生了什么？

简言之，暴涨景象并没有真正解决初始状态问题，而仅仅把它在时间上往后推迟了一点。 

 

顾名思义，初始状态问题至少有两个特征。一，它不能是任何已知的物理过程的结果（包

括大爆炸），因为它处于或在大爆炸之前。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自在和自参验的实体。二，

它不得被任何过程消灭: 如一个收敛体系，它的初始状态的痕迹会迅速地消失殆尽，或是

歧化体系，这个体系最终是混乱的。也就是说，即使在今天它必须是以某些形式存在。 

 

既然，微波背景辐射是初始状态的指纹，它不受任何过程（如星云形态）的任何尺寸（星

云、星团和超星簇大小）的影响。在所有尺寸 ——（微、大、巨）上，波动程度都应相

同。实际上，这个就是COBE的发现。这个微波背景的数学表达是用HZP光谱描述的。COBE

数据和 HZP 光谱吻合很好。二者沿着零线紧紧相依。 

 

实际上，零线上下方区域几乎完全对消。也就是说，虽然局部波动导致了宇宙的庞大结构，

但净波动为零。因此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表征初始状态假说如下： 

 

               处于或在大爆炸之前的初始状态的净量子波动为零。 
 

为保持初始状态，任何局部正波动（导致了星云）必须和负波动（导致引力）对消，并且

这是一个实-虚创世过程。 
  

IV 循环着的宇宙 
现代宇宙学的基础是 Friedmann 模型和 Hubble（哈勃）观测。Friedmann模型基于 CCP和

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又延伸出引力理论，它被设想出是一种吸引力。那么，宇宙究竟

为什么必须暴涨？自然界仅有四种力，两种（强力和引力）是吸引力。电磁力可以是引力

或斥力。此三種為宇宙的 (建設力), 組建各種結構。弱力的作用距离极短，它是 (破坏

力), 重组新結構,它影响早期宇宙的结构。今天，它依然对许多宇宙进程有贡献，如超新

星，但它絕不是使宇宙暴涨的力。电磁力是长程力，但大部分物体是电中性的。虽然光子

的动量随机地撞击宇宙中的物体，但是光子的动量不能被解释成宇宙暴涨的原因。 

全世界只有爱因斯坦和 Guth 认为有必要引进一种反引力。爱因斯坦提出了宇宙常数，但

是它被证明是非常的接近零。Guth 提出假真空思想，它在大爆炸之前的膨胀期中扮演反

引力。为什么在 Guth 的反引力（假真空）消失 138 亿年后，甚至在今天宇宙还必须持续

膨胀？不引进反引力的任何宇宙模型注定要失败，因为哈勃观测是自然事实。 

 

Hubble 定律描述了宇宙的膨胀：星云以和距离成正比的速率远离银河系。所以，所有的

星云看起来仿佛飞离银河系而去。如果这些星云在飞，它们一定在被什么东西驱动。但这

些星云的引擎牌子是哪种 —— 大众，福特还是道森？这不是玩笑。一方面，这些星云看

起来是静态的，但它们之间的空间却在加大，后退速率仅仅是不断扩大的空间产生的错觉

而已。在单一膨胀速率的情况下，Hubble 定律显得很有效——两倍远看起来就是两倍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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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为什么必须膨胀，如何膨胀？如 (零方程式)描述，新物理的本质就是空间膨胀。真

实时间和虚时间的相互跳跃创造了 64 个子空间。64 子空间的四分之一是真实空间，纯粹

真空。64 子空间的四分之三是粒子，重子物质。所以，当时间向前跨越，空间在膨胀，

物质被创造。简言之，在我们宇宙的历史长河中，大爆炸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仅是一

个连续过程的开端。 

 

(零方程式): 描述了每个宇宙 (点) 都在運動 (膨胀), 從 (現在) 走向 (未

来) 。 

(均匀) 的膨胀, 在一個固定的觀察点, 遠方的点会以 (加速) 遠離。 
 

虽然 CDM（冷暗物质模型）的本质是科学幻想，但它不可能全错，因为它描述的宇宙相当

接近真实宇宙。虽然欧密伽必須等于 1，也没有必要有那些设想的冷暗物质，但是必须有

一些非重子冷暗物质。在这个新物理中这些非重子的冷暗物质是什么？它们是没有出生

的重子物质。这个新物理的本质是宇宙不仅和过去有关系（例如原始波动、原始中子星、

超新星的残余物等），还和将来有关系（没有出生的重子物质）。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宇宙

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我将在以后的 TOE课题——有意识的宇宙中详加论述。 

 

我上次说过，引力是那些被创造的空间和物质的虛幻的对称体。引力就象银行家，一方面

它为新时空借出能量，另一方面它收取利息。因此，在每个爆炸中，物质和反物质交替出

现，每一个循环后宇宙的尺寸将增长两倍。这些动荡的宇宙保持着能量守衡，持续地创造

时空和物质，也给反物质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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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结论 
*一，宇宙的初始状态就是净波动必须为零。 

*二，如果零保持为零，就没有创世。 

*三，零是以 (真实-虚空对称) 來表達的: 方程式零。 

*四，我详细地讨论了自然的四个基本的常数。普朗克常数和光速,一定是真实的常数，所

以它们导致了因果世界，只占宇宙的一个非常小的一部分。宇宙的绝大部分是非因果和非

局域的。引力常数单一化零，它使非因果和非局域的宇宙粘合成一个整体。欧密伽是一个

描述宇宙当前结构的方法。一方面，它仅反映了宇宙演化的一个动态的点；一方面它决定

了宇宙的命运。既然原始的波动决定了今天的大尺度结构，将来宇宙的命运，欧密伽一定

相同，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受到宇宙进程的影响。这就是说欧密伽不是宇宙的结果而是原因。

既然事实上宇宙还在演化，它必受到欧密伽的驱动，欧密伽在 0到 1之间变化。 

*五，在我的书中多次提及，初始状态不能被任何物理进程驱散。所以，初始状态，零，

必须以某种形式表达。恰好，有(非零的零)作为这个自然界最基本的常数，即宇宙常数。

在新物理中,时空上的每一点都是宇宙其余部分的边界。因此另一方面，时空的每一点都

是新创世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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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命、物理和数学定律的回顾 
(http://www.prequark.org/Overview.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Ⅰ、导论 

Ⅱ、细胞分化的初始信号 --- 几何学 

Ⅲ、生命的积极行动者 --- 时间和空间 

Ⅳ、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相互作用 

Ⅴ、相互包含 

Ⅵ、体形和大脑结构的规律 

Ⅶ、对称性及其破坏 

  

Ⅰ、导论 
看看现在所有多细胞的生命形式，产生了许多问题： 

第一，从一个单一的受精卵(结合子)，如何产生了这么多形式各异的细胞？ 

 

第二、当分裂的细胞想聚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单元时，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

移交了大部分的功能(如：繁殖力)。他们为什么想合作呢？这种合作(分工)又是如何开展

的？ 

 

第三、不同的物种有着不同的形体，其形状是由基因控制的吗？或者，基因是由体形所创

造的(作为创建特定体形的工具)？ 

 

第四、卵细胞(或者是任何器官)是受驱动这么做的吗？还是，它自己任凭意愿选择了命运？

如果是受到驱动，那么驱动力何在？如果是凭着自己的意愿，那么，它又是如何找到生命

的程式的？ 

 

第五、每一个生命的发展形式都在时间和空间的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角色。时空仅仅是舞

台吗？或者，可能他们才是生命戏剧里的真正主演？ 

 

体型和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了拓扑学，而发展和时空的关系则与物理学有关。可以肯

定的是，驱动力和自由意愿都是某一种智力性的东西。这个过程包括了哲学、形而上学、

数学、物理和神学。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对生命科学的定义只局限于胚胎学、分子生

物学和遗传学的范围。由于在所谓的生命科学与其他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和神学)之间没

有绝对的联系(一种统一体系),对生命的真正理解还远远不够。事实上，对以上这些问题，

哪怕你对基因学和生物学所知不多，也可以理解、提出并作出回答。本文旨在不仅用普通

常识来提出这些问题(不需要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的知识)，还要提供一个各个学科(数学、

物理学、神学和生物学)之间的统一的体系。 

http://www.prequark.org/Ov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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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细胞分化的初始信号 --- 几何 
早期生命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 单个受精卵分裂形成为一个实心球(桑葚胚),在卵裂阶段形状象桑葚团。 

2。 这个桑葚胚长成一个 {中空的球(芽状物的希腊语称为 blastula)}。 

3。 第三个阶段, 就是原肠胚形成阶段(这个阶段对任何个体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胞胚细

胞的前半部分形成一个软管(DONUT)。里层，即中胚叶形成了大部分的内部器官。外层即

外胚层，形成了皮肤和中枢和周边神经系统。 

 

從 桑葚胚 (morula) 到  Blastula 

 

 
 

 

從 blastula 到 gastrulation 到 embryo (胎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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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卵裂阶段，所有细胞都是等同的。在果蝇实验中，将卵裂阶段的一个雄细胞引入雌性胚

胎形成雌雄嵌体(雌雄各半的个体)，而其中的各部分是随机分布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阶

段细胞的命运还是没有决定。 

 

在胞胚阶段，细胞开始分化，而这个分化依赖于胞胚中各细胞的分布情况。其腹部就形成

内部器官。如果在这个时候细胞移动到另外的地方，那么这种初始阶段的分化还是可逆的。

胞胚的背部则在形成原肠胚时形成外层和神经系统。但是其确定的分化一定要等到他们与

其他区域(中胚层)发生联系后才会开始，否则不会发生。 

 

迄今为止，这种重要的生命过程，并不需要用分子生物学或基因学的特定术语来描绘。它

只是几何的一种简单变形：从一个单细胞成为实心球(桑葚胚)；从实心球到中空球(胞胚)；

从中空球到环形管(DONUT)。这是一种导致细胞分化的几何提法。几何关系赋予了细胞的

命运。我的论文--How to reach Ultinate Reality in a finite number of steps in 

terms of sciences(如何用科学术语在有限步骤内达到终极实在)(发表在 1993 年莫斯科

的 19届全球哲学大会和 1995年多伦多大学的关于终极实在和意义的人类思想研究国际学

会的两年一度例会上)根据球-环形管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拓扑学、物理学、数学和生命学间

的统一体系。 

 

Ⅲ、生命的积极行动者 --- 时间和空间 
在所有生命科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基因学家)的眼里，在生命中演绎的主要角色是基因、

酶、蛋白质，它们在空间和时间的舞台上,上演着生命的戏剧。没有人会亲眼看到过空间

和时间的存在。 

每个卵都有其特定的拓扑结构(几何结构)，而且通常说来是非对称的。尽管许多不同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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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受外力干扰)都可以改变胚胎的轴心(结束于头或尾)，卵的形状确实是与轴心有一定关

联。 

果蝇的实验证明，其形体主要是由四个成形素的梯度所控制。成形素是控制分化模式的物

质。头的基因(BICOID)必须要分布在生长脑袋的地方，而不是(至少不是高浓度)分布于其

他地方。否则将会到处长满脑袋。该过程是通过下列方法实现的； 

 

首先，是卵的极化，在一端产生头基因(BICOID)，在另一端产生尾基因。 

其次，如果可以允许头基因扩散到尾部，那么，在尾部将会产生一个脑袋。但是，头基因

的半衰期还不到一个小时，而两端的巨大差异将阻止它到达尾部。 

再者，尾部基因具有破坏头基因的能力，为了避免在腹部长出一个脑袋，即使是在卵的中

间部分，头基因的浓度也会被破坏至极低的水平。 

由此可知，果蝇(或其它多细胞生命体)的体形是由四要素决定的： 

1. 拓扑和化学极化结构； 

2. 每个器官的基因； 

3. 每个基因的半衰期； 

4. 基因之间的几何分化。 

简言之，时间、空间和几何控制了生命的发展，而基因仅仅是蓝领工作者而已。 

 

IV。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作用 
体型发展受控于当时的基因层次。在实时的层次中,有两类有否决权的基因。 

*一是上流否决基因,它指定了下游基因的正确的位置。 

*二是下游否决基因,它能驳回先前的行为。 

  

受精卵中的性染色体,通过细胞的多代分裂传递给身体的所有细胞。因此,每个细胞,不管

是在肝脏,肌肉或大脑中都有决定自身性别的信息,和整个生物体的性信息相同。然而,性

决定基因 TDF(Testis-Determining Factor 睾丸决定因子)只在一个组织中作用,即性腺

中。在受精后的第五和第七周之间,任一性别的人类胚胎,都发展多用途的性腺，以后可以

变成睾丸或卵巢．如果 TDF(男性性基因)受到任何方式的阻碍或转化,性腺一直等待到第

十三周,然后开始发展为卵巢,他就变成她了。 

 

如果他有睾丸,在第八周如果它又产生睾丸激素(男性荷尔蒙),那么一些多用途的胚胎结构

发展为阴茎和阴囊。但是如果他的睾丸激素接受器有缺陷(不是由性基因发展的),那么他

的多用途胚胎结构将发展为阴蒂、阴唇和阴道,此时他的睾丸埋葬于腹股沟或阴唇之中了。

这种假两性人常常是漂亮女孩,在女性模特中有许多案例呈现。 

  

在实验室的实验中，如果雄性小鼠在出生或这之前阉割，成为成鼠后它们就不能显示雄性

典型的性行为，甚至给它们注射雄性荷尔蒙也不行。但如果在出生几天以后再给它们阉割，

成鼠后，雄性荷尔蒙能够引发雄性典型的行为。 

  

综其上述，可以得到三个结论： 

*一，那些早期事件确实影响或决定将来的结果。即，过去和将来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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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些行为(通过人类实验或通过基因自身)本身并不提供明确的结果。仅有合乎时宜

的行为才能导致一个明确的结果。 

*三，下游的行为也能够改变由早期行为导致的进程。 

 

我们太多地认为这类体型发展是自然事件，就习以为常了。实际上，一个刚刚受精的卵子,

就已经知道它的成体形态了，当它变成成体是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并不是因为那个受精卵

是个预言家，也不是因为它是严格的基因决定论者。它仅仅遵循了过去和将来的作用(基

因层次和环境作用)。 

 

今天和将来有作用，这确实是事实。中国的独生子国策将决定(或改变)今后几十年的中国

社会的人口结构。国会的财政预算的争论将决定美国社会的前景。过去也和今天和明天作

用。孔子的话依旧主导每个中国人的思维过程。 

 

但是，现在物理学不能解释明天在何处？昨天在哪里？明天如何变成今天的？今天如何和

明天作用？我们肯定知道,明天并总是要变成今天。上述例子(生命和社会的发展)清楚地

显示了今天确在和将来作用。 

 

不能够回答上述问题，并不仅是因为当前主流物理尚未成熟，而且还因为我们未能真正地

理解生命是什么。我发表于 1993 年莫斯科的 19 届全球哲学大会的论文---终极

TOE(Theory of Everything，万物论)，我已提供了一说明,明天在何处的模型。 

  

V：共有(互含)的无处不在 
---生命及其和物理、数学、神学间联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有丝分裂(染色体的复制)中，成千上万的基因代码被复制。用今天的技术和定量控制标

准，在每百万仅产生 200个缺陷的进程被认为是极可靠的进程。但如果在任何染色体复制

中,每十亿中仅有一个错，每个物种在 10代内将失去它至关重要的基因特征。在果蝇例子

中，它的复眼要求六个光接受细胞(观察空间一点)连接到相同的一对神经元。一项跟踪

650个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没有一个和细胞进行错误连接。 

 

一方面，尽管人类大脑的发展确实是由基因控制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许多的变动产

生。即使是具有完全一样的基因的同卵双生子,也不会有相同的神经系统。这是后成的一

种表达。因此，每一个人在其历史上,都记下了他或她的大脑的每一个结构。 

 

因此，不仅仅基因决定论是有弹性的，而且在绝对可靠性结构中也有无限种的可能性。绝

对可靠性保证了每一个人类胚胎(即便是有许多缺陷的基因)都可以成功地成长为人类。而

这种无限可能性则保证了单个个体都是真实的。 

 

此外，任何生命的发展,都只有一个过程 --- 身体的发展。但这个单一的过程却产生了两

个绝对相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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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 从有序到无序，单个卵分化成为众多细胞。 

第貳，从无序到有序，那些分化的细胞组织成为器官，从而成为组织得更好的身体。 

 

然而，这两个相反的趋势在同一个过程中得到完成。事实上，想从单一的开始,建造成为

组织得更好的结构的唯一方法,便是首先变为无序状态(分化)。也就是说，混沌是有序的

原因和驱动力。简言之，无序和有序是事物的两个方面。相同的，绝对可靠性和无限可能

性也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这种两个绝对相对的趋势、力量或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称为互相共有 (互含)。这个概念,

中国人早在 5000 年之前就已经用阴阳作出了表述。在有冲突的时候，阴阳是对立的两个

方面，但长久而言，他们不但互补而且相互根植于对方当中。当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它们

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阴变为阳，阳变为阴。因此，阴(弱的一方)可以通过屈服，从而

征服阳(强的一方) 。使之达到最大值，最终使阳转化为阴。这个概念不仅是个强有力的

政策战略，也是理解终极真理的唯一方法。 

 

现代物理的基础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哥本哈根解释(CI)所表达的互补原理，它包括以下

三个部分： 

1. 整体必须包含两个相反的部分。 

2. 这两个部分互相排斥。 

3. 这两个部分互补。 

 

很显然，哥本哈根解释并没有反映出不确定性原理的真实含义。当我们想更精确地测量出

一个粒子的位置时(ΔX 变小)，就必定失去了其动量的精确信息(ΔP 变大)。也就是，正

如阴--阳转化一样，ΔP 转化为ΔX。ΔP 和ΔX 互相包含(互相共有)，而非互相排斥。海

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实际上是物理学中互相包容的原理。 

  

VI:体形和大脑结构的规律 
在果蝇实验中，当两条腿变大,而其它腿保持不变时，不同的片段一定是由不同的基因所

控制的。当两条腿变肥而不是拉长时，不同的腿的轴也是被独立控制。表面上看起来，基

因是控制体形的最佳候选。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人类和黑猩猩，就可以发现其中有超过

99%的氨基酸序列是相同的。许多差异并不会产生功能性的结果,所以很难相信这些差异导

致了两种物种的形态差异。更何况,有些基因非常保守,在长时间的演化中只会改变一点点，

而有些则是飞速进化。然而,对这两种进化,快和慢的两组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的蛋白质

序列的改变速率几乎相同。具有完全不同的头部形状的两种果蝇(D. Heteroneura 和 D. 

Sylvestries)可以异种交配。 D. W. Thompson发现通过在不同的轴中,简单地作出有比例

的改变,可以实现两种形体之间的转化。他写道:“有一些东西...。不可缺少的...在这变

形中...每一点每一条线...在整个变形过程中维持相对的顺序和位置...” 

 

因此，尽管体形对自然选择的反应非常迅速，但进化过程还是要遵循几何规律。简单地说，

几何才是体形的控制者，而基因只不过是个蓝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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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脑中，有 100 亿个神经细胞(神经元)和 10 万亿多的连接(神经腱)。在大脑的发

展过程中，神经元经历了剧烈的迁移活动，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每个神经元发射出大约

1000 个树枝状结晶(短连接)和许多神经轴突(长连接) 。这样可以与其他的神经元发生联

系,从而形成神经网络。神经原是怎么知道,何去何从呢？在大脑的三维空间中,又是怎么

实现发射过程的？他们怎么从数十亿的细胞当中,找到欲与之联系的细胞呢？ 

 

单个的神经原,不可能拥有以上问题的所有知识和答案。大脑的发展只是一个神经原的剧

烈迁移过程。那些没有建立正确联系的神经原都会死亡。在大脑的胚胎形成时，大约有

10% 到 80%(依区域而定)的神经原要死亡。 

 

这个现象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早在神经原剧烈迁移之前，人脑就已有一个网络结

构。那些迁移的神经原,面临的局面是, 不能嵌到预先的结构中去,便是死亡。这个预设的

大脑网络, 是由拓扑结构描述。体形规程也是如此。 

  

VII: 对称性及其破坏 
大部分的昆虫或动物都具有左右对称，而不是什么上下对称或前后对称。也许，上下不对

称还可能由于引力而产生。那前后对称呢？确实，许多植物因为不能四处走动，它们拥有

四个方向的对称。而动物则可以方便地走来走去。从生物学经济角度出发，便失去了前后

对称。但这个对称的破坏却有着比生物经济更为深远的超自然原因。 

 

在蛾中，皮屑(神经细胞)的发展、表皮细胞的不对称分化，给出了一个退化的内在更小的

子细胞。外层细胞又偏斜地分裂，产生了成穴的外部细胞以及成皮的内部细胞。这个细胞

的分化(对称的破坏)来自于一个母细胞的分化，这不可能是由基因的行为引起的，而是与

拓扑关系有关。 

 

对称和对称的破坏是物理学和数学的中心点，它们实际上产生了整个宇宙(时间、空间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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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天在哪里？ 
(http://www.prequark.org/Mphy.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Ⅰ 历史上时间概念的简单回顾 

Ⅱ 自旋和超对称 

Ⅲ 超弦理论 

Ⅳ 超对称和超弦理论 

Ⅴ 宇宙恒量 

Ⅵ 真实-虛幻对称 

Ⅶ 结论 

  

现在我所写的主题“明天在哪里？”早在 20多年前,就已在我脑海中清晰成型。因此，我

着实知道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有必要等到物理学家们,给我们提供实验的证明才相信

明天的存在确实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吗？还是，就简单的玩个文字游戏,而把明天归类为可

能性，而不是现实，从而把这个问题束之高阁？物理学家们总是可以计算出任何物理领域

的潜在的数值。这个值不是一个物理现实吗？而可能性不是一个物理现实吗？ 

其实，没必要就这个问题开展争论。“明天在哪里？”可以用物理学术语来很清楚的进行

描述。从下面的论据中你可以自行做出判断。 

 

Ⅰ历史上时间概念的简单回顾 
为了从物理学角度知道明天如何转化为今天，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回顾一下时空概念的历史

思潮。 

按照牛顿物理学，时间和空间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1. 时间和空间是绝对不同的实体； 

2. 时间和空间都有绝对的尺码； 

3. 所有事件(动态或静态的)都不能改变空间和时间的绝对性； 

4. 尽管在空间中没有优先的绝对点，每一个点都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说，每一点在宇

宙中的存在都是绝对相对的。这是相对绝对性。相反，牛顿时间没有相对绝对性，而只是

绝对的绝对性。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与牛顿所定义的,是完全不同的。 

1. 不论时间还是空间都没有绝对的尺码。这种尺码是可以伸缩的。 

2. 时间和空间不再是不同的实体，时间是第四维空间。 

3. 时间不是绝对的绝对性。空间中的每一点都有自己的时间(绝对的)。这实际上是一种

相对的绝对性。 

4. 每个事件都可以改变空间的和时间的尺码，也就是说，空间和时间不再是互相独立的

事件。 

http://www.prequark.org/Mph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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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相对论的现象是自然界中的一种事实，这没错。只是爱因斯坦和其他物理学家们对它

的解释还不够充分。他们不知道相对性是绝对性的基础。也许，爱因斯坦是意识到了他的

狭义相对论中的这个大问题。所以，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他改变了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 

广义相对论中，定义了一个绝对时间。时间的定义不再局限于狭义相对论中所提出的框架。

它通过由质量引起的几何结构来定义。虽然这样，但这种绝对的时间框架为物理学家们無

法測知，因为广义相对论并没有估算宇宙的總質量。 

 

上面所陈述的有关时间的三种观点,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没有真正给出“什么是时间”

的形而上学的定义。只是从运动的观点对时间的部分特性作出描述。 

 

除了这种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论点，还有时间的其他方面 --- 方向性。如今，许多物理学

家们都认可了三种时间箭头。 

1. 宇宙膨胀(方向) 

2. 熵箭头(热力学) 

3. 人类心理箭头(大脑是热力学系统，所以能感受到熵箭头) 

 

但实际上，这三种箭头并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1. 当宇宙收缩时，时间的方向是什么？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实验或理论工作可以证明

时间的方向会随着宇宙的收缩而逆转。 

2. 虽然全球的熵值依然遵照热力学定律，但生命创造了有序性，减少了其内部的熵值。

因此，熵箭头和生命的箭头是相反的。 

3. 大脑创造了智力，它是最好的有序性创造(熵减)机器。因此，智力箭头和大脑生理箭

头也是相反的。那么为什么其中的一个方向(生理的)会比另外一个(智力的)更强呢？ 

 

此外，生命不仅减小了熵值，也是熵增的结果。地球上的生命是靠太阳能来生存的。太阳

表面的温度是 6000度，地球外围空间绝对温度是 3度。这种巨大的热不平衡,加速了熵增

的过程。如果这种不平衡减小，比如，太阳表面的温度下降 1000 度，那么在地球上所有

生物将冰冻而死。事实上，变化无须这么大，只要地球的背景温度升高 100度，那么地球

表面的温度将不会降到 150 摄氏度，也就是说，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将被烤死。简言之，地

球上的生物就是靠这越来越大的熵存活的。只有在这熵增的过程中，熵减过程才可以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确实知道时间有一个方向。没有人(除了好莱坞的少数)会把明天和昨天混

淆起来。时间的方向性应该用新物理学来解释。 

总而言之，为了知道“明天在哪里”，我们必须回答下面的问题。 

1. 时间是什么？ 

2. 为什么有时间？ 

3. 时间的方向是怎样出现的？ 

 

Ⅱ自旋和实/虚对称 
量子物理学中，有两种类型的粒子 --- 费米子和玻色子。它们的自旋是不同的。费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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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数个旋转单元(1/2)，而玻色子为整数个。所有的轻子都是费米子。所有的夸克是费

米子。只有光子和引力子与夸克、轻子都不同，是基本玻色子。光子的旋转为 1，而引力

子为 2。量子粒子的自旋,使之具有了奇特的几何特性。如果一个普通的旋转体(非量子)

在空间旋转 360°，它将回到初始位置。而具有自旋 1/2的量子粒子，则不会出现这种现

象。它需要旋转 720°(两周)才可以回到原位。(註: https://vimeo.com/62228139 提供

一个具象的描述) 。 

 

看起来自旋 1/2 的量子粒子,似乎是在宇宙的两个相同的副本(实/虚 空問),各自旋

转了 360°后归位。而另一方面，自旋为 1 的量子，如光子，则只看了宇宙的一个副本,

旋转 360°后，就回到了初始位置。自旋为 2 的粒子，如引力子，则在 180°旋转之后，

回到原位。 

 

在七十年代，这种自旋引起的几何奇特的现象,曾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几何对称性，即超对

称性。我们可以从算术的角度来描述超对称性，通过在原来的四维空间上,再添加四维空

间，形成所谓的超空间。尽管在几何对称操作中，费米子和玻色子是截然不同的，但这种

超对称结构,却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常规的几何描述。 

 

一句话，费米子和玻色子之间的不同是由于对称性的破缺引起的。 

  

 

 

III: 超弦理论 
在标准模型中，所有的力都是通过中介来传递的。通常，有两种类型的力 --- 吸引力和

排斥力。在溜冰场中，当两个人传递球时，他们自己将被推开。因此，可以将球看作是力

量中介。另一方面，在两个物体之间的球状物,不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但橡胶绳却可

以做到这一点。 

 

把橡胶绳视为吸引力的媒介，这不仅解决了两个物体之间吸引力的问题，也提出了在橡胶

绳放松时的趋近于自由的一种状态。因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弦理论最初是由于核力

(吸引力)而发展起来的模型。但当量子色动力学成为标准模型之后，便遭淘汰。超对称

(SUSY)和超引力都面临着另外的问题。当用它们来计算引力作用的时候，加上量子理论的

必要条件，总是不能给出一个有意义的答案(有分歧的表达式)。而这种问题的存在,是有

根源的。 

1. 首先，在引力子和光子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光子只是连接带电粒子，而引力子则可

以连接所有粒子，包括它本身。这种自纠缠现象可以发展到无限大。 

2. 其次，在量子物理当中，量子真空有一个非零的能量。由于我们都认为引力应该与任

何形式的能量有所联系，那么也必须与这种真空能起作用。因此，真空将拥有重量。一方

面，量子真空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重量，而另一方面，这个量子真空能又使许多引力理论

产生了毫无意义的答案 --- 无限。 

3. 第三，所有理论当它们把基本粒子看作精确的点的时候,都脱离不了无限性。 

https://vimeo.com/6222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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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能力对这种自纠缠现象和量子真空能的结果作出合理的解释，许多物理学家就对

这个问题贸然处理。他们把数学上的点延伸成为几何上的一条线。旧的强力弦理论就被修

正成为新的超对称弦理论，通俗的讲，就是超弦理论。 

 

超弦理论是一非常简单的理论，它只是由三个部分所构成。 

1. 夸克是基石，也就是说，它不是任何子夸克或前夸克粒子的组成部分。 

2. 尽管夸克不是任何前夸克粒子的组成成分，但确实有实在的几何结构，它并不是一个

点粒子,而是一根振动弦，其尺寸比强核理论模型中的原始弦尺寸要小 1020倍。 

3. 超对称(SUSY)是超弦理论中的重要因素。 

 

这个简单的超弦理论确实产生了一些比较好的效果。 

首先，由于它的简单性，在定义一个理论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由的选择特定的对称结构。

有了这个自由，超弦理论可以从很有限的可能性中选择特定的对称结构，这个特定的结构

SO(32)可以很神奇地,去除不规则情况，而对其他的则不做任何改变。后来发现第二个对

称 E8xE8也可以产生有限理论。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讲，这在量子引力学历史上是一个巨大

的胜利。另一方面，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例如 Sheldon Glashow 以及 Richard 

Feynman，都没有想到理论的有限性,应该或可以用作评判任何理论的合理性的唯一标准。

Feynman 曾经说过：“我万万没想到，想要去掉有限性，却反而为发现正确的物理规则开

创了更好的途径。”我，毫无疑问的，将把这个超弦理论归功于有限性，尤其是基于两个

特定的对称 SO(32)和 E8xE8，真是了不起。 

 

第二，尽管超弦理论还没有把引力世界和基本微粒物理学世界联系起来，但确实是提供了

引力和量子波之间的某种联系。至少在概念上是如此。然而，它却不能解释一个普通的常

识，即引力是一个长程力(表面上是无限长)，而它的发射却是瞬時的。 

 

除了这两个方面的成就之外，超弦理论还提出了超出自身所能回答的许多问题。 

1. 首先，在超弦理论中，只有一种类型的弦。那么，它是如何产生这么多种类型的基本

粒子的呢？他们(超弦理论物理学家们)认为，弦的振动就象小提琴的一样，有不同的和声。

但是，既然超弦振动的方式有无数种，那么也必须有无数种的基本粒子。他们又到哪里去

了呢？与已知粒子之间对应的振动方式又是哪种呢？假定最小的振动对应于已知的粒子，

那一根弦又有多少最小的振动？有人说是 496(16*31)，相当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20 倍。

那么，这些假想的粒子都在哪里？ 

 

2. 超弦是怎么挤出电荷、粒子质量的。有人认为超弦理论的出现, 比現实環境至少早了

100 年。那就是，许多用于解复杂方程所必须的数学知识还不具备。超弦理论的奠基者

John Schwarz 就说过：“另外一个要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脑所不能解决的,但却是必须

的未解决的数学難題”。 

 

3. Edward Witten，超弦理论物理学家，曾经说过，“我们对超弦理论的理解是很肤浅的，

不能认识其根基所在，计算过程可能很复杂(例如粒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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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物理学家则认为，“如果那些方程能有数学解，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你认

为呢？我并不相信如此。 

 

无论如何，对超弦理论来讲，电荷和质量的释放并不是等同的方程，因为其他任何一种模

型(标准模型、夸克模型)都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虽然如此，许多超弦物理学家都承认,他们至少在一个方面是不知所云的。超弦理论的三

个基石(夸克、弦和超对称)，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对于如何判定这么多超弦理论

中哪种是最好的，他们不能提供一个框架。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能判断所有可能的

回答中,到底哪一个是有效的。 

 

所以 John Schwarz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解决理论并且把它应用到

实验中去的问题。而是，从基础的角度，应该加深自己对该理论的认识......对于方程式

下面所蕴涵的规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很深刻的理解。” 

 

David Gross，另一个超弦物理学家，则认为：“令人尴尬的是，我们有很多的解决方法，

却不知如何去选择它。更为糟糕的是，这些方法虽然有着很好的特性，却有着潜在的危险。

这其中包括，理论的对称性并没有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必须要破缺。而且，有些没有

质量的粒子根本就没有观测到，实际上是被实验所排除，因此至今这些解决方法还存在着

缺陷。” 

 

Sheldon Glashow 曾说：“正如 Edward Witten所说，在理论成型之前，他们(超弦物理学

家)感觉到他们需要数学方面的五个崭新领域的发展。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形成理论。他

们只是拥有一些复杂的思想，但却不足以形成理论。他们的框架根本不能成功地解释实验

室里或理论物理方面的成就。” 

 

这些评论来自于超弦物理学家们本身。这说明超弦理论缺少一种承上启下的指引作用。简

而言之，超弦理论就象是空中楼阁一样。 

 

我并不反对超弦理论。我之所以用了几页的篇幅来描述，不是想诋毁它，而是因为它是新

物理和标准模型之间的纽带。在下列章节有关新物理的讨论中，我需要用它作为成功或失

败的校验表。 

  

IV: 超对称理论和超弦理论的小结 
以上是有关当今主流物理的简单描述，现在我将把它总结一下，形成列表，以备与新物理

比较之需。 

 

超对称： 

优点： 

1. 从几何意义上提出了量子自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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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费米子和玻色子之间建立了联系。 

3. 防止了四个可测的时空尺寸卷成比原子还小的小球，也就是说，超对称的存在使得宇

宙常数能维持为零。 

4. 如 Higgs 机制所补充的，它根据标准模型，赋予粒子质量。 

缺点： 

1. 预测了太多假想粒子的存在，而其中没有一个曾被观测到。 

2. 显然在自然中，超对称遭到了破坏，但没人知道其中的机理。 

 

超弦： 

优点： 

1. 建立了两种对称结构，SO(32) 和 E8 x E8，从量子引力论中给出描述引力子散射的限

定结果。 

2. 对于视量子引力为量子波给出概念性的描述。 

3. 它需要比爱因斯坦的四个连续时空更多的时空维数。 

4. 推测出每一个数学点都有内在的几何结构。 

缺点： 

1. 不能把引力描述为长程力(无限长)，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发射看起来是瞬時间的。 

2. 缺少指导原则来对为什么需要更多的时空维数做出解释。现在，许多超弦物理学家们

都试图在修正的超弦理论中,减少那些多余的维数。 

3. 不知道超弦的内部几何结构。 

4. 对于不同基本粒子的产生、电荷的起源以及粒子质量的存在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5. 不能与已知的物理学联系起来。 

 

V: 宇宙常数 
1916 年，爱因斯坦发现,他的广义相对论中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根据他的新理论，

宇宙一定是膨胀或是收缩的。那时，他相信宇宙一定是静止的 (这比 Edwin Hubble 发现

宇宙确实是膨胀的理论早了 13年)。这样，爱因斯坦修正了他的新广义相对论 --- 在方

程中加入一个新的所谓宇宙常数,以平衡膨胀力或收缩力。后来，他把该常数称作“一生

中最大的失误” 。为此，他失去了提出划时代最伟大的科学预测(宇宙是膨胀的) 的机会。

如今，爱因斯坦的这个失误已经成为自然界中非常重要的常数。它肯定近似于零，但为什

么呢？又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这个宇宙常数不接近零，我们就没有可以自由行走的四度空间，它们将卷成一点。但

事实上，我们确实拥有这样的生活空间，而宇宙常数接近于零。有关这个宇宙常数的实际

测量，是对我们曾经提出的零点的最好明证。 

 

VI: 真实-虛幻对称 
量子粒子的自旋是在 1927 年前观测到的。之后，Paul Dirac 发展了相对论的量子力学，

这样就提供了数学和理论方面的解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超对称解释说自旋起源

于超空间。超空间是由常规的四维空间以及由超对称操作下产生的另外四度空间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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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对称成为使宇宙常数保持为零的机理，与Higgs 机制一起，超对称赋予基本粒子质量，

但没有实验可以证明超对称在自然界中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必定是遭到了破坏，但这是

怎样进行的？至今，没有人知道超对称是怎样被破缺的，就象没人知道我们现在的宇宙是

怎样形成的一样。事实上，超对称正如它所定义的，不能很好地解释自旋的性质，这一点

你可以很容易就试试看。 

 

用两个完全一样(如：都是红色的)的椅子来代替两个宇宙。其中一个放在面前，而另一个

放在背后。如果没有其他参照物，那么只要在你旋转 180°(不是 360°，也不是 720°)

之后便回到了初始位置。 

 

如果你稍微的破缺了这种对称性(一个红颜色，一个蓝色)，而且同样不存在其他参照物，

那么你就必须在旋转 360°之后才能回到初始位置。 

 

而现在，如果这两个椅子(红、蓝)在你旋转 360°之后交换了位置，那么你会发现只有旋

转 720°之后才能回到原始地方。因此，自旋的性质不能用传统的超对称概念来真实地表

述。 

 

那就是说，超对称的部分不可能是等同的。事实上，对称双方也不需要等同。正如一个圆

形 CD，它关于中心轴对称，如果你从盘的边缘切除一小块，那么这小块就破坏了其对称

性，成为有缺陷的 CD 的一个对称部分。这两个部分形成一个对称。宇宙的对称关系也是

如此。我们都知道，在通常意义上的宇宙中有着时空，那么宇宙的对称部分又有什么样的

时空呢？如果是与常规宇宙一样的话，那么这两个部分就难以区别，而电子的自旋必须为

180°而不是 720°。 

 

20 年前，我意识到薛定谔方程具有空间对称性，但没有时间对称性。只有在方程中引入

一个虚时间才可以有时间对称性。对这种对称的需求并没有物理方面的原因，我只是想看

看这种对称是否真的存在，并且由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物理学。 

 

以上这些原因，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时间观念，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有两种类型的时间 --- 真实的和虚幻的。 

2. 总共包括两个对称部分 --- 具有真实时间的人的宇宙和具有虛幻时间的超距宇宙。当

虛幻时间跳到真实世界来的时候，明天就变成了今天。当今天(真实的时间)跳到超距世界

时，今天就变成了昨天。真实世界拥有的空间跨越十亿光年，而虛幻世界只有一个 

‘点’，实际上，是无穷远处奇异点。 

3. 任何ΔT 不可能为零。也就是说，时间是量子。如果ΔT可以为零，那么将无法区别现

实世界和虛幻世界。 

4. 宇宙中真实时间和虛幻时间的运行速度为光速。 

 

有了这四点，可以用公式来表达时空方程： 

Delta S = (i^n1, i^n2, i^n3) * C * (Delta T)  

= N * C * (Delta T)                            ..................方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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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1" 是 "i" 的 n1 次幂, i 是虛数, C 为光速, N 为现实-虛幻场。方程零产生了新的

物理学。 

 

1. 引力和电荷是由现实和虛幻世界中,跳跃的时间量子所产生。 
 

2. 方程零直接导致了(前夸克模型)的产生。N(现实-虛幻场)产生了 64个子空间，N^2有

四个值(+/-1，+/-3)。当 N^2 为+/-3 时，子空间为纯粹的真空，当 N^2 为+/-1 时，子空

间为基本粒子。因此，有 48种基本粒子 --- 粒子和反粒子都有三代。每一代都有 8个粒

子(两个轻子、三种颜色的夸克各二个)，也就是，2 (particle / anti-particle) x 3 

(generations) x {2 (leptons) + [2 (quarks) x 3 (quark colors)]} = 48。我们用方

程零重建了夸克理论。 

 

3. 第三，在前夸克理论中，夸克实际上是一根弦(不是一个点，而是三维的)。而且，实/

虛场包含了 SO(32) 和 E(8)*E(8)对称。不仅仅超弦理论是这个新物理学的一个子系统，

而且我在前面章节中所提到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个领域中化为乌有。 
 

4. 实/虛场对称已经被破缺，因此，超对称理论方面的困难不再存在。这个实/虛场对称

可以同时产生自旋和零宇宙常数，超对称仅仅是这个实/虛场对称的一个近似。 
 

5. 在物理学中有许多神秘的东西。为什么这是三代粒子？与无限理论一起，实/虛场就此

问题提供了答案。 
 

6. 连同 John Conway's 的生命游戏 前夸克模型可以用物理规则来解释生命的起源。 

 

7. 物理学中的另外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即粒子的质量是怎样产生的？根据标准模型，

卡比玻 和温伯格角的存在导致了粒子质量的产生，但是这两个角在标准模型中是自由参

数。在这个新物理学中，可以计算得到该角的值。 

 

8. 物理学中另外一个问题，电荷是怎样产生的？ 

 

结论 
明天在哪里？明天在虚幻世界里，当它跳到现实世界里时，就成为今天。当今天跳到虚幻

世界时，今天就成为了昨天。在实/虚对称场中的这些跳跃活动,不仅产生了引力、电荷、

空间和前夸克，也给予了方向时间。这个跳跃过程，实际上是环形变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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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引力和电荷的产生 
(http://www.prequark.org/Gravity.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虚/实对称导致了引力和电荷的产生。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来回顾一下引力的

历史。 

   * I:两种旧的引力理论 

   * II:超引力理论 

   * III:新引力理论 

   * IV:电荷的产生 

   * V:卡比玻角和温伯格角的产生 

   * VI:超统一 

   * VII: 环形变换 

  

I:两种旧的引力理论 
牛顿的引力有两个特征，第一，牛顿引力没有事件水平线；第二，它从远处传递力的方式

是瞬时的。因此，牛顿引力直接导致了非局域性。 

 

早在 James Clerk Maxwell 在 19世纪中叶阐明电动力学之前，远处的瞬时运动思想是被

认为合理的。但是，电动力学却暗示着这么一个事实，即信号不可能以无限的速度进行传

播。所以，就必定存在着一个速度上限。很显然，这个速度应该是不变的，因为如果它是

可变的，那么哪个速度才是上限呢？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速度上限是什么？ 

 

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什么速度可以快过光速。但，光速是不变的吗？1887 年，Albert 

Abraham Michelson和 Edward Williams Morley论证了光速确实独立于参照系。1905年，

爱因斯坦宣称光速不仅仅是所有速度的上限，而且确确实实是不变的。也就是说，速度的

上限值是有限的也是绝对的。他把这点作为第一条假设。他的第二条假设,是所有的参考

点是完全等同的。这实际上是说,在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参考点相对而言，都是绝对的。这

是主观绝对性的一种陈述。 

 

有了这两个绝对性，世界的其他部分只有服从。通过时间膨胀，长度收缩，甚至改变重量,

来容纳这两个绝对性。简言之，狭义相对论的精华就在于选择了主观绝对性。 

 

这些伸长或收缩效应可以在大的加速器上得到证实。狭义相对论中最著名的结果,就是下

列这个有名的方程 --- E (能量)等于 MC的平方(E = MC^2)。这个方程是产生原子弹的基

础。而我们都知道原子弹的杀伤力，日本就很知道。然而，爱因斯坦肯定以为这些不是全

部的现实，因此，他才会继续创建广义相对论。 

http://www.prequark.org/Grav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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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狭义相对论的实证,视为部分现实。从某种角度而言，所有的科学实验都是带有

偏见的。也就是，通过选择不同的实验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例如，有人可以做这样

的实验，从而得出我用来写字的桌子是桌子。而另外的人则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是木头。

也有的人可以说这是 300 年的老橡树。生物化学家们,认为是分子的聚合物。而物理学家

们,则可以通过实验证明桌子的 90% 纯粹是真空和空的。 

 

这种科学的主观性现象,看来是开了很大的玩笑。但这一点在寻求最终理论的道路上,却显

得尤为重要。那些实验证实的现实,充其量是部分现实。一根直尺当它一半浸没在水中的

时候,看起来一定是弯的。如果不是，肯定是出了问题。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弯

曲的还是直的？当我们沿着平行的轨道向前走的时候，两条轨道在远处看起来一定是相交

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的眼睛肯定是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哪一种是真实的呢？

平行的还是相交线？ 

 

也许，物理学家们把这类问题,视作哲学上无聊的东西。但是，在微观世界中，这却是最

重要的现实。所有有关量子世界的观察结果,都依赖于这种观察是如何进行的。哥本哈根

不确定性原理的阐述,证实了现实本身永远是不可知的。所有我们得到的都是主观的、虚

假的和带有偏见的。 

 

尽管爱因斯坦不理解上面所讨论的事实，然而，凭着直觉，他知道狭义相对论有点胡扯。

于是，他果断然地摈弃了,他所选择的两个绝对的其中一个:所有的相互运动依赖于所选择

的参照系。 

 

在广义相对论中，他放弃了第二假设:所有的参照系是完全等同的，这只是相对的绝对。

他努力了 10 年，试图寻找到更高更好的绝对性。它必须是不依赖于任何参照系而存在的。

后来他发现了伽利略质量(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不仅是不可区分的，而且不依赖于任何参

照系)。这就是著名的等效原理。 

 

惯性系的假定只是相对的绝对性。等效原理相对于它而言，具有更高更好的绝对性。有了

这两套绝对性(等效原理和光速的绝对性)，宇宙的其他部分(如时间、空间)就必须要弯曲

以容纳他们。亦即，在著名的升降思想实验中，时空看起来是弯曲的。 

 

八十年以来，物理学家们都认为牛顿引力是不完整的，而只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近似的估

计。如今，新发现的两个事实(宇宙论中的平直问题和量子物理中的非局域性问题)证明广

义相对论是非常不完善的。 

 

尽管在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摈弃了狭义相对论中的一个假设，但他保持了另外一个

(光速的绝对有限性)。这种选择使得广义相对论成为一个局限的理论，并且封闭在一个自

创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将無法破除,由光信号所定义的事件水平线的禁锢。 

如果我们用光信号来定义宇宙的话，那么宇宙的许多部分将被排除在外。在宇宙论中这叫

做视野问题。简言之，广义相对论对宇宙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宇宙意味着一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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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将不是宇宙。 

 

除了这个范围问题之外，非局域性问题也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实，对这一点广义相对论也

无法囊括。 

 

II: 超引力理论 
另一方面，牛顿引力理论,确实包含了这些事实。在牛顿引力理论中,没有事件水平线这一

问题。非局域性是它的特点。即使没有这两项新发现的事实，我们也能看出牛顿引力学比

广义相对论更为高级。 

 

为了对这点作出解释，我们要重新来回顾一下,牛顿是怎样发展他的引力理论的。牛顿选

择了什么样的绝对,来发展引力理论？他也选择了两条，第一条是伽利略定律 --- 质量独

立于引力。第二条是开普勒定律 --- 在相同的时间内，各个行星扫过相等的非零面积。 

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相信是爱因斯坦发现了时空是弯曲的，而牛顿则视之为平的。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在牛顿的引力论中，当两个行星互相拉近的时候，在椭圆形轨道上,将会有侧

面的运动。如果时空不是弯曲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运动产生呢？ 

 

在所有的绝对性中，牛顿和爱因斯坦共有其中的一个 --- 伽利略的质量定律。但是牛顿

所选择的第二条绝对性，即行星在相同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非零面积这一点,要远远优于爱

因斯坦的光速绝对有限性这一条。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 A 星将离 B 星而去。不管是根据牛顿的,还是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它们

之间都应有引力的相互作用。根据广义相对论，两星之间的时空是弯曲的。时空弯曲度的

增大将会使时钟变慢。因为光通过它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最后，一个大的星系瓦解成为 A

星，而 A星时空发生卷曲 (比如, 成了黑洞)。因此，光线将不能再穿过 A星到达 B星。

从这点看，两星之间的引力将不能再用广义相对论来定义。 

 

但是，根据牛顿引力论，在这种条件下的两颗星之间,还是有引力的相互作用的。尽管这

时 B星可以沿自己的轨道自由运动，不管两星之间有没有因果的联系，但只要相对于 A星

而言, B扫过非零面积，它与 A星之间便必定还有相互作用力。 

 

黑洞是这样的物体，它使得时空卷曲，使光线沿环形繞圈子。也就是说，按广义相对论，

通过黑洞并不能也不可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发生因果联系。但我们却还是能感觉到它的引

力牵引。一句话，引力具有比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更丰富的内涵。因此，广义相对论仅仅

是牛顿引力论的一个近似。 

 

用普通语言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个事实。让我们想象一下,30 年前我与爱因斯坦的一次电话

(因果接触)。我想和他探讨有关物理学方面的知识。但是，电话突然中断，因为他突然之

间沉入到虚幻世界中去(过世了)。在后来的 30 年中，我都不能与他进行直接的因果交流。

但他的工作已载入了历史史册。因此，我还可以与他交流，尽管我们被时空隔开。也就是

说，没有以光速运行的信号,可以在超越实体的時空之间来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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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宇宙不仅仅包含了昨天和现在，还包含了整个未来。三年前，我受邀参加第 19

届世界哲学大会。对那个时候而言，这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但整整一年，我都与这还是

虛幻中的事件发生联系。对此事，我在 1993 年四月份写了一篇论文。为这，我还得到了

护照，买到了机票，订了莫斯科的旅馆。很显然，那时間,与这未来件事之间并没有什么

因果关系，但确实为这尚未发生的, 做了许多事。 

 

现在，物理学家们都同意,在自然界中只存在四种基本力。强的和弱的力是短程力；他们

是建设宇宙之厦的基石。电力是一种长程力，其媒体是光子，是光。正如我所示的，用光

来定义宇宙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它并不能囊括范围问题和非局域性问题。在宇宙的目前阶

段，电荷力和引力是截然不同的。用电荷力(光子)的特征来表征引力，你不认为这很愚蠢

吗？宇宙比由光信号因果关联的时空要大得多;不仅囊括了整个历史，还有整个未来。 

 

因此，剩下来的,只有引力可以用来表征宇宙了，并无其它选择。牛顿很不错地选择了纯

几何来描述引力。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不同,就在于 --- 几何在牛顿引力论中是指导原则，

而在广义相对论中只是结果。 

 

牛顿引力不是几何性的种错误印象,来源于拉格朗日和汉弥尔顿。他们用分析代数的观点

重写了牛顿引力学。 

 

III: 新的引力理论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所有引力理论都是选择绝对(宇宙标尺)的理论。光速的有限性是

对的，但是选择它作为一个理论的绝对,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偏颇的理论，就象广义相

对论。选择一个好的绝对,将产生一个好的理论，正如牛顿引力学。 

 

然而，牛顿引力理论并非一个终极理论。它没有包括广义相对论。他选择了太多的绝对。

其实两个就正好。实际上，在牛顿理论中，时间和空间的绝对并非指导原则，而恰恰是结

果。他的理论起源于两个绝对 --- 伽利略质量定理和开普勒定律。 

 

从哲学角度上讲，任何东西(包括宇宙)使用两个或更多不同标准来测量，将不可避免地会

产生歪曲。如果两个还嫌多的话，那只有选择一个或零个。没有尺码，那也不可能会产生

宇宙。因为已经有了宇宙的存在，所以必定存在有且仅有一个绝对。它就是零，就是没有。

没有必须永远保持没有，这是绝对的绝对。也许有人会争论，没有根本就不是物理现实，

它又怎么可以成为引力论的指导原则呢？ 

 

由于这个零绝对性，没有虛幻时间的存在,便不会有真实时间的存在。没有虚幻世界的存

在,也不会有物理宇宙的产生。每一个粒子都在现实和虛幻世界里跳跃。这种跳跃活动产

生了引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停放在桌子上的百事罐头。相对于太阳、月亮或其他星星而言，它并

不是真的静止。但相对于地球, 它是静止的。然而，根据这个新物理，这个罐头并没有真



 

37 
 

正静止。它实际上是在两种状态(真实和虛幻的)之间互相跳跃，如下图所示。它是在时间

中运动。 

 

 
 

 

驱动这个罐头运动的力就是引力，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计算出来。 

 

根据狭义相对论，任何具有非零静止质量的粒子(如百事罐头)都不可能以光速在空间运动。

但它却可以以光速在时间中运动(在两个宇宙中跳跃) 。这不违反狭义相对论。因此，在

t1 的时候，它具有动量 p(t1)=m(r)*C，m(r)是非零静止质量。到时间ｔ2 的时候，将会

有动量的变化，Δp=-2m(r)*C 

 

根据这个新概念，可以进行一些数学操作，罐头与地球之间的引力可以变为 

 

F = (hc/a2)(mM/r2) = G (mM/r2)..................方程 1 
 

m 是百事罐头的静止质量，M 是地球的质量，h 是普朗克常数，c 是光速，a 普朗克质量，

G是引力常数。 

 

很显然，方程 1是牛顿引力方程，它是从两种不同的物理学中推导出来的。 

1. 是量子物理中的自旋产生了(真实-虚幻)世界的概念。 

2. 我没有抛弃爱因斯坦关于光速绝对的概念，而是对它重新做出解释。那就是，每个粒

子(具有非零静止质量)都以光速在(现实和虛幻)世界中跳跃。这个绝对速度的概念 --- 

非零质量粒子以光速在时间中穿行,并没有与爱因斯坦的相对速度概念{非零静止质量粒子

不可能以光速在空间中穿行} 发生冲突。 

 

简而言之，方程 1(牛顿引力方程)是结合了量子物理和相对论而得出的。而且，方程 1(从

牛顿第二定律推导而来)证实了加速质量是与引力质量完全相同的。 

 

总之，由于虛幻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対稱伙伴，远处的瞬时运动是通过 虛幻世界来传播的

(而不是通过空间以相对速度来传播的)。而且这种运动不仅仅是量子物理的,也是引力的

必然结果。由于远处的瞬时运动是现实的，定义宇宙将不会再出现由于(因果范围)所引起



 

38 
 

的自相矛盾。 

 

ⅳ 电荷的产生 
引力的产生使所有物体陷在时间里面，也就是，推着它们在时间里运动。因此，所有物质

都有两条腿，一条根植于真实时间中，而另一条则在虛幻时间中。根据方程零，这种交互

运动产生了空间，恰恰就是 64个子空间。其中有一些与 (真实/虛幻) 同軸。，而另外一些

则不是，这种空间使得它与 (真实/虛幻)时间线之间形成一个角。 

 

这种与 (真实/虛幻) 同軸的,是一维的，带有双向箭头，自旋为 2，就象引力子。而后一

种粒子形成一个三角。一个方向带有箭头，自旋为 1/2。左图当中，与 (真实/虛幻)时间

线的交角产生了一个角动量 L=(h/2) 。它以光速在时间里运行，而 L*C的平方根就是电荷。 

 

 
 

q (电荷) = (L * C) ^(1/2) = [(1/2)h * C]^(1/2).........方程 2 
 

在前夸克理论中，宇宙的拓扑形状是一个圆环面，它是一个球，具有两个连接极点。一极

是夸克代(克代色)，而另外一极则是夸克色。这两极形成两个表面。外表面是球面。就夸

克色和夸克代而论，它們的颜色,只有在连接两极的内表面才是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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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量子数(夸克色、克代色和电荷)就可以描述整个夸克宇宙。上面的图可從我出版的书

《超统一理论》(Copyright 1984, LCCN 84-90325; ISBN 0-916713-01-6)中摘录。 

 

V：卡比玻角和温伯格角的产生 
电荷为什么会分成三个部分呢？我将用创造原理来解释。下面，我将显示它是如何三分的。 

 

在超统一理论中，有四个重要的结论。 

1. 方程零中的 (真实/虛幻)对称产生了 64维。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减少到 11

维(三种夸克色、三个夸克代、1无色、4时空)。 

2. 这当中只有 48维空间是有物质占有的，其余则是真空状态。 

3. 48 维当中,有一半被反物质占据。因此，需要 24 个基本粒子(18个夸克，6 个轻子)来

代表物质世界。 

4. 整体由一个单元圆(2Pi)来表示。 

 

*有了这些结论，Pi、64、24 三个数就成为这个三分过程的基础。由于有 64 维空间，总

体 (2Pi)就必须分成 64 份，从第一、第二 ,一直到无限。这个几何序列的和是

1.0516213...... 

 

很显然，整体不可能平均分配。因此，最好的分配方式,就是在开始分割之前,先除去不平

均部分的一半。为什么一半呢？另一半可以保证差额的安全。 

 

事实上，这一半成为三分的单元，我把它叫做 A(0)，它等于 1.47895 度。

[57.3*(1.0516213-1)/2] 

 

*由于只有 24维空间是有物质占据的，因此这些空间,每一维先分配一个 A(0) 。然后剩下

的平均分成 24份。这个新角 A(1)等于 13.5度。这与从实验数据中得到的卡比玻角完全相

符。A(1)=[360-24*A(0)]/24=13.5 

 

*如果一个粒子想占据两倍的角，并不是简单的 2*A(1)。因此，第二步是将整体减去 A(0)、

A(1)，然后除以 24，再乘以一倍。A(2)=2*[360-A(0)-A(1)]/24=28。75 度，也是同温伯

格角完全一样。 

 

在标准模型中，卡比玻角和温伯格角导致了物体质量的产生。但它们是自由参数,由于实

验数据的需要。而现在，我是基于超统一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 

 

VI 超统一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卡比玻角和温伯格角产生了电荷。在标准模型中，卡

比玻角和温伯格角也赋予了粒子质量。也就是，电荷和质量可以统一起来。这也是为什么

前夸克模型中的一个前夸克叫做(角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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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1可以重新写成如下形式： 

F (gravity) = (mM/a2)(hc/r2) = f1 (hc/r2) ..................方程 1' 

 

*库仑定律可以从方程 2中推导，重新写成如下形式： 

F (electric) = k* q1 * q2/r2 = f2 (hc/r2) ..................方程 2' 

 

f1、f2 是耦合常数。实际上，方程 1、2 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耦合常数。他们都有相同的

结构，因此，从方程零、方程 1'、2'中可以推导得出统一力方程如下： 

 

F(unified)=Kh/(deltaT*deltaS).....................方程 3 

K是耦合常数，h是普朗克常数，T是时间，S是空间。从这个方程中，很容易得出不确定

原理。 

ΔP=F*ΔT=Kh/ΔS 

因此，ΔP*ΔS=Kh 

可见： 

1. 当 K≥1，ΔP*ΔS>=h 

2. 当 K趋近于 1时，不确定性原理非常重要。 

3. 当 K<<1 时，不确定性原理不再重要。 

 

VII 环形变换 
传统而言，物理学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 

1. 量子物理(包括基本粒子物理) 

2. 相对论(包括引力定律) 

 

在引入下面三个新的物理概念之后，新物理学把上面这两个分支统一起来。 

1. 第一，有且仅有一种绝对的绝对性，那就是不存在 (無)。根据不存在守恒定律，物理

宇宙存在的必要条件是 (虛幻世界)也必须一起存在。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与传统超对

称略微不同的 (真实/虛幻)对称。而这种对称已经破缺。用空间来描述的话，真实世界的

半径大约 138亿光年，而虛幻世界仅仅是一个几何点。 

 

2. 用时间来描述的话，真实世界是虚幻世界的对称部分。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物体都

是在(真实/虛幻)世界里跳跃。 

 

3. 任何一个具有非零静止质量的粒子,都以绝对光速在时间中穿行，尽管在空间中永远也

不会以这种速度运行。 

 

从上面的概念之中，产生了引力、电荷、前夸克和自旋等。然而，这个新物理学并没有把

传统的物理学统一成一个静止的体系。它们只能被统一成一个动态的过程 --- 创世过程。

(真实/虛幻)对称中的不存在产生了方程零。然后，在物质世界中才产生了 48种可以用三

种夸克色、三个世代和一种无色表示的 夸克-轻子族。 



 

41 
 

 

在拓扑学中，存在着四色定律和七色定律。四色定律和七色定律可分别用一个拓扑球和拓

扑环来表示。这样，夸克的每一代,都可以用拓扑球来表示。而夸克的所有三代,则用拓扑

圆环表示出来。 

 

在拓扑学上，拓扑球不能通过连续的变形过程转化为拓扑环。但创世过程并不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唯一可使这种变形过程实现的,就是在球体上钻出两个洞。这两个昨天和明天之

洞是(现实/虛幻)世界的入口。而推动所有物体(整个真实宇宙)进出这些洞的力,便是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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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前夸克色动力学 
(http://www.prequark.org/Prequark.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在前夸克色动力学中，夸克子是由前夸克子 [角子(带 1/3电荷)和空子(不带电荷)] 所组

成的。这个前夸克色动力学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1. 可以更好地去理解许多著名的过程(如介子或中子的衰變)。 

2. 质子和中子，实际上是图灵计算机。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产生生命。 

 

* I:前夸克表示法 

* II:前夸克色动力学的例子 

* III:前夸克模型生命新论 

* 常见问题 

 
  

* I:前夸克表示法 
 

 

 

http://www.prequark.org/Prequar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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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子色动力学中，有三种夸克色，这三种色可以用三个位置来描述。 

每一个位置，要么是空的(空子)，要么是被占据的(角子)。因此，只可能形成四种不同的

粒子： 

1. 所有位置都被角子占据，带一个单位正电荷，这种粒子叫做正电子。 

2. 其中两个位置由角子占据，带 2/3电荷的粒子叫做上夸克子。 

3. 其中两个位置由反空子占据，带-1/3电荷的粒子叫做下夸克子。 

4. 所有位置由空子(反空子)占据，不带电荷，这种粒子叫微中子(反微中子)。 

 

对于一个给定的夸克子，其中的位置安排方式有三种，每一种都与众不同。物理学家们选

择了三种色标来作区分。因此，两种夸克子(上、下夸克子)演变成为 6种可区分的夸克子。 

 

整个宇宙就是由这八个基本粒子(6个夸克子，2个轻子)来描述的。 

另外，在量子色动力学中，有三个世代的夸克子。这三个世代分别用 1、2、3三个数字来

表示。对那些基本粒子的前夸克表示法列在表 I和表 II当中。 

 
  

表 I:轻子的前夸克表示法 
  

 世代     粒子名称       前夸克表示法           夸克色          电荷 

 1st     Electron电子    - (A, A, A1)     colorless 无色       one (1) 

 1st     Neutrino微中子   (V, V, V1)      colorless 无色          0 

 2nd     Muon            - (A, A, A2)      colorless 无色      one (1) 

 2nd     Muon neutrino    (V, V, V2)       colorless 无色          0 

 3rd     Tau             - (A, A, A3)      colorless 无色      one (1) 

 3rd     Tau neutrino     (V, V, V3)       colorless 无色          0 
  

                

表 II: 夸克子的前夸克表示法 
  

世代     粒子名称                 红          黄           蓝       电荷量 

1st  Up quark上夸克子       (V, A, A1)   (A, V, A1)   (A, A, V1)     2/3 
  

1st  Down quark下夸克子   - (A, V, V1)   -(V, A, V1)  -(V, V, A1)    -1/3 
  

2nd  Charm quark迷人夸克子 (V。 A。 A2)   (A, V, A2)    (A, A, V2)    2/3 
  

2nd  Strange quark陌生夸克子 -(A, V, V2)  -(V, A, V2)  -(V, V, A2)   -1/3 

                                              

3rd  Top quark顶上夸克子    (V, A, A3)    (A, V, A3)   (A, A, V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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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Bottom quark底下夸克子  -(A, V, V3)  -(V, A, V3)  -(V, V, A3)    -1/3 

 

 

 

这里要提出三点： 

第一：夸克色与特定的位置安排相对应。我选择第一个位置对应红色，第二个位置对应黄

色，第三个位置对应蓝色。夸克色可用少数前夸克子所占据的位置所对应的颜色加以区别。

例如，V 是少数前夸克子(V, A, A1)，它坐落在红色的位置上，因此，(V, A, A1)呈红

色。(V, A, V1)呈黄色是因为少数前夸克子 A坐落在黄色的位置上。前夸克子本身(A或 V)

是没有颜色的。 

 

第二：夸克色遵循互补原理：a) R + Y + B = White(无色), b) R + Y = anti-B, 等。 

 

第三：夸克子或轻子的世代是由 1、2、3来表示的。 

 

* II:前夸克色动力学的例子 
世代也有颜色(世代色)。它们也遵循颜色的互补法则，如 2 之互补为(1，3)，3 之互补为

(1，2)。世代色 2 在第一种顺序中可表示为(1，3)，在第二种顺序中可表示为(1，(1，

2))。表 III 列出了根据互补原理得出的世代色表示法。 
  

表 III:世代色互补转换法则 
  

           世代色  第一顺序      第二顺序     第二顺序 (简化) 

           1         (2, 3)     (2, (1, 2))     (2, 1, 2) 

           2         (1, 3)     (1, (1, 2))     (1, 1, 2) 

           3         (1, 2)     (1, (1, 3))     (1, 1, 3) 

 

实际上，介子(muon)的衰變完全是由世代色动力学所引起的。 

介子(muon)将会衰變成为电子、电子微中子和介子微中子。 

也就是说， 

 

介子 -(A, A, A2)变为电子 -(A, A, A1)、电子反-微中子 -(V,V, V1) 和介子微中子(V, 

V, V2)。 

 

显然，所有角子都是守恒的。表面上看来不守恒的空子其实也是守恒的。因为空子只是真

空(不带电荷)。在这个反应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就是根据世代色互补原理: 

 

            世代色 2 到(1，1，2)的转变过程。 
  

 

众所周知，当中子处于原子核内时,是非常稳定的。而一旦它跳出核,成为自由中子，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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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變成为电子、质子和反-微中子。 

 

n = e + p + v(e) bar 

 

標準模型的説明如下: 

 

 
 

首先, d-夸克 變成 u-夸克 加 (-W) 

 

 

 
 

然后, (-W) 變成  e + v(e) bar 

 

但是，前夸克色动力学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在前夸克色动力学中，有三个重要原则： 

1. 所有基本粒子(夸克子、轻子、前夸克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实体，都是时空的一部分，

且都与时空相互作用。 
 

2. 真空可以转换变成粒子，但它们必须成对出现，更确切地说，是粒子和反粒子。 

 

3. 尽管在标准模型中，弱电流可以把上夸克子转变成下夸克子，但在这个前夸克理论中，

(u - u bar)夸克子对可以变成(d -d bar)夸克子对，反之亦然。 
 

下列图形包含了中子[ u (蓝), d(-红), d(-黄)] 衰變的四个详细步骤。 

1. 当中子从原子核中逸出时，将从时空中挤出 (d，-dbar)对。 

2. 这个中子捕获这个夸克对形成一个五夸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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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个(d (蓝), -d (-黄))夸克对转换成一个(u(黄), -u (-蓝))夸克对。 

 

最后，这个五夸克混合物衰變成为一个质子(u (蓝), u(黄), d(-红)),一个电子和一个电

子反微中子。 

 

 
 

 

上面的图表不仅证实了旧理论中的关于中子衰變成为一个质子、一个电子和一个电子反微

中子的事实，而且还给出了比标准模型更为详实的过程信息。简言之，这个图表也为前夸

克色动力学的有效性作出了明证。 

 

* III:前夸克模型生命新论 
所有生物都需要一个生物电脑(图灵计算机)来加工信息。约翰.康伟和其他人证实命子

(glider of Life game)为图灵计算机的基础。如果命子同时也是定义一些物质(如质子、

中子)的图形表示的话，那么生命可以由物理起源。 

 

常见问题： 
问：在空间中，前夸克子的位置是如何安排的？如果它们是成直线排列，那就意味着颜色

对称的破坏；如果它们是按等边三角形来排列，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别这三种颜色。 

答：夸克是超弦。如果它只有两个前夸克子，那么可能是一条弦。在超弦理论中，超弦可

以是直弦,也可以是封闭的圆(等边三角形)。只有当夸克有 3 个前夸克子的时候，才可能

是 線-超弦。 

注 1：利用超弦理论无法知道夸克子的内部结构，但前夸克理论可以。 

注 2：超弦理论中大部分动力学方程同样适用于前夸克理论。 

在前夸克理论中，夸克是有颜色的，但前夸克没有颜色。在前夸克表示法中，線-超弦是

有色的; 圆弦是無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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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由于夸克子受到永久的限制，所以質子/中子是圆弦 (無色) 。 

注 4：由于夸克子内部可以是三种颜色中的任何一种，根据不确定性原理，它们之间可以

互相变换。在質子/中子 内, 当一个夸克子改变颜色的时候，由于颜色互补法则的约束，

相对应的夸克子就必须变成一个不同的颜色。在标准模型中，这种现象可以用一个 SU(3)

颜色对称的胶子系统来作出解释。 

注 5：在中子衰變的前夸克子表示法中，夸克色是守恒的。也就是说，前夸克理论在没有

使用胶子的概念下保持了 SU(3)色对称。 

注 6：夸克色和世代色都是前夸克位置(实际上是时空)的特征，也就是说，所有粒子(质

子或夸克子)都深植在或永远限制在时空当中。 

注 7：质子或微中子的前夸克表示法与命子的非常相似。命子在二维的世界平面上漫游，

它没有反粒子世界。相反，质子或中子是在四维的世界平面上漫游(平面的顶部带正电荷，

底部带负电荷)，它们的反粒子也是深植于这个世界当中。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具有 7 维

(三个夸克色、三个世代色、一种无色)。那就意味着，整个宇宙总共具有(4+7)维。 

 

2. 问: 在标准模型中，中子的衰變是通过弱电流(W-boson)引起的，W泊松子已经被检测

到。但在它的前夸克子表示法中为什么没有出现 W泊松子呢？ 

答：在 -(V，A)置换中，这个混合物就是 W泊松子，前夸克模型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和

图象。 

 

3. 问：前夸克理论预言了粒子的存在吗？ 

答：前夸克理论认为夸克是前夸克子的集合体。然而，前夸克子如角子、空子从传统意义

上来说并非是粒子。对于传统粒子，前夸克理论并没有预言什么新的“基本”粒子。 

 

4. 问：与其它理论相比较，前夸克理论新颖之处在哪里？ 

答：夸克子有内部结构，由前夸克子组成。 

夸克色是具有 SU(3)色对称的前夸克位置的特征。 

夸克世代是新的色态。 

超弦理论无法知道夸克的内部结构，但前夸克理论却可以。 

根据康伟理论，质子和中子的前夸克表示法, 就是建设图灵计算机的基石，也就是说，就

物理学定律而言，前夸克理论会给生命起源新论带来一个突破。 (見第七章 

http://www.prequark.org/Biolife.htm ). 
 

 

 

 

 

 

 

http://www.prequark.org/Biolif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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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生物学生命的产生 
(http://www.prequark.org/Biolife.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I: 生命是什么? 

   II: 康伟的生命游戏 

   III: 质子是命子 

   IV: 复杂性的产生 

     

任何不能解释人类起源的物理学或哲学都不可能是终极理论。 
 

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的理论, 就是不恰当的理论。虽然生命在起源之后,确实遵循物理

定律，但其起源却无法由物理定律推导出来，尽管夸克子被认为是建造宇宙的基石。 

 

生命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支持的。光合作用化合了水、二氧化碳和太阳能，产生了生命物质

和氧。在原始时代，简单分子就有可能形成生命的基本分子(如：氨基酸、糖、核苷等)。

例如：氢氰化物分子聚合在一起，形成腺嘌呤。甲醛分子聚合在一起形成各种糖类。表面

上看起来，生命物质和无生命材料之间的区别是很肤浅的，因为光合作用可以把无生命材

料转化成为生命物质和能量。 

 

DNA 储存、传递和加工了各种各样的生物信息，而且它控制了各种生物过程:比如外貌形

成作用、新陈代谢和复制等。生命的本质就是信息加工过程。探索生命起源其实便是探索

生物 CPU。 

 

生物 CPU 在哪儿，是什么样的？ 
 

尽管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生命，但生命的分子只有一套，它们都是左手性的，简言

之，生命之树只有一株。 

 

左右手性的分子呈对称分布，同样都可以在自然界中被制造出来，但为何生命之树只有一

颗，而不是两颗呢？ 

 

生物对称的破坏并不是为了生命的新陈代谢系统(右手物种不能消化生命左手性的生命分

子)，而是物理定律的结果(可由 K-和 B-介子衰變来解释)。对称的破缺是物理学的基本原

理。 

 

I: 生命是什么？ 

http://www.prequark.org/Biolif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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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许多特征，如：出生、死亡、成长、进化、新陈代谢和复制等。对高等生命形式而

言，还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如：情感、良心、智力以及精神追求等。在更低程度上，非生

命体也具有这些特征。 

 

每台机器都有出生和死亡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和生命体的出生死亡过程很不一样。机器

一次可以只出现一部分，但生命体总是同时以整体形式出现。换句话说，生命与时空的联

系更为密切。 

 

某些机器有些智能，如智能机器人，但它的智能的获得, 来源于外部资源。而生命体则是

自发的拥有智能。也许，这个自发性可以成为判断是否是生命体的标准。但神学者们可能

会反对，他们认为机器从人那里获得智能，而人从上帝那里获得智能。简单地说，就是不

存在真正的自发性。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的无生命过程是个熵增过程。所有的生命过程则减少了生命体

本身的熵值，而以环境熵增过程为代价。尽管全球的熵永远在增长，生命总是利用减少的

熵值和增大的有序性来创造财富。因此，过程熵的增加或减少可以成为决定一个过程是否

可以发生的标准，至少原则上是如此。社会同样也变得更为有序，但对我们想定义的生物

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另外的标准。 

 

所有熵增过程都是自发的，但所有的熵減过程(生命过程)只会伴随着复杂的信息处理过程

而发生。这也是为什么自发性不是生物体的好的标准的另一个原因。现在，所有的生物学

家们都把生物实体或系统, 视为图灵计算机。或许该实体或系统的计算能力可以用来作为

衡量标准。 

 

很显然，单单计算能力还不足以定义生命体，因为现在世界上还不存在着最为强大的超级

计算机。更何况，还有一个特殊的生命过程 --- 复制。 

 

讨论完这些以后，我将不再尝试来对生命作出定义，但会勾勒出任何实体或系统存活的最

少必要条件。我列出两点： 

1、 它必须是具有复制能力的。 

2、 它必须拥有普适电脑，因此所有生命过程(新陈代谢，智力等)才会发生。 

 

有了这个新定义，实体生命(如人造生命、灵魂和精神)就成为可能。然而，对任何生物来

讲，还需要第三个必要条件：生物体必须有质量。 

 

Ⅱ、康伟的生命游戏 
1936年，图灵(Alan Turing)发明了一种图灵机器，它是一种理想电脑。它是迄今为止最

为完美的电脑。 

1970 年，康伟(John Horton Conway)想寻求一套简单的规则来发掘图灵计算机的无穷力

量。他发明了一种数学游戏，称为 LIF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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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设在一个围棋盘上，方块称为格。每个格只有两种状态：活或死。每个格都可能有 8

个与它邻边的或邻角的邻居，只有三条规则： 

1. 出生律：如果一个死格的八个邻居中，恰有三个活格，那么它在下个世代(下一步)会

变活。 

 

2. 不死律：如果一个活格的八个邻居中, 有二个或三个活格，那么它在下步会不死。 

 

3. 死亡律：如果一个活格有多于三个活格的邻居，在下步会被挤死。若有少于二个活格

的邻居，在下步被冻死。 

 

有了这三条简单的规则和一些随机分布的活格子，便产生了许多模式。它们中大部分很快

会成为稳定状态。图 1中就示出了这么一种状态。零代由四个活格所组成，很显然，上下

两格会被冻死，而四死格会变活。因此，一代由 6个活格组成，形成一个矩形。然后，第

一代的中间两格会被挤死，有两死格会变活。在下一代, 形成近似蜂窝状。由于这其中的

每个活格都有两个活格邻居，因此，除非受外力干扰，即不再变化。 

 

 
 

 

由于每台电脑都必须有计数器、时钟和内存，因此，所有稳定的状态, 对建造电脑毫无用

处。为了证明这些游戏规律, 同样适用于具有图灵计算机的宇宙，我们有必要显示一下，

这些生命游戏可以产生一些运动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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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移动方式确实在生命游戏中存在，它就被称为命子。图 2中示出命子的生命周期。一

个命子由 5 个活格组成，从零世代到第一世代，它向下移了一步，从第二世代到第三世代，

向右走了一行。然后最重要的是，第四世代竟然还原到初始位置。 

 

尽管命子拥有两个很好的特征(自复制、移动)，康伟必须找到一个命子的产生者。它可以

产生许多命子流，这样可以证明生命游戏确实是宇宙电脑。命子枪 是在 1970 年 12 月份

由 R.William Gosper在 MIT 发现的，使用命子流来代表位，就可以产生所有的逻辑门(与、

或、非门)。 

 

因此，康伟确实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最初夙愿，即证明了生命游戏的简单规则, 支持了拥有

图灵计算机的宇宙世界。而且，命子 满足了前面提到的成为生命体的必要条件。事实上，

这就产生了新的学科，即人造生命或 干生命科学。 

 

III 质子/中子 是命子 
无论如何，生命游戏仅仅是游戏而已。它缺少了生命体的重要部分 --- 质量。事实上，

生命游戏并没有就生命的起源给出某些暗示。 

 

但是！但是！但是！如果？如果？如果命子是一个基本粒子(如质子或中子)的图形表示的

话，那生命游戏马上就会给出生物的起源。当命子捕获质量，它将变成一个生命体。根

据前夸克色动力学，质子和中子都是命子。质子和中子的其中之一种, 前夸克表示法列于

下表中。它们实际上是命子。 

 

质子、命子和中子的比较 
 

质子(夸克)     质子(前夸克)     命子     中子(前夸克)    中子(夸克) 

 up (red)        (V, A, A)    ( , * *)   - (A, V, V)     down (red) 

 up (yellow)     (A, V, A)    (* , *)    - (V, A, V)     down (yellow) 

 down (blue)   - (V, V, A)    ( , , *)     (A, A, V)      up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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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康伟的生命游戏和前夸克模型，质子和中子都是生命-CPU。因此，生命体和非生命系

统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物质而在于过程。生命起源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1. 自组织--从无序到有序。 

2. 外貌形成--从简单到复杂(有序到无序)。 
  

VI 复杂性的产生 
在自然的基本法则和现象的复杂性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我们知道所有有关天气的

规律时，我们还是不能精确地预测天气。就象我们知道下棋的规则, 却不能很好地下好它

一样。那么，有什么样的法则可以来弥补这种不足呢？ 

 

有的，就是自相似性原则，这是分形几何的精华。它说明了复杂是由简单的重复而引起的，

正如 Hilbert曲线一样。 

 

分形几何中有一个叫抽象拼贴画定理(Collage Theorem)。它认为所有复杂的系统都可以

用分形空间来代表。而所有的分形空间是由两个代码的空间所产生的，如(0，1)或(空子、

角子)。也就是说，复杂出现的法则并不是新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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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种新的认识论 -- 怎样看待不可证明

的和不可想象的? 
(http://www.prequark.org/think01.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目录 
  

I：问题的提出 --- 第一原因是什么？如果第一个原因有原因的话，那么第一个原因也就

不成为第一个原因。如果第一个原因没有原因，那么它又是如何产生的？第一个原因的问

题不仅仅是一个不可证明的问题，还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II：不同的思考方法及其缺点： 

1. 科学的 

2. 哲学的 

3. 艺术的 

4. 宗教的 

5. 数学的 

 

III：无法证明的和不可想象的例子 

1. 创世的开始 

2. 悖论 

3. 生命的起源 

 

Ⅳ：怎样看待无法证明的 --- 物理学中传统认识论, 认为任何物理理论的有效性都必须

依其相对实验证明的预言能力来判断。这一点将不再作为指导原则，而是用到一种新的认

识论，它包括以下五点： 

1. 简单性 

2. 阐述性 

3. 统一性 

4. 包含性 

5. 不可缺少性 

 

Ⅴ：怎样看待不可想象的 --- 由定义可知，每一个悖论中都包含两个事实，但无论在含

义上还是在内部推理过程中，它们俩都必须是直接相对的。对两个矛盾体而言，如果一个

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那就不存在悖论。每个悖论(不可思议的问题)总是会提出超越自

身的更高的事实。通过超越本身，不可想象的也就变成可以想象的了。超越方式有两种： 

1. 向下的对称破缺 

http://www.prequark.org/think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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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 --- 更高程度对称的复原 

 

当理解了五个概念之后，所有不可想象的问题便可以理解了。 

1. 对称 

2. 对称的破缺： 

+互补(互相排除) 

+互融(互相包含) 

3. 总体(不可分割的对称) 

 

II：不同的思考方法及其缺点 
科学的思考方法 

科学的思考方法依赖于假设和实验验证之间的相互关系。 

优点： 

1. 可以自由假设 

2. 实验保证了所有结果, 都可以由事实来支持。 

 

缺点： 

所有实验验证受限于时空，因此，任何超越时空的实体(永恒的形式、数学关系、宗教信

仰、起源的创世等)都不能用科学方法来思考。 

注：尽管许多人都确实意识到数学是一门科学学科，但数学的思考方法与科学的思考方法

是截然不同的。数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实验，也就是说，许多数学关系或结论都不能用科学

方法来思考。 

 

哲学的思考方法 

哲学的思考方法依赖于推测和反省。 

优点： 

1. 与假设相比，推测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2. 人类经验的憶想(相对于实验), 可以达到更广更深的现实(爱、精神、精神的力量等)。 

因此，许多科学上认为不可思议的问题(道德规范、宗教、爱、同情心等)都可以用哲学方

法来思考。 

缺点： 

人类经验的映射同样受限于时空。尽管哲学上的推测, 确实考虑到了有关永恒超越的问题，

但哲学家们始终不能真正确定由经验而得出的推测。更何况，一些谬论(如第一原因问题)

还是哲学上难以想像的问题。 

 

艺术的思考方法 

艺术家们凭着感觉、想像力和情感来看待这个世界。 

优点： 

1. 尽管感觉和情感还是受到时空的限制，但想像却可以超越它。 

2. 艺术思潮并没有对错之分，也就是说，没有必要用科学实验或哲学映射来判断是非。 

3. 尽管许多艺术品确实对应了一些真实世界里的实体，但一般而言，他们都可以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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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真实世界, 创造自我参照(如独角兽) 的存在。那些创造出来的想像实体, 确实成为了现

实，而且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感觉和情感享受。 

缺点： 

艺术家们没有刻意去说服公众，自我参照的想像世界其实是真正的现实。 

 

宗教的思考方法 

神学家们持有这样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命运是天生注定的。用宗教信仰的观点，没有什

么是不可思议的。 

优点： 

神学家们不需要逻辑、人类经验的映射、常识或实验证明。只要有人分享了他们的信仰，

他们就可以说是正确的。 

缺点： 

宗教信仰经常与既成现实发生冲突。 

 

数学的思考方法 

数百年前，笛卡尔、欧拉和许多其他人都坚信数学是现实的精确描述,并且认为他们自己

的工作, 正是为了揭开宇宙的数学构思。如今，几乎所有的数学家都承认, 数学不是绝对

的，而是任意的。因此，数学家们可以武断地来选择一组定义, 来建设一个新数学。在哥

德尔不完全定理发现之后，使体系的自相矛盾, 也不再成为判定一门新数学是否有效的标

准。 

优点： 

表面上看来，在数学上似乎没有什么限制(如实验证明、哲学映射等)，也就是说，从数学

角度，似乎不存在不可思议的东西。 

但，有相当多的问题却在数学上无法证明，比如哥德巴赫猜想。 

缺点： 

数学的思考方法, 还是不能囊括其它类型的思考方法。 

 

III: 无法证明的和不可思议的例子 
创世之初 

在宗教上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在创世纪初，上帝创造了天与地......”(见创世纪 1:1)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John 1:1) 

 

从哲学上讲，如果在创世之前有个创世者，那么创世就不再是个开始。因此，上面的宗教

因果关系就不能为哲学所理解和支持。 

 

如今，根据量子宇宙学，可以很清楚地了解, 大爆炸的最初百万兆之一秒到现在的详细进

化过程，但却无法解释大爆炸之前的情况。许多物理学家都声称：“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它假设了时空在大爆炸时形成，没有时间，也就无所谓之前”，正如

没有空间，也就没有“外面”的说法一样。现在“之前”或“以后”的宇宙这个概念, 久

久吸引了那些被不朽和再生的想法所吸引，迫切想要把个人的再生概念, 推广到宇宙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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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的宗教推理是开了某种玩笑，但物理学家们就此事的争辩也是错误的。 

在时间之前，还有“之前”，也就是说，永恒是时间的补充。有了这个补充的概念，这个

不可想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悖论 

1. Russell悖论： 
命题 A“所有定理都是对的。” 

命题 B“定理 A 是错的。” 

很显然，如果 A 命题是对的话，那么 B 命题也是对的。但是，如果 B 命题是对的，那 A 命题必定

是错误的。 

 

2. Grelling悖论： 

一个词当且仅当它可以用于自身时，可以称为同源词 (autological)。例如，“English”

表示英语，而它本身，就是英语单词，所以它是一个同源词。 

相反的，单词“French”表示法语，但它是一个英语单词，而不是法语单词，因此它不是

同源词，而是一个异源词 (heterological)。 

现在，“heterological”这个词是异源词吗？如果我们假定它是，那么根据定义，

“heterological”是同源词。 

但相反的，如果我们假定“heterological”是同源词，又根据定义，“heterological”

就应该是异源词。 

 

每一个悖论中总是包含两个事实，但它们俩, 无论在含义上还是在内部推理过程中, 都必

须是直接相对的。 

表面上看起来，每个悖论都是不可思议的。 

 

生命的起源 

当然，在宗教上这个问题是很好想像的。“上帝创造了巨鲸，每样生物都在移动...。”(创

世记 1：21)。这个问题在科幻小说中也容易理解。有一碗原始的汤，一束光撞击了它，

便形成了生物分子。然后这些生物分子不知何故聚在一起，最终完成复制。这种想法是不

科学的，因为这其中的许多逻辑联系都不甚明了。 

1. 所有生命过程都是信息加工过程，那么生物计算机在哪里呢？这个计算机是由什么组

成的？ 

2. 所有生物都是组织好的实体。那么, 这个组织过程的潜在力量是什么？(神圣的还是自

组织的？)。如果是神圣的，那么这个神奇的权杖是什么？如果是自组织的，那么又是通

过什么规则来控制这个过程？ 

3. 所有高级生命形式，都是由单个受精卵变成的, 一个复杂体系(有头脑、内部器官等)。

这叫做外貌形成作用。控制这个过程的力或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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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问题还不能得到科学的回答，也就是说，从科学上讲，它们都是不可想象的。迄

今为止，对生物计算机的理解, 只能依赖凌驾于任何实验证实之上的前夸克理论。 

 

IV: 怎样看待无法证明的—— 一种新的认识论 
在这点上，前夸克理论是凌驾于任何实验证明之上的。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理论的有效

性还是可以用一种数学家们所用的新的方法论来判断，它由以下五条标准组成。 

1. 简单性原则：新的理论总是使一个复杂的旧现象变得更为简洁，如，前夸克理论把中

子衰變的过程描述得更为简单易懂。 

 

2. 阐述性原则：新理论可以对许多旧的开放性问题作出回答。如：电荷是怎样产生的？ 

 

3. 统一原则：新的理论可以把两个或更多的不相关学科统一起来，如前夸克理论就把物

理学和数学联系到了一起。 

 

4. 包含性原则：所有旧的已经验证过的理论都是新理论的子集，如夸克理论是前夸克理

论的子集。 

 

5. 不可缺少性：对许多开放性问题而言，新理论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没有前夸克理论, 

就无法理解生命的起源。 

 

如果一个新理论拥有了上面这五条，那么它必定是有效的，哪怕它所作出的所有预言都不

能用实验来证实。 

 

V: 怎样看待不可思议的事 
表面上，所有悖论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解决方法就在于找到这个悖论的原因。

Russell 和 Grelling悖论都是由于对称破缺而引起的。 

 

由于尝试用一个定义来对世界进行分类，所以产生了罗素悖论。“什么是对的？”这种分

类和定义过程, 是一个对称破缺过程。罗素悖论就是因为破缺了这个对称，这个整体。当

这个术语“整体”由“对的”来代替时，新定理:“所有定理是对的”对称, 就遭到破坏，

于是新的定理就创造出了悖论。 

 

通过给同源词和异源词作定义，Grelling 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每个定义就是对称破缺过

程，它把总体(对称)分裂开来进行分类。 

 

然而，所有的悖论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调解，向下或向上的解决方法。向下的解决方法, 

就是通过一个新的定理“除定理 B以外的所有定理都是对的”来进一步破缺对称。 

向上的解决方法就是移走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对称破缺过程，这样重新获得对称(整体)。 

因此，当理解了这五个概念之后，所有不可想象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1.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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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称的破缺 

互补(互相排斥) 

互融(互相包含) 

3. 整体(不可分割的对称) 

 

对称 

对称总是暗示着混沌，即自由的程度。一个方块桩有四种入洞方式。而一个六角形的桩则

有六种方式。对称程度越高，就意味着无序程度越大。例如，一个圆形桩就可以有无限种

入洞方式。 

 

对称的破缺 --- 互补 

在物理学上，许多自然对称都是由一个特殊的对称破缺过程 --- 自发对称破缺(SSB)来破

坏的。例如，一支铅笔用笔尖垂直立在桌上，它可以倒向任何方向。而每个方向的可能性

都是相等的。因此，可能性函数是对称的。但当铅笔确实倒下之后，对称的可能性遭到破

坏, 成为一个现实。自发对称破缺这种自然现象, 可以用量子物理上的哥本哈根解释(CI)

来说明 --- 互补原理包括了三个部分： 

1. 整体由两个相对的部分组成。 

2. 这两个部分必须是互相排斥。 

3. 这两个部分互相补充。 

 

在物理上，这个互补原理被解释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在量子物理中，整个宇宙被分成

互相排斥, 但却是互相补充的两个部分。然后，这相反的两部分成对出现，位置对动量，

时间对能量等等。而根据 CI，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原理上, 都其中只有一个值可以精确

测定。 

 

EPR 假想实验 

尽管爱因斯坦承认不确定性原理确实在实践中存在，但他坚持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1935

年时，他和同事们用 EPR (Einstein, Podolsky, Rosen) 假想实验来抨击哥本哈根解释。 

 

在 EPR实验中，让我们来想象两个从确定的量子态所产生的粒子，然后把它们分开，不让

它们与其它任何东西发生作用，直到我们选出其中一个作为观察对象。根据量子论，当两

个粒子最初状态为确定的量子态时，它们的初始动量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而 EPR 争论的要

点就在于即使在分开之后，单个粒子的动量之间还是互相联系着的。当这两个粒子分开的

距离超过了 类似空間的分隔距离，那里分开的粒子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就可以如

爱因斯坦所争论的那样，根据不确定性原理来精确测出其中之一粒子的动量(不是位置)。

而这个测量不会也不可能干扰另外的粒子的动量，因为它俩处于 类空间的分离距离之中。

因此，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就可以精确计算出第二个粒子的动量。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

得到两粒子的位置(不是动量)。这表明，我们可以对单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作出精确推断。 

简言之，据爱因斯坦看来，除非远处的怪异行为成为现实，否则 CI 仅仅是胡扯的。1982

年时，Alain Aspect 和他的同事 Jean Dalibard、Gerard Roger 作过类似 EPR 的实验。

实验表明，CI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怪异行为其实是物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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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整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对称，破缺整体的对称将会产生三个部分(不是两部分) --- 整体

(留下的自身部分)、部分 1及部分 1的对称部分。部分 1及其对称部分总会形成悖论(注：

破缺一个并非整体的对称并不总是会产生悖论)。在物理学上，它表现为怪异行为或不确

定性原理。数学上，则表现为哥德尔不完全定理。 

 

物理学上的整体(怪异行为) 

从 Aspect 的实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依靠宇宙分成几个部分来理解它，因为整

体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在宇宙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孤立的实体都可以认为在

某一点(如大爆炸时代)发生过(相互)作用。 

 

表面上，你和我是独立的个体。但其实，我们的思想交流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之间

还有社会的联系。也许，我正穿着你做的鞋子，而你却正在食用我种的粮食。进一步讲，

我可能正在吸入你所呼出的氧气，真是恶心。 

 

事实上，这种不可分割性早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已根深蒂固。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生命形式都

是碳-水化合物。我们自身里的每一个重原子 ---- 无论是钾、铁、钙、碳还是氮 --- 都

是由星系核心发生的核融合过程(称为 carbon-oxygen-nitrogen 周期)产生的。不仅仅生

命是那些死亡的天体的再现，而且你骨头里面的钙也可能是我血液里的铁的副产物。总之，

整体是绝对不可分割的。 

 

数学中的整体(哥德尔不完全理论) 

在一次演讲完毕之后，一位老太太对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说道：“你告诉我的(关于宇宙定

律), 一切全是废话。这个世界实际上只是放在巨龟身上的一个大平盘。”而当科学家问她, 

这只龟坐在何物上的时候，她回答：“"It's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 

 

现在，许多物理学家都相信物理是完整的。有了物理法则，这么说吧，宇宙就可以照顾它

自己，包括自身的创世。但是物理学受制于数学，而根据 Godel的不完全理论，数学是不

完全的，这就告诫我们, 从给定的假设当中, 得出逻辑推断这种自明的方法, 一般不能提

供一个完整而且一贯的体系。总会存在着一些真理, 为我们有限的公理集合所不及。 

 

由于数学体系是建立在定义和公理的基础之上，又由于所有的定义和公理都是对称-破缺

过程，因此所有的数学体系, 都是更高层次对称下的破缺了的子系统。 

 

这个不完全理论，实际上是从数学的角度指出了 “整体” 的生动现实。 

因此，数学体系会永远出涀一些无法判定的陈述。這一过程, 表明了(整体) 的存在。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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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包容 

尽管互补这个概念也会在其逻辑框架中引入了整体性的概念，但它的方法论还是试图把整

体划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部分。然而，不确定性原理也同样认为两部分互相包含。见下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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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怪异行为所指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只有用相互包含互补原理才可以真正明了。

也就是互相包容。 

 

 

对互相包容的最后理解, 莫过于中国哲学中的阴和阳。在有冲突的时候，阴和阳是反力。

而永久不变的，是它们不仅互补而且互相渗透。当达到全力时，便会互相转化，也就是，

阳变为阴，阴变为阳。 

相生与互补相似，但意义更深。互补只是由互相排斥的两部分组成，而相生所包含的两部

分, 是互相包含形成一个整体。看看几对对立面：整体-部分，原因-结果，好的-坏的，

普遍-特殊。然而，在上面这些对立面当中，难道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吗？虽然“整体”

与“坏的”这两者也可视为“不称为对方”, 这种关系的两个对立面，但我们并没有把它

们俩进行配对。 

 

互相包容的例子 

一: 数学中的互相包容 

虽然相生的概念是由儒/道教所创，但它无处不在，如物理学和数学。由定义可知，确定

的对立面是混沌。如今，不仅确定的混沌是数学上的一个合法术语，而且它与有序性都是

同源衍生出来的 ---- 由非线性微分方程所描述的离散动力学系统。 

在分形几何中，有一个阴影理论，它认为所有的混沌態都是特定有序状态的影子。地球左

端的中心是北极，整个外围(包含无限个几何点)仅仅代表了一个点-南极。在拓扑学上，

单个点(南极)和无数点(地图外围)是一致的，因此是无法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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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理中的互相包容 

--- 不确定性原理 

普朗克常数是整个量子物理的基础，它为所有行为形成了一个水平。在物理学上，行为的

定义为能量(E)×时间(T)。根据不确定性原理，所有行为(delta E x delta T)都要大于

等于 h(普朗克常数)。事实上，不确定性原则有两种表达方式： 

        delta E x delta T >= h 

        delta P x delta S >= h 

     P 动量, S 距离, E 能量， T时间 

 

这两种表达式形成了一个视窗。可以想像一下, E 为窗口的左边缘，T 为右边缘，P 为顶

边，S为底边。如果把窗口左移，(deltaE变小，)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丢失一些右边的信息。

(deltaT变大)。对 delta P、delta S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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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不确定性原理广泛地给各种知识领域施加了固有的范围。而且表面上看起, 来它

使得其中一些必须保持不可知和不可思议。另一方面，不确定性原理是整个量子物理的基

础。如果不理解不确定性原理，那我们就会处于物理学的黑暗时代中。不仅仅是不确定性

原理的内部表达式是相生的，而且它的存在和外观影响也是相生的。实际上，有了这个不

确定性原理，我们就可以处理大爆炸问题 ---- 宇宙的起源了。 

 

结论 
只要理解了下面几个概念，所有不可思议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1. 整体 

2. 对称的破缺 

互补 

相生 

 

对无法证明的理论的有效性说明, 可查閱 http://www.prequark.org/Thinking.htm 。 
 

 

 

 

 

 

 

 

 

 

 

 

 

 

 

 

 

 

http://www.prequark.org/Think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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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物理学和数学的统一 
(http://www.prequark.org/Mlaw.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 I:三个数学流派 

   * II:对应原则 

   * III:可计算的和无法计算的 

   * IV:数学的虛幻世界 

   * V:数学产生了物理学 

   * VI:宇宙的维数 

   * VII:数学的本质 ---- 球-环形变换 
  

三个数学流派 
 

什么是数学定律？它们是上帝创造的定律吗(绝对的)？还是，人类所发明的?( 任意的)！ 

 

希腊人、笛卡尔、牛顿、欧拉和许多其它人都相信数学是现实的精确描述。他们认为自己

的工作正是为了揭示宇宙学的数学构思。换句话说，数学是绝对的。但是数学逐渐无意地

引入了很少或没有直接物理意义的概念。在引入了四元数、非欧几里德几何、几何学中复

杂原理、n 维集合、奇异函数、无理数之后，几乎所有的数学家们都接受了人工数学。即，

数学不再是绝对的，而是人为武断出现的。但如果数学仅仅是由人类所发明的，那它为何

在描述物理世界时, 却连续获得成功呢？ 

 

由于数学的这个 {发明的/发现的(武断--绝对)矛盾}，因此, 至少存在三个数学流派 --- 

形式论、直观论、逻辑学。 

逻辑学流派的带头人是 Russell 和 Whitehead。他们从逻辑本身的发展为起点，从没有任

何数学特性的公理中创造出数学。然而，逻辑的发展在于阐明一些逻辑公理，从中可以推

导出下一个理论。 

 

形式论流派的带头人是 Hilbert，他试图不用集合理论来提供数字体系的基础，从而建立

算术的一致性。他发展了一个证明理论，用它可以使任何形式系统连贯起来。其中并没有

用到有争议的原则，如由矛盾、无限感应、选择公理引起的存在证明。形式论也保持了逻

辑与数学同时对待这一点。简而言之，对形式论者而言，数学本身只是一个形式系统的集

合。数学不再是关于某方面的学科，而只是形式的集合，其中各种形式的表达都是通过其

它形式的变形而得到。由于形式系统可以是无穷无尽的，无数学所必须包含的问题和概念, 

包括一些至少是潜在的无限体系。然而，只可以用到有限性的证明方法。 

 

直观论流派的领导人是 Kronecker，他认为 Cantor 的无限数和集合理论工作并非数学，

http://www.prequark.org/Mla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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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神秘主义。他很乐于接受所有的数字，因为这在直观上非常清晰。这些是上帝的杰作，

而其余的则是人为的, 和值得怀疑的。对于直观主义者来讲，数学早在语言、逻辑和经验

之前就已在人类脑海中根深蒂固，直觉，不是别的來决定直觉的经验或逻辑，是与因果概

念相违背的。语言通过符号和声音, 来唤起人们的记忆。而思维，尤其数学思维，却不完

全能以符号表示出来。数学概念不依语言而存在，事实上是比它要丰富得多。另一方面，

逻辑属于语言学。我们不能依赖于它来揭示真理。而且对于其它方式得不到的真理，它也

是无能为力。在语言上，凭经验就可以得到逻辑原理。它们是操纵语言的装置，或者说它

们是一门代表语言的理论。数学中最重要的进展不是通过逻辑形式的优化，而是对数学真

理本身的直观感知而得到的。因此，是逻辑依赖于数学，而并非数学依赖于逻辑。 

于是直观主义者着手开始分析哪一种逻辑原理是合适的，因为通常要求它必须与正确的直

觉相对应并且能很好地把它表达出来。结果是，许多既存的证明都没被接受。在有限步骤

得出结论这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排中律。而其它情形则没有列出。这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

性，不确定的命题。直观主义者认为，关于无限集合，事物还有第三种状态，即非可以证

明的, 也非不可以证明的。 

 

各个流派之间就数学本质及数学的正确的方法论问题展开的争论,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

远远超过了数学本身，而且还蔓延到了哲学和神学的领域。数学家们, 至少不能解决以下

三个问题： 

1、 数学中有许多无法定义的概念。 

2、 所有的定理的出现都有任意性。 

3、 每个流派都有一贯的问题。 

 

形式论流派中，Hilbert把几何的一贯性, 还原为算术的一贯性。但后者保持成为一个开

放性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数学就象建立在下沉的沙滩上, 永远难以找到一块可以依靠的

巨石。而实际上，如果物理规律就是数学定律的直接结果的话，那么数学也就找到了靠石。 
  

II: 对应原则 
 

一直以来，传统的物理学都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从观察到形成设想，然后用

实验来验证，然后就是更多的观察，如此这般继续下去。这种方法可以发现自然界中的那

些常数，但却无法知晓它们缘何产生。另一方面，终极的万物构造论, 必须可以实现自上

而下建造物理。也就是，从一个原则 ---- 对应原则 ---- 来演绎一个完整的物理体系。 

对应法则认为完整的物理体系(目前的主流物理还不完整)与完整的数学体系(目前的数学

也还不完整)是等同的。 

 

看起来，这个原则太过含糊，似乎没什么用，而且对“完整”这个概念也没作很好的定义。

但，下面的理论也许会很有用。 

 

理论 1：每个数学问题(尤其是那些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在物理学或物理世界中, 都有相

应的问题。 

推论 1：如果一个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 在物理学或物理世界中没有明显的对应问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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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物理世界中会存在这么一个过程，可以用来抹平这个问题。 

 

在这个对应原则之下，两件事情发生了完全改变。 

*数学不再只是物理学家们用来描述物理学的工具或语言。 

*我们可以用数学作基石和出发点来建立完整的物理学。 

 

现在我们手头已有足够多的, 经过实验验证的物理学知识。因此这些就可以作为验证这个

新物理学的标准。但是，在这么多的数学构想中，到底要选择哪些来作为出发点呢？我选

择了三个数学问题 --- 可计算性、可数性和不可数性 --- 来作为这个新的完整物理学的

基础。 

 

III: 可计算的和无法计算的 
 

数学中对回归函数的定义是很有技巧的，这里我不再赘述。序列和、积...等函数都属于

简单的回归函数。现在，在数学中要证明以下三条定理。 

 

定理 A：所有回归函数都是可以用算盘来计算的。 

定理 B：所有可以用算盘计算的, 都是可以用图灵计算机计算的。 

定理 C：所有图灵计算机可计算函数, 都是回归的。 

 

但是，是否所有可计算的函数都是图灵机可计算的？没有人知道答案，不过 Alonzo 

Church的论文(不允许数学证明)却说可以。 

 

图灵计算机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其它真实电脑有所区别。 

1. 它具有无限的储存空间。 

2. 它是一个理想电脑，无须电力驱动。因此，即使宇宙崩塌，它照样会计算。 

 

然而，Church 的论文并非基于图灵计算机的这两个奇妙的能力，而是基于电脑的无力知

道 {足够就是足够了}，而不知何时终止计算这一点上。图灵计算机的这个无能, 称为

busy beaver problem或终止问题。 

 

具有这两个奇妙的能力，图灵计算机就可以计算任何函数，图灵计算机及我们都永远不会

知道一个函数, 到底可不可以计算。如果我们或者电脑本身可以找到这样的程序, 在某一

点终止它, 然后指出下面两个答案之一： 

a：这函数的值。 

b：这个函数是无法计算的。 

 

那么，这个 busy beaver problem 就解决了。 

 

现在从数学上已经证明，如果 Church的论文是正确的，那么 busy beaver problem 就是

无法解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Church的论文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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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的论文本身(所有可计算的函数都是图灵机可计算的), 并不比它自身的无法证明

来得重要。论文对数学证明的抵制这个事实很明显地证明，在现有的数学中存在 “洞”，

而这个洞将成为新物理学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在物理学中必定也会有相应的困难，或

者，在物理世界中，有这么一个过程，已经抹平了这个难题。 

 

接受 Church的论文并把它与 busy beaver problem联合起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 

不可计算的一个存在定理。 

定理 2：存在不可计算(图灵计算机或其他任何方式)的函数。 

推论 2：至少存在一个不可数的无限。(Georg Cantor 很早以前就证明了) 

 

定义 1：宇宙是集合 A 和集合 B 的并集。集合 A 包含的是所有可计算的函数，集合 B 包含

的是所有不可计算的函数。 

 

定理 3：每一个可计算的空间都可以用两个代码来表示，如：(0, 1), (阴，阳) 或 (空

子，角子)。注：许多大学的数学教科书都有这个理论的证明。 

 

IV：数学的虛幻世界 
 

物理中虛幻世界, 这个概念来源于一个物理事实 --- 自旋。根据对应法则，数学也必须

有一个相应的虛幻世界。 

为了能在短短的几页篇幅中完成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将对此主题从概念上例举说明。定义

和说明不予列出。 

 

例 1：A = {0, ', +, *, =}，从集合 A中，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定义，如：0 = 0, 0' = 1, 

0'' = 2, 0''' = 3, ... 。F1是个函数，而 F1(0'''') = 0'', F1(0''''''''')=0'''等

等。F1、F2...这些函数中不能包含, 除集合 A以外的任何符号，而他们本身是集合 FA的

元素，FA = {F1, F2,...}。集合 FA中计算结果形成了一个集合 R= {0, 0', 0'',...}。 

 

定义 2：所有的数学函数都叫做函数。 

 

定义 3：集合 A含 有限个元素，它的元素为函数符号，A称为基集。 

 

定义 4：集合 F的所有元素都是函数，F是个函数集合。 

 

定义 5：集合 FA中的所有函数不能包含任何 A集合以外的符号，FA是基本 A函数集合。 

 

定义 6：集合 RA = {0, 0', 0'',...}的元素是函数 FA的值。RA是 FA的范围。 

 

定义 7：集合 LA中的元素是逻辑操作符(L1, L2, ...)，集合 LA称为 A集的逻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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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8：F属于集合 FA。L 属于集合 LA。P = LF 称为一个陈述。 P属于集合 PA。 

 

定义 9：如果集合 SA 是集合 A(基集)、集合 FA(函数集)、集合 RFA(范围集)、集合 LA(逻

辑集)、集合 PA(陈述集)的并集，那么 SA是基集 A的一个系统。 

 

定义 10：P1, P2, ..., Pn 是陈述。如果 P = Pn，n为有限数，那么在 SA中 P是真的，

否则就是假的。 

 

定义 11：F 是集合 FA中的元素。如果 F中至少有一个值属于 SA ，那么在 SA中 F是个合

法函数。 

例如，F 是平方根函数，F(2)不被 SA 包含，但 F(4)被包含。那么，F 就是集合 SA 的合法

函数。 

 

定义 12：如果 H = F(x)不属于 SA，而 F是 SA的合法函数；或者如果 H = P(一句陈述)而

P是假的，那么 H就是系统 SA中的一个 “洞”。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明一门新的数学, 而只是建立了一门新的语言来对旧的理论重新作

出解释。 

 

Kurt Godel的不完全理论 --- 规定：“如果一个形式理论 T，它可以容纳数字理论并且是

连续的，或者算术的形式体系的公理就是 T的话，那么 T就是不完全的。” 

也就是说，应该有这样一个数字理论的陈述，S 和非 S 都不是该理论的公理。並容 S 或非

S作为公理, 并不能补救这个不完全性。因为在这种扩充体系中，会有其它无法证明的陈

述出现。这个结果适合于任何数学流派 --- 逻辑论、形式论和直观论。因此，没有这样

的公理体系可以囊括整个数学及其中的任何一个分支。 

总具有这样的陈述，它的概念隶属于该体系，在该系统内却无法证明，但在一些非正式争

辩中总是显得非常正确。 

 

这个不完全理论不仅给数学的公理化以致命的一击，而且限制了数学推理。但其实，它是

现实的本质特征。这个不完全理论流行于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中的解释, 是他们坚信这个

理论限制了人们去尝试了解宇宙的终极特性。 

 

相反的，我却认为这个不完全理论是唯一通向最高实在之路。 

*首先，我将用我上面所创的新语言对这个 Godel定理重新叙述。 

定理 4：如果系统 Ar 包含系统 Ap，而 Ap 遵循不完全理论，那么系统 Ar 至少有一个洞。

例如，在一个讨论计算能力的系统中，Church 的论文和终止问题形成了一个洞，它们中

至少有一个是无法证明的。 

 

公理 5：如果系统 Af中含有不可数的无限个元素的话，那 Af至少有两个洞。 

 

定义 13：集合 T是 Af(含有不可数的无限个元素)和它的洞的并集，T称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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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可以利用 Godel 的定理来创造过程，首先从系统 A1开始，它具有一个无法证

明的陈述 S1。以 S1为公理，从 A1中我们可以建立系统 A2，根据 Godel定理，在 A2中将

有一个无法证明的 S2。这个过程可以进行无数次。见下图。 

 

 
 

 

定义 14：Ar 是一个系统，H = {h1, h2, h3, ...}，其中 h1, h2,h3,... 是 Ar 的洞。Ar

称为真实数学宇宙(简称 RMU)，H称为 Ar的虛幻数学世界(简称 G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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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5：Ar、Ap是 RMU。Ap包含了 Ar。对 Ar而言，Sr是个无法证明的陈述，但对 Ap则

是可证明的。Sr称为数学量子。 

 

定义 16：Ar 中的陈述 Sr 是无法证明的。Ap 为 Ar 与 Sr 的并集。创建 Ap 的过程为体系建

设过程(简称 SCP)。 

 

定义 17：Ar 系统遵循 Godel 定理。AF 是重复了无数次 SCP 后建立起来的系统，称为最终

系统。 

推测 1：T(整体)包含 AF(最终系统)。 

 

上面讨论指出了三个新的概念。 

*首先，数学中有洞的存在，这些洞形成了数学虚幻世界。这是对应数学体系的影子。事

实上，任何数学体系都是与其虛幻世界息息相关的。 

*第二，存在着数学量子。有了它，才产生了数学宇宙大爆炸。每投出一个 (数学量子), 

数学宇宙就 ‘膨胀’ 一些。 

*最后，定义了 “整体”, 請参閱 http://www.prebabel.info/bab016.htm . 

 

V: 数学产生了物理学 
 

在时间顺序上，是物理定律控制着物理宇宙的进化。人类的起源在这些定律产生的 138亿

年之后。而数学则是在人类出现几百万年之后才出现的。 

 

然而，为了能真正统一物理学和数学，数学必须产生物理定律，也就是说，物理定律必须

是数学定律的直接后果。 

 

根据前面的章节，真实的数学世界是与其虛幻世界息息相关的。为了方便，我将大致把整

个数学宇宙(真实的和虛幻的)分成三个部分 --- 可计算的宇宙、可数的无限宇宙和不可

数的无限宇宙。 

 

公理 3：可计算宇宙可以由 2个代码来表示，如(阴，阳) 或(空子,角子)。因此，夸克不

可能是物理宇宙的基石，前夸克模型(空子,角子)是不可缺少的。 

 

有人也许会争论前夸克的内部结构可能会有更多的层次。从数学角度，我们可以再次证明

这种想法(前夸克子的更多的内部结构)是错误的。如果前夸克下面只存在一种亚微粒子，

叫做 D，那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考虑： 

*一、如果 V = D 并且 A = D, 那么 V = A。 它与前夸克模型相矛盾。 

*二、如果 V = D, A = (D, D)...，那么 A不带电荷。电荷必须要用另外的形式来表征。

它仍然是两个代码的系统。这是个重复过程。 

 

如果前夸克下面有两个亚微粒子，叫做(D, E)，那很明确就是一个重复。 

http://www.prebabel.info/bab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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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夸克下面有三个亚微粒子，叫做(D, E，F)，那么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提高了复杂

性。 

 

因此，在两代码系统中加入更多的层次，并不会有简化作用。 

再说，由于数学中存在无法计算的宇宙，物理宇宙永远也不会只用两个代码来表示。在物

理中需要更多的维来表示那个无法计算的世界。 
  

A: 物理宇宙的限制 
1823年，Heinrich Olbers 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说明这样一个事情。假如宇宙无限大，

假如哥白尼宇宙学说 CCP是对的，那么夜晚的天空将如白昼一般明亮。黑夜的这个事实说

明这些假设是错的，或者是还有一些未知因素在起作用: 如宇宙在膨胀或它有一个起点

(并非无限大)。 

 

1922年，Alexander Friedmann 把 CCP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预言宇宙不可能是静止的。

他的预言为世人(包括爱因斯坦)所忽略，但却在七年后, 也就是 1929年被 Edwin Hubble

所证实。 

 

由于宇宙膨胀，它必须有一个起点。1948年，George Gamow提出了大爆炸理论，而 Olber

的悖论则被束之高阁。宇宙膨胀, 通过红移来弱化光线。宇宙的有限尺寸(也就是，宇宙

还很年轻，还有有限的年代)产生了黑夜。 
  

B: 从无限转换为有限 
由于物理宇宙是有限的，根据对应法则，因此那些数学上的无限必须转换为物理世界中相

应的有限形式。 

 

那么，怎么进行这个过程呢？  

*首先，需要可数的有限步来三分一个角。也就是说，转变过程就象角子通过三分过程一

样。这个过程还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 

1、 空间被分成三 “位”。 

2、 时间被分成三个世代。 

3、 电荷被分成 1/3e。 

4、 产生了自旋。也就是，三分过程同样产生了普朗克常数(h)。 

可计算的宇宙与这可数的无限宇宙一起(三位、三代、电荷、自旋)产生了一个可以测量, 

大有因果关系的宇宙，也就是前夸克模型。 

 

*第二，不可数的无限可以通过软罗盘(阿基米德螺旋)变成有限。这过程的发射创造了时

间，也就是爱因斯坦时锥。 

数学上，不可数无限引发了不可分割性这个概念。假定自然数集 B 与无理数集 IR 的交集

是空集。那么，我们可以把自然数标为蓝色，无理数标为红色。费马大定理告诉我们，找

不到这样的一个蓝数(z)，它的 n次方等于一个蓝数(x)n 次方与另一个蓝数(y)n 次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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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这样的 z，而它必为红数。这个定理说明了非常重要的两点： 

1、 蓝色数字系统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通过一些操作得到的值会溢出该范围。简而言

之，蓝色数字系统有洞。 

2、 数字系统是不可分割的。也即，它并不是真正地能被分成红、蓝两部分，这两部分永

远是纠缠不清的。 

 

这种数学里的不可分割性同样适用于物理，而且以怪异行为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非诱发

的现实。 

 

Ⅵ物理宇宙的维数 
 

在方程零中，时间是一维的，但会产生 64维子空间。然后，减少到具有相互联系的 11维

空间: 比如前夸克、夸克色和世代。这 11维空间由 4维时间/空间 和 7维颜色空间组成。

7维颜色空间, 卷曲成拓扑结构 --- 一个环形。一维时间线是怎么转换成 64维或 11维空

间的呢？这种变形可通过数学方法来实现吗？ 

 

1870年，George Cantor在从事数论研究，他证明了，似乎比自然数多得多的有理数可与

自然数一一对应。继而，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实数也同样能与自然数 对应

吗？}很快，他创立了一个定理：这种对应是不可能的。实数比自然数要多得多。 

 

如果实线上有许多点，那么平面上有多少点呢？三维、四维、n 维空间又有多少点呢？他

最后证明了每个 n个维空间可与一条直线 一一 对应，也就是说，一条直线可扩展成 n维

空间。 

 

这个空间维数理论也可用分形几何学来理解。在分形几何学中，有许多空间填充曲线，更

确切地说，是无穷多条，这里我只讨论其中一条--Hilbert 曲线。希尔伯特(Hilbert)曲

线是这样形成的：从去掉一边的正方形出发，在它的三条边再叠加上同样大小的正方形。

去掉其中的一些相应的边。随着这种叠加无限地继续下去，这条曲线可与平面上的每一点

相交，而不与它自身相交，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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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空间填充曲线的概念,数论中的 Cantor空间维数定理, 可概括成分形几何学中的阴影

理论。该定理表明了随机轨道是怎样近似为更多维数空间, 規律运动的阴影。阴影理论统

一了随机/确定，多维/一维，简单/复杂, 这三组对立理论，形成世界的三大基础。同时，

数学定律又促使了方程零的出现。 
  

Ⅶ数学的本质--- 球/环变换 
 

哥德尔(Godel)的不完全定理构造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人们从随意挑选出的有限几个公理, 

和数学推论中创造出的数学系统,至少存在一个数学论点, 超出了创造者自身的理解能力。

简而言之，最終真理之火总会在人们创造的数学系统烧出一个洞。这个过程就是 球/环变

换。 

 

拓扑学中，拓扑球绝不会通过连续变形过程变成拓扑环。但不断增长的数学过程并不是连

续变形过程，这个数学的 球/环变换必定存在于自然世界中。事实上，它确实存在。 

在自然世界中，球/环变换表现在各个方面： 

*对于生物，一个可裂变的卵变成了管状的系统； 

*对于宏观宇宙，存在两个洞 --- 永恒的过去(大爆炸以前)和永恒的未来： 

*对于微观世界，基本粒子有七色空间，而这正是 球/环变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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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创世定律 
(http://www.prequark.org/Create.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I: 永恒的星球 

   II: 零-无限对称 

   III: 时间的产生 

   IV: 虛幻时间 

   V: 质量、电荷和夸克的产生 

   VI: 三代基本粒子的产生 

   VII: 生命的起源 

   VIII: 整体和不可分割性 

   IX: 创世法则 
  

Ⅰ永恒的星球 
 

我们宇宙仅有一个历史，但它却有多种可能的演变过程。对于广义相对论方程或

Wheeler-Dewitt 方程，有多组不同的解。这样的话，宇宙的历史会是另一番情形。而事

实上宇宙的未来确实是不确定的。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有另一个宇宙与我们共存，这个宇

宙是真实表现出来的。这些可能存在的宇宙与我们已拥有的一样真实。但事实上它们没有

(真实)时间、空间和质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 存在一个无始无终的世界 ---- 这个永恒的星球包含所有的宇宙。 

2、 存在着完全的对称，它包含真实的宇宙和它的永恒对称体(永恒的星球)。 

3、 存在着对称的破缺过程，使完全的对称变成真实的宇宙和它的永恒对称体。 

     

这个无始无终的世界(永恒的星球)不仅存在于宇宙产生前(大碰撞以前)，而且现在仍存在

着。例如，一行人去爬山，石头掉了下来。砸死了约翰，但史密斯幸存下来。真实的世界

是约翰被坠落的石头砸死。但显然也存在许多其它可能的世界： 

*史密斯被坠落的石头砸死； 

*约翰和史密斯被坠落的石头砸死； 

*约翰和史密斯均幸存下来。 

 

事实上，这个包含所有宇宙的无始无终的世界, 是自由意志和精神哲学的基础。本文除了

证明该世界的存在外，还试图发现控制它的规律。 

 

所有的物理定律, 无论如何都会与时间相关。而量子物理的定律却没有时间对称, 而仅有

CPT(电荷、宇称和时间)对称。广义相对论导致了时空的弯曲。而热力学定律则揭示了时

间的方向。这样说来，所有的物理定律在无始无终的世界都不适用，这个世界(永恒的星

http://www.prequark.org/Create.htm


 

75 
 

球)必定有一套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大爆炸发生的初始条件。 

 

根据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假设，自然界的规律在宇宙的所有点上, 都具有相同的方

程式。这样，宇宙中各点与点之间的不同, 并不是由自然规律引起的，而是由局部条件引

起的。在宇宙开始的那一点，局部条件即为唯一条件。而这唯一条件却是许多(或无限)可

能的初始条件的表现。于是，存在以下情形： 

*若仅存在一个可能的初始条件(情形 1)，那么所有的自然规律一定是由此得来的。 

*若存在许多可能的初始条件(情形 2)，那么自然规律能或可能独立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初

始条件。在情形 1 中，这种选择性为 0。在情形 2 中，这种选择性有许多，甚至可能无限

多。 

*若初始条件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过程消除掉，那么情形 1和情形 2的差别就不存在了(情

形 3)。这些过程可以是膨胀性碰撞、或是快速失去初始条件存储值的收敛系统、或是最

终变得无序的发散系统。 

*若初始条件在宇宙开始之初, 经任意过程均不能消除，那么这些初始条件必定会导致自

然规律和现存宇宙的边界条件的产生(情形 4)。 

 

在情形 3 中，0 和无限的差别消除了。情形 4 中，初始条件(可能是虚无的)必定与现存宇

宙的边界条件(可能是无限)有相同的内涵。这两种情形均指的是 0与无限在永恒世界中的

统一。 
  

Ⅱ零/无限对称 
 

对应的对称部分不必一定要是相同的。一张 CD 唱片，沿中轴有完善的对称。如果在它的

边上切掉一小块，就破坏了它的对称性。这一小块就成为了残缺 CD 唱片对称部分。这两

者合起来形成对称，二者为该对称的对称部分。零和无限形成对称。它形成了永恒的概念。

该点在第四章推断部分有详细说明。现仅摘取几个段落： 

 

*“数学家们告诉我们，零是无限的倒数，反之亦然。从数学上讲，零与无限确实有关联，

但二者却不相同。常识和数学家告诉我们，零和无限是不相同的……” 

 

*“对任意两点 A和 B，从 A到 B的距离并不等于 B到 A的距离。这个结论似乎与欧几里德

几何相悖。但欧几里德几何仅是宇宙几何的初略估计。例如，你(点 A)深深爱上了一位电

影明星，但她(点 B)却对你不屑一顾。这样，从 A(你)到 B(她)的距离几乎为零(你很想尽

量和她靠近)，但从 B 到 A 的距离却几乎为无限(她可不想同你有任何关系)。因此看来，

AB 并不总是等于 BA。我敢确信，你对这个例子并不信服。对许多人来说，几何上的点和

‵你′和‵她′很不同。并且，我怎样才能将 AB和 BA的相同点消除，将零与无限统一起

来呢？如果能将它们的相同点消除，才能将不同点统一起来。” 

 

*“我给大家再举一个更令人信服的例子。看着你的表，点 A 是 12 点，点 B 是 11 点。则

AB 等于 11 个单位，而 BA 却等于 1 个单位。AB 又一次不等于 BA。如果移动 B 到 A，最终

将 A 覆盖，则 AB 等于 12 个单位，而 BA 等于 0。如果将表的半径扩展至无限大，则 AB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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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而 BA 仍等于 0。” 

 

*“在以上的例子中，AB 与 BA 的不同, 是由于时间的方向引起的。而时间是不可能倒流

的。但如果时间方向可以倒转，AB 和 BA 就无法区别了。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零和

无限就没有区别了。” 

 

*“在第三章中，我证明了时间只是可能存在，但并不是绝对存在。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

都相信，质子会逐渐消失，整个宇宙也会逐渐消亡。因此，时间的方向并不是一定是绝对

的。虽然它对于所有生命来说，似乎是绝对的。于是，在永恒星球和具有完美对称的永恒

点上，零和无限确实是相同的”(见《神圣憲法》第 49页)。 

 

任何有限中(与时间相关的存在物)的不同, 会导致本质的不同，但“无限”中的不同却不

会改变无限的本质。无限减去无限仍等于无限，因为无限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从无限中

分离出有限个无限的数，并不会改变无限的本质。这样，宇宙的创造便是 零/无限 统一

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于是，在 零/无限 对称中，情形 1、2、3、4的区别便不复存在。如

今，我们的任务便是找到永恒是如何引起时间的。 
  

Ⅲ时间的产生 
 

宇宙并不是在时间中产生，而是随着时间的产生而产生的。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

所有的自然界都遵循守恒定律，甚至上帝也不能从无创造出有，除非无中包含了无限个有。 

从永恒到时间的物理变换过程, 是一个从无限到有限或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时间的产生

过程可从我的一系列书中找到详细描述，见《超统一理论》(1984)、《真实、信仰与生命》

(1990)、《神圣憲法》(1992)。 

对于从无限到有限的变换过程，我引用《神圣憲法》的第十章的几段话。 

{“另一方面，在前夸克模型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主要定义为物理上可运算的形式，

这意味着能测量这些变量而无需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从理论的角度看，时间和空间均没有

定义，是无意义的词。那么，时间和空间是在何处如何产生的呢？” 

“毫无疑问，上帝创造了时间，然后空间作为流逝的时间结果, 而表现出来(见方程零)。

但是上帝是如何创造时间的呢？” 

“如前面所述，存在着另一个无限，即不可数无限，它比可数无限的级数要高。这个不可

数无限能变换成有限吗？” 

“无限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 柔性。所有的有限数都是刚性的。3比 2大，3兆比 3兆

减 1大。另一方面，无限却是柔性的。无限加上 1兆仍为无限。我们甚至可以压缩一个无

限量的东西至无限，但却不会增加它的大小。这样，这种柔性在人类生存的宇宙中一定以

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正如前面所定义的，柔性意味着绝对。任何外力也不能增加或减少它的大小。令人惊奇

的是，根据相对论, 相对性也意味着柔性。时间和空间都能被压缩或拉伸……” 

“数学已将不可数无限定义得很清楚，它可用π(3.14159……)的尾数来表示。π的尾数

有不可数的无限个数字。这么看来，把不可数无限转变成有限, 犹如把一个圆变成正方形

或三角形。一个单位圆(2Pi)的对称顺序是无限的，但正方形和三角形的则是有限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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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和 3)。” 

 

圆变成方这个问题至少已经是二千年前的古老话题了，而现在我们知道只用一个圓規或一

个直尺是行不通的。圓規和直尺都是僵硬的东西，它们探测不到软的区域。然而，阿基米

德螺旋的软圓規可以把一个圆变形成为三角形。“显然，只有动态移动的圓規(阿基米德螺

旋)可以把柔性的不可数无限转换成有限，而这个过程是个时锥。换句话说，这个转换过

程创造了时间。因此，时间保留了柔性的特点，这个特点在相对论中有所描述。” 

 

 
 
  

Ⅳ虛幻时间 
 

为了描述从无到有的转换过程，必须引入虛幻对称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我的书中第四章

中有过清楚的描述。简而言之，除非是有一个虚幻时间与真实时间同时产生，否则就不会

有时间创造出来。 

在物理学历史上，虛幻时间这个概念只是用作一个计算程序，可以在负真空状态下, 计算

大爆炸，尤其是在膨胀状态下。简单地说，这个欧几里德的技术(如虛幻时间作计算用)只

是一个计算程序，但并没意识到本质上时间是創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在我的超统一理论

中的 {真实/虛幻}对称体概念, 也需要用到虛幻的时间。总之，不可数无限向有限的转换

过程, 导致了时锥的产生。而从无到有的过程说明了虛幻时间其实是和真实时间一样真实

的。牛顿物理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变量，本质上却是不同的。相反的，广义相对论需

要在质量、空间和时间之间建立联系。因此，对时间的定义就不是任意的，而是要由质量

和空间来定义，就如时空曲线。狭义相对论中，不存在有时间的绝对标准，而且所有测量

时间的方法都是依坐標系而定。因此，在狭义相对论中并没有优先的宇宙时间。另一方面，

广义相对论中有一个用宇宙质量定义的优先绝对宇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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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量子宇宙论的发展已经把时间视为大爆炸时代,量子引力环境中的空间一般。这

一点比只需要时空之间的联系的广义相对论高出一截。然后传统的时间消失，时间变得与

空间无法区别。 

从这两个概念中(a、有虛幻的时间，b、在量子引力环境中时空无法区分)，我在 1979 年

提出一个时-空方程。那比量子宇宙学的发展要早得多。这个方程在我 1984 年出版的书

《超统一理论》中有详细讨论。 

 

dS = (i^n1, i^n2, i^n3) * c * dT = N * c * dT ...... Equation 零 

i是虛数，i^n2 是 i的 n2 次方， n1, n2和 n3 是自然数， dS是空间单元, dT 为时间; 

c 为光速。 N 是{虛幻/现实}场，N的平方有四个可能的值。 

               N^2 = {+/- 1, +/- 3} ............Equation O' 

 

方程式零更精确地把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虛幻/现实 场 N拥有 64个子空间。方程式 O’

是选择法则。当子空间 N^2=±3，这子空间就是一个真空，就象广义相对论里的空间一样。

当 N^2=±1，这个子空间其实是一个粒子。方程 O’给出 48种基本粒子，这是方程零的直

接结果，方程零的图形表示见下图。实际上，它是两端有洞的一个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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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质量、电荷和夸克的产生 
  

现在，对时间和空间不仅仅只是依照操 (度量) 作来定义。时间是不可数无限向有限转化

过程的结果。而空间则是这个流动时间的直接结果，它由方程零来作出定义。但是，如何

来证明质量呢？ 

基本粒子的质量是自然常数。如果它们的值与现在的值发生一点点的偏差，我们的宇宙将

会大不相同，而我们所知道的生物也不会产生。但是，为什么有自然常数呢？ 

宇宙包含了两个部分 ---- 可以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可计算部分总是在演算上可以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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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计算部分由无限组成。现在，数学家们认识到了两种无限，可数和不可数的。为

了产生一个可观察的宇宙，这两种无限形式都必须转化为有限，不可数的无限表现为时间，

为了产生一个演算可压缩的宇宙。可数的无限也必须表现成为一些自然常数。这个转化过

程, 通过角的三分来实现。根据下图，三分一个角(AOB)需要可数的步骤，也就是说，可

数的无限, 通过一个三分的角即角子来转化成有限。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可数的有限步骤来

三分角的原因所在。这个三分过程导致了以下的结果。 

*由于可数的无限向有限转化是通过三等分过程来实现的，这个被等分物(角)必须是宇宙

的基石，我称它为 角子。只要在一个过程中，可数的无限转化成为有限，整个宇宙就变

得可以计算，它可以用两个代码来表示。因此，我用两个前夸克子即 {角子和空子} 创建

了前夸克模型。 

*在标准模型中，基本粒子的质量源于该模型中的两个自由参数, 卡比玻角和温伯格角，

在引力论中我已经指出它们是这个三分过程的直接后果。 

*我也提到过三等分的角产生了电荷。 

 

 
 
  

VI ：三代基本粒子的产生 
  

如今，在理论物理上有一个世代问题。同类型的粒子到底有多少呢？我在《神圣憲法》中

讨论了这个问题。 

“尽管目前为止只发现了基本粒子的三个世代，标准模型并没有为这三等分现象提供一个

理论框架。幸运的是，这个三分的夸克世代已经被两个独立的学说所证实。从宇宙论的观

点，氦是大爆炸合成的最为丰富的原子核。因此，对它的数量可进行最精确的测定。观测

的数据表明，基本粒子至多有四个世代。从基本粒子物理学角度，在我们在批量产生 W-

Z-泊松子之后，它们的衰變路径和衰變速率都可以得到精确测量。现在，观测到的数据也

指出第四世代粒子存在的可能性。” 

事实上，基本粒子的世代数可以从 虛幻/真实 时空几何理论推导得到。方程零产生了 64

个子空间，方程 2表明只有 48个子空间有粒子，其中的 24个占据的是反粒子。由于在前

夸克色动力学中，空间被分成三位，三 ‘位’ 加两碼 (V, A) 只能产生 8个基本粒子 (每

代, 2个夸克子、每个三种颜色，共 6种，加 2个轻子)。因此，粒子只可能存在过三代，

不多也不少。这很简单，就象 1，2，3一样简单，因为 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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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生命的起源 
所有生物都必须加工信息，也即，宇宙电脑要植于他们结构中。所有生物都有质量，也即，

宇宙电脑必须要植于物质当中(或基本粒子)。 

*康伟证明生命游戏的命子可以真正地支持拥有图灵计算机的宇宙。 

*前夸克模型表明质子和中子的图形表示确实是命子。 

請查閱第七章。 
  

VIII  整体和不可分割性 
 

当整体 T 分成 P1 和 P2 时，由于整体不可分，P1、P2 相生，所以产生了(T，P1，P2)。也

即，如果 T 是不可分的，那么分割 T 之后，T 还是继续存在。这一点据传统科学看来是很

古怪的。然而，这在日常生活中却非常普遍。例如，家庭是不可分割的。当某个过程发生，

使家庭成员有些丧生，有些幸存，家庭还是照旧存在。当孩子出嫁，家就分为两个家，但

家还存在。离婚使家破裂，但家还是存在。不可分割性是创世过程的基础(或来源)。只有

通过这种不可分割性，整体才可以从 ‘无’ 创造出 ‘有’ ---- 创造了 P1、P2 而 T保持

不变。这个不可分割性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下面就从不同方面来做陈述。 

1. Aspect实验和怪异行为。 

2. 怎样看待不可思议的事情？ 

3. 数学宇宙的虛幻世界。 

4. 真实/幻象 对称。 

5. 互相包容 

IX 创世法则 

 

以下形成了创世法则： 

一. 整体所具有的特征： 

*零/无限 对称 

*不可分割性 

 

二. 由于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对称破缺过程把它(T)分成了三个部分(T，P1，P2)，而不是

两个部分(P1，P2)。这两个部分互相包容。 

 

三. 整体和对称的破缺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万物。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 ‘球’到 

‘环 (torus)’ 的变形过程。例子如下： 

 

数学： 

1. Godel的不完全理论。 

2. Fermat大定理。 

3. 四色论和七色论。 

 

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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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天到今天的转化过程。 

2. 夸克色和夸克世代。 

 

生命学： 

在原肠胚形成阶段，从一个受精卵(球形)变为环形。 

 

也就是说，物理法则、数学法则、生命法则和创世法则彼此之间其实是互相等同的。 

 

四.由于零/无限 对称(整体)是一个既存的破裂了的对称，因此整体和对称破缺过程是互

相色容的。事实上，它们就如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零(无)和无限形成对称。 

*永恒世界中零和无限不可区分。 

*零和无限都是不可分割的。 

*零/无限 对称是既存的破裂了的对称。 

*零/无限对称是个整体。 

 

之所以创世过程能产生从零到有的过程, 是因为零是无限的对称体，它可以吐出无限的存

在, 而不改变自身的本质。 
  

a: 会死的(限时的)宇宙的创生 
  

 
 

 

真实时间和虛幻时间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方程零，从而创造了下列东西： 

1. 自旋 

*产生自然常数(h) 

*三等分角 

  产生电荷 

  产生前夸克子 

2. 产生了卡比玻和温伯格角 

3. 产生了夸克世代 

4. 产生了空间 

5. 产生了引力 

这也就是一个一个 {球到环} 的变形过程，即在整体的球上穿了两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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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永恒球体的创生 

 

 
 

 

整体的不可分割性以几种方式产生了算术： 

1．“0”零是整体的一个内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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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0”是不可分割的，它的分割产生了“+”操作以及数-1、+1。 

1. “1”的分割，产生了“×”(乘法)操作和所有的有理数。如一个偶数的分割得到 2和

1/2。 

2. 平方的分割，产生了无理数(如 2的平方根)。 

3. 来自 Neuman 的序数只包含“0”，产生了相互包含的概念。 

        o 0 = 0 

        o 1 = {0} 

        o 2 = {0, {0}} 

        o 3 = {0, {0}, {0, {0}}} 

        o ... 

        o ... 

 
  

c: 最终的万物论 
  

下表列出了创世(对称破缺)和统一的过程。 

整体对称分裂成： 

*永恒球体 

*非永恒球体分裂成： 

生命力(智力、情感等) 

超统一力分裂成为： 

  万有引力 

  大统一力分为： 

     强力 

     弱电力分为： 

        弱力 

        电磁力分为： 

           电力 

           磁力 

 

 

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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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统一是自下而上完成的，目前流行以下的主流理论： 

（1） 超对称理论 

（2） 超万有引力论 

（3） 超弦理论 

（4） 冷暗物质模型 

所有这些都是未証实的憶想。対這些議題,我已写了三本书。 

   * * Super Unified Theory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 84-90325) 

   * ** Truth, Faith, and Life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 90-

092907) 

   * *** The Divine Constitu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 91-

90780) 
  

 

d: 数学创生规律 
  

1. S是一个体系。 

2. S的拓扑表示为 ST。 

3. E是 ST 的欧拉数。 

4. H是 ST 里的洞数。 

 

定理零：如果 E-H=0，那么 ST可以变形成一个在表面具有 H个洞的拓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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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A：如果体系 T遵循定理零，那么 T就是不可分割的。 

 

创世法则：如果 T是不可分割的，T就可以从 ‘无’ 创生出 ‘有’。 

 

我把这个创世过程称为 UNILOGY，这在我的书《超统一理论》中有详细表述。 

 

定义 B：如果体系 T不是由其他体系创造出来，那 T 就是自我。 

也即，自我可以产生自我，这叫做第一原则。 

 

理论 S：零为自我。 

1. 零对称可分为(+t,-t和+it,-it)，即真实时间和虛幻时间。 

2. 当无限连接到球表面的洞这一点时，这个复杂的平面就可以弯成一个球。 

3. 尽管 +t,-t,+it,-it是现实存在，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个 ‘洞’。 

4. 也就是，由零所创造的球[真实世界(+t，-t)和虚幻世界(+it，-it)]实际上是一个环，

具有两个洞(零和无限) 。 

 

 
 

 

这是一个球到环的变形过程，也是个创世过程。为以下法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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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法则 

*生命法则 

*数学法则 

*创世法则 

 

 

 

也就是说，物理法则、生命法则、数学法则和创世法则彼此之间, 其实是互相等同的。 

下表中列出创世过程的另外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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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费马大定理的哲学意义 
(http://www.prequark.org/Fermat.htm ) 

Copyright © 1994 by Tienzen (Jeh-Tween) Gong 

 

        

费马大定理未证明时，它是很有趣的。一旦被证明，它就不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对多数

人而言，费马大定理从来不是根本的和有用的。可是，费马大定理指出自然数, 总是受制

于(或受限于)无理数。数总是被限制的概念不仅提供了, 对费马大定理的一个美妙简短证

明，而且其哲学意义开启了一道新的数学之门。 
  

   * I: 引言 

   * II: 简史 

   * III: 回顾 

   * IV: 几何点的内部结构 

   * V: 带色数 

   * VI: 新数论 

   * VII: 费马大定理的最终证明 
  

                              I: 引言 
17世纪 40 年代，费马(Pierre de Fermat)在《算术》一书的页边写下一条注释：“不可能

将一个立方数拆分成两个立方数之和、将一个四次方数拆分成两个四次方数之和。一般地，

除平方数能拆分成二个平方数之和外，其他任何次方都不行。我已经发现一个奇妙的证明，

可惜页边太小写不下。” 

350年来，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们, 试图重新创造或重新发现费马的证明，但都失败了。

这个页边的注释就是费马大定理。  

         

                             II: 简史 
费马方程(x 的 n次方 (x^n) + y 的 n次方 (y^n) = z 的 n次方 (z^n)) 是两个方程的组

合: 对所有数有解的丢番图 (Diophantine)方程，和用可以是任何正数的 n取代 2次方的

广义毕达哥拉斯 (Pythagorean)方程。为不重复写费马方程，我给它一个独特的名称—

—超毕达哥拉斯-丢番图方程或缩略为 HPD方程。这样，费马大定理可重述如下： 

 

费马大定理——当 n>=3时，HPD方程无正整数解。 

 

因而，若费马大定理是错的，则当n>=3时，我们可以且必定能找到HPD方程的正整数解。 

当 n=2时，HPD方程成为传统的毕达哥拉斯方程，它具有许多整数解，如： 3^2 + 4^2 = 

5^2,或 5^2 + 12^2 = 13^2, 等等...... 

虽然容易验证当 n>=3 时，HPD 方程无正整数解(如 2^3+3^3=35，但 4^3=64)，但这与证明

费马大定理对任意 n 均成立完全不同。然而，必须证明的是当 n=4 或 n 是奇素数时的情

http://www.prequark.org/Ferm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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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因为任何大于 2的整数都可以被 4或一奇素数除尽。 

   费马用多种算法证明了 n=4 时的情况。他从一个极普通的方程入手，x∧4 +y∧4=z∧

2nd。此方程解将由两边数的平方给出一个毕达哥拉斯方程，由更小的非零的两边数可组

成另一个毕达哥拉斯方程。继续这一算法，最小可能的非零数(x=1,y=1)也一定有解，但

并非如此。因而，最初的假设一定错误，当 n=4时，HPD方程无正整数解。 

后来的 350 年中，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几种特例中成功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表 1列出了

这些特例的解答者。 

                    表 1   特例解答人 

年代            解答人                               指数 

1640s       费马（Pieere de Fermat）                 n=4 

1750s       欧拉（Loenhard Euler）                   n=3 

1820s       迪里奇莱（Peter G Lejeune Dirichlet）    n=5 

            勒让德（Adrien-Marie Legendre）        

1850s       库茉（Ernst E.Kummer）                   n<100 

1993        计算机                                   n<4,000,000 
  

借助于计算机，当 n<4,000,000 时费马大定理被证明有效。当 n>4,000,000 时，HPD 有解

的机率很小，小数点后有 26，000，000 个零。然而，计算机论证不是有效的数学推理，

所以，费马大定理在数学上仍未得到证明。 

350 年来，数学界在尝试证明费马大定理方面已开辟出两条很有发展前景的途径。一条是

数与椭圆曲线结合，另一条是数与拓扑学结合。 

19世纪40年代，拉末（Gabriel Lame）介绍了一个新概念 —— 比完全数更普通的代数。

一般地，多数代数都能以其独特的方式用素数的一个积来表示。到了 19世纪 50 年代，库

茉(Ernst E.Kummer)更新和发展了拉末的理念并证明费马大定理在 n 增至 100 之内都为

真。 

丟番图方程的现代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 椭圆曲线理论，一个完全平方等于一个多项

式立方(y∧2=ax∧3+bx∧2+cx+d)。1955年，坦尼雅玛(Taniyama) 作出一个推理 —— 每

条椭圆曲线都是模数的：椭圆曲线方程可被素数除尽。 

20世纪 80 年代，弗雷德（Gerhard Fred）提出一种设想：用 HPD方程的 x∧n 和 y∧n表

示构成椭圆曲线的周长。这样，如果所有的椭圆曲线一定是模数的（被素数除尽），那么

HPD 方程（与 x∧n，y∧n 相关）有正整数解，费马大定理不成立。所以，弗雷德的思想

为用椭圆曲线理论和坦尼雅玛推理来验证费马大定理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主要机理。 

1986年，里伯特（Kenneth A.Ribet）证实, 如果坦尼雅玛的推理是真，那么弗雷德的椭

圆曲线决不存在。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就变为既要证实坦尼雅玛的推理为真，又要证实弗雷

德的椭圆曲线不能存在。 

1993 年，威尔斯（Andrew Wiles）宣布他已证明部分坦尼雅玛推理（与费马大定理有关

的）是真的。 

                      

III    回顾 
费马 通过将毕达哥拉斯方程演化到更高的乘方（>2）和限制丢番图方程为正整数解提出

了他的大定理。因此，费马大定理真正讨论的是素数。所以我将在素数论方面作简要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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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素数有两种个性：A）无序性    B）略有序性和限制性 

A） 无序的本性 

首先，素数有无穷多数。 

迪里奇莱定理：每个算术序列，a,a+b,a+2b,a+3b,...,a+nb,...,包含一个素数的无穷大

数，这里 a 和 b是相对的素数。 

   迪里奇莱定理比自然数序列 1,2,3,...,n,...的素数无穷性的欧几里德定理更有影响。 

 

第二，素数的分布也相当混乱。素数分布函数 D(x)代表素数的个数不超过 x。由于 2， 3

是素数且比 4 小，因此 D(4)为 2。随着 x 的增大，增加的素数相对变少，问题是如何对

D(x)合理分析表达？ 

对此，勒让德（Legendre）放弃了寻求 D(x)表达的希望。 

 

B） 素数的有序性 

首先，素数是全部整数的构成要素。这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哥德巴赫（Goldbach）定理： 

a)每个偶数是两个素数的和。例如：10=3+7,26=&+19,等。 

b)每个奇整数是一个素数或是三个素数之和。 

 

华林（Waring）定理：每个正整数可以表达成至多为 r的 K次乘方之和，r依赖 K。 

例如：每个整数是一个立方数或是至多为 9的立方数之和，每个整数是四次乘方或至多为

19的四次乘方之和。 

  

第二，素数不仅是全部整数的构成要素，也有其自身反映的有序性。至少有两个定理反映

这一点。 

a）威尔森(Wilson)定理：如果而且只有 p是素数时，（p-1）!+1的量可以被 p 除尽。 

b) 费马小定理：如果 p是任一素数、a是任一整数，那么 a的 p次乘方（aΛp）减 a可以

被 p除尽。 

 

第三,  虽然素数的分布十分的杂乱无序,但仍有他的限制和界线.。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用素数表 s对 D(x)进行推理，并推断 D(x)与 2至 x的积分(dt/logt)略有差异。他

还认为当 x 趋于无穷大时，上述积分与(x/logx)之间的比率等于 1。他的这一推理在 1896

年被哈达马（Jacques Hadamard）最后证实，成为非常有名的素数定理。 

19世纪 50 年代切白切夫（Pafnuti L. Tchebycheff）也证实当 n>=3时，在 n 和 2n-2之

间通常至少会有一素数。所以说，素数的分布虽然也十分无序，但实际上是有限制和界线

的。 

 

素数的这一矛盾本性（有序性和无序性）是费马大定理的核心。一些试图验证费马大定理

的研究由于没有首先理解素数的这种矛盾本性的意义而遭到失败{如用坦尼雅玛推理对椭

圆曲线 (elliptic curve) 的 Frey-Ribet-Wiles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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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elliptic curve 

 

 

事实上，数理论至今仍未能证明费马大定理是由于它对自然数和无理数的构思是脱节的。

也就是说，自然数和无理数的交叉集是空集。 

 

在我的书“神的憲法”中，我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公理：每对自相矛盾, 通常会指明和

通向更高的真理。因而，素数的这种矛盾的本性必定会通向更高的真理。它正是如此。事

实上，费马大定理指出了自然数, 会永久性地受限于（或限制于）无理数。但这意味着什

么？怎么解决？ 
  

IV  几何点的内部结构 
    

量子力学中有三个大问题。第一，引力子和光量子间有重要区别，光量子只能与带电荷的

粒子结对，而引力子能与所有粒子结对，包括引力子本身。这种自身受制性可以上升到无

穷大。第二，量子真空有一个非零能，因为引力子假如能与任何形式的能相互作用，也就

应与这种真空能相互作用。因而，真空可能也有重量。一方面，真实世界中的量子真空是

无重量的。另一方面，这种量子真空能使得许多力学理论产生无意义的答案 —— 无穷大。

第三，所有这些理论似乎都在将基本粒子考虑为数学点时产生了分歧。 

 

因无法对量子真空能的自身受制性作出合理解释，许多物理学家都急于解决 点-粒子问题。

他们将这些点延伸为几何弦——称之为超弦理论。 

在我的“前夸克色动力学”（Prequark Chromodynamics）中，我认为一个数学点的内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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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一个 七色实心点（3 种夸克色，3 种原色和一种无色色）。 

事实上，许多关于数学和几何点内部结构的线索, 都没有象 “前夸克色动力学”这样的

现代物理学观。拓扑学中有许多线索,当我们以北极为中心设计地图时，整个外部边缘

（也是一个圆的週边）实在是一个单一的点（南极）。拓扑学中单个点和无穷个点的外部

边缘图是一样的。拓扑学中是这种情况，那么你是否认为在数学或几何点中也有一些内部

结构？ 

在物理学中，有许多与数学或几何点相关的物理特性。当两个点在物理学中碰撞（也就是

说 r[两点间的距离]变成 0）时，多数物理特性与这些点, 分歧为无穷大相联系。事实上，

在物理学，0（r=0）和无穷大在点粒子中是没有区别的。数学点（含有两个相撞的物理上

的点）有着丰富的内部结构，它由空白（0）和无穷大组成。 

 

在数学中，一方面 0和无穷大之间存在一种关系，那就是无穷大 大于 0。另一方面，当 n

趋于无穷大时，序列 1,1/2,1/3,...,1/n,...趋于 0。这一序列无法区别无穷大。序列在

同一时间到达无穷大和 0。也就是说，0和无穷大居于同一点上！！ 

 

但是，为什么所有的数学家（从过去到现在）在数学点的内部结构问题上, 找不出任何线

索？数学界有三大主要缪误：第一，将拓扑学中单一的点伸展为无数的点（如一个圆）当

成是一个数学窍门（仅为数学家提供方便），没把它看成是数学的基本。 

第二，按定义，数学和几何点不具备任何物理特性，物理学点粒子问题上的所有不幸, 都

是物理学家的不幸，而与数学无关。 

第三，数学上最大的缪误是现代数学对“极限”和“连续性”的定义。“极限”的定义, 

人为地把一个点与一个规定为ε和δ的大区间等同起来。 

 

几百年前，笛卡尔（Descartes,Euler）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数学是对真实现象的精确描述。

他们认为他们所作的是揭开宇宙的数学构思。而今天，几乎所有的数学家相信数学不再是

绝对的而是有任意性的。因而，把一个点等同于定义为ε的大区间, 在现代数学中是完全

合理的。但这一观念却不可避免地把数学引向了失败的歧途。“极限”和“连续性”在数

学上的现代定义, 不仅使数学未达到其根本的真实性，也产生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如费

马大定理。 

 

“连续性”的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物理学意义。在点 A和 B之间，如果一拉力作用于 A和

B，那么点 A 伸展为 B 是连续的，弦 AB 是单一的弦。因而，“连续性”可在物理上 下定

义。在物理学中，如果点 C与其相邻的点相触，那么在弦 AB上的点 C是连续的。也就是，

就物理的结合力而言，点 C至少有两个或更多的相触点。但现代数学不能对相触点的概念

下定义。 

 

在数学中，如果每个(a,b)间的点 C 是ε定义的大区间的极限点，而且如果 f(C)也是δ定

义的大区间的极限点，那么函数 f 在开区间(a,b)上是连续的。根据这一定义，因点 C 是

连续的，它必定与含有无穷数个点的大区间（由ε, δ定义）的相邻点交迭。一方面，这

一函数中的连续性定义, 一定会永久地受到相邻点的限制和困扰。也就是说，每个数学点

有丰富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这一定义阻碍了数学对其丰富的内在结构的了解。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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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触点不能在连续性的现有概念下在数学上被定义。 

 

费马大定理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学猎奇。它不仅归纳了数理论的中心，而且指出了每个数有

内在结构的最终奥秘 —— 自然数与无理数不可分离。但是，这种内部结构是什么？ 

我必须介绍一种新的数——相触数。设 b>0和 b<1。r为 b和 1间的距离。r┄>0,b┄>1。

在传统数学上，当 r=0时，b=1。用 相触数的概念来说，当 b与 1相触时，那么 r=0，而

b 不等于 1。传统上的等同性法则（a-b=0,那么 a=b）在这一区域（单个数的内部结构）

已不再适用。每个数 n在数列中至少有两个相触数，与各一边相触。事实上，有无穷量数

与数 n的各边相触，而它们都可以用一个带色数（或一个带色集）来表示。因而，对每个

n,至少有三个数，它们可以表达成 n, ‘n 或 n’。 距离，r1=[n, ‘n], r2=[n, n’] 和

r3=[n’, ‘n]都等于 0。传统而言，n, n’ 和 ‘n是完全不能区别的。但是，我们确实能

用颜色编码这三个数，如 n为红色，n’为黄色， ‘n 为蓝色。 
  

                               V: 带色数 
  

带色数源自数学点的内在结构。只有带色数使得数的内在结构变成可以区分。因我在以前

的三本书中详细地讨论了带色数的概念，这里我就只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1．每个数都有一个无穷尽长的尾数。但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尾数。1/3 的尾数, 无穷尽长

但为循环性。π的尾数, 无穷尽长而最后非循环性。2的平方根的尾数比π的尾非数循环

性低, 但比 1/3 的尾数循环性高。我用三种色（c,p,+）来标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尾数。

这样，1/3可以写成 3c,  2的平方根=1.414p, π=3.14159+。c代表循环，+代表非循环，

p是虚拟非循环。 

 

2.  每个尾数都有一个配对的無限数。C-尾数对应于可數无穷数，+尾数对应于不可數无

穷数，p-尾数对虚拟非可数无穷数。我用三种色{S(1), S(2), S(3)}来标识这三种不同类

型的无穷数。 

     

3． 0（空白）是无色的。这样，整个 {数系统}由 7 色组成{0, c, p, +, S(1), S(2), 

S(3)}。全部有理数（0除外）是 c-色的，3的平方根是 p-色的，π是+色的。在新数系统

中，无穷数也是数，也存在带色数。只有把无穷数包括在数中，数系统才是完全的。 

    

1922 年，摩德（Louis J. Mordell）运用一种不同的研究（不同于威尔斯的途径）来解

决费马大定理。取代尝试证明或反驳这一大定理，他提出了不同的疑问 —— 丢番图方程

究竟有几种解答。有些丢番图方程有多种解答，如毕达哥拉斯方程。有些则无解，如 HPD

方程, 当 n>=3 和小于 4，000，000 时。他试图找出这些可能性有何区别。他注意到如果

我们在复杂数中寻找这一方程的所有答案，那么这些答案就形成了一个拓扑面，上有限定

个数的孔，象一个实心点。当用复杂数解时，方程有多种全部数解时, 通常没有孔，或仅

有一个。这些表面上的孔的个数, 对应于 HPD方程是（n-1）(n-2)/2，对 n>3，通常至少

有两个孔。因此，摩德做了一个推理：表面出现两个或多个孔的方程仅有有限个整数解。

1983 年，法特（Gerd Faltings）证实了摩德的推理。时隔不久，黑尔斯 -布朗

（D.R.Health-Brown）更正了法特的研究并证实费马大定理对部分的整数 n 是真的，当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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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非常大时，其真实性接近 100%。由于这一研究中 n 的值不指定，所以这一证明仍被

认为是不完全的。虽然如此，摩德的研究比威尔斯的方法要高明得多。摩德的研究意味着

带色数的有效性。 

    

                             VI: 新数论 
  

现在，从带色数的概念和与之相关的环面(拓扑学)，可以建构一种新的数论。同样，因为

我已在我的书中对之做了详细描述，这里仅做简要介绍。 

除带色数的概念之外，我还需介绍数的两种属性——柔性和自我性。所有有限数都带有严

格性；3总是比 3-1大。当数的大小增加时，它的严格性减小，如 3 万亿和 3万亿减 1间

的差异变得很不明显。当数的大小达到无穷大时，它变成完全地柔和化。我们可以把许多

数无限地挤压进无穷大里面, 而不增加它的大小。这种保存它本身的能力, 是数和无穷数

的一个重要的属性——自我性。 

 

定义 1：r}是一有限数 r 配对的無限数，r}是 r 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产生的数。例如：

1/3}=33333...3333...。 

定理 1：r}是一个无穷数。 

 

定义 2：如果 S的 S次乘方是 S本身(S^S=S)，那么 S 是个自我数。如 1 是一个自我数。 

定义 2a: 如果 a <> b, 和 a * S(i) = b * S(i), 那么 S(i) 是一基本色。 

定理 2：有 4个自我数-- S(0)=1, S(1)= 可数无穷大，S(2)=虚拟不可数無穷大, S(3)= 不

可数無穷大。 

定理 2a：对 i=1, 2 或 3, S(i)是一基本色。 

 

定义 3：如果 C(i)= -10ΛS(i),  那么 C(i)是一带色尾数。 

定理 3：0，C(1), C(2), 和 C(3)是 4个基本色。 

定理 3a：数系统中有七个基本色{0 (无色), c, p, +,S(i), S(2), S(3)}。 

定理 4：所有数（有限或无限）都可以用七色表示。如：         

    +π=π}* 10∧-S(3)= 3.14159+ 
  

     +π}=π*10∧S(3)= 314159...+ 

 

     + 1/3 = 1/3} * 10∧-S(1) 

 

 定理 5:  这七种色组成一环面。 

     数列（包括无穷数）与一环面是等形的。 

     

随着摩德推理的发展，定理 6证明, 当 n很大时，费马大定理为真。但在介绍补充规则和

配对规则后，费马大定理就可以用带色数理论而不用摩德推理来证明。 

 

定义 4：如果 A(i)= 10∧(+/-B(i)), A(i) 和 B(i)是相应的配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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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 5a：对 i=1,2 或 3，C(i) 是 S(i)相应的配对数。 

 

定义 5：色集 A的元素之间没有配对数，A是数系统中基本色集的子集（定理 3a 定义），c

是 A的一个元素，集 B=A-c，那么 c是 B的补充色。 

 

定义 6：所有整数都是无色数，有理数（不包括整数）是 c 色的，所有代数无理数是 p 色，

非代数无理数（如π）是+色。 

 定理 7：N 是一个整数，N 有三个补充数 Nc, Np, N+。注：在传统数理论中，这四个数 N, 

Nc, Np 和 N+是没区别的。也就是说，它们间的距离为 0。还有，Nc, Np, N+各自包含无

穷量个数。 

  

定理 7a：N - Nc = 0 和 N <> Nc 

 证明：依定义 N有无色色。Nc 是 c-色，它是 N的一个补充带色数。所以，N < > Nc 

 Nc = N +  10∧(-)S(1) 

 Nc - N = 10∧(-)S(1)= 0,   S(1)是可数无穷数。 

 虽然 10∧(-)S(1)= 0,  N 的颜色变化是从无色到 c 色。 

  

定理 8：两个不同带色数的商之间, 不会有与分母相同的颜色。 

定理 9：r（复杂数）的 n 次方根的 n个根相等地平分一小圆周。 

定理 10：π是 + 色的。 
  

费马大定理的最终证明 
  

1. 2 π可以被 2除尽。所以，n=2时 HPD方程有多种完全数解。 

2. 为使 n>=3 时 HPD 方程有完全数解，依定理 9，2 π必须能被 2(n=4时)或奇素数除尽 

3. 按定义 6， 所有素数都是无色的。 

4.  按定理 10，π是 + 的带色数。 

5.  按定理 8， 能被任何素数除尽的 2π, 不能是一个无色数(完全数)。 

 

因而，费马大定理对所有 n >=3必为真，即等式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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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著目录 

 

引言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7%E7%BB%9F%E8%AE%BA-

%E4%B8%87%E7%90%86%E7%9B%B8%E9%80%9A%E7%9A%84%E7%BB%9F%E4%B8%80%E7%90%86%

E8%AE%BA-jeh-tween-gong  

 

第一章 自然常数及其含义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87%AA%E7%84%B6%E5%B8%B8%E6%95%B0-jeh-tween-gong  

 

第二章 宇宙的初始状态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AE%87%E5%AE%99%E7%9A%84%E5%88%9D%E5%A7%8B%E7%

8A%B6%E6%80%81-jeh-tween-gong  

 

第三章 生命、物理和数学定律的回顾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94%9F%E5%91%BD%E7%89%A9%E7%90%86%E5%92%8C%E6%

95%B0%E5%AD%A6%E5%AE%9A%E5%BE%8B%E7%9A%84%E5%9B%9E%E9%A1%BE-jeh-tween-gong 

 

第四章 明天在哪里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6%98%8E%E5%A4%A9%E5%9C%A8%E5%93%AA%E9%87%8C-jeh-

tween-gong  

 

第五章 引力和电荷的产生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BC%95%E5%8A%9B%E5%92%8C%E7%94%B5%E8%8D%B7%E7%

9A%84%E4%BA%A7%E7%94%9F-jeh-tween-gong 

 

第六章 前夸克色动力学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89%8D%E5%A4%B8%E5%85%8B%E8%89%B2%E5%8A%A8%E5%

8A%9B%E5%AD%A6-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7%E7%BB%9F%E8%AE%BA-%E4%B8%87%E7%90%86%E7%9B%B8%E9%80%9A%E7%9A%84%E7%BB%9F%E4%B8%80%E7%90%86%E8%AE%BA-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7%E7%BB%9F%E8%AE%BA-%E4%B8%87%E7%90%86%E7%9B%B8%E9%80%9A%E7%9A%84%E7%BB%9F%E4%B8%80%E7%90%86%E8%AE%BA-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7%E7%BB%9F%E8%AE%BA-%E4%B8%87%E7%90%86%E7%9B%B8%E9%80%9A%E7%9A%84%E7%BB%9F%E4%B8%80%E7%90%86%E8%AE%BA-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87%AA%E7%84%B6%E5%B8%B8%E6%95%B0-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AE%87%E5%AE%99%E7%9A%84%E5%88%9D%E5%A7%8B%E7%8A%B6%E6%80%81-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AE%87%E5%AE%99%E7%9A%84%E5%88%9D%E5%A7%8B%E7%8A%B6%E6%80%81-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94%9F%E5%91%BD%E7%89%A9%E7%90%86%E5%92%8C%E6%95%B0%E5%AD%A6%E5%AE%9A%E5%BE%8B%E7%9A%84%E5%9B%9E%E9%A1%BE-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94%9F%E5%91%BD%E7%89%A9%E7%90%86%E5%92%8C%E6%95%B0%E5%AD%A6%E5%AE%9A%E5%BE%8B%E7%9A%84%E5%9B%9E%E9%A1%BE-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6%98%8E%E5%A4%A9%E5%9C%A8%E5%93%AA%E9%87%8C-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6%98%8E%E5%A4%A9%E5%9C%A8%E5%93%AA%E9%87%8C-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BC%95%E5%8A%9B%E5%92%8C%E7%94%B5%E8%8D%B7%E7%9A%84%E4%BA%A7%E7%94%9F-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BC%95%E5%8A%9B%E5%92%8C%E7%94%B5%E8%8D%B7%E7%9A%84%E4%BA%A7%E7%94%9F-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89%8D%E5%A4%B8%E5%85%8B%E8%89%B2%E5%8A%A8%E5%8A%9B%E5%AD%A6-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89%8D%E5%A4%B8%E5%85%8B%E8%89%B2%E5%8A%A8%E5%8A%9B%E5%AD%A6-jeh-tween-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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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生物学生命的产生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94%9F%E7%89%A9%E5%AD%A6%E7%94%9F%E5%91%BD%E7%

9A%84%E4%BA%A7%E7%94%9F-jeh-tween-gong 

 

第八章 一种新的认识论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0%E7%A7%8D%E6%96%B0%E7%9A%84%E8%AE%A4%E8%

AF%86%E8%AE%BA-

%E6%80%8E%E6%A0%B7%E7%9C%8B%E5%BE%85%E4%B8%8D%E5%8F%AF%E8%AF%81%E6%98%8E%

E7%9A%84%E5%92%8C%E4%B8%8D%E5%8F%AF%E6%83%B3%E8%B1%A1%E7%9A%84-jeh-tween-

gong  

 

第九章 物理学和数学的统一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89%A9%E7%90%86%E5%AD%A6%E5%92%8C%E6%95%B0%E5%

AD%A6%E7%9A%84%E7%BB%9F%E4%B8%80-jeh-tween-gong 

 

第十章 创世定律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88%9B%E4%B8%96%E5%AE%9A%E5%BE%8B-jeh-tween-gong 

 

第十一章 费马大定理的哲学意义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B4%B9%E9%A9%AC%E5%A4%A7%E5%AE%9A%E7%90%86%E7%

9A%84%E5%93%B2%E5%AD%A6%E6%84%8F%E4%B9%89-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94%9F%E7%89%A9%E5%AD%A6%E7%94%9F%E5%91%BD%E7%9A%84%E4%BA%A7%E7%94%9F-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94%9F%E7%89%A9%E5%AD%A6%E7%94%9F%E5%91%BD%E7%9A%84%E4%BA%A7%E7%94%9F-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0%E7%A7%8D%E6%96%B0%E7%9A%84%E8%AE%A4%E8%AF%86%E8%AE%BA-%E6%80%8E%E6%A0%B7%E7%9C%8B%E5%BE%85%E4%B8%8D%E5%8F%AF%E8%AF%81%E6%98%8E%E7%9A%84%E5%92%8C%E4%B8%8D%E5%8F%AF%E6%83%B3%E8%B1%A1%E7%9A%84-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0%E7%A7%8D%E6%96%B0%E7%9A%84%E8%AE%A4%E8%AF%86%E8%AE%BA-%E6%80%8E%E6%A0%B7%E7%9C%8B%E5%BE%85%E4%B8%8D%E5%8F%AF%E8%AF%81%E6%98%8E%E7%9A%84%E5%92%8C%E4%B8%8D%E5%8F%AF%E6%83%B3%E8%B1%A1%E7%9A%84-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0%E7%A7%8D%E6%96%B0%E7%9A%84%E8%AE%A4%E8%AF%86%E8%AE%BA-%E6%80%8E%E6%A0%B7%E7%9C%8B%E5%BE%85%E4%B8%8D%E5%8F%AF%E8%AF%81%E6%98%8E%E7%9A%84%E5%92%8C%E4%B8%8D%E5%8F%AF%E6%83%B3%E8%B1%A1%E7%9A%84-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0%E7%A7%8D%E6%96%B0%E7%9A%84%E8%AE%A4%E8%AF%86%E8%AE%BA-%E6%80%8E%E6%A0%B7%E7%9C%8B%E5%BE%85%E4%B8%8D%E5%8F%AF%E8%AF%81%E6%98%8E%E7%9A%84%E5%92%8C%E4%B8%8D%E5%8F%AF%E6%83%B3%E8%B1%A1%E7%9A%84-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4%B8%80%E7%A7%8D%E6%96%B0%E7%9A%84%E8%AE%A4%E8%AF%86%E8%AE%BA-%E6%80%8E%E6%A0%B7%E7%9C%8B%E5%BE%85%E4%B8%8D%E5%8F%AF%E8%AF%81%E6%98%8E%E7%9A%84%E5%92%8C%E4%B8%8D%E5%8F%AF%E6%83%B3%E8%B1%A1%E7%9A%84-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89%A9%E7%90%86%E5%AD%A6%E5%92%8C%E6%95%B0%E5%AD%A6%E7%9A%84%E7%BB%9F%E4%B8%80-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7%89%A9%E7%90%86%E5%AD%A6%E5%92%8C%E6%95%B0%E5%AD%A6%E7%9A%84%E7%BB%9F%E4%B8%80-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5%88%9B%E4%B8%96%E5%AE%9A%E5%BE%8B-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B4%B9%E9%A9%AC%E5%A4%A7%E5%AE%9A%E7%90%86%E7%9A%84%E5%93%B2%E5%AD%A6%E6%84%8F%E4%B9%89-jeh-tween-go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8%B4%B9%E9%A9%AC%E5%A4%A7%E5%AE%9A%E7%90%86%E7%9A%84%E5%93%B2%E5%AD%A6%E6%84%8F%E4%B9%89-jeh-tween-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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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著目录 

 

引言  http://www.prequark.org/Ftoe.htm  

 

第一章 自然常数及其含义 http://www.prequark.org/Constant.htm  

 

第二章 宇宙的初始状态 http://www.prequark.org/Initial.htm  

 

第三章 生命、物理和数学定律的回顾 http://www.prequark.org/Overview.htm  

 

第四章 明天在哪里 http://www.prequark.org/Mphy.htm  

 

第五章 引力和电荷的产生 http://www.prequark.org/Gravity.htm  

 

第六章 前夸克色动力学 http://www.prequark.org/Prequark.htm  

 

第七章 生物学生命的产生 http://www.prequark.org/Biolife.htm  

 

第八章 一种新的认识论 http://www.prequark.org/think01.htm  

 

第九章 物理学和数学的统一 http://www.prequark.org/Mlaw.htm  

 

第十章 创世定律 http://www.prequark.org/Create.htm  

 

第十一章 费马大定理的哲学意义 http://www.prequark.org/Ferm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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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requark.org/Prequark.htm
http://www.prequark.org/Biolife.htm
http://www.prequark.org/think01.htm
http://www.prequark.org/Mlaw.htm
http://www.prequark.org/Create.htm
http://www.prequark.org/Ferm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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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统论 (pdf file)  

 

 

全统论 (pdf file) https://tienzengong.files.wordpress.com/2016/01/final-toe.pdf  

 

 

 

本書 {万统论} 的 (pdf file) 可在此下载 (http://www.pptv1.com/wp-

content/uploads/2016/03/TOE0.pdf ) 

 

新書 {全统论, 2016 年新著} 的 (pdf file) 可在此下载 

(http://www.pptv1.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Final-TOE.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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