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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的目的在于比较和分析老子《道德经》，孔子《易经八卦》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的辩证

法观点，并与现代科学的实证观点作比较，从其中认识宇宙物质的基本结构。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老子与孔

子的哲学观虽然不同，但是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补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将老子和孔子的辩证法观点结

合起来，就相当完好地，某些方面符合甚至超越了当代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的基本观点，而矛盾律是辩

证法的核心。因此，他们的矛盾论观点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Academia Arena, 2010;2(1):40-55]. (ISSN 1553-992X) 
关键词：老子；道德经；孔子；易经八卦；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宇宙观；宇宙物质的基本结构；

一对矛盾体与中间体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事物运动的中间状态： 
 
 
【前言】：作者曾在《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科学依据和结构类型》[1]一文中指出，由于构成现今宇宙中

简单 普遍 众多 长寿命的基本物质粒子是氢原子 H，即带一个负电 e- 的质子 p, ‘由一个质子 p 和一

个负电子(e-)所组成的氢原子 H 是构成我们宇宙中的任何物质,物体和事物的元件和基石 ’。‘现今宇宙中任

何复杂的物体都是由 简单的许多氢原子所结合成的元素和化合物等层层结合而成，所以复杂来源于简单 ’
[1]。 简单的氢原子 H 的结构是一对 e- 和 e+所组成的对立统一体依附在巨大的中心体质子 p 上，氢原子 H
几乎能与任何元素的强结合力和所发射的各种电磁波等特性就是其内部结构运动变化的外在表现。本文的目

的就是比较和分析老子《道德经》，孔子《易经八卦》和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辩证法观点，并与现代

科学的实证观点作比较，从其中认识宇宙物质基本结构，其外部运动状态和表象等的基本的普遍的和相对永

久的共同规律，以便人们能用较正确的辩证法观点作指导去探讨未知的领域和世界。 
 
【I】. 老子和孔子的学说的起源及其关系 

        老子(大约 571 – 471BC),和孔子(551 -- 479 BC),都大约生于 2500 年前的东周时代。老子只比孔子约大 20
岁。 他们二者的学问和智慧都来源于《易经》及其中的“阴阳”学说。可是二人的哲学观，社 
会观和人生观等方面却大不相同。但两家学说都不像西方的宗教一样具有排他性。所以“儒”“道”两家的

的思想似乎一直就是相互渗透和借鉴的。大约在二人死后 1200 年的唐朝末年，正式形成了“内儒外道”的

观点，这表示两家既是独立的而又相容的。后来邵雍成为“内儒外道”学说的集大成者。 
         一九七六年大墩子遗址出土距今约 6000 年的原始太极图基本构思是无极、阴仪和阳仪，圆点或圆圈为

无极，处于太极的中心位置，是原始太极图的心脏和眼睛，阴仪阳仪为太极图的两翼。阴仪和阳仪就是盘古

开天地时的清气和浊气。该图富有动感，似乎宇宙的清气和浊气正在旋转运动中，清气将要上升为天，浊气

将要下沉为地。这就是老子和孔子宇宙观思想的共同来源。老子是用“道”以取代“无极”作为终极性的概

念，并配以 “阴阳”使其“道”转化为万事万物的“有”。而孔子却另辟蹊径，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的路。两人的分歧从此开始，然后各走各的路。 
        孔子也曾问“礼”于老子。老子当然知道易经和八卦。但是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除了讲“阴阳”外，

看不到有关《易经和八卦》的任何一点内容或词句片段。为什么？而孔子老来又废寝忘食地研究易经八卦十

多年，又为什么？这些都是偶然的吗？答曰：绝对不是。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可以看出，老子是否定和看不起

八卦的，也是否定孔子的思想和作为的。请看老子是如何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

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其实是老子

不指明地对孔子宣扬“仁爱”，“尧舜”，“克己复礼”“修身齐家”等那一套观念的严厉批判。 
        老子和孔子的根本分歧表现：老子主张“无为”和“出世”，认为只要人们都按照天地间的“大道”为

人处事，君王无为而治，绝圣弃智，平民少私寡欲，就能达到天下太平。而孔子主张“有为”和“入世”，

认为“大道”是难知难行的。孔子：“天道远，人道迩”。所以人人必须从自己修身齐家克己复礼开始做起。 



Academia Arena, 2010;2(1), Zhang, 老子《道德经》，孔子《易经八卦》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 

 

 
http://www.sciencepub.net                                                                                 marslandpress@gmail.com. 

41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除了表示孔子渴望“闻道”之外，其实可能还有另外更重要的一层

意义，就是认为“道”是既难闻又难学的。孔子活到了古来稀的岁数，还未死，以此暗喻他一辈子尚未闻“道”，

他可能以此暗指“道”之难闻。因此，他认为只有每个人从自己修身做起，从细节做起，才有可能 终达到

国治而后天下平。 
        老子和孔子都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学者，在江湖上都是响当当地自成一派。彼此对各自的观点应该是都有

所了解的。甚至周朝的一个边疆小吏都能久仰老子的大名，所以能在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对老

子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但是老子不像孔子那样招摇过市，孔子有弟子 3 千，72 贤人，而且还故

意大摇大摆地周游列国。老子则恰似江湖中的独行侠，心高气傲，独往独来。或者老子的“道”得不到当时

知识界（士）的赏识和信仰也是可能的。老子没有多少粉丝，即追随者。所以 后只落得一人落荒而走，单

骑过函谷关。 
        老子为什么会落得如此孤苦伶仃呢？这是与当时的时代大环境有关的。在当时的春秋时代，正是奴隶制

解体后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是小农经济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代。诸侯们为了兼并扩张急需人力和谋士。

使当时的“士”，即知识分子有择主而侍以博取功名的自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这种大环境

下，有几个“士”会甘心情愿追随老子“少私寡欲”“ 绝巧弃利”呢？所以，提倡“无言”与“希言”的老

子在过关时却不得不发愤著书立说，写下了五千言的“思者自道”的绝世的经典，即《道德经》作为自己永

世屹立的墓碑。 
       我想，老子心中平时就可能对自己的满腹经纶无人接受而有些愤愤不平吧。这反映了老子的平常心态也

许并不平衡。所以老子愤愤地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这样一部有完整思想体系的伟大著作

能在过函谷关的短期间就写好吗？我都怀疑是否老子早写好了竹简放在青牛的袋子里交给关令尹喜的。不

然，一个小小的关令尹喜有什么能力财力智力和热情去为老子传播经典著作作无私地奉献呢？ 
        孔子曾问 “礼”于老子，大概也只有一次吧。老子当然是不屑于谈“礼”并可能加以尖锐的抨击的。老

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也有可能顺便谈及“道”吧。可能二人话不投机就分道扬镳了。

二人以后再也未见面。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是不是孔子心中也在暗指他与老子之间的关系呢。 
       而且，孔子是要君王去学习“尧舜”的品德和为君之道，而老子是要君王“无为而治”，回归到上古原

始时代，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但是，毕竟孔子也曾求教过老子，再加上孔子注重“礼”和修

养，所以，孔子的著作中从未批评过老子。可见孔子还是尊崇老子的思想学说和人品的，只是不认同他的观

点而已。而老子似乎对孔子就耿耿于怀而不太客气了。 
          

【II】. 老子的宇宙观—-“道” 
         宇宙中任何一个独立存在（过）的物质实体，大至整个宇宙，小至一个原子电子，在宏观上看都是简单

的，都是 “一”。但是从微观上看其内部结构都是复杂的。所以复杂来源于简单。整体是由许许多多的单个个

体一层一层的组成。宏观与微观是相对而言的。所以“一”就是独立存在于宇宙之间的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的

物质实体。“一”是任何一个实体的整体，在宏观上看是整体。从微观上看是个体。所以“一”就是“有”。

老子：“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大“一”是由许多小

“一”的诸多层次结合而成的。 
        “一”或者“有” 从何而来？宇宙从何而来？各种物质实体从何而来？老子认为：万事万物总有它的起

始。老子答曰：都来源于“道，来源于“无”。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   ≠ 0，“无”

不是零，也不是彻底的什么都没有。零本身是不能生成什么东西的。 “道”，“ 无”必须通过零或者说与

零配合才能变为“有”，才能生出“有”。所以，“道”只是无形，不可言状， “道”和“无”只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充满整个宇宙空间的无形幽灵。并不是 0.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道”，“无”相当于充满整个宇宙“时空”的“能量”。而 0 可以说

就代表着“时空”。当一个实体（万事万物）（有，一）一旦从“道”“无”中生出来，它就开始必然占有

它所需的一定的“空间”，它的生命就在它出世时的 0 时开始计时。因此，老子的“道生一”相当于说明我

们现在的这个宇宙实体来源于“能量”和“时空”，而这是与现今的宇宙大爆炸标准模型的结论相符合的，

这个模型的正确性是根据近代科学的理论和实验以及天文观测的准确数据而得出的。 
        同时，老子还认为，“道”也就是大自然的运动规律。有一个总的客观规律在支配着宇宙中万事万物的

生长衰亡。在所有物种产生之前就有这个规律，这也是“道”，由“道”’产生了混沌一体的宇宙，它是大自然的

一部份，必然会遵循大自然规律。违反“道”，即自然规律者，就要受到惩罚。老子：“天之道，不争而善

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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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宇宙中任何复杂的物质实体都是由 简单的许多氢原子所结合成的元素和化合物层层结合而成。[1] 
1974 年乔治（Georgi）和格拉肖（Glashow）提出了把强、弱、电三种相互作用统一在一起的SU（5）大统

一理论，按照该理论，质子是不稳定的，它的寿命约为 1028～1031年。但实际上美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实

验尚未有确切的公认的证据证实质子有衰变的迹象。[1]而所有的质子p或者氢原子H都是在在宇宙大爆炸后的

极早期由能量转换而来的。所以现今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实体（“有”，“一”）都是由实实在在的无数的物

质基本粒子，即质子p或者氢原子H层层地结合而成。正如老子所预言：我们这个宇宙实体及其所有的物质都

生于“无”，生于“道”，而“道”就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不生不灭，只是在按照“道”的规律改

变结构和形态并生成万事万物。 
 

【III】.老子宏观的“变化”的宇宙观—“道”的变化 
《1》。老子的宏观“变化”的宇宙观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生一”表示由宇宙中的“能量”和“时空”生成了我们现在的“宇宙”实体，即“天”。 
         “一生二”表示宇宙形成后演变成无数的恒星和星星等等实体，其中生成了我们的“地球”即“地”。

所以“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地”。 
         “二生三，三生万物”表示地球形成以后，由于各种条件的相互错综复杂的影响和作用而生出“三”。 
“三”是什么？“三”是完全不同于“二”，即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地球”本身的东西，“地球”本身是

没有生命的实体。那么，不同于“地球”本身的“三”就是有机生物和生命了。一旦产生了有机生物的“三”，

“三”就会演变发展出“万事万物”，直到发展进化出万物之“王”和万物之“灵”的“人类”了。 
         所以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里的王是泛指，是指

万物之王的“人”，即人类。“人”是与“道”，“天”，“地”同样伟大的。所以中国古代一直将“天，

地，人”三者称之为三才。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天，地，人”“三位一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来

源。在这三位一体中，“地”为 “阴”, ” 人”  为“阳”，人附（负）着于地，正是阳附（负）着于阴。地拥抱

着人，正如阴抱着阳。人和地之所以能和谐共处，就在于“天”作为“中间体”能够供给“地”“人”以能

量，即“冲气以为和”。 
        老子进一步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说，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一

定要符合天地和大自然的规律。人类应当效法天地，将其财富和爱普施给所有的人而不求回报。人类只能顺

应效法天地和大自然，不能与天地和大自然为敌，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这样才合乎“道”，人类才能与天

地和大自然和谐的共处。 
        结论：可见老子是从宏观的现象上，从宇宙整体演变的状态上，从事物状态之间的“阴阳” 相互对立和

依附于“中间体“的关系和作用上，去观察宇宙演变发展成万事万物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的。 
 
《2》。但是老子并没有认识到他的“道”的宇宙观从微观上看也是正确的 
        任何物体内部结构都至少要有一对“阴”和“阳”，二者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矛盾的两方面，这

两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矛盾）的作用才能维持该事物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稳定实体。这实体的内部

只有达到‘引力’与‘斥力’的平衡才能维持其结构的稳定。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内部只有达到矛盾两方

面的势钧力敌，或者说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或者说达到阴阳的调和，才能保持该实体内部结构的稳定，才能

保持该事物的本质状态和特性的确定性。如果内部斥力大于引力, 物体就会膨胀,破裂, 改变结构,解体爆炸. 如
果内部斥力小于引力, 物体就会缩小,被压缩,破裂, ,塌缩而改变结构，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 中“阴阳”两方面

“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道理。 
        但是阴和阳，矛盾或对立的两方面不是相互孤立和绝缘地存在着，而是相互联系作用的，谁也离不开谁

的，而又相互排斥和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因此，矛盾二者之间就必须有“中间体”既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又

将二者隔离开一定的距离。这个中间体就起着“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作用。 
        结论：因此，一个简单基本的独立的实体能够稳定的存在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其内部结构至少应该

有一对矛盾体和一个中间体 3 者结合所组成的完整的“三位一体”，3 者缺一不可。      
        仅仅一对矛盾体而无中间体不能组成任何实体。比如，一对e+ 和e-- 碰到一起不能组成任何实体，而是

湮灭成一堆能量。只有与一个重大的质子p结合在一起，以质子为中间体才能组成一个稳定的氢原子H。同样，

2 个夸克不能组成 1 个质子，只有与第 3 个夸克(uud)结合在一起时，使 1 个夸克互为另 1 对夸克的中间体，

这样才能结合成 稳定 长寿命的质子p，其寿命竟达到约为 1031年。同样，1 个碱基与 1 个磷酸不能结合成

为DNA的一个基元--核苷酸，只有与 1 个大的糖分子 3 者一起才能结合成 1 个稳定的核苷酸。只有资本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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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不能形成 1 个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有许多庞大的中间阶层和其它的阶级作为中间体。所以列宁说：

“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所有宇宙中独立存在的任何一个实体个体，即“一”，都是按照“道”，即大自然的规律演

化而形成的，是从“无”到“有”，当它的“前身”转变为“现身”时，二者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

走向反面，而不是 1+1 = 2 所形成的混合体。这就是老子“道生一”思想用于微观上的解释。每一个物质个

体，“一”的内部结构都至少有一对矛盾体，这就是“二”，但仅仅有“二”是不能构成一个实体个体的，

还必须有中间体“三”将矛盾体“二”既分开适当的距离又结合在一起，“负阴而抱阳”，并供给矛盾体活

动的能量，而达到“冲气以为和”。结合成一个实物个体。 
        有了这许许多多的物质个体，才会互相分别的逐层次的结合成万事万物。这就是从物质个体的微观结构

上解释老子的宇宙物质的结构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一阴一阳谓之道”。由此可见，老子的“道”也应该完全适用于微观世界，适用于事物的内部结构。

适用于宇宙中每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单元。在这里可以讲，凡是存在过的事物都是合理的，即都是合乎“阴

阳”之道的，即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的。 
 

【IV】.  孔子的《易经八卦》（☰，☷，☶，☵，☴，☳，☲，☱） 

        孔子的《易经八卦》是模拟宇宙中各个事物内部的微观结构的万能模型，孔子和其后的八卦学者是将八

卦的静态结构模拟为各种事物内部结构的缩写，而将八卦内各爻和卦的变化模拟成事物内部状态变化过程的

缩写。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为古人无法观测事物内部结构的变化，所以只能从事物外部

状态和表象的变化去推测内部结构和本质的改变。 
        孔子认为八卦是描述万事万物个体内部微观结构的 好的方式。宇宙中任何独立的个体之所以能够存在

变化和发展，就是因为其内部总是存在着“阴”和“阳”2 爻，即矛盾的两方面，两方面既对立又联系，既

“排斥”又“吸引”的平衡状态是该个体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能将矛盾两方面维系结合在一起而保持平衡状

态的是其内部具有一个强大的“中间体”，即另一个爻。这“阴”和“阳”2 爻与另一爻的“中间体”的结

合是事物能够独立存在而保持其稳定和特性的充分条件。 
        所以，宇宙中任何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都是由矛盾的两方面和其中间体“三位一体”所组成的。这

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卦必须由 3 爻组成的原因。反映在八卦中就是一对相反的阴“- -”爻和阳“一”爻和另

一个作为“中间体”的爻构成“三位一体”。如离卦☲，坎卦☵等。3 爻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独立的单元。

在这个独立的单元内，“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说明一个卦的 3 爻结构具有代表任何个体事

物内部微观结构的普遍的代表性，这就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先贤先哲利用八卦以便认识事物内部结构和变化的

佳的智能工具。 
        卦内爻的变化用以描述相对应的事物的内部变化和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用卦的爻象和爻辞反映自然界和

社会生活中的“大人”和“小人”、吉和凶、得和失、益和损、泰和否、既济和未济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的

变化趋向，太极图中的阴和阳十分对称平衡，它提示人们，处理问题的原则应该是不偏不倚，以中为度，注

意总的平衡与适度。但是在上古时期，中国的先贤先哲们是无法也无工具观测到到事物内部的结构和变化的，

而只能凭经验和想象用八卦的模型配合对事物外部的表象和状态进行观测，以求领悟和模拟到事物未来的近

似的变化发展趋向。 
        结论：所以，八卦其实是万事万物的一个简单而又有智慧的模拟的结构模型。构成这个简单模型的 3 根

支柱，即“阴”“阳”和“中间体”是宇宙中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所必须具备的。《八卦》就是将复杂

的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简化为八卦的形式和变化规则加以推演，以预测事物的变化发展趋向。而八

卦的形式和变化规则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先哲们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所写的《易经》所规定和阐述的。 
 
《1》。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是有结构的。一切现象都是物质活动和变化的表现。八卦就是用爻的

排列组合和变更去类比事物内部的结构形式和实质的变化的。 
        宇宙中一个 简单的实体为空间实体，内部结构必须至少有 3 个支柱支撑，以保持其独立存在的平衡稳

定状态。事物个体内部的结构形式分别有： 
  «1»。一个中心 2 个基本点的结构形式： 
         这就是一个大的中间体结合 1 对较小的矛盾体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比如，氢原子H的结构就是，

外围一个负电子e- 围绕大的质子p运动，而正电子e+ 则附着在质子p上。氘是一个e- 围绕一个大质子p和一个

中子n所组成的核心运动。氦He是外围 2e- 围绕大的 2 个质子p和 2 个中子n所组成的核心运动。如DNA中的

一个基本结构单元称为核苷酸.。除一个碱基和一个磷酸的这一对矛盾以外,中间还必须有一个较大的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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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糖分子将碱基和磷酸牢固地联接在一起又分隔开来，并且提供所需的能量，才保持了核苷酸的稳定。

由这种 3 个核苷酸所组成的大量的密码子的有序连结形成了DNA的极其复杂的稳定可靠的遗传作用。又如，

共价键的化合物：水，（H－O－H），二氧化碳（O＝C＝O）。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加

上其它的许多庞大的中间阶层；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贫雇农，加上其它阶层。 
所有这些结构形式都与八卦的不同结构形式相对应：☶☵☴ ☳☲☱。 

 «2»。 3 足鼎立的结构形式：3 根几乎等同的支柱中的任何 1 个互为另外 2 个的中间体。 
        如由 3 个不同颜色（红，禄，兰）的夸克构成的质子p。 3 种不同的碱基所构成的DNA中的 1 个密码子。

这种结构都是异常简单稳定和精密的。再如，宇宙的 3 个组成部分：能量，物质，时空；强子，夸克和电子

的 3 个物理量：质量，电荷，自旋；空间由 3 维构成；黑洞的 3 个独立参量：质量，角动量，电荷；一切颜

色都可以由红，黄，兰 3 元色调制出来。老子 3 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讲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国家经济。美国霸权的 3 支柱：军队，金

融，石油。人类的 3 种原恶：任性，懒惰，妒嫉。[7]人类的 3 种原欲：食欲，性欲，知欲。[7]  

        恩格斯：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杨继绳有一句很形象的名言是：“如
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的话，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三个边

越长，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而缺少任何一个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这种 3 足鼎立的结构形式所对

应的八卦结构形式：☰☷。 
  «3»。层次型结构形式： 
        八卦中任何一卦内的 3 爻从下到上的叠合是有顺序的，这种顺序是不可以颠倒的。因此，1 卦中 3 爻的

叠合可以表示了一个完整事物结构的 3 个层次：下（底，基）层，中层和上层。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就

是由底层向上层的发展。3 层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构成一个整体。例如，三才：天，地，人。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国家的 3 元素：土地，人民，政权。建筑物：基层，各层楼房，屋顶。宇宙中任何事物须

经历 3 种状态：出生，过渡态（中间态），死亡。当然，这 3 层也是由“阴阳”两面与其中间体“三位一体”

组合成 1 个整体。如果用八卦的结构形式来看，相当于八卦的某 1 个单卦，如☲，☵等。 
  «4».  复合结构形式， 
        以上 3 种结构形式的多种结合或者组成 1 层或多层的结合而构成 1 个新的实体。如一个简单的氦原子

He就有多层多重矛盾体组成，外层 2e-与 2 e+的矛盾，质子中子内各有 3 夸克的矛盾，质子与中子也构成矛

盾体。一个家庭内就有夫妻矛盾，代沟矛盾，经济，思想观念和爱好兴趣等等矛盾。 
«5»。八卦中每一个卦内部爻的变化代表一个事物的小变，“量变”，用八卦图的反时针运转方向从

一卦转变为另外一卦比拟事物结构和本质的变化，即“质变”。 
        八卦的四象（春夏秋冬四时）以东方为苍龙，西方为白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玄武。或称作，左青龙，

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八卦 亦称“经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

主要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为象征，去比拟万事万物的现况和变化趋向，并认为

“乾”（天）、“坤”（地）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 初根源。《易

经》所说的卦，是宇宙间的现象，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现象，宇宙间共有八个基本的大现象，而宇宙间的

万有、万事、万物，皆象征这八个现象而变化，这就是八卦法则的起源。八卦规定以反时针的运转方向比拟

一个卦朝向另外一个卦的转变方向。比如“乾”卦内部各爻经过 7 次转变后，向左转变为“大有”卦，即表

示一个事物发生了“质变”。这种卦的转变方向代表太阳系统运行的方向，法则和原理。 
 
《2》。宇宙中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在时空以内随时随地变化着的。八卦就是通过每一卦内爻的变化来描述和

了解事物内部的结构（实质）变化的动因，过程和趋向。从一卦变到另一卦表示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变到本质

不同的另一种状态。  
  «1»。由于每一卦内“- -”爻“一”爻的位置和顺序的不同，其结果代表着不同结构的事物和外在的

状态和特性。其内部每 1 爻的转变，或由“- -”变为“一”，或由“一”变为“- -”，表示一个事物内部结

构的小变导致外部状态和特性发生了改变，由此人们可由其外在表现推测其内部结构的变化。比如，看见一

个人突然发了大财，可以用“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规律判断此人的“心”变坏了，此人是存心用不正当的

手段作了坏事。当然可以根据所了解到的他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大小环境用八卦中的某一卦对他的发展趋向

（前途）加以推演，指出他的近景（小变，爻变）和远景（大变，卦变）。 
  «2». 古人是从事物的外部特性表象和运动状态的变化去了解其现状和未来的。但是事物的表象是其

本质的外在表现，是事物的内部“阴”“阳”两方面，即矛盾两方面在外界的作用下，其内部矛盾体和其中

http://www.mirrorbooks.com/?p=6345
http://eddiedesign.spaces.live.com/view/4102.htm
http://eddiedesign.spaces.live.com/view/4102.htm
http://eddiedesign.spaces.live.com/view/24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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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体的成分和结构发生变化所决定的。因此，古人从观察事物的外部现象的变化去推断事物内部的本质和结

构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不仅需要对事物的存在变化发展的规律即“道”有正确的心领神会的理解，而

且还要有“见微知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丰富的经验，抓住其主要的外在表现特性及其变化

发展的方向，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其本质。 
        特别是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必需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丰富的经验和足够的智慧和悟性，只

有这种人才可能运用八卦有所成效，八卦只是这些人观察天时地理和人事的一种道具而已。一般而言，天赋

与境界越高、经验（指理性知识、社会阅历等）越丰富的人，所能包容、理解的事物也越多，所能预测的对

象也越广、所预测的结果也越正确。特别与自己地位经历和文化背景越接近的人和接触的较多的一类人，更

能相互理解、沟通的程度也越高，所预测的结果也可能越准确。 
«3».  由于卦的象征意义，其内部的阴阳，矛盾当然不一定仅仅限于一对，而可以存在许多对。中间

体也不一定仅仅限于一个一种，而可以有许多个许多种。这就是说，卦所代表的不一定仅仅限于一个独立存

在的基元实体，也同样能代表独立存在的复杂物体和事物。宇宙中任何其它独立存在的事物都比 简单的氢

原子 H 的层次要多和复杂得多。中国上古时伏羲之前，只有简单的以 3 爻为 1 卦的八卦，但难以表示事物变

化的多阶段性和复杂性。 
        如上面所述，一个 简单的质子 p 就有 2 个层次的矛盾。所以后来在周文王时（约公元前 1100 年）将

八卦改变为 64 卦，将每 1 卦由 3 爻变成 6 爻，即将原来 3 爻 1 卦的 2 卦叠合在一起成为 1 卦。将 8 卦变成

64 卦表示事物变化的复杂性，由 1 卦的 3 爻变成 6 爻表示了事物变化多阶段性和多层次性。另一种说法是伏

羲时已经将将 8 卦变成 64 卦（伏羲画卦，由八而至六十四，一气呵成）。 
        但是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系辞后，8 卦就按照他们制定的理，象，数的原理和规则作为

八卦学者们瞭解宇宙间万事万物变化规律的依据，特别是发展成为用于推断人们今后的“进退得失，吉凶成

败”和未来命运的工具。但是一个人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个体，他本身和与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随

时可变的矛盾。比如，他的思想意识七情六欲经历经验生活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许多成见的矛盾，情感矛盾，

家庭朋友团体社会矛盾，经济政治文化矛盾等等。将一个人所有的矛盾归纳到只有 2 个阴阳层次的 1 个卦中

加以简化的类比和推演，以推断其发展趋向甚至于其未来的命运，这是极难做到的。而且其周围的家庭团体

社会等大小环境都在急剧的变化。“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是对八卦无能为力的 佳描述。 
    

【V】。《道德经》与《易经八卦》；老子与孔子对事物变化观的比较 
《1》。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易经八卦的基本思想都是认为宇宙和万物都是在变化的，是生生不息的。                  
        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与八卦中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是相通的，这也是孔子的观点。

这就是说，二者都认为宇宙来源于“混沌”，然后转化成万事万物。而万物生长衰亡的变化规律是“阴”“阳”

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接下来，老子说“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八卦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的观点就分道扬镳了。 
        这种不相同的表现为：老子是从宏观上看宇宙中各种事物的外在表现的状态和特征的生生不息的变化发

展，旧的事物衰亡了，新的事物不断地从旧事物中生长出来了。所以老子所讲“阴”“阳”即是事物本身的

“阴阳”，也是将 2 个相联系和相互作用之间的事物从外部分为“阴”“阳”。老子非常注重事物在外界的

作用和影响下，产生此消彼长的转化。 
        而孔子的八卦是从微观上去看一个个事物个体内部的“阴”“阳”2 方面是如何变化和转变的，是经过

哪些阶段“由盛而衰”或者“由弱而强”的。这就反映了老子的思想和孔子思想的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

现在二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老子否定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进步，认为当时社会已

经坏得无可救药，老子对现状是悲观的，所以主张回归原始社会，主张“无为”和“出世”。一方面要求在

上位者 “无为而治”，“无为而无所不为”。另一方面，即要求人们“少私寡欲”，“绝圣弃智”，“ 绝
仁弃义”，“ 绝巧弃利”。就是说，都是社会进步惹的祸。可见，老子是想回到那个人人“无可欲”的原始

社会。 
        孔子主张“入世”和“有为”，主张“仁和礼”。一方面要求在上位者“实行仁政”，“一旦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同时，认为当今的乱世，是由于“礼崩乐坏”，由于“乱臣贼子”的“犯上作乱”。因此，

只要人人修身齐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就可以回到尧舜禹汤和

周文王的盛世。所以孔子说：“吾从周”，孔子认为当时社会的乱象是偏离了周文王的“礼乐”的结果。所

以应该积极地改变现状。 其实，这两种救世药方都是无法救世的，因为他们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持否定的

态度，都是回头向后看，而慨叹今不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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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只能是向前发展，而不能后退。既不能退回到孔子所称颂的周文王时代，更不能退回到老子所幻想

的原始社会。现实使他们的理想都破灭了。使得老子孤独的骑青牛过函谷关，向西遁隐。孔子想“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向东寻找蓬莱仙阁。这一西一东，一山一水，看似背道而驰，其实都是厌世后的无奈，殊途

同归，都想去寻找自己的天国归宿去了。正如打败仗后的将军弃甲归田。正如李白说得好：“古来圣贤皆寂

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2》。宏观和微观：老子和孔子在认识论上的分歧。 
        虽然老子和孔子都是认识到世界上万物都是变化的。但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观察事物的变化趋

向的。老子和孔子当时都是从观测事物外部现象和状态的变化去推断和类比事物的未来发展和结果的。 
        老子是注重于从宏观的事物的外部表象和外因的作用去观察和说明事物之间的“阴阳”变化的此消彼长，

从而去解释该事物总的变化趋向。所以老子总是从事物正反两面的对比而作出结论。老子：“兵强则不胜，

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天下

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福与祸相伴，败与胜相连，刚与柔互补”等等。 
        而孔子是注重于从微观上去体察事物内部“阴阳”的变化而说明事物个体的变化趋向。所以孔子讲“礼”，

即要人们遵守纲常，从修身做起，守规矩。因此，孔子是教人们做人的行为规范。孔子：“克己复礼为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弟忠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人无信不立”。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孔子对《易经》所作的评语和结论是：“洁静精微”。

这就是说，孔子是从微观上去体察事物内部的本质变化的，因此，孔子注重事物的细微末节的变化。 
 
《3》。老子更多的（或者说更注重于）看到了事物在时间上向对立面的转化和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老

子认为事物的“质变”并不难达到。所谓‘物极必反’而向相反方向的转变，就是指此种类型。老子：“有

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福与祸相伴，败与胜相连，刚与柔互

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不至于使事物快速地转向反面，达到‘物极必反’。所

以老子主张“守中”；反对暴发，“物壮则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孔子则是从微观上去看每个事物本身的本质变化和转化的。虽然孔子从八卦上能够察觉到有“否极泰来”

这回事。但是从卦上看，这种转化是极难完成的。孔子认为事物的“质变”很难达到。正如由乾卦转到对面

的坤卦一样，由否卦转到对面的泰卦，都要经过 16 卦的有顺序而毫无错乱的转变才能达到的。因此，在孔

子的思想上可能认为这种“否极泰来”的内在本质（内部结构）的转变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孔子说：

“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好犯上，而好作

乱者，未之有也”。孔子认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4》。由此可见，孔子虽然由研究八卦从微观上感觉到了事物的变化，事物的本质是在变化。但是另一方

面，他把事物本质的变化看成为微小的和缓慢的量变，很难得产生走向反面的质变。因为他没有深刻地体会

到“阴”“阳”互生互克的道理。而这正是老子思想 深刻 光辉灿烂地方。老子深刻地体会到正反两方面

的事物是同时产生和共存的，或者说一个事物同时存在着正反两面，即阴阳两面。正反两面在一定的条件下

是不难朝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所以老子说：“祸福相依”；“智慧出，有大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等等。 
 
《5》。老子还提倡“防盈戒满”“守中”，强调事物不要过快地转向其反面，就能保持长久。这大概后世

道学家们“清净寡欲”以求“长生不老”的依据。记得有某科学家曾经将老鼠分为 2 组作实验。一组正常喂

食，另一组喂食量减少 1/3，结果少食者的寿命延长了约 1/3。所以，要防止（阻止）事物的迅速下滑，以防

发展到顶点（临界点）而走向反面。因此，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在老子看来，一

切事物的正反两面都能向互转化。比如，有与无，生与死，福与祸，吉与凶，治与乱，真与伪，善与恶，美

与丑，智与愚，胜与败，刚与柔，难与易，等等。老子：“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所以老子强调如果没有条件，没有外力的推动，事物就不会转变。强调“美”和“善”只有与其否定性的对

立面—“丑”与“恶”相比较的对立过程中，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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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从八卦图上认识到万事万物处在一卦之第 3，4 爻的状态是 壮实的状态。事物处在第 1，2 爻状

态时尚显幼弱，而发展到 5 爻之后，事物就开始转向走下坡路了。所以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也就是老子

的“守中”。这算是“道”与“儒”的相通之处。孔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四平八稳，不走极端。而小人的本性就是肆无

忌惮，走极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是流氓我怕谁”。 
     
《6》。孔子为什么那么热心地废寝忘食地研究八卦和推崇八卦呢？孔子的中心思想是讲“礼”和“仁”，

是制度和秩序的维护者。他认为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守其职，不犯上作乱，就天下太平了。而八卦中所允许

的“小变化”是极难“朝反面变化”的。这种格局正符合他的“礼”的治国理念和要求的。请看孔子給八卦

写的系词的首篇，那恢弘气魄的开篇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

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可见，孔子是在借八卦的形式证明：尊卑贵贱之分是合乎天道的，是不可以变更的。因此“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以及所有的“纲常”“礼仪”都是不可或缺和不能变更的。而孔子所指的“变化”则是“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但是天地的这种“象”和“形”的变化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是长时期的循环往复。因

此，相对于人间的事物和社会制度来说，从总的长时期来看，这些“象”和“形”的变化也几乎是亘古不变

的。八卦中的小变渐变和缓变的显像和暗示为孔子提供了可信的根据。因此，维持“礼”和“制度”“纲常”

的长期不变性就是合乎天道的。而老子是从自然现象中的突变来看社会和人事的巨变的。老子：“飘风不终

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7》。孔子从八卦中虽然认识到，宇宙中的万物，世界上一切的人和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但是老

子和孔子对看待“一切皆变”观点和态度是大不一样的。 
         老子是深刻地认识到，事物本身就存在着“正反”两面，并且与外界的某些事物也是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与对立。因此，在老子看来，事物的变就是直接走向反面，而且也不难走向反面。所以老子既认为“祸福相

依”，“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也认为“祸福无常”。万事万物很容易“走向反面”。 
        孔子虽然从八卦上看到了“否极泰来”。但是，从八卦图上可以看出，正如“乾”卦要变成“ 坤”一样，

一个事物从“否”卦要变成“泰”卦的“质变”，同样要有顺序地经过 16 道卦才能达到，而这 16 卦中，每

一卦都要经过有顺序地 7 次爻的变换才能完成，这是比登天还难的。所以在孔子思想上体认到的“变”几乎

都是“小变”，“缓慢地量变”或者是“循环往复的变”。孔子绝对不会承认“君子”会变成“小人”，“小

人”也有可能变成“君子”。他也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承认“君子”也有“小人”的一面，“小人”更有许多

“君子”的一面。所以孔子竭力反对“犯上作乱”，主张“兴灭国，继绝世”，维护“尊卑贵贱和纲常”。 
        孔子感叹的是天道不言，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大自然循环往复的伟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孔子在河上曰：“逝者如斯夫”！他是在感叹人生的匆匆短暂和生命的不停顿的生死相继和往复流逝。 
 
《8》。结论：为什么老子和孔子对万事万物的观察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异呢？ 
        当老子看事物的外部状态和表现的变化时。他认识到了外部力量对该事物的所起的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

用。而孔子是用八卦来描述或者预测事物的内部变化，孔子没有体验到外部条件和强大的外力对事物本质转

变的推动或者破坏作用。而只看到天地循环往复的运动带来了一个生气勃勃和欣欣向荣的生命世界。所以孔

子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将八卦与事物所处的外部大小环境配合和联系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八卦并不流行的原因是不能深刻地解释事物和当时社会的巨变，

特别是事物朝相反方向的转变。同时这可能也是老子对八卦视而不见知而不提的原因吧。 
        孔子从其中心思想“仁”出发，在人生哲学中提倡积极的入世态度。主张仁爱，正视人生和社会，“正

己正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后世有能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以表

示对儒学治世贡献的推崇。 
       然而，人类只要有社会，有分工，有组织。就必须要有“纲常”和规章制度。问题在于，孔子将“吾从

周”的周文王的制度作为理想的“复礼”楷模。这是一种“厚古薄今”“今不如昔”的复古倒退的思想。 
 
《9》。五行，方位，天干，地支，节气，时辰等外部环境的作用对八卦的发展的作用 
        孔子的八卦只有“阴阳”，只是从事物本身状态和特性的变化去体验和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变化。而没

有将外界即外因对事物变化的强大的作用考虑引入八卦，或者说，孔子还没有找到如何将外部作用引入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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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方法。或许孔子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外因是不可违的“天命”，人只能力所能及的顺天意而为。否则

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孔子虽然在死前废寝忘食地研究了 10 多年的《易经八卦》，结果也没有产

生多么广大的影响。甚至在孔子死后 100 多年的孟子也没有对《易经八卦》产生什么兴趣。 
        直到战国的末期，邹衍（305 ~ 240 B.C）创立了阴阳五行说。他提出了整个物质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 5
种元素组成的。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由五行相生相克来实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一样符合这个规律。

邹衍和他的阴阳五行说受到了当时整个知识界和朝野的极大欢迎和追捧，他周游列国时风光得很，使孔孟之

道黯然失色。为什么呢？因为事物间的相生相克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动因和规律，这比八卦描写事物的变

化要简单明了而又深刻得多。 
        阴阳五行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运用，特别是成功地运用于中医后，使得八卦也逐渐采用相生相克的五行

学说。在采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八卦学者又逐步地发展到采用 “方位” “天干” “地支”“ 节气”

“时辰”等等，这使得八卦能考虑到外界环境对事物变化，特别是对事物发展或者衰亡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这就是说，当用八卦来描述或者预测事物的变化时，除了考虑该事物本身的内在条件即内因之外，必须要考

虑到与外界事物的“相生”“相克”“空间（位置地位）”和“时间（时势）”4 大外因。对于一个人来说，

除了要考虑自己本身的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到“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巨大影响力。 
        结论：虽然八卦中加上了这许多条件，后来越加越多越复杂，其效果虽稍有改善，但是无法从根本上使

八卦对事物变化发展的描述具有较准确的预测性。君不见，现在的易学家和风水学者也在与时俱进，将地球

磁场和宇宙能量纳入他们的学说中了。因为：第一。八卦根本的缺陷在于使用的是类比法，难量化的把握复

杂事物的变化趋向。第二。八卦 2 层次的矛盾体组成结构很难准确的类比多层次的事物。第三。八卦中的一

对“阴阳”很难类比与描述事物一个层次内的多对错综复杂又相互作用的矛盾体。第四。 玄虚神秘的是用

抽签卜卦的方式来确定起卦过程，即确定初始条件，这种随意性太大了。一个错误的初始输入必然会推导一

个或者许多重大错误的输出结果。 
      为什么中医是科学而八卦不科学呢？因为中医制定初始条件是由望闻问切所得到的真实材料构成的。因

此，只要能精通医理和较丰富的经验，就能对病情和发展趋向作出较正确的判断。那么，为什么八卦不采用

中医的方法而采用抽签卜卦的方法呢？因为古代的人们一直是相信“天命”，认为“人之命，天注定”。连

孔子都“畏天命”，并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要知道，八卦比中医要早出现至少 2000 年以上，卜

卦的方法已成定局。在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于西汉初出现之前，医病也多半是靠抽签卜卦的。后来的中医正是

为了改进八卦的抽签卜卦的过分神秘和迷信的缺点而逐渐总结出一套较准确的望闻问切的方法的。 
 
《10》。老子虽然很清晰地提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相反相成”和“走向反面”的根本规律。但是并没有提

出事物转变的条件和过程。比如，“柔弱胜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

所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曲则全，枉则直”；“为无为，则

无不治”等等。所有老子上述的走向反面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也不知道何时在何种条件下发生转变。也未

提出必须有的内部外部相配合的条件，阶段和过程。 
        而孔子却用八卦中爻由下向上的变化和卦的转变企图解释事物变化趋向所可能经历的阶段和过程。这正

是孔子的《易经八卦》的精髓和先进的地方。这就是孔子自鸣得意地对《易经》总结为“洁静精微”的原由。 
     

【VI】. 进一步的分析和推论： 
《1》。老子在《道德经》中藉所阐释的“道”作为从宏观上认识世界的宇宙观是相当正确的，他认识到事

物的变化发展而 终走向反面（物极必反）是由于该事物与外界环境中的某些事物形成矛盾体（互为阴阳）

而相互作用和斗争的结果。 
        孔子是藉《易经八卦》的形式从微观上认识到事物内部存在着“阴阳”两面和其中的中间体构成一个事

物的整体，“阴阳”两面此消彼长的会造成该事物的本质（结构）的变化，经过有序而复杂的变化后，该事

物会走向极端，即“否极泰来”，“阴”极生“阳”，或者“阳”极生“阴”。孔子在研究《易经八卦》时，

可能未深刻地认识到外界环境对事物本质变化所起的强大作用，因而未将外因引入八卦图，或者不知道如何

将外因结合进入八卦。在孔子逝世约 300 年之后，后世的易学家们逐渐体念到了外界环境的强力作用，特别

是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的普遍关系。因此，易学家们逐渐将五行，方位，天干地支，节气，时辰等等列入八

卦图中，从而推动了《易经八卦》的进一步发展。 
 
《2》。老子从“宏观上”看事物的状态和表象的“走向反面” “物极必反”与孔子从“微观上”看事物的

内部结构和本质的“走向反面”“物极必反”还是有重大的差别的。老子注重于看到事物外部的状态和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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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所以认为事物容易改变，容易“物极必反”。孔子注重于看事物内部结构和本质的改变，所以觉得

事物的本质难以改变。 
        比如，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时，在老子从宏观上看来，圣人已经不成其为圣人，而走向反面

了。但是在孔子从微观上看来，圣人的本质也许没有改变，圣人还是圣人，只不过圣人的某些做法和看法有

些不妥当而已，或者“圣人以百姓为刍狗”根本就不是“不仁”，而是本应如此。同样，当一个人由于“一

念之差”而作做了坏事或恶事时，比如那些初次犯罪者，像许多校园枪击案犯罪者，在老子看来，这些人已

经由“善”变“恶”而走向反面了。但是从孔子的观点看来，这些人未必就在本质上已经变成十恶不赦了。 
       在老子看来，“乐极生悲”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乐观的人是不容易变成一个悲

观的人的。所以，君子总是坦荡荡的，小人是常戚戚的。同样，在老子的观点看来，“上智”与“下愚”并

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在孔子看来，“上智”和“下愚”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所以“上智与下愚不移”；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圣贤”“君子”“小人”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孔子认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无知”，“不学无术”都是天生的本质所决定的，无

法改变的。这就是孔子八卦中由“否”卦变到“泰”卦比登天还难的原因。这就是老子与孔子看问题的观点

的重大的差别。 
      
《3》。  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老子和孔子对事物变化的的观察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差别从而使他们得出不一样的

结论呢？ 
        第一．一个特定事物的结构或者本质会有许多种状态和外在表现，当其中某一种或几种状态“走向反面”

时，其内部结构也许只发生微小的量变，就是说其本质未变。比如。当一个人爱占小便宜，有时小偷小摸，

并不能完全证明此人已完全变坏。当此人发展到惯偷，惯窃，惯贪而欲罢不能时，才表明此人的本质已经完

全变坏了。同样，当一个坏人有时作几件好事时，也不能证明其本质完全变好了。这就是说，当一事物的某

些运动状态和外在表现的“走向反面”时，并不一定表示其内部结构和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相反，事

物内部结构和本质的改变就一定会使其外部形态和表象发射急剧的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说，事物本身是很

复杂的，有许多种矛盾，所以就要许多种的正面和反面，而每一对正反面之间又有广大的中间地带，比如简

单地判断一个人好坏善恶是很难的。 
        第二．事物的某些外在的运动状态的急剧改变与事物的内部结构和本质几乎无关。比如，一个人爬山，

爬到山顶后就下山返回，这是“物极必反”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似乎并没有改变该人的身体结构，生理心理

状态和命运产生根本的改变。当然，如果发生某种事故，也许就会改变此人今后的命运了。 
        第三．比如当一个人的行为发展到成为惯偷，惯盗，惯贪，一惯作恶而不能自拔上瘾时，他就变态了，

就是从心理结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就是彻底的“走向反面”。这与该事物运动状态

的急剧改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这种质变是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来调整和回复为较正常的状态的。 
        因此，看问题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将老子和孔子的观点和方法有机的结合起来，既要从宏观上看得到和分

析事物状态和表象的哪些变化是其本质变化的表现，看到内外矛盾的相互作用，外因如何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也要从微观上体察出事物结构和本质的变化，做到“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便看清楚事物的

本质变化和发展趋向。以便推测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事物产生质变而走向反面。 
 
《4》。由于老子和孔子的哲学思想和观点都是来源于他们对世界和事物变化的观察。在 2500 年之前，他们

是没有什么观测工具的。因此，孔子对事物内部微观结构的变化只能从其外部状态和表象的改变去推测。他

借用八卦这种‘万能模型’去类比推测宇宙中事物内部的结构和本质是如何变化的。他废寝忘食的花了他

后十多年的时间去研究八卦，企图从八卦的变化中寻找出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些基本规律作为比拟事

物的本质的变化的模型。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观点上看，《易经八卦》是具有相当的正确性与积极性的。 
        但是，由于孔子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他借用天尊地卑以影喻他的“尊卑，贵贱，纲常”等思想的正确性，

这就使八卦本身变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符合现有秩序的工具。同时，八卦虽然较正确地认识的了事物从“量

变到质变”的阶段性，但是其内各爻的变化只有较空泛的类比，而在量和质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

因而，对爻和卦的变化可以因解释者的主观看法和经验不同而得出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因为八卦本身就是用

的不准确的类比法，再加上用卜卦来确定事物的起始条件，使八卦变得诡秘难测。同时，世界上没有两件事

物是完完全全相同的，而相似的事物却因有许多的相似面而有许多种。这就是所有的类比都难以准确的原因。 
 
《5》。 因此，用八卦的类比法去推测事物的变化是难得准确可靠的。再加上大部分坏的易经学者却只会利

用八卦故弄玄虚和诡辩术从事骗人骗财的活动。所以说，“善易者不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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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八卦》学者必须具备 3 个条件：第一，熟通易经理论和八卦规程。第二。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

历，并善于察言观色和见微知著。第三。直言不讳。求卦的人都是为了“避凶趋吉”，好的易经八卦学者怎

能为人卜卦呢？因此，当善于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时，利用八卦作指导就可能会显得画蛇添足或

者故弄玄虚了。其实，2 千年来中国《易经八卦》的不求精确的类比思维正是阻碍中国科学而得不到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现代，《易经八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认识论还是有较大的的意义的，但作为一种

形而下学的“万能模型”去推演事物的变化趋向就不足取了。 
 
《6》。结论：由上可见，老子和孔子的观点是完全合乎辩证法的，没有丝毫形而上学的味道。同时，老子

和孔子的哲学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可以说都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1*，
将老子注重事物宏观的变化和孔子注重事物微观的变化结合起来，2*，将老子注重事物变化的外因和孔子注

重事物的内因结合起来，3*，将将老子注重事物变化的“质变”“突变” 和孔子注重事物变化“小变”“量

变”“缓变” 结合起来，就是一套相当完好的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的辩证法观点，而矛盾律是辩证

法的核心。 
        实际上，只要不将儒家的“入世”“有为”，和道家的“出世”“无为”绝对化，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在

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中互相推动着发展。事实上，每个人的思想行为总是在交替的使用着“入世”“有

为”和 “出世”“无为”的。而中国文化正是延着这条路径发展的。孔子：“危邦不入，难邦不居”。可见

孔子也有“出世”的一面。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内儒外道”思想的提出由来已久，无论在治国，为人

处事，做文章和绘画等各个方面都有此种主张。而宋朝的邵雍则是儒道互补（或内儒外道）、天人并重、象

数与义理贯通的集大成者。这就是说，“儒”“道”两家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 
        老子和孔子二位先哲早在 2500 年之前就对“对立统一规律”有了全面而透彻的理解和描述。其哲学思

想不亚于所有现今的辩证法大师们对“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论”的理解的综合。老子的“物极必反”“相反

相成”的观点比“否定之否定”简单明了而深刻。孔子从八卦的变化中已经体认到事物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和

由“量变到质变”而走向“否极泰来”。与西方文化中自古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相比，老子和孔子的

辩证法思想就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比当代“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论”的观点的优越之处在于：他们的“阴阳“观点已经

体会到万事万物的的内部构成了矛盾两方面与“中间体”三者“三位一体”结合成该事物的整体。另一方面，

事物本身与外界环境也构成矛盾体和“中间体”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只有“中间体”的存在才能将“阴

阳”两面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冲气以为和”。但是直到现在，那些讲“对立统一规律”的大师和学者们都

还没有认识到矛盾体内中间体的存在的巨大作用。老子和孔子的这些思想观念已经高高的超越了所有的近代

和当代的辩证法大师们。这应该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经典和精华。 
        除了作者在 2008 年在《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科学依据和结构类型》[1]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矛盾

与“中间体”构成“三位一体”的概念和作用外，其他的近代和当地的哲学家们，包括黑格尔，恩格斯，列

宁和毛泽东等等都只知强调“矛盾”，而忽略了“中间体”，不知道“矛盾”的两方面为什么能稳定地统一

在一个个体内。因此，当他们用自己的不完整的，有缺陷的矛盾观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事问题时，发生某

些重大错误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观，就是只认为事物内部只

存在“矛”和“盾”两个方面。因此，一方面要生存发展就只有消灭对方才行。 
 
 

【VII】。八卦对现代科学中物质基本结构的解释 
《1》。用八卦解释与质子结构。 
         一个氢原子 H 有外层的一对电子 e- 和 e+的矛盾体，中心质子 p 的 3 个夸克组成了 3 足鼎立的矛盾体结

构形式。如果用八卦的结构形式来看，就相当于 64 卦中的一个 6 爻卦，即由 2 个 3 爻的单卦叠合成的 1 个 6
爻卦。下面的一个 3 爻卦代表了重大的中心体质子 p，它由 3 个红，兰，禄不同颜色（互为矛盾）的夸克构

成，夸克内部还有大量的胶子为“中间体”将 3 个夸克连接在一起，并供给能量，“充气以为和”，类似于

一个下挂，是氢原子 H 氢原子 H 基础。外层就有一个 e- 和一个 e+的一对小的矛盾（阴阳），并以比电子重

1840 倍质子为中间体，以构成外层的矛盾运动。这相当于组成了一个卦中的上卦。质子 p 有 1031年的极长的

寿命原因在于：质子 p 内 3 夸克之间的引力与斥力在胶子的作用下达到了完美的对称平衡，而质子 p 作为 e-

和 e+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和稳固的“中间体”又使 e-和 e+无法摆脱其控制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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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八卦解释 DNA 的结构 
        将八卦 64 卦与 DNA 中的 64 种密码子相比较，的确印证了 2 者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八卦的结构确实

暗中符合现代科学。八卦只有 2 个不同的独立因子：即“阴爻- -”和 “阳爻—”，每 1 个卦有 6 爻，所以共

有排列各不相同卦型数：26 = 64 种。DNA 中共有 4 种不同的碱基，相当于有 2 对独立而不相同的阴阳爻（4
碱基固定的构成 2 对：1 对是，G—鸟嘌呤 guanine 与 C—胞嘧啶 cytosine 的结合，即 G←→C; 另外 1 对是，

A==腺嘌呤 adenine  与 T==胸腺嘧啶 thymine 的结合，即 T <==> A）。而每 1 个碱基与 1 个磷酸和 1 个糖分

子构成一个稳定的核苷酸，3 个核苷酸一起构建成 1 个牢固的密码子，1 个密码子可以由 3 对相同或者不相

同的碱基对构成。所以共有排列不同的密码子数：43 = 64 种。所以八卦的不相同的挂数 = 64 = DNA 的不同

的密码子数。 
        构成 DNA 的基元单位是由 1 个碱基与 1 个磷酸和 1 个糖分子构成一个稳定的核苷酸。相当于一个 3 爻

组成的一卦。1 个碱基与 1 个磷酸相当于卦中的“阴阳”2 爻，而 1 个糖分子作为“中间体”相当于卦中的

第 3 爻。糖分子将碱基与磷酸牢固的连接在一起，并提供二者能量，“充气以为和”。 
       DNA 是一对双螺旋结构，其中任何一个密码子由 3 个碱基对有序地固定结合而成。3 个碱基对构成的连

接杆（碱基对构成的 3 连体）牢固地支撑和连接着 DNA 中的一个密码子成为空间结构以保证其稳定。1 个密

码子中的 3 支连接杆相当于构成了另外 1 个 3 爻组成的卦。与上面核苷酸所组成的卦叠合在一起来看，就相

当于组成了八卦中的一个完整的 6 爻卦。核苷酸为上卦，密码子为下卦。 
 
再进一步来看，一个密码子或多个有序的密码子确定一个特定的氨基酸，64 种不同的密码子决定 20 种人体

所需氨基酸。遗传信息就存储在有特定顺序密码子中。有特定顺序密码子组又组成有序的多种组合而连接在

一起形成 DNA 中一个特定顺序的区段，这就是一个特定的基因。如将几个密码子所组成的一组当成为八卦

中某一卦的下卦，则一个密码子或者密码子中的一个核苷酸就可以当作为上卦看。总之，八卦的一卦只由 2
个 3 爻的单褂组成。当一个事物有许多层次时，应该按照研讨事物中的重点对象的不同而安排与之相适应的

某一特定卦。 

《3》。与二进位制的比较    【9】     学术界一致认为，八卦的六十四卦系统本身可以看成一种二进位制数的表

示方式，表明易经中蕴含着二进制的原理如下图。从图一中可看出，二进位制的数玛顺序是绝对确定而无法

颠倒的，但所对应的卦变成 3 爻以上就难以精准的确定了。二进位制是严密的树枝状结构，而八卦是圆圈形

结构。所以八卦虽然与二进位制的原理相符，但是不可能也无必要成为二进位制的替代品。八卦的功用在于

用类比法从事物复杂的综合状态和表象的变化，去推断那些无法量化的而由许多纠缠不清的参数所作用的事

物的变化趋向。这些复杂事物的变化趋向往往只能靠人们丰富的经验学识和悟性才有可能有些感受和认识

的。 

    Table 1.  八卦生成和二叉树 

《4》。为什么八卦的模型能与近代科学所发现的物质基元结构，如质子和DNA结构如此类似，与二进制原

理又如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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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stein说：“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

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8]宇宙中的物质物体的结构虽然及其错综复杂，它所

表现出来的状态和现象又千变万化，使人眼花缭乱。但是，复杂来源于简单。复杂的事物只有由许多同样的

简单的基元件层层组成，他才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而宇宙物质的基元件都是 简单 稳固的一对矛盾与其

“中间体”结合成的“三位一体”。 
        宇宙物质基元件的稳定性要求其空间结构的简单性和基元件内的构件的对称平衡，构件之间的对称平衡

愈好，就愈能保持基元件结构的精准性。可以试着想一想，质子有长达 1031年的寿命，这表明它是极其稳定

的。如果作为万事万物基元件的质子不是由几乎相等的 3 个夸克组成的几乎绝对对称平衡的空间结构，而由

2 个或者 4 个夸克组成，它能达到对称平衡和长期稳定吗？同样， DNA的双螺旋空间结构的基元件，即一个

密码子如果不是由 3 个碱基对构成的连接杆将其牢靠地连接成一个空间结构单元，而是由 2 个或者 4 个碱基

对连接，这样的一个密码子就不能保证其结构的精确性和稳定性，这种双螺旋空间结构就会很快的扭曲变形

而塌缩解体。这就是八卦中 3 爻体与物质物体基元件结构准确类似的原因。 

      二进位制所需要记数的基本符号只要两个，即 0 和 1。与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正好相对应。电脑可以用

1 表示通电，0 表示断电；或 1 表示磁化，0 表示未磁化；或 1 表示凹点，0 表示凸点。用电脑科学语言来

称谓，二进位制的一个数位称为一个比特（bit），与八卦中的一个阴爻或者一个阳爻也正好相对应。8 个比

特称为一个字节（Byte），与八卦中 1 卦的 8 种变化形态相对应。依此就能创造出现实世界之外的、变化

万千的另一个世界。从原则上讲，八卦与电脑对事物变化的推演是相通的。但是关键在于：电脑的二进位制

是树杈型结构，有严格的顺序，所以能够精确的量化。而八卦是圆形结构，起始点和过程都有许多的随意性

和可选择性，因此变化的结果难以确定。 
       由此可见，宇宙物体基元件稳定性和精准性要求结构的简单性和对称性，这是造成八卦的简单结构能

与之在原理上相吻合的根本原因。而 2500 年前中国古圣先贤所创造的八卦结构能与现代科学对物质结构的

基元件认识相吻合，表明他们对事物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是极为超前的。他们对宇宙和事物

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能力来源于对天地人“三位一体”思想的信仰。 
 
《5》。八卦原来就是用于推演和预测人事的“得失，进退，吉凶和命运”和社会现象以及天象的。而这些

现象的内外因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理论，如混沌理论，系

统理论，蝴蝶效应等等。但科学对有许多因素相互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现象，如地震，长期天气预

报还都无能为力，对国际，社会，阶层，集体，经济，政治和人事等这些复杂的宏观现象更难以预测。“天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现象仍然大量的存在。而每个人，公司，团体都希望知道自己的未来，这就

是八卦，风水和占卜等仍然在现在还有一定的市场的原因。八卦作为类比推演预测事物未来的工具并没有多

么的神秘奥妙。八卦只是作为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辅助工具或者道具而已。八卦师的学问，智慧，社会经

验，见多识广，随机应变和善于察言观色甚至装神弄鬼等等才是 重要的。 
        所以，实际上，只有善于“对事物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的八卦学者才可能有些成就。纵观中国 2500
年历史长河中，真正利用八卦而有所成就的，也就不超过三，五人吧。而对易经所写的书可谓“汗牛充栋”。

这说明《易经八卦》本身就可以作无数种解释。但是，易经八卦还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在于：第一，作为对

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形象模型，表明任何一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事物必须至少由一对矛盾体（阴阳）及

其中间体“三位一体”共同组成，只有这种结构才能保持一个事物内部的对称平衡，使其达到稳定状态；第

二，作为表示事物从量变到质变具有某些规律和阶段性，第三，作为一种较好的哲学观和认识论。这些基本

观念可启发和帮助人们对尚未了解的事物从事研究分析时，把握住较正确的方向。 
 

【VII】。 后的结论：应该用正确的哲学观指导创新的科学研究 
《1》。2500年前老子和孔子的变化发展的宇宙观和哲学观是与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观点基

本上相符合的，也与近代科学的宇宙论和观察相符合，都认为“能量”与“物质”在“时空”内的相互转变

形成了现在的宇宙和多彩多姿物质世界以及人类。 

    老子和孔子的“阴阳”观点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观点也基本相同，都认为宇

宙中独立稳定存在的物质和物体的内部结构是由矛盾（阴阳）两方面和其中间体结合成“三位一体”而组成。

只有这种结构才能保持其内部的对称平衡而达到稳定。在外因的作用下，事物“从量变到质变”是有阶段性

的变化发展，或者会造成“突变”，其 终结果是完全改变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状态和表象，而“走向反面”

“否极泰来”。 终变成为本质上不同的另外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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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合乎近代科学光辉的思想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现代科学已开始进入到了预测了解亚原子和普郎

克领域（Planck Era，即10-33cm层次)的层次，在这些层次的物质结构和运动状态人们尚未知晓，因为现在

无法用仪器探测到，也许人类永远也无法直接观测到。因此，在这些领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混乱和相互矛盾

的观念。 

    谭天荣：“数世纪以来，在物理学中也积累了大量错误的证明、推理的漏洞、以及稍加注意就能避免的

疏忽。此外，还有一些物理学特有的失误：对实验事实的误解，对数学公式的歪曲诠释，更糟糕的是，各式

各样的概念混淆无所不在，……诸如 此类。经典物理学在微观领域受到挫折，就是这些失误交互作用的结

果，而‘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的教条，又在经典物理学的数世纪失误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失误， 荒唐的

是那些不合逻辑的、稀奇古怪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幻想，即所谓‘新颖观念’，而量子力学则是这一切失误

的总汇。 由于这些失误，现代物理学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所，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奥革阿斯的牛圈。

如果不对它进行一次大扫除，就不可能重建量子力学，就不可能建立普适的、统一的物理学” [6] 

     Einstein 指出：“在建立一个物理学理论时，基本概念起了 主要的作用。在物理学中充满了复杂的数

学公式，但是，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起源于思维与观念，而不是公式.”[8]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下面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基本哲学观点就有先天不足的问题。 

Gµν = 8πGTµν + Λgµν                                 

Gµν是描述时空几何特性的爱因斯坦张量. Tµν 是物质场的能量-动量张量. 爱因斯坦方程 初只有Gµν 和
8πGTµν 两项，一看就知道这2项不可能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矛盾的稳定统一体，因为只有Tµν代表能量-

物质的引力，Gµν 代表作为中间体的时空，而没有斥力。所以，后来爱因斯坦为了保持我们宇宙中引力和斥

力的平衡，不得不加进Λgµν，这个宇宙学项Λ被誉为具有排斥力宇宙学常数。一个没有斥力的爱因斯坦方程

无法解释宇宙膨胀的，将它用于宇宙学就显得先天不足。 

    爱因斯坦认为加进Λgµν是他一辈子中 大的错误。但是。由于这个具有排斥力的Λgµν是从外部加进去

的，而不是与Tµν一起如影随形的构成一对矛盾，所以现在的物理学者将所有无法确定的东西，如零点能，

暗能量等都塞进Λ中去，使Λ变成为万能的垃圾箱，也许这才是爱因斯坦应当后悔的地方。那么，Λ所真正代

表的斥力应当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应当是具有引力的能量-物质所同时所具有的温度，即热能所产生的热压

力和辐射压力。只有引力Tµν和温度Λ如影随形地在一起，才是能量-物质所同时且永远具有的一对矛盾，而

与时空Gµν结合成为“三位一体”的矛盾体。现在从外面加进方程中去的Λ的斥力如何能与宇宙中的每个粒子

的引力相平衡呢？这就是爱因斯坦方程用于宇宙学中产生许多错误解释的根本原因，比如出现“奇点”。但

用爱因斯坦方程用于解决宇宙中的局部问题（在热压力可以忽略的情况下）还是有效的。可见正确的哲学观

对有创新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只要有物质存在，就会有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矛盾），就会有物质的内部结构和外在运

动状态和表象的改变。人们现在虽然尚无法观测和认识亚原子以下这些层次（普郎克领域，即在尺度10-33cm
以下的领域）的物质结构，但 后总会有认识到的时候。在这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中，就正需要正确的哲学

观和思维模式做指导，以便有可能使科学少走弯路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 作者在过去发表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科学依据和结构类型》一文和此文中，提出了许多新

的基本哲学观点。现指出如下。所有作者对《矛盾律》提出的下述新观点已经超出了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

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范畴，当然这些观点也是 2500 年前老子《道德经》和孔子《易经八卦》

所无法认识到的。但是这无法掩盖老子和孔子思想灿烂光辉。这些哲学观点或许有助于新物理学的研究，必

然对认识质子电子这个层次的物质结构和运动状态会有裨益。 
第一；作者头一次明确地指出矛盾双方只有与“中间体”结合成“三位一体”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事物。    
第二；同时也头一次提出 矛盾体的结构可分为下面 4 类型： 
        1*。反质型矛盾。比如氢原子H中e- 与e+的矛盾，核苷酸中碱基与磷酸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

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   
        2*。同质型矛盾。比如，氢分子H2中 2 个e- 与e-之间的矛盾，树林中树木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之间的矛

盾等。  
        3*。个体与整（全）体之间的矛盾，比如，个人与团体（集体）或者国家之间的矛盾，原子核中一个质

子与核子之间的矛盾等。    
        4*。层次型矛盾体。比如，公司或者政府中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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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同时指出，上面 4 种类型的矛盾体中，1*型的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是不能相互转化的。比

如，资产阶级专政就无法转变为工人阶级专政。 
第三；事物外在的运动状态和表象的“中间态”。 
作者在该文中还指出，当一个事物的内部结构的量变尚未达到其“临界点”时，该事物的本质并未发生质变。

但是，其外部的运动状态和表象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某些状态是可以“走向反面”而“物极必反”的。

比如，一个人或者一个物体当其运动速度或者温度达到某一 高点时，必然会反向降低其速度或者温度，这

就是事物运动状态和表象的“物极必反”。关键问题在于：当事物的状态在“走向反面”的过程中，一般必

然会连续的经过许多“中间态”，即所谓的“灰色地带”， 后在达到 高的“极点（临界点）”时发生质

变而“走向反面”。这样的转变过程几乎都是“可逆的过程”。而“可逆的过程”一般是较难产生进化的。 
第四；只有“突变”的“不可逆过程”才是产生宇宙中事物进化的根源。宇宙中事物进化的动因是什么？事

物的“进化”来源于少数事物间的“非线性的”“非循环的”“不可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突变”。只有

这种“突变”才能使事物突然产生不可逆的进化或者毁灭性的衰亡。』[1] 
第五；作者上述的新观点是可以从近代的一些新科学理论的观念中得出结论的。比如，蝴蝶效应，混沌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非线性理论，突变论，协同论等等。非线性的突变现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激光；光，

电和声波的震荡会突现混沌；混沌系统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比常规系统快而敏感。地球磁场在 400 万年间，

方向突变 16 次；健康人的电脑图和心脏跳动是不规则的；细胞的突变为“癌细胞”；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

的突变是经常发生的，所谓的“顿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就是指的这些情况。人的新观点和创

新想法几乎都是突然“跳出来”和“冒出来”的。并不是循序渐进的结果。每个人都曾作过从未“听过，看

过，想过”的情景的梦。人人每天都有睡觉，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如何睡着的。是‘渐变’还是‘突变’？

以上这些都是如何发生的呢？ 
第六；这里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老子的“守中”和孔子的“中庸之道”与毛泽东的“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

左中右”的观念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在老子和孔子 的思想中认为：“中间体”是 稳固的 持久的，两极

应以“中间体”为依附为依归，两极的变化发展应符合“中间体”的发展走向。“中间体”的发展走向决定

了事物总体的发展方向和性质。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二老主张走中间路线。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384~322B.C.）也是提倡“中庸之道”的。因此可以说，“中庸之道”就是圣人之道。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不无道理的。而毛泽东所说的的“左中右”观点是服从于他的“一

分为二”观点的，他不是要使矛盾的两极依从于中间体的符合现状变化发展，而是不断地将中间体分割，即

不断地对中间体“一分为二”，不断地使中间体向左右两极分化，特别是要迫使中间体投靠自己。他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削弱和消灭他的对立面，从而扩大他自己的势力和威权。所以他认为走“中间路线”是右倾投降，

是尾巴主义。所以他要搞公私合营人民公社等等。请注意，毛泽东讲的是要争取中间派，这就是要把中间派

拉到自己的一边，是要使中间派服从于自己，而不是自己应向中间派靠拢，以中间派利益和发展方向作为总

体的利益和发展方向。这就是毛泽东掌权时期社会批判斗争打倒等运动不断的原因。 
        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存在着广大的中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和发展趋向 终会取决于广大中产阶

级的利益和选票。这样，贫富两极的矛盾取决于中产阶级的倾向和利益。而从前和现在的共产党的国家则强

调先锋队或者××代表的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中间体的利益和地位。这就是社会难得和谐的原因。 
        再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奴隶社会发展转变到封建社会，不是奴隶主和奴隶这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

果。而是中间阶层中的自由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结果。同样，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地主和贫

雇农这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中间阶层中的手工业者发展工商业生产的结果。 
 
《3》。现代物理科学研究要走向何处？前面已经指出，由于构成现今宇宙中 简单 普遍 众多 长寿命

的基本物质粒子是氢原子 H，即带一个负电 e- 的质子 p。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的万事万物就是由这无数

的氢原子错综复杂和许多层次结合而成。老子孔子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是符合对所有事物的基本结构及其

变化发展规律的描述的。在这个物质结构的各种层次中，电子的复杂的排列组合结构及其复杂的运动状态和

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起着主要的作用。 

       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中的许许多多的混乱观念和理论均可能来源于对电子及其运动认识的缺乏；现代

科学既不了解电子的内部结构，也不了解他的运动状态和规律，更不了解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射吸收电

磁波的状况。因此，也就不知道它有多少的正常态和受激态。事物的“突变”就可能是电子们在非正常状态

下受特殊的激发作用所引起的后果。混沌系统对外界刺激的倍增反应就可能类似于电子的某稀有震动频率所

受的共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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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现代的科学家们几乎全都忙于研究比电子更次级层次的“超弦”“膜论”“N维”等理论，以求

建立终极理论（T.O.E）,毕其功于一役，并想由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但是跳过电子这个层级的企图，这

种跨越式的的研究很可能会走入盲区，他们的这些新理论如果无法较正确地解释有关电子的一切结构状态和

行为，他们就难以取得成功。正电子的电荷既然能够在质子内被 3 分而且有超长寿命，正电子的内部结构也

很可能类似于质子的 3 个夸克。同样，负电子的电荷在中子里也可能是被 3 分的。而且，电子和夸克及强子

一样都有 3 个同样的物理量：质量，电荷和自旋，都有极稳定极长的寿命。也许正是这种复杂的结构才可能

使电子发射和吸收许许多多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现在宇宙中所进化成的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的思维

活动，都是原子中的电子在由电子键所组成的物质的活动的表现。为什么现代的物理学将电子看成是简单的

点结构呢？前面许多分析质子的有效地哲学观点或者有助于指导对电子的研究。 
      
《4》。哲学是世界观的学说。因此哲学家研究和探讨问题的方法主要的是归纳法，即用宏观的抽象的概括

的方法。但是哲学家们为了了解和分析某些具体的事物，也会乐于或者善于运用演绎法和分析法。而科学家

们，除了少数，例如爱因斯坦，大多数的科学家们都习惯于用演绎法和分析法思维，加上西方是形而上学的

故乡，他们总想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深入再深入，细分再细分，这并不坏。但他们不太喜欢对研究的对象作

宏观的归纳，作一些哲学性的思考，以便用事物的普遍规律作指导，使具体的科学研究不至于迷失方向。现

代科学中的许多错误皆源于迷信和偏见和维护自己和学派的权威，比如，奇点问题，狄拉克海和虚粒子对问

题，暗能量问题等等。不同的学者实际上都是在自己所喜好的和惯用的思维“框框”内作研究和看世界，由此

而产生某些偏见和盲目的信仰。 
        特别是在非自然科学领域，由于加上了利害关系，学者们的偏见和盲目的信仰更为普遍和荒谬，使得他

们无法运用较正确的哲学观导引自己的学术研究。所以圈外的学者们学子们和普通的人们都不要迷信权威，

都要有独立思考和怀疑批判的精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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