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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思考一下 20 世纪理论物理中是不是存在更大的结构性问题，理论错误是不是开始得更早，不是始

于 1974 年而是 1905 年，则将是物理学界之大幸，科学界之大幸。”我只想说，理论的错误始于 1687，始于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刘成松先生还说：“顺便提一下，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模型与真实的宇宙行星运动

状态不符。太阳系中八大行星都是同向共面公转，而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模型，行星根本就不需要是这

种运动状态。行星可以围绕恒星在任何方向上公转，恒星系应该是一个球体而不应该是一个平面，这种现象

只有我的理论能够解释，我已经用我的理论证明，我相信将来天文学家会像当年支持艾萨克•牛顿万有引力

理论一样的支持我的新理论”。美国科学家王令隽教授能否带出“神人”倍出呢？我们来看发生在 2014 年初

春的故事。王令隽说光子的质量等于零，按照经典的牛顿理论，质量等于零的“粒子”所受的万有引力是等

于零的。其次，光是可见频谱段的电磁波，经典电磁作用力和万有引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基本作用力，它不

服从万有引力定律，光不存在逃离引力的问题。因此，即使存在经典意义上的“黑洞”，光子也是不受万有

引力约束的，所以，霍金所说的“在经典理论中物质无法从黑洞中逃脱”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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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残智不残对智残身不残 

《刘成松的博客》2014-02-08 中说：王令隽教授

在《有感于霍金认错》一文中讲：“如果学界能够从

霍金的错误和霍金现象中得到启发，思考一下是不

是有比霍金的黑洞理论更大的问题，思考一下 20

世纪理论物理中是不是存在更大的结构性问题，理

论错误是不是开始得更早，不是始于 1974 年而是

1905 年，则将是物理学界之大幸，科学界之大幸。”

我只想说，理论的错误始于 1687，始于《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刘成松先生还说：“顺便提一下，牛

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模型与真实的宇宙行星运动状态

不符。太阳系中八大行星都是同向共面公转，而根

据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模型，行星根本就不需要是

这种运动状态。行星可以围绕恒星在任何方向上公

转，恒星系应该是一个球体而不应该是一个平面，

这种现象只有我的理论能够解释，我已经用我的理

论证明，我相信将来天文学家会像当年支持艾萨克•

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一样的支持我的新理论”。美国科

学家王令隽教授能否带出“神人”倍出呢？我们来

看发生在 2014 年初春的故事。 

2014 年 1月 26 日《中国日报网》根据《自然》

（英文）相关报道，发布《霍金新论文宣称无黑洞

只有“灰洞”（ 被吞噬物质可释放）》的消息，一

时间引起不少人的兴奋。如燕山大学石油工程研究

所的李子丰教授发表网文说：“霍金认错，承认黑

洞根本不存在，中国物理学会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

理学分会的天-塌了。同时证明：我以实名、通知、

公开的方式阻止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黑洞等为研究

内容或研究基础的项目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是正确

的；我以实名、通知、公开的方式阻止以爱因斯坦

相对论、黑洞等为研究内容或研究基础的成果的人

申报院士是正确的”。李子丰教授还说：“美国大

学物理教授王令隽写了几篇不错的综述文章（附件：

王令隽-有感于霍金认错；王令隽-论质能关系；王

令隽-科学上会不会有万能的最终理论；王令隽-光

的波粒二象性漫谈），值得浏览”。他要“祝理论

物理拨乱返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江兴流教授也站

出来说：“《科技中国》在 2008 年第 5 期 93 页登载

了我提出的‘黑洞’不存在的理论，而霍金最近才承

认‘黑洞’不存在。这是震惊科技界的大事件”。江

兴流教授认为能量的基本单位是涡旋，黑桐并不存

在，它只是暗能量形成的带有轴向高能辐射的涡旋

星体。他研究暗能量和反重力现象，认为质量的概

念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必要的，应该研究质量的

来源，以寻求航空航天推进原理的新的突破。作为

“黑洞”理论创始人之一的霍金，由于无法解释“视

界”现象，近日（2014.1.22）宣布“黑洞”不存在。

这一震惊物理学界的事件揭示了现有物理理论框架

的缺陷，也提醒我们要对信息、质量、能量、引力

作出更准确的定义。 



 Academia Arena 2014;6(2)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71 

江兴流教授以研究“真空零点能和冷核聚变的

解释”著称，而他的“真空零点能”基本原理和霍

金的“灰洞”并无本质差别。因为都是基于以下两

点：一是卡西米尔效应的实验证实，使得真空中在

绝对零度条件下仍然存在本底的能量（江称为真空

零点能）成为一个没有争议、且科学界普遍接受的

现象。二是早有量子力学的经典理论海森堡的不确

定性原理指出：不可能同时以较高的精确度得知一

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因此即使温度在绝对零度时

粒子也必定仍然在振动（江也称零点振动的能量为

零点能）。因为如果粒子完全停下来，那它的动量和

位置就可以同时精确的测知，这是违反不确定性原

理的。由此，正如江兴流解释所说，真空作为正反

虚粒子对，充满时隐时现的粒子和在零线值上涨落

的场，霍金也正是以这两点为基础，1972 年才推想

建立黑洞会放出黑体辐射的数学模型；1973 年 11

月底，在牛津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霍金正式宣布如

果将量子理论加入、黑洞好象不是十分黑的黑洞辐

射研究成果，震惊了全场物理学家。 

这是不确定性原理在“真空”宇宙的黑洞视界

之外也不例外的应用：如果在黑洞外产生的虚粒子

对，其中一个被吸引进去，而另一个逃逸，这个逃

逸的粒子不需要跟其相反的粒子湮灭，可以逃逸到

无限远，就像黑洞发射粒子一样。这个被证实的猜

想，后来被命名为霍金辐射。由于它是向外带去能

量，所以它类似吸收了一部分黑洞的能量，黑洞的

质量也会渐渐变小、消失；其次，它也向外带去信

息，所以不违反信息定律。实际霍金辐射早就是一

种黑洞是“灰洞”的一种表述，且也被称为贝肯斯

坦-霍金辐射。 

《中国日报网》今天的报道，是从霍金的《黑洞

的信息保存与气象预报》论文中挖的“爆料”。这

不是篇专门“认错”的论文，反过来也可看成是检

验社会“智残”的文章。因为即使未来“乌托邦”

社会真的存在，也不像某些人直接告诉的如何去实

现，而像气象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把人死看成“黑

洞”不复返，黑洞视界就存在每个人的身边，但视

界具体信息存在哪儿又是不确定的。该论文从此类

映射看出，霍金只承认一是自己最初有关视界的认

识是有缺陷的，光线可以穿越视界慢慢地向外辐射

而收缩。二是由于找不到黑洞的边界，因此黑洞是

不存在的。三是对于这种逃离过程的解释需要一个

能够将重力和其他基本力成功融合的理论；在过去

近一百年间，确实没有人从社会气象联系物理解释

这一过程。但“爆料”却得出结论：霍金在发表的

论文中承认黑洞不存在，不过“灰洞”存在，再次

以其与黑洞有关的理论震惊物理学界。其实即使霍

金说“缺陷”是黑洞不存在，只存在“灰洞”，也

不过如“白马非马”，是一个类似逻辑概念的争论，

并不涉及物理学的本质。至于黑洞边界找不到，也

是一个类似逻辑概念的争论。 

例如，你不具体说出一个黑洞的质量，当然它

的边界也就找不到。所以美国卡夫立理论物理研究

所的理论物理学家波尔钦斯基说：“根据爱因斯坦

的重力理论，黑洞的边界是存在的，只是它与宇宙

其他部分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各种媒体却纷纷跟

进“霍金推翻自创黑洞理论”、“霍金自我否定”

等类夸张报道；这种类似的闹剧，也曾发生在我国

《参考消息》2004 年 7月的报道，说霍金在英国广

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表达他有承认黑洞理论有误

的想法；而且霍金在都柏林第 17次广义相对论研讨

会上宣布，他已能对黑洞信息悖论做出圆满的解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洞是可以‘重新开放’的，

从而释放出落入其中的信息，然而这一模式是在他

以前未能想到的”；报道并说霍金的这一新理论，要

到当年 8月份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但到 2004 年

10 月网易科技报道，2004 年 8月已过，但霍金并未

发表论文阐释其理论的具体数学推演步骤。 

霍金为什么会搞这种“偷着乐”？众所周知，

霍金教授虽说 40年来身在英国科学殿堂引领天体

物理学术潮流，但这个领军人物1974 年（32岁）

后就全身瘫痪，1985 年动了一次手术后，基本上丧

失了讲话能力，后来只能依赖一种语音合成器发言。

瘫痪了 40年的霍金，生活上处处要求人，这种极大

的反差，使他不能像阿拉法特那样具有直言不讳的

斗争性格，所以他把原先类似“刺刀见红”的斗争

性格转变为“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这是一种生

存之道：一是为减轻冲突，生活上换取求人的方便。

二是由于行动的不便，看书和做实验都不能比过常

人，也许只有用麻痹对方，以产生学术上“乌龟与

白兔赛跑”类似的效应---如别人以为霍金都说错

了，也就不去研究了，然而他却仍在埋头苦干，等

别人醒悟过来时，他已经又攀登到新的高峰。这种

不按正规“出牌”类似声东击西的办法，40年来让

他多次取胜，运用得炉火纯青；不管是同事、朋友、

学生，还是竞争对手，总是成了落后者。甚至霍金

利用他身体的残疾和不按正规“出牌”的思维，使

他把“身残智不残”变为很多人的“智残身不残”。

霍金的这种智慧和“恶作剧”最早表现在他的《时

间简史》一书中，我们就举例来说吧。 

例如，《时间简史》开篇第一章讲“乌龟塔”一

类没有极限的宇宙图景不对；但后来他又说他关于

宇宙有极限的图景，也可能像“乌龟塔”那般荒唐

可笑。又如，《时间简史》的最后，霍金说到他发现

的“终极理论”，应看作是人类理智的共同胜利；但

后来他又说这是一种“傻瓜”理论。2002 年他不远

万里来到我国，在杭州和北京万人大会上煞有介事

地讲他研究的弦理论、膜理论，但他又对一些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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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怀疑他的理论能否成功。霍金的智慧来自哪里？

霍金的父母都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他的父亲还是英

国的一位共产党人，并是经常出国从事热带病研究

的高级医学家；母亲则从事过许多职业。霍金和他

的妹妹在伦敦附近的几个小镇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当时汽车还未进入英国市民的家庭，但小镇的居民

却看到霍金一家人，会驾驶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穿

过街道奔向郊外----也许这辆古怪的车子，拓展了霍

金一家自由活动的天地。而作为生活在资本主义国

家中的共产党人的儿子，霍金不可能像生活在社会

主义国家中的孩子，可以依靠国家钦定的科学哲学

推理取胜，而从他父亲身上可熏陶学到“进两步退

一步”的取胜之策。 

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儿子霍

金的科学成功，却被反相反量反中医的美国科学家

王令隽教授作为喝倒彩的对象，一直引起我们的关

注。我们不妨以王令隽教授发表的《有感于霍金认

错（订正稿）》一文来探讨其中的原因。该文开篇就

说：“霍金又认错了。之所以说‘又’，是因为他十

年前已经认过一次错。2004 年他公开承认自己 30

年前提出的黑洞理论的错误”。王令隽还说十年后的

今天，霍金在 70 岁时终于在网上向学界承认黑洞理

论是他一生铸成的“大错”。王令隽是真相信霍金的

话吗？不，王令隽根本不相信霍金的“认错”是真

的，王令隽说：“霍金认错，否认黑洞的存在，已经

是无法抹掉的事实。至于他以后是否会翻案，说他

今年的认错是他一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谁也说不

准”。于是王令隽借别人的口调侃霍金认错又翻案的

“恶作剧”智慧，是“认错”一次“伟大”一次：

1974 年提出黑洞理论是伟大的，30 年后承认这一理

论错误也是伟大的，再过十年以后更进一步否认黑

洞的存在是更加伟大的，如果几十年后他再宣布

2014 年的认错是错误的，也应该是更加伟大的。 

王令隽拿霍金的霍金智慧没办法，终于在“有

感”文章追溯黑桐史中对霍金露出“真容”，他说在

40 年前的黑洞研究高潮中，霍金成了一个成功的弄

潮儿和这一产业中的最大受益者；他的成名，就是

所谓的“霍金辐射”。霍金的这一“发现”，其实并

不是发现，这里除了重弹海森堡测不准关系能够无

中生有地创造物质的老调，有能称得上是霍金的原

创“发现”吗？可就是这样简单的将量子力学中的

测不准关系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拼盘炒作炼

制出来的 “霍金辐射”，为霍金赢得了意想不到的

名利。1980 年他被聘为剑桥大学的 Lucasian 讲座教

授（牛顿、狄拉克都曾担任），因而名声大噪。   

王令隽说得好，既然霍金没有承认海森堡测不

准关系类似的不确定性原理是错的，也没有承认卡

西米尔效应的实验证实是错的，那么霍金承认他的

黑洞理论是一生铸成的“大错”何来之有？而霍金

运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卡西米尔效应创新推论

出量子黑洞辐射，何为不是新发现？王令隽是智残

身也不残？还是另有企图？王令隽在文章的第 9 节

“中国学术界应该从霍金现象中吸取什么教训”中

说：“许多知识分子几乎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到

批判的东西便是当然正确的，这种心理使得曾经在

文革中遭受批判的相对论和大爆炸理论立即成了学

术时髦”。王令隽怀念在文革当“红卫兵”的闯劲，

溢于言表，只是没有直接说文革中霍金是否遭到批

判？ 

但我们这里有一本重庆大学1976年2月出版的

“内部交流”大型刊物《新物理探讨》第 4 集，第

161-162 页上刊登有一篇《一种荒谬的推论-----评霍

金小黑洞》的文章，是武汉市 31 中李育德先生写的。

他说美国的三位实验室科学家，基于英国剑桥大学

的霍金根据大爆炸宇宙论推测的太阳系内存在不具

有临界质量的小型黑洞，提出一项利用小型黑洞超

强引力场引起的热核反应，将热核能换成电能，经

过空间站以微波形式再将能量输回地球的新能源方

案，反映的是遍及西方各国的新能源危机中，美国

科学界的画饼充饥，和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帝日益没

落的历史总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爆炸宇宙

论的荒谬性。而王令隽对文革的认识只是说：“文化

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思想自由的摧残，既造

成了中国科技十年的停滞，又刺激了知识分子对政

治干预学术的反弹”。这似乎成了受到人格和思想自

由的摧残知识分子的不是，因为他们对文革政治干

预学术的不满，成了他发挥“红卫兵”闯劲的障碍；

当然也成他出走美国的“价值”。 
 

二、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悲剧 

1、王令隽悖论 

我们想写一篇《反相反量反中医调查报告》，有

人问：你们想告诉读者什么？我们想告诉的是：震

泰山易，震中国科学难！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经过

5000 多年的社会运动，中国科学的模具藏象论与西

方科学的方程藏象论终于走到了一起，成为历史上

最好的揭示前沿科学是重在应用的好时期，不容“智

残身不残”来搅局。 

我们感谢吴水清先生从不远万里请来了王令隽

教授，北相会员徐实先生说：2013 年 5 月的一天，

北京，一位来自于大洋彼岸的学者对一群人呼喊：

“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你们现在所做的是多么

大的一件事情。你们不仅仅是在研讨或批评相对论，

仅仅在实践一下学术自由，发发牢骚。你们多年的

坚持，是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们在挽救科

学，你们在为物理学的复兴而奋斗。”这群人就是北

相人，呐喊者名叫王令隽。这位美国“官科”一连

喊出五个“不要”：不要迷信天才，不要迷信数学，

不要迷信“相对论已被实验证实”的谎言，不要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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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洋人，不要迷信舆论。当时我们正在寻找反相反

量反中医的世界第一人，此时眼睛一亮，王令隽教

授不正是这样一个全才吗？我们看过杨本洛、蒋春

暄、郭汉英、李子丰、梅晓春等著名教授反相反量

的材料，但都没有达到王令隽教授的广度和深度，

难怪网名“5454121”的网友要欢呼：“王令隽万岁！”

“王令隽的话句句说到心坎上来咯！！！”但一听王令

隽在北相的讲话就是悖论。 

王令隽不是说“不要迷信洋人”吗？但他自己

却先要做个“洋人”。张操教授和王令隽在美国留学

是同学，类似的北相会员拜建军先生也兴奋呼唤张

操教授“是美国人、镀金的洋人、著名学者、美籍

华人”。周吉善先生说，他 20 多年前就把挑西方科

学的毛病作为己任，到如今获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

果，但北相却把王令隽捧上了天。周吉善先生不知

道“王令隽悖论”，不迷信洋人，实际是要相信他这

种“洋人”。王令隽教授写的《有感于霍金认错》一

文应该列入理论物理学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的

参考材料，因为他系统地批判了现代物理学几乎所

有转折点的主流科学成果，说了 7 个方面如何从霍

金的错误中吸取的教训，得出结论是：“人们根本就

不必懂相对论和量子场论，不必懂群论拓扑，仅仅

需要一点常识和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就可以判断

这些所谓的“粒子”是不是基本粒子”。如果王令隽说

的是事实，那真是天下之大幸。但王令隽几乎是胡

扯。  

例如，王令隽说光子的质量等于零，按照经典

的牛顿理论，质量等于零的“粒子”所受的万有引

力是等于零的。其次，光是可见频谱段的电磁波，

经典电磁作用力和万有引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基本

作用力，它不服从万有引力定律，光不存在逃离引

力的问题。因此，即使存在经典意义上的“黑洞”，

光子也是不受万有引力约束的，所以，霍金所说的

“在经典理论中物质无法从黑洞中逃脱”是不准确

的。 

这看似说得有道理，但王令隽这主要是从经典

电磁作用力和万有引力的理论上讲的，而理论，无

论是中国科学的模具藏象论，还是西方科学的方程

藏象论，传递的交换信息都只能是一些藏象模型模

具，而且还可能是多模型模具的，它们都只类似法

律一样，适用一定的范围；它们相互间不存在矛盾，

类似是以实验具体判案的。所以光子受不受引力的

约束，是实验说了算。而实验证明光线经过星球会

发生弯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王令隽却以“电磁场和电磁波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实验上都和万有引力无关”来否定光线经过星

球会发生弯曲的验证，这实际是把两类不同的“案

例”纠缠起来，这同法律审案要具体区分是不同的；

由此，可知王令隽的“歪理”错在哪里？我们一直

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王令隽这一类人？如果仅从环

境政治教育来考虑，但我们也和王令隽一样走过相

同的环境政治教育的道路，为什么我们在文革中和

文革前就只认定模型模具科学藏象论的吸收呢？我

们想到走向科学的童年的一幕一幕刻骨铭心的经

历，一直在寻找杨本洛、蒋春暄、郭汉英、李子丰、

梅晓春等著名反相反量教授走向科学的童年的“切

片”，但一直不可得。但正好王令隽教授介绍有这样

的“切片”，这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2、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悲剧 

2013 年 11 月 16 日美国科学家王令隽教授在

美国说：“关于大型基本粒子实验证实的间接性和不

可靠性，我已在多篇文章里谈到。上帝粒子探测的

间接性是又一个例子。仅仅根据对撞的最终生成物

质子，电子，介子和光子的空间和能量分布就能反

推上几代的反映过程，就能断定诸多费曼图所代表

的衰变过程的存在，就能断定图上的虚夸克，虚玻

色子，虚胶子和上帝粒子的存在？这和根据病人的

脉搏和舌苔的观察来断定肺属金，肾属水，肝属木，

心属火，脾属土，从而证明北方属水，东方属木，

南方属火，西方属金，中间属土，并进而证明人的

命运决定于天上的星相，用的是同样的逻辑和推理。

基本粒子动物园里有几被好百号动物，即使按照标

准模型中的夸克理论，有质量的粒子也有 53 个，他

们都必须通过上帝粒子以获得质量。这里边有多少

可能的上帝粒子的生成机制和衰变渠道？仅仅根据

对撞的最终生成物的能谱上的一个共振峰就能证明

所有粒子的质量是通过自发对称破缺机制获得

的？” 

王令隽说他之所以不相信现代科学实验的结

论，来源于走向科学的童年。2013 年 5 月 11 日王

令隽教授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作的《破除迷信，

为新世纪物理学的复兴而奋斗!》演讲中说：一个真

空中行进的光子，不管它的能量有多大，都不会无

中生有地产生正负粒子对。这样的现象从来没有被

观察到。我有一个亲历的故事可以说明这种所谓的

“产生”根本就是一种无知的误解。我爸爸有一个

朋友叫徐金生，是同村的医生。我小时候，金生伯

伯经常到我家来串门。除了可以蹭到一代黄烟甚至

一支香烟以外，还可以从逗我之中得到些乐趣。有

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叫金生，他说是命里缺水。我说：

“那应该叫水生啦。金生不是命里缺金吗？”他说：

“这你就不懂了。按照阴阳五行的道理，金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环环相生，生

生不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五行相生的理论。我能

理解后四种变化。有了水才会有庄稼和花草树木，

所以水生木；有木头就能生火，所以木生火；火可

以把什么东西都烧成灰土，所以火生土；金银铜铁

锡是从土里挖出来的，所以土生金。但是金属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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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生出水来呢？金伯伯说：“去，拿把菜刀来。”

我知道他又要传道授业解惑了，立即兴奋地从厨房

里拿来一把菜刀搁在桌上。金伯伯把燃著的香烟放

在菜刀上。不一会，烟头下面就生出水来。我看了

觉得十分惊奇。“你看，金能生水”，金伯伯得意地

说。 

王令隽说，我当时小学还没毕业，不知道香烟

是碳水化合物，燃烧以后会分解成碳和水；水分子

在冰冷的菜刀上冷凝而成水滴。自从上了那一次天

下之大当以后，我对所有的“创生”之类的实验有

一种几乎是本能的警惕。由此王令隽还在《科学上

会不会有万能的最终理论？》一文中说：“中医成功

的案例不胜枚举。其成功率决不下于基本粒子碰撞

理论的成功率。中医成功的案例可以作为阴阳五行

学说基本假定的间接证据，但能不能根据这些间接

证据来判定阴阳五行基本假定的正确性呢？科学发

展到今天，我想不太会有人相信世界万物的基本组

成元素是金木水火土，也不太有人会相信人体器官

和金木水火土的必然联系。中医成功的例子成千成

万，比粒子散射实验的成功例子不知多多少倍，尚

且不足以支持阴阳五行理论的基本假定，可见依靠

一些有限的间接证据来一揽子地证明一系列假定是

多么地不可靠”。  

王令隽的金伯伯拿香烟放在菜刀上燃烧的实

例，图解“金生水”害了王令隽，但这只表明徐金

生先生顺手举的这个实例不确切，并不表明我国中

医五行学说中涉及“金生水”的这一环就不成立。

例如，我们童年生活在四川一个偏僻的山区农村，

看惯农民用锄头挖水井，就容易理解“金生水”的

这层意思。因为它同“水生木”一样，指有了水，

才会长庄稼和花草树木，但并不是水直接变成花草

树木。锄头是铁打造的，挖土打井找水在远古时代

比其它任何木制、石制工具都好，所以说“金生水”

并不离谱。现代用钻机打井找水，更能体现“金生

水”的这层意思。但王令隽却因徐金生先生的失误

耿耿于怀，长大成人后，即使做了美国科学家，仍

把徐金生的不确切实验“创伤”，发泄推理到“费曼

图”和正负电子对湮灭等实验上。如王令隽在北相

演讲中说：“正负电子对产生相对应的逆过程是正反

粒子的湮灭，没有任何实验证明这种湮灭现象的存

在，有的只是一些理论上的费曼图。在量子电动力

学里，电子和电子的碰撞叫莫勒散射，碰撞以后这

一对电子会交换一个虚光子，然后变成一对新的电

子。电子和正电子的碰撞叫巴巴散射，碰撞以后正

负电子也会交换一个虚光子，或者短暂湮灭，形成

虚光子，然后又生成新的一对正负电子。这些最终

的生成物是可以测量到的，但是过程中间的虚光子

是无法测量的，所以正反粒子对的湮灭和产生也是

无法测量的。既然粒子对的湮灭和产生无法直接测

量，你怎么知道它一定存在呢？”王令隽拿正负电

子对湮灭现象存在，并在最终的生成物上可测量到，

类比徐金生拿香烟放在菜刀上燃烧做“金生水”的

不确切实验，这种类推实在没有道理，从医学上说

类似童年心灵创伤性“神经病”。 

但这个美国科学家的“悲剧”却要全体北京相

对论研究联谊会的成员和追随者来承担，这就不能

不让我们来梳理王令隽教授对现代理论物理学的所

有批判。好在河南师范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薛晓

舟教授编著的《量子真空物理导引》一书，10 年前

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能够回应王令隽教授所有对

现代理论物理学成果的指责。这里我们不准备细说。

而我们也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有《三旋理论初探》

和《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两本专著，能够回

应王令隽教授对现代理论物理学一些纠缠，以及能

把中国科学的模具藏象论与西方科学的方程藏象论

合拢起来。 
 
 
2/11/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