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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月生先生（笔名刘粤生），我国杰出的信息自然哲学家，1938 年生于广州市，安徽枞阳人，新疆

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66 年新疆大学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信息增殖进化论、生态文明、类比逻辑。

主要著作：《自然论纲》、《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信息革命在中国》、《生态文明观

与全球资源共享》，《信息范型与观控相对界》等。学习刘月生老师的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两个概念分类，

使我认识到：交换信息类似结构信息的降维结构全息图，虚拟程序和实体属性两者都能无限可分，但两者

量子纠缠因存在观控相对界又是有限的。物质和信息的本质是什么？从观控相对界看，物质是相对信息而

言，类似复数偏重实数的一种现象；信息是相对物质而言，类似复数偏重虚数的一种现象。物质不能直接

进入大脑变成为意识，人们认识物质常常要通过大脑的意识起作用。把大脑比作一个点，那么物质进入点

内，信息即是进入点内的编码。三旋理论认为，虚数也联系点内空间，所以信息范型类似虚数论，它的观

控来源于物质和信息相对观控界面是有眼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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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生先生（笔名刘粤生），我国杰出的信

息自然哲学家，1938 年生于广州市，安徽枞阳人，

新疆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66 年新疆大学

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信息增殖进化论、生态文

明、类比逻辑。主要著作：《自然论纲》、《生

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信息革命

在中国》、《生态文明观与全球资源共享》，

《信息范型与观控相对界》等。 

2015 年 8 月 7 日我接到新疆气象科学研究所

老所长张学文教授的来信，说他昨天“去刘月生

家，叩门，无人在。我问邻居，答刘先生上个月

已经过世，另外一位邻居说是 5月……愿刘先生安

息！让我们共同怀念他对朋友的热情帮助和对学

术的热情追求”。我顿时感到万分地悲痛。请他

带我向刘老师的家人致哀。 

刘月生先生是我敬爱的一位最难得的亲密的

学术老师和朋友，我们第一次相见，是 1996 年刘

月生老师被评为新疆医科大学教授，他来成都开

学术会议，取道绵阳与我会面的。由于我当时到

绵阳日报社时间不长，工作很忙，又单身一人，

没有很好地接待他，也没有很好地交谈，他就匆

匆地离开了。后来他为我的《三旋理论初探》一

书写序时，才知道他对我早就有所了解。我是

1989 年去延边大学拜会孙裕文老师时，才听说刘

月生老师名字的。孙裕文老师是《延边大学学报》

的主编，我的论文在延边大学学报发表后，他建

议再写书出版。去时，他把延边大学出版社刚出

版的《自然论纲》一书送给我，说新疆医学院的

刘月生老师是学习的榜样。孙裕文老师说，他跟

武汉的吴学谋先生有交往，上世纪 80 年代初刘月

生老师在新疆整理和介绍吴学谋先生的泛系方法

论，很有影响，由此他才认识刘月生老师的；还

说刘月生先生心胸宽阔，思想活跃，与人为善，

容易结交。 

当时我在盐亭县科协工作，在认真地读完

《自然论纲》后，被刘月生老师总结和提出的

“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两个概念深深地吸

引和打动。因为我的理解是，结构信息类似生产、

实践、实验，而交换信息类似学习、对话、书本。

两者的关系类似量子纠缠，至今仍闪耀着的光芒。

例如，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说：我们

自身所处的宇宙并不存在，而类似电脑虚拟程序

装置，是与人类的大脑本身连接进而传递信号。

又如《自然》杂志和《纽约时报》刊登“早期宇

宙中星系互连关系，和大脑神经元相互连接几乎

一模一样，大脑细胞与整个宇宙拥有一样的结

构”。还有如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日本

茨城大学百武庆文教授等，试图证实宇宙全息图

类似二维平面编码，宇宙就像是信用卡内置的安

全芯片，存在一个二维平面，其中包含了可以描

述某个三维对象的一切信息。 

学习刘月生老师的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两个

概念分类，使我认识到：交换信息类似结构信息

的降维结构全息图，虚拟程序和实体属性两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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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限可分，但两者量子纠缠因存在观控相对界

又是有限的。物质和信息的本质是什么？从观控

相对界看，物质是相对信息而言，类似复数偏重

实数的一种现象；信息是相对物质而言，类似复

数偏重虚数的一种现象。物质不能直接进入大脑

变成为意识，人们认识物质常常要通过大脑的意

识起作用。把大脑比作一个点，那么物质进入点

内，信息即是进入点内的编码。三旋理论认为，

虚数也联系点内空间，所以信息范型类似虚数论，

它的观控来源于物质和信息相对观控界面是有眼

孔的。 

刘月生老师对这项工作的推动，使我还推证

出观控相对界信息熵的一组数学公式，而认识到

以往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随着类似信用卡芯片及

网络的世界大工业革命，还会与时俱进。因为基

于和符合是两回事，整天针对的类似时间、空间、

物质、质量、运动、惯性、引力、能量等自然现

象，产生类似杨本洛教授说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

自洽性两个绝对原则，并不存在。类似时间、空

间、物质、质量、运动、惯性、引力、能量等自

然现象，在进入人的大脑或电脑一类机器网络里，

甚至是自然、宇宙本身的微观世界，都一种类似

符号动力学的编程编码结构，正是从经典的符号

动力学的编程编码结构，延伸到最深层次的弦圈

三旋符号动力学的编程编码，这对应自然发生的

协调机制，是有统一基础结构类似的定位系统网

格细胞一样，这在人们进行的物理精准数学测量

中，时间、空间、物质、质量、运动、惯性、引

力、能量等，已都不是“普世性”，而是“本地性”的。

如计量一块石头物质，我们称的是重量。同一种

东西在地球不同的经纬度秤量，都是不同的。这

就是自然科学的本地性。 

自然和哲学同一，需要引进不同重力加速度

进行计算。这对应自然发生的类似定位系统的位

置细胞，是普世性发生的科学空间位置。但在

1996 年要说服刘月生老师，还需要时间。因为在

刘月生老师的《自然论纲》书中，对结构信息和

交换信息的定义是：“结构信息是物质的信息属性，

是依附于实体的属性。交换信息是物质间的信息

关系”。这没有错。而且《自然论纲》一书是 1983

年在北京召开辩证自然观学术讨论会期间开始酝

酿，三所大学的四位作者 1984 年在大连确定全书

编写提纲，1985 年在新疆乌鲁木齐讨论未定稿，

1986 年在新疆和北京几经讨论修改才定稿的。到

1989 年正式出版已经 6 年，其间还征得三校马列

主义教研室负责同志的同意，可见《自然论纲》

是求稳重的。但我对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两个概

念既喜欢又持个人看法。今天来看中科院自动化

所复杂系统控制实验室主任王飞跃谈第五次工业

革命的演讲，也许能表达我的体会。 

王飞跃教授在《跨界、跨世界：迎接平行时

代的智能产业与智慧社会》的演讲中说：在机械

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之后，我们进入了

以虚实平行互动为特征的智能技术时代的第五次

工业革命（X5.0）。当前兴起的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可为平行系统的构建提供实时、全面、

有效的输入，其作用可概括为：“数据说话”，“预

测未来”，“创造未来”；而合成起来，就归结到一

个人工社会，一个计算实验和一个平行系统，实

现从知识的表示、决策的推理，到情景的自适应

学习和理解的大闭环反馈运行，产生的原始数据

源于实际，补充实际；异于实际，高于实际；引

导实际，创造实际。而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工业 4.0），旨在利用信息通讯技术

物理系统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

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但如德国“工业 4.0”只是在

总结已有的东西和宣传营销成功，没有新的理念、

方法和技术。 

智慧的“平行社会”，所需的即时编写并修改

机代码，而且即写即用，使其成为谋生的常规手

段。可以说今天的科技“码农”，就是智能平行时代

的“工人农民”。王飞跃教授说得很对。但如果把交

换信息的学习、对话、书本看成类似编码、修改

代码，且即写即用，那么人类社会从出现生产、

交易、语言、图画、文字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

就都是一些“码农”。所以问题不在于结构信息和交

换信息的实在性，而在于王飞跃教授阐述的平行

的虚实互动理念。我称之为“点内空间”或“0 点量

子论”，即我们在说话写字画图学习交流等时，实

体属性的结构信息都类似进入了“点内空间”，包括

宏观物质在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运动。“知必虚

而解”，例如 X2 +1=0 不仅要考虑实数，还要考虑

虚数，如果只找实数，那就是无解；引入虚数，

扩大解的空间，这样就会“有解”。 

仅限于物理空间中的不可分不可知，在物理

和虚拟合成的平行空间里就能够可“分”可“知”。物

理空间就是实数，网络虚拟空间就是虚数，人类

往往除了知与不可知，分与不可分以外，不承认

“虚实二象性”还有“智力的不对称”。有解无解差别

很大，量子力学、相对论的推导和数学就是建立

在这个差别之上的。如果没有虚数，今天许多计

算机程序就要停下来，也就没有了今天的信息产

业了。所以，虚数半点不虚。例如机械化的典型

特征是蒸汽机，电气化是电动机，信息化是计算

机，网络化是路由器，但无论像蒸汽机和电动机、

计算机和路由器也会“消失”在无所不在之中。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开发了第三世界，但这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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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观控相对论，而核心在“观控相对界”。人工社会

+ 计算实验+ 平行执行的有机组合，平行人=人+i

人，平行物=物+i 物，开始是虚实的一对一，然后

是一对多，多对一，最后是多对多，形成虚实互

动、互生、互存的平行社会。其实理解王飞跃教

授的平行人=人+i 人，平行物=物+i 物的平行世界

智能化 X5.0 革命，你只要明白任何一个健康的大

活人，只要睁开眼睛做事，各种物体从外界通过

视网膜进入眼底，就已经从结构信息编码转换为

完全不同原样的交换信息。再从大脑反映转换为

语言与人交谈，是从把大脑里已经编码变成生物

结构信息的外界实物再次用语言的编码表达出来，

这已经在办自然世界和人工社会平行智能的事；

芯片化、网络化只是在连接全球和太空罢了。 

而从 1994年到 2013年 19年间，刘月生老师

和我讨论来这类平行世界之谜，没有离开结构信

息和交换信息概念，以致后来两人的学术交流达

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些合作的成果，都发表在

由刘月生老师亲自主编出版的“《信息范型与观控

相对界》研究专集”河池学院学报 2008年增刊第一

期上。 

专集拿到手，我看到最后一篇是南京大学沈

骊天教授写的《知与行的统一和理论的相对论》，

开篇就说：“刘月生教授与我相识已久了，不可思

议的是：我至今尚‘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是在半

世纪前，从我同事张宗正先生那里一本批注过的

《自然辩证法》知道刘月生先生的。批注中许多

新奇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放射着熠熠光彩，令我

惊叹,如遇知音。知道那些思想属于远在西部的一

位青年奇才。”2007 年刘月生老师从广西河池学院

放暑假返回新疆途中，第二次来绵阳看望我时，

在我家住了三天。交谈中我提到沈骊天教授在

《博览群书》2003 年第 2 期上为我《三旋理论初

探》一书写的评论《三旋生万物》时，他说沈骊

天教授 1965 年在北京电力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的

西北电力设计院，那是他曾工作过的单位。我很

好奇，才向我第一次谈起他的生平和坎坷的经历。 

他的老家在安徽枞阳，由于他的伯父是残疾

人又无子女，他从小就过继给伯父。解放后他初

中毕业考到北京的水电中专校。他听党的话、成

绩好，1957 年毕业被分配到西安西北电力设计院。

但工作中他发现同事里有人对他出身不好，而表

现又好有看法，于是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后来

西北电力设计院要在新疆建分院，他就主动申请

调到边疆分院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从成都水电校

毕业分配来设计院当描图员的后来的爱人，这也

许因她出身也不好，他在帮助她的过程中，两人

产生了感情而相恋。但 1962 年这位描图员被下放

到远离乌鲁木齐市的兵团农场去了，此时已经中

专毕业工作了 5年的他，决定要参加高考去读大学；

而且他改行考起的是新疆大学马列主义哲学专业。

1966 年新疆大学毕业正遇上文革，而他的恋人又

在新疆兵团农场，由于刘月生老师又申请分到他

恋人所在农场的中学去教书。直到改革开放，他

积极参加省里的教改和学术活动，才从农场中学

调到新疆医学院，他的爱人也调回原单位新疆电

力设计院。 

以后刘月生老师没有再向我提过自己的私事，

而他一身正能量、助人为乐、敢于承担、大公无

私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高大、鲜明起来。特别

是在学术上他的伯乐形象，使我终生难忘。1994

年 12月 31日，刘月生老师第一次给我写信，他说：

“神交已久，无缘相见……我冒昧写上这封信，还

不知地址是否准确（一说盐亭，一说绵阳日报），

且寄上一求”。是的，我那时已经从盐亭县科协调

到绵阳日报社工作，但家人还在盐亭。信是回盐

亭耍假，县科协才转交给我的。刘月生老师第三

次给我写信是 1995年 3月 16日，信中说：“吴学

谋原来并未思考泛系与信息的关系，我在 1956 年

把他和自然哲学联系起来，1987 年又推荐他的泛

系进入《全国首届熵与交叉科学会议（论文

集）》”。 

现在把沈骊天教授的话和刘月生老师的话联

系起来，沈教授说半世纪前，刘月生先生读恩格

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书边批注的读后感“许多

新奇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放射着熠熠光彩”。半世

纪前是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当时沈骊天先生在北

京十九中读中学，或许刘月生老师还在北京水电

校读中专，虽然他们无缘见面，但通过张宗正先

生传书，他已经感悟刘月生老师在关注国内外自

然哲学和基础科学中的新思想、新发现。这也使

我们能理解在 1956 年那时，为什么刘月生老师说

他会把吴学谋先生和自然哲学联系起来？ 

吴学谋先生 1956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

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是他们的老师。吴学谋在

大学时受数学泛函论启发，思考跨界的逼近转化

论，1984 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逼

近转化论与数学中的泛系概念》。1986 年刘月生

老师在《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第 3 期发表《泛系

学:超繁生克动态大系统的研究——兼及吴学谋科

学开拓的意义》，从 1956年到 1986年的 20年间，

刘月生老师还做了收集吴学谋有关泛系方法论的

文章和报道，在新疆自行油印编辑整理出版了吴

学谋先生的“泛系方法论”文集。孙裕文老师告诉我，

这是国内先于吴学谋个人出版的书，延边大学出

版社正是得知这个信息，才联系吴学谋先生，后

来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此基础上，由吴学谋

亲自编写介绍“泛系方法论”的普及读本。所以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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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师当伯乐有三个特点：一是参与进来；二是

推促进步；三是比翼双飞。1995 年 7 月 8 日刘月

生老师给我写的第四信中说：“我于 4 月底离开新

疆走太原开会，继而回家探亲，直至 7月初才回乌

市。一看到孙裕文寄来的《中国气功思维学》就

迫不及待地鸟瞰了一遍，我想直率地谈谈我的一

些想法。”读着刘月生老师的一封封来信，泪水模

糊了双眼。 

刘月生老师 1998 年从新疆医科大学退休，

2001 年外聘到广西河池学院当教授，2008 年底离

开河池学院回新疆乌鲁木齐市家中颐养天年。从

这时到 2013年 10月，刘月生老师差不多每月会给

我打一次电话，交谈仍是我向他汇报自己有关结

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研究和进展，他仍是一如既

往鼓励我、指导我。但 10 月以后，刘月生老师再

没有打来电话了。到 2014 年春节后仍没有来电话，

我就打电话到乌鲁木齐市他的家中，接电话的是

刘月生老师的爱人，问情况她说刘老师生病了。

此时，刘老师接过电话，只简单地说他记忆力减

退厉害。我猜想刘老师得了常见的老年病，这是

我与刘老师最后一次的通话。我心里祝愿他能早

日恢复健康，不愿再打扰他。但心里一直惦记着

他，因为我和住在乌鲁木齐市的张学文先生还有

电脑上的学术交流，刘月生老师和张学文先生也

是学术朋友，我就把刘月生老师得病的事告诉张

学文先生，请他能关注刘月生老师并把消息告诉

我。今天我们共同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自然

哲学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学者，让刘月生老师永

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刘月生先生，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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