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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我们宇宙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同样，生命和人类的起源，这些是人类永恒的疑问和话题。

本文是按照新书《黑洞宇宙学概论》中相关章节的新观念新理论和论述编辑而成。文章引用书中得出准确的

计算数据和论证，简略地论述了我们宇宙的诞生和演变的真实历史，即其<时间简史>。并论述了我们宇宙‘诞

生、膨胀降温、演变发展’的过程，和在不同时空里，形成不同的物质形态和能量。后半部探讨了宇宙和人

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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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宇宙是真实的‘黑洞宇宙’；我们宇宙的<时间简史>；宇宙和人类 
 
 

前言  

‘我们宇宙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同样，生

命和人类的起源，这些是人类永恒的疑问和话题。

本文是按照新书《黑洞宇宙学概论》中相关章节的

新观念新理论和论述编辑而成。文章引用书中得出

准确的计算数据和论证，简略地论述了我们宇宙的

诞生和演变的真实历史，即其<时间简史>。并论述

了我们宇宙‘诞生、膨胀降温、演变发展’的过程，

和在不同时空里，形成不同的物质形态和能量。后

半部探讨了宇宙和人类的关系。下面是对新书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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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宇宙的诞生和膨胀降温的规律完全符合

上书中黑洞的‘生长衰亡’规律和哈勃定律，它就

是一个真实的‘宇宙黑洞’，它诞生于许多的‘最

小黑洞 Mbm’≡‘普朗克粒子 mp’，而不是从广

义相对论方程解出的‘奇点’。 

根据《概论》书中的论证，我们宇宙在 137亿

年前诞生于极高温极高密度的‘普朗克领域’，该

领域是充满无数的‘普朗克粒子 mp’，其质量 mp

≡最小黑洞Mbm =10—5g（克），半径Lp=1.6110—33cm

（厘米），温度 T p
 = 0.711032k（绝对温度），密

度 ρbm = 0.61093g/cm3（克/厘米 3）。 

 该书最主要的观点和理论认为，我们宇宙绝对

不是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所论证和描述的

那样，起源于密度为无限大的‘奇点’，或者‘奇

点的大爆炸’。因为‘无限大密度’是一个不可知、

无法计量的、不确定的数据，无法证实和证伪。而

本书的‘普朗克粒子mp’的各种物理参数都是确定

和可计量的。 

既然我们宇宙诞生于宇宙中最高温度和最高

密度的无数的‘普朗克粒子’，那些‘粒子’又是

从哪里来的呢？显然，只能来源于‘前辈宇宙’的

一次‘大塌缩’—Big Crunch。书中详细的论证了

‘前辈宇宙’的‘大塌缩’不可能塌缩成为无限大

密度的‘奇点’，而只能塌缩成为无数多的‘最小

黑洞 Mbm’ ≡‘普朗克粒子 mp’，它们会形成许

多葡萄状似的‘小宇宙包’，而每个‘小宇宙包’

全部由许多的‘最小黑洞 Mbm’在最高密度 ρbm = 

0.61093g/cm3下紧密地贴在一起，每个‘小宇宙包’

都会膨胀形成一个个类似我们宇宙的‘宇宙大黑

洞’。 

按照《概论》中作者新提出的黑洞理论，任何

贴在一起的诸多‘小黑洞’都会形成最初‘爆炸式

的’合并，而后接着快速地大膨胀，直到合并成为

一个‘大黑洞’为止。而这个‘大黑洞’的总质能

量=其合并的所有‘小黑洞’之和，而‘大黑洞’的

‘半径’值 = 其合并的所有‘小黑洞’的‘半径’

值之和。可见，当诸多‘小黑洞’合并成为一个‘大

黑洞’时，刚开始的‘碰撞’会造成激烈的‘爆炸’，

紧跟着就是一个‘长期地合并大膨胀过程’，直到

完全成为一个‘大黑洞’后，停止膨胀。而后极其

缓慢地、一个一个地发射微小的‘霍金量子辐射

mss’，即将黑洞内的能量-物质转变为‘霍金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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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到黑洞的外部，并极其缓慢地减少其质-能量和

收缩。经过极其漫长地时间发射完‘霍金量子辐射

mss’后，该黑洞就会收缩成为一个‘最小黑洞Mbm’ 

≡‘普朗克粒子mp’而爆炸消失，这就是宇宙中任

何一个黑洞和多个黑洞碰撞合并的‘生死轮回’。

书中详细论证了我们宇宙就是一个真实的‘宇宙黑

洞’。当它与另一个黑洞有相同总质量-能量时，其

膨胀和收缩的所有参数变化的规律也完全与该黑洞

相同，服从相同的一组公式。可见，我们‘宇宙黑

洞’与其它黑洞毫无特殊之处。 

 该书中根据理论公式和近代的精密的天文望

远镜的观测资料证实，现今的我们宇宙就是一个真

实的‘宇宙黑洞Mub’，其总质能量Mub=1056g，诞

生来源于最小黑洞Mbm =10—5g，由 Nub=1061个‘最

小黑洞 Mbm’合并膨胀而成。在我们宇宙诞生时，

在一个‘小宇宙包’里如此大量的‘最小黑洞Mbm’

的激烈碰撞合并，必然会造成了我们宇宙诞生时的

宇宙超光速的‘原初暴涨’，即‘宇宙大爆炸’。

‘暴涨’后就以光速 C的‘大膨胀’和降温直到现

在，成为现在的一个真实的‘宇宙黑洞Mub=1056g’。

哈勃定律完全定量地证实了我们宇宙，作为‘宇宙

黑洞’以光速 C膨胀的规律。这证明《黑洞宇宙学

概论》一书中作者提出的新理论和新但是是符合近

代实际的观测数据的哈勃定律的。 
 
<二>; 我们宇宙从诞生到现在的膨胀演变规律就是

其作为一个真实‘宇宙黑洞’的<时间简史> 

 大家知道，我们宇宙的物质按照不同的温度呈

现出有序连接的液体态、固体态、气体态、等离子

态 4态。 

《概论》在论证和计算我们‘宇宙黑洞’的‘膨胀

降温’演变过程中，其<时间简史>是由 Nub=1061 个

‘最小黑洞 Mbm’，经过约 137 亿年的逐步合并而连

续地膨胀成各种‘小黑洞’‘大黑洞’，最后成为现今的

一个巨无霸‘宇宙黑洞Mub=1056g’，其演变过程中的

每一时刻的‘宇宙黑洞’的每个物理参数，都是确定

的，可以用《概论》中作者提出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这个过程似乎让人们无意中看到了我们宇宙的演变

过程也有 4态，可分为 4大阶段，黑洞新理论将这

4态也有序地连接起来了。 

第一；当黑洞外界无物质-能量可被吞进时，就

会不停地发射‘霍金辐射’而不停地收缩和减少质-能

量，当最后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普朗克粒子 

mp’时，就成为宇宙中最高温最高能的普朗克粒子状

态，它是宇宙中最高温的‘能量子’，其状态可比拟

为宇宙的最高温度（T p
 = 0.711032k）量子态吧，即

普朗克领域时代。 

第二；当宇宙温度由普朗克领域温度（Tp
 = 

0.711032k）降低到辐射时代—Radiation Era 结束

时，时间约宇宙诞生后 38万年，温度约 40000k。这

期间是宇宙中的物质粒子与辐射能处于共存和互相

快速转化的时代，此时宇宙是不透明的，电子游离

在质子之外，可称之为混沌时代。 

第三；当辐射时代结束后，约宇宙诞生后 38

万年，宇宙的温度降低到约 40000k以下，這一溫度

足以讓身處高度激发狀態的電子依附到原子核上並

形成原子物質--氢原子，宇宙就进入物质粒子与辐

射能完全分离的时代，此时宇宙变得完全透明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黑洞时代，或物质粒子

愈变愈少的时代，宇宙中会间断地出现许多‘恒星级

黑洞’和‘巨型黑洞’。在这个时代初期，物质粒子会

收缩成为星系恒星行星，生命和人类就可能出现在

一些特定的条件下的行星上，和存在于这个时代早

期的极为短暂的时间里，而辐射能却继续降温膨胀，

造成宇宙的视界半径仍然以光速 C膨胀。这是一个

极其漫长的时代，物质粒子的收缩到约 3千万度高

温时，就通过‘核聚变’成为恒星，其小部分物质会

按照爱因斯坦公式 E = mC2极其缓慢地逐渐转变为

辐射能。有些恒星在‘核聚变’完成后，其残骸可塌

缩成为‘恒星级黑洞Msb 1033g’，而在星系和星系团

的中心，几乎都有‘巨型黑洞’，这些黑洞也在及其

缓慢地发射‘霍金辐射’。大家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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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也不是永远稳定的，它的寿命超

过 1031年。当我们宇宙外所有的能量-物质被吞噬进

我们宇宙黑洞后，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宇宙大

黑洞’。而后，它就开始不停地向外发射霍金辐射，

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约 10133年后，直到最后将所

有黑洞内的‘能量-物质’全部变成为普朗克粒子而消

失。可见，在这个时代，物质粒子在其最前期的 1031

年早就衰亡了，人类早在 1031年前就消亡了。只有

再经过漫长的 10133年后，宇宙物质全部变成‘霍金

辐射’，这个时代才会结束。 

第四；当宇宙中所有物质通过‘黑洞发射霍金辐

射’全部变成‘霍金辐射’能量后，于是宇宙空间就完

全充满了极低温度的霍金辐射—辐射能，而无物质

粒子了。宇宙这种了无生息的寂静状态或可比拟为

宇宙的低温量子态吧。它将如何演变呢？这种太太

遥远的事件又有谁能知道呢？可见，人类在宇宙空

间时间里，都是极其渺小短暂的和极其偶然出现的。

这才是真实的‘宇宙真理’。 

《概论》书中根据作者提出的新黑洞理论的各

种公式详细地计算出来了，‘我们宇宙黑洞’从其诞

生于‘最小黑洞Mbm’ ≡‘普朗克粒子 mp’起，‘黑洞宇

宙’由小到大的连续膨胀，经过 137亿年后，直到成

为一个现在的巨无霸‘宇宙黑洞Mub=1056g’为止，各

个时期的‘黑洞宇宙’的所有物理常数都可以无误地

计算出来，列在下面的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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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简化起见，在下面的表格中，只计算

出来了宇宙在膨脹過程中‘7 種典型宇宙黑洞’的各

種參數值。表中的黑洞型號; #1最小黑洞 10--5g; #2

微型黑洞 2×1015g; # 3中型黑洞 2×1018g; #4月亮型

黑洞 1026g; #5 恒星級黑洞 6×1033g; #6 巨型黑洞

1042g; #7宇宙黑洞 1056g; 《概论》中对这几种典型

黑洞的性质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对比，在此不赘述。 

必须指出，爱因斯坦在 1915 年发表了广义相

对论方程后，直到 2015年本《概论》出版前，在这

整整 100年时间里，广义相对论学者们没有提出宇

宙在任何一个确定时期的各种确定的物理参数。只

有作者在本书中的新黑洞理论，提出了计算黑洞物

理参数的全部的正确公式，才能够准确的计算出任

何大小的黑洞的各个参数值。 
 
 

黑洞型 #1 #2 #3 #4 #5 #6 #7 

Mb(g); 10--5g; 2×1015 2×1018 1026  6×1033 1042 1056 
Rb(cm) 10--33; 10--13; 10--10; 10--2 106; 11014 1028 
Tb(k); 1032; 1011; 108;    8 10--7 10—15 10--29 

τb(s，y); 10--42s; 1010ys 8×1027ys 1044y 1066yrs 1092yr 10134y 

b(g/cm3); 7×1092; 7×1052 2×1046; 7×1030; 1.5×1015; 7×10—2; 7×10—30; 

mss(g) 10—5; 10—24; 10—27; 10—36 10—44; 10—52; 10—66; 

ni， 1; 1039; 4×1046; 1062; 4×1077; 1094; 10122; 

λss(cm) 10--33; 10--13; 6×10--10; 10--2; 1.8×106; 3×1014 3×1028 
dτb(s) 10—42; 10—21; 10—18; 10—11 10—3; 105; 1012y 
νss(s

-1 1043; 1023; 0.5×1020 1012; 0.2×105; 10--4; 10--18; 
Er(erg) 1016; 10--3; 10--7; 10--15 10--23; 10--31; 10--46; 

Im(Io)，  Io; 1039 Io; 4×1046Io; 4×1062Io 4×1077Io
 4×1094Io;

 10122 Io
 

 
 

<三>; 我们宇宙中物质粒子与能量（辐射能）的转

变 

我們現今的宇宙中只有 2種獨立而又互相依存

和轉換的元素：運動著的（物質）粒子和輻射能（熱

能）。理论上，物质粒子和辐射能可以按照 E=mC2

公式互相转变，实际上，这种转变只能在特定的高

温高压下才能完成。物質粒子和物體在已知的 4種

基本力（引力、電磁力、強力、弱力）和場的作用

下產生運動和互相結合分解而吸收或者发出能量，

一旦其中的部分能量轉變為熱能（輻射能）時，就

是一個熵增加的不可逆過程。宇宙黑洞不斷膨脹，

和物質粒子轉變為輻射能都是我們宇宙中的不可逆

的熵增加過程。 

物質和輻射能在特定的温度下，二者可相反相

成和相輔相成而合為一體或者分开存在。高能物質

粒子和輻射能都來源於時空。時空就如老子所說的

「道」吧，即是普朗克领域。「道生一」即是我們‘宇

宙黑洞’初期在高溫高壓下的物質和輻射能的統一

體，即是上面的混沌时代。「一生二」即是宇宙降

溫到輻射時代結束後，物質和輻射能完全分開為獨

立的 2部分。「二生三」表明宇宙在「物質占統治

時代」的前期生成星系恒星行星等，「三」生「萬

物」即是說明某些行星在其恒星的適當作用和供給

輻射能的條件下，演化出來生命萬物甚至智慧生

物—人類。所以老子又說，「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 

宇宙中任何獨立、穩定的實體事物都是由特定

量長壽命物質粒子--主要是質子、電子、光子、中

微子，它们在特定溫度區間的條件下，構成不同層

次和不同結構的物质（實）體，在互相作用下，造

成物质物体的运动和变化。 

可见，我们宇宙从诞生起源于宇宙最高温度的

‘最小黑洞Mbm’ ≡‘普朗克粒子mp’，从那时候起，就

一直是一个降温膨胀过程，这就是我们宇宙演变的

‘时间方向’，是高温高压向低温低压自然流动的方

向。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熵增加的不可

逆过程。因此，通过恒星的‘核聚变’和‘黑洞发射霍

金辐射’，将宇宙中物质粒子转变为能量就必定是一

个熵增加的不可逆过程。在现今宇宙中，大自然本

身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力或者方式，可以将辐射能

聚合、结合、压缩成为物质粒子。人类似乎永远也

做不到这一点。也许在大自然的另外的宇宙中，存

在着进行着与我们宇宙相反的‘时间方向’的过程。 
 
<四>; 在宇宙降温膨胀的演化过程中，在能够长期

保持液态水的行星里，就会出现生物和人类 

宇宙中最簡單而能獨立穩定存在的長壽命物

質粒子是氫原子，它是由一個在中心的長壽命的質

子和一個外層的負電子結合而成，它是組成現實宇

宙中任何複雜物質实體的基元單位。宇宙在週期表

中的 100多種元素都是由不同數量的氫原子在不同

的高溫度高压力條件下（恒星中的核聚變，新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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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爆炸）結合而成。宇宙中任何複雜的物質物

體都是由許多層次的、每一層次有許多不同的元素

錯綜複雜地結合為原子分子后，再结合为各种物体

结构而成。現在人類尚無能力人工製造核聚變，因

此，無法人工將最簡單的氫原子合成氦。就是說，

人類尚無能力製造元素，週期表中的 100多種元素

都是大自然偉大力量創造的產物，即恒星核聚變、

新星和超新星爆炸而成的結果。 

由於恒星內部的核聚變完成后的爆炸可將物

质粒子抛向太空，核聚變的輻射能（熱能）可向外

發射到宇宙空間，这就使得无机分子和简单的有機

分子能在宇宙空间遍地開花，这就成为一些行星里

可能出现生命的重要来源。我們可以在恆星的光譜

標誌以及氣體雲中發現其「芳蹤」。另外，研究表

明，1969年掉落在澳大利亞默奇森附近的默奇森隕

石，包含有 92種不同的胺基酸，其中大多數胺基酸

從未在地球上出現過。然而，從胺基酸進化到一個

擁有新陳代謝系統(提供能量)、一個能存儲信息、

引導蛋白質構成、調節有機體每個功能、並能自我

複製的遺傳系統的活體有機物是一连串有序地巨大

的飛躍，这个演变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

只要行星上的自然环境，特别是适当的温度能使液

态水长期保持上亿年，出现生命和进化为低等动植

物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进化演变成智慧生物，可能

需要液态水能长期保持数亿年时间，这才是在行星

上出现智慧生物最难以实现的条件。 

  加上恒星的辐射热能使得周圍的行星能夠接

收到不同频率的熱量—辐射能。在行星温度降低到

能够长期保存液态水时，最简单的生物就必然会出

现。因为行星上面的物質粒子中的原子分子和電子

都會因接受到輻射能长期的刺激而產生運動或被激

化而演变，彼此之間在不同频率輻射能的作用下，

由長期反復地接觸碰撞而会產生化合，可成为碳氢

化合物，而行星上的闪电、火山爆发、温泉、地震

等等运动都有可能形成碳氢化合物和有机分子。而

且宇宙空间也存在一些简单的有机化合物，许多陨

石上还有氨基酸和微生物。因此，只要行星上能长

期存在液态水，物质粒子因為種種巧合相遇從而孕

育出低级生命应该并不困难。這就必定會首先逐漸

產生出由碳氢化合物、而后迟早会结合成新的大分

子、而后成複雜的無機物，而後结合成有機化合物，

最后甚至演化成生物和人类，这个进化过程可能需

要数亿年时间。在澳大利亚，科学家在 34亿万年前

的岩层中发现了微小的化石群，这可能是至今发现

的最古老的生命形式，而地球的生命约 45亿年。虽

然行星有频繁的大灾乱，如大地震大洪水大干旱小

行星的撞击等，能够毁灭许多高等动物，但是不可

能摧毁所有的低等生物，这只能改变生物的进化方

向。同時恒星內的核聚變及其後的新星和超新星爆

炸，為生物進化成人類，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

了所必須的各種元素。因此，人類的出現是大自然

力量（恒星和核聚變）長期在特定的行星上作用和

演化的必然而又稀有的產物。 

生命的主要奧秘不在原子裡，而在分子裡，即

主要在原子外層的電子裡，在電子與輻射能的複雜

的互相作用裡。從上面的論述可知，地球上幾乎具

有週期表中所有的 100多種元素，它們都來源於宇

宙中前期的新星或超新星爆炸後的產物，而不是太

陽製造的，太陽内的‘核聚变’只能將氫製造出氦鋰

鈹碳氧等較輕的元素。可見，我們太陽系是次生的

恒星。 

但是，地球上有千萬種不同的生物，甚至沒有

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這種千變萬化的現象，和千

差萬別的結構不是由百來種不同的元素造成的，而

主要是由千千萬萬不同的分子結構及其不同的結合

和運動形態造成的。就是說，是原子的外層電子的

不同結構包括化学键和與輻射能複雜的互相作用造

成的。從植物 4 季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和花開花

落，就可瞭解太陽輻射能溫度不大的差別對植物的

生長衰亡有多麼大的影響和作用，那些微不足道的

「光子小精靈」對地球上的生命有多麼大的神通

啊。可人們現在尚不知道太陽輻射能（訊息）對植

物分子中的外層電子是如何影響和作用（傳遞訊息）

的。因為人們現在尚不知道運動中的電子結構（是

點，是線，是面，是雲）的複雜狀態、運動規律、

互相作用、和與輻射能如何作用等等，也不知道輻

射能之間的複雜的互相作用。 

宇宙中有不同量能級的輻射能值 Er，其最大能

量值 Esb與最小能量值 Ess之比 Esb/Ess是相差極大的

Esb / Ess  Tvb / Tvs  νssb / νsss  λsss / λssb 1060。 作者在

书中已證實各種不同的輻射能都有相同的信息量

Io，但是各種不同的輻射能都有其特定的溫度、特

定的頻率和波長。宇宙中不存在有相當質量

mss>10—5g或者波長 λss<10—33cm的輻射能。而且，

所有相同頻率的輻射能的性質是相同的，互相作用

可能主要來自其作为波的共振效應和作为粒子的热

效应。我們只知道當物體的分子運動、狀態、結構

發生改變時，必須有相應的、足夠的輻射能參與。

同時所帶有的信息量 Io也被一同帶進或者帶走了。 

辐射能（光）的作用是很复杂的。它在大质量

星体附近行进时，会产生路径弯曲，表现为有相当

的引力质量；在与物质粒子碰撞时，表现出粒子的

碰撞作用，变为热能；在与其它辐射能作用时，表

现出波的叠加驻波共振等性质；更加令人费解的‘量

子纠缠’。但是，我們不知道，所含不同頻率信息量

的輻射能是對接受者的分子、從不同方向、在適當

溫度和物質環境中，是如何反復長期作用的，是如

何能被生物的複雜分子和细胞有序地感受、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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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和传递的，是如何造成生物对物质粒子的選擇

性的吸收或排除作用后，又如何形成有效的刺激后

可以通过神经传递到中枢神经的，而中枢神经又是

如何综合分析选择后，作出正确的反应指令的。這

些複雜功能的演变會逐渐形成有機大分子，而后形

成 RNA和微生物，進而形成蛋白質和 DNA。只有

生物膜系統最後形成後，細胞膜能將 DNA，RNA

和蛋白質包涵在內部演變時，就能够选择性地吸收

养料和排出废物，產生‘新陳代謝’和‘择优去劣’等功

能，有效地保护膜内的生命，才算完成了從無生物

到有機物到生命（單細胞生物）的演变過程。 

DNA 有序地、有選擇性地「突變」是物種演

化的根源，形成了從微生物再到高級生物直到人類

的慢長地進化和演變的過程。生物愈高級，其遺傳

密碼 DNA 就愈複雜，其控制、修復、修改遺傳密

碼的生物神經系統就愈複雜發達。在事物的進化（退

化）即 DNA 的「突變」過程中，溫度的改變起著

重要的作用，它表示對 DNA 作用的輻射能的波長

和頻率的改變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遺傳密碼的複製必須要有輻射能的參與以促

成物質粒子的新陳代謝，其資訊密碼的分子載體需

具有感知功能，或由共振效應產生的選擇性的吸收

和排除功能，這些功能之間互助合作關係和传递信

息的複雜过程，也許就是生物對「各種感受的互相

作用到神经系统產生喜惡情感」的來源。當生物和

人類的情感在外界環境通過輻射能和微粒子的不斷

作用和衝擊下，神經系統對其中某些東西經過各種

嚴重的反復刺激、篩選和考驗，被感覺神經的經驗

形成具有高度的穩固性和某些固定的特徵時，可能

就形成了生物感情和思想反应的「慣性」，而成為

人的各種「习惯」的來源。長期保有許多慣性的「感

情」和「理性」的交互作用可能形成了人的性格。

所以性格就是人的慣性的生活、思想、行為方式。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有相當大成分的道理。

人的性格由其先天的遺傳基因和後天的長期經歷和

閱歷互相複雜的作用而形成的‘慣性’使然。人的性

格也會因經歷而發生「小突变--漸變」和可受到巨

大的衝擊（巨大的打擊失敗或成功）而產生某些「大

突變—质变」。「本性難移」和「脫胎換骨」都有

可能發生，這取決於「外因」和「內因」在特的條

件下的複雜作用和機遇。人生最大的矛盾就是「感

性」和「理性」的矛盾，即「感性」的喜惡和「理

性」的對錯所產生的反復較量。人在每天的日常生

活中，無論所作的每一件大事還是小事，进退得失

好坏成败等，都是多種可能性選擇後的結果，是慣

性的「感性」和「理性」作用衝突後后選擇的結果。 

「感性認識」和「理想思維」結合後使人們產

生了「分辨」「分析」和「喜恶」的能力，從而指

導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作自認為正確的习惯選擇，

在處理自己和他人、社會、外界環境關係時，總會

使自己在功名利祿、情權色、好惡各方面的權衡後，

作出有成敗、利弊、得失、進退、升遷甚至死活等

的選擇，並會引起其自身的喜、怒、憂、思、悲、

恐、驚等狀態，進而採取相應的行為。快樂與痛苦

不是絕對的，是矛盾的統一體，也會因人因事因時

空而變化。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佛教：「禍福無門，唯人自找」，就是說，每個人

的禍福苦樂都是其感受的知識經歷和理性的世界观

人生觀等綜合考量分析後選擇決定的結果。 

人對世界的認識可能永遠是片面的，因為人們

對世界的感知和各種事物之間的複雜聯繫和運動規

律的認識永遠都是局部的、片面的、有限的。因此

最好不應輕易談「改變世界」或「改造世界」，而

應首先權衡利弊後，以便先「改變」和「改造」自

己，即修正過去舊的、片面的、甚至錯誤的思想觀

念和行為。所以人的「認識世界」和隨後的「改變

自己」的目的應該是使人類更適應、更和諧地與自

然界共同生存和發展。人類製造飛機大炮汽車是「改

造世界」了，但當它們過度發展造成環境的嚴重污

染和損害人類自身時，那就是在破壞世界。此時，

人就必須限制和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適應環境。就是

說，人的行為必須得和世界（自然）環境達到长期

的動態平衡，才可共同持續的發展。人類在「改變

和改造物質世界」的同時，必然也在或多或少的「破

壞」世界。世界上沒有「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事。

只有當「改进」與「破壞」、 「好作用」與「壞作

用」取得適當的长期的動態平衡時，才能持續的發

展和進步。 

三峽大壩是真的「改變了大江周围的广大世

界」，在廣大地區改變破壞了幾千上萬年形成的人

類與自然界的平衡，這種平衡是那裡的人們的生存

和生活已經適應慣了的，建大壩後的「突變」改變

了長江上下游廣大地區的氣候溫度雨量河流湖泊地

質地貌地震和動植物等等的生態環境，從而它突然

地改變了人與自然過去的既定的平衡互動關係，必

然在今後很長的時間裡，對那裡的人們造成生活和

生存的災亂，如果人們為消除災難所付出的損失代

價大於所得的利益時，其實是在「自作孽」。當然，

少數邪惡政權的當權者會假「為人民謀利益」之名，

非法撈取各種利益，以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 
 
<五>; 人類的前途和命運： 

人性有自私和邪惡的一面，人的思想行為短期

的功利性，「自命不凡」、「好大喜功」、「急功

近利」、「少劳多得」、「损人利己」等也妨礙人

們更好的認識世界和發展自己。人，特別是在壞制

度下無制約的「專制獨裁」掌權者和「財富壟斷者」

們的‘骄奢淫逸’的惡性欲望的膨脹是阻礙人類良性

發展和造成社會罪惡的主要根源。一個較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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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制度就是要能起到「择优去劣」和「懲惡

揚善」的作用，既能阻制掌權者和壟斷富豪們的坏

欲望的惡性膨脹，也能較好地防止許多人的「好逸

惡勞」和「損人利己」。如果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

制度今後（1、2百年）之內不能改善到能起到「懲

惡揚善」的作用，人類在其自身的「惡性欲望暴漲、

人口暴漲和知識爆炸、好逸恶劳、環境毀壞、物種

滅絕」等情況下，人類自身可能在未來被其「损人

利己、物欲橫流、盲目仇恨、自相殘殺、戰爭、毀

壞的環境」等坏行为所毀滅。2 年前霍金警告說：

「一兩千年以後地球將不適合人類居住，動物滅絕

後就輪到人了！那麼面臨的無疑將是被滅絕的命

運，甚至可能活不過下一個千年！」 

在近 200年內，人類如果不能突破解決下面的

一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重大問題，人

類不僅不可能繼續發展，還會面臨生存危機。 

第一個問題是徹底解決「可控核聚變」問題，

如能成功，就為人類製造出可提供「無限能源」的

太陽，就可改善地球環境，或將某些行星改造為適

宜於人類生活的類地球。還可製造出短缺的元素。 

第二個問題是突破「超光速宇宙航行」的問

題，如能成功，部分人類就可突破時空限制，移住

宇宙中其它環境好的行星。光速 C = R/t是現在人類

製造的物體運動所能達到的最大空時比例的極限。

人類早就突破音障而達到超音速。如果空間和時間

都不是絕對的，未來能否改變時空的最大比例而達

到超光速 C？ 

第三個問題是，消除世界上‘反人类反人民反

天道反道德’的邪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如专制独

裁政权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政权，以消除战争。 

第四個問題是，人類光靠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

制度公正合理化，就能制止人們各種惡性欲望（特

別是掌權者和巨富者）的膨脹，和提高人口質量和

道德質量，從而能夠消除恐怖分子和各種仇殺、減

少個人犯罪、好逸恶劳和淨化環境嗎？現代的科學

技術能夠促使人類快速發展和提高物質生活水準，

控制人類人口數量，但可能永遠無法消除人類「惡

性欲望膨脹」所需的無止境的需求和浪費。未來的

基因改造能否修改去除人類的壞基因，提升人類的

道德質量，使人性增強真善美，而減少假惡醜，使

大自然供給人類所需的物質和能量，可以滿足人類

的合理需要呢？ 

第五個問題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機

器人的大量制造和智慧的飛速提高，會不會被恐怖

分子或仇恨社會和人類的分子所利用，或者由於科

學家的疏忽和不可預計的錯誤，造出強大而危害人

類的機器人？機器人能否成為新人種？能否優於人

類？人工智能机械现在还没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的意识情感功能，因为人工智能的程序设计是按照

数理逻辑设计的。作者认为，人类在搞清楚光子、

电子、量子纠缠等等的复杂结构和各种互相作用之

前，恐怕很难制造出有某些‘意识情感’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 

第六，同樣，改變生物的基因工程會不會出現

失控，或者被坏人所用，而製造出毀滅人類的細菌

動物等？ 

第七；2015.6月，由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

學和伯克利大學科學家聯合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

出，地球已經進入第六次物種大滅絕階段，人類可

能是最早遭殃的物種之一。其次是人口爆炸、大規

模迅速的工業化、人類的貪婪慾望所造成的環境破

壞和大量的物種滅絕。因此，地球人的生存危機將

可能在千年內達到某種頂峰，但是不太可能全部滅

絕。即使现在的人类全部灭绝，生物不可能全部灭

绝，千万年之后，太阳也并未进入老年期，地球还

会进化出新智慧生物。 

人類（智慧生物）在某個行星，如地球上的出

現生存和演化具有極小的概率，例如我們銀河系約

有 2000億個恒星，可能出現和同時存在智慧生物的

行星大概不會超過 200 個吧，即小於 10 億分之一

（10-9）的概率吧。地球上有消失的文明，如瑪雅文

明、亞特蘭提斯等。考古學家發現了許多史前文明

遺跡的證據，雖不能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愛因斯

坦和不少科學家堅信，如今冰天雪地毫無生機的南

極，在一萬多年前可能曾經存在著史前文明。英國

人詹姆士·丘吉沃德在他的《遺失的大陸》一書中，

詳細描繪了地面上「姆大陸」繁榮昌盛的「姆帝國」。

人們在這裡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姆大陸」消

失於一萬兩千年前，與亞特蘭蒂斯大陸同時沉沒。

地球歷史上有過許多巨大的自然災難，如小行星撞

擊地球，大地震，大火山爆發，大洪水等，曾經引

起地球上物種的大滅絕，如恐龙。據研究，我們人

類祖先最少的時候，大約只有 2000人在非洲生存，

但是上述這些危機，包括人類的核大戰，都不足以

毀滅整個人類。地球的歷史約 45 億年，再過約 45

億年之後，太陽將成為紅巨星，地球就會被吞沒毀

滅，但是人類還能在現今美麗的地球上安穩地再生

活 45億年嗎？ 

然而天文學家白郎理在去年暢銷書《罕有的地

球，為什麼複雜的生命在宇宙中並不常見》寫道，

「地球能有複雜的生命是因為很多條件都恰到好處

（就是說，有嚴格的定量規定）。專家指出的生命

必要條件不斷地在增加，目前最常見的清單中一般

有二十條之多。」為了估算同時具備這麼多不同條

件所需要的幾率，有些科學家很保守地選定了 1/10

的數量，作為高等生物存活所需要的每一個條件。

如果每一個條件都要同時出現的話，那要將個別的

幾率相乘，這個使最後的數值變得很小，你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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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10%的那個，相乘就成了極小的一個數值。

數值大概是 1/1015次，而銀河系約有 21011恒星。

按照这种说法，銀河系內，除了地球有智慧生物的

人類之外，不太可能有第二顆地球了。在我們整個

宇宙 Mub=1056g 內，適合智慧生物生存的行星數目

npm只可能約有 npm=1056/210331015=108個 = 8 億

個。這大約相當於在 1km3的山上存在一塊 1cm3唯

一有特殊顏色的石頭。據說，古今中外，都有關於

UFO和飛碟的記錄和報導，甚至有人說在地球內部

和月球背面都有外星人的基地。還說，美國有秘密

存有外星人的 51區。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在不遠的迫近眉睫的未來，能滅絕人類

的最大威脅也許來自空間不遠處的超新星爆炸。近

來天文學家表示，在銀河系中，有一個質量是太陽

90倍的恒星「船底座海山二星」將會發生一次超新

星爆炸，該超新星的質量是太陽的 100到 300倍，

是一個距離地球 7500光年的恒星，一個超超新星的

爆炸範圍為 50000光年，不幸的是，地球正在死亡

區域內。爆炸時將爆發出大量的伽瑪射線。如果擊

中地球，它能破壞臭氧層，相當於每平方英里一千

噸核爆炸的輻射量將會直射地球。一些科學家認

為，可能就在我們的有生之年，「船底座海山二星」

就會爆炸，並且摧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如此大規

模的爆發很可能是地球過去一些生物滅絕的重要原

因。但是人類的毀滅不等於所有生物的滅絕，經過

1億年的進化，也許進化為另類的高級智慧生物。 
 
<五>; 结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之道 

 保羅 大衛斯：「科學家普遍認為，生命是一

種物質的自然狀態，不過，是一種可能性很小的狀

態。」智慧生物是宇宙時空中「來之不易」的極其

短暫的過客，在宇宙中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是极其

‘短暂而狭小’的。因此，人類自己應該懂得珍惜自

己的存在。 

但是人性本身就是‘天使与魔鬼’的矛盾统一

体。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其人性中的‘天使’成分多，

还是‘魔鬼’成分多，而‘魔鬼’成分中，是‘恶魔’的成

分大，还是‘小魔’的成分大，如此等等，取决于该

人在什么制度下和什么社会家庭环境中的地位、经

历、学识、兴趣、才能等等，也许与一个人的 DNA

也有一些关系，因为 DNA 对人的性格有重要的影

响；但是主要的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一个人

的影响最大。所以说，好的制度可使鬼变成人，坏

的制度可使人变成鬼。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

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所以，一个人的‘心

魔’产生于‘欲得’和‘不知足’。当一个人有权力可用

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他所‘欲得’的‘权利名财色’等时，

他就犯了‘贪腐罪’。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这是所有专制独裁制度者们，因有权而腐败、而成

为‘恶魔’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真理。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高度，西方发达国家的

‘自由民主法治’制度也只能将政府官员的权力‘关进

笼子里’，但是无法有效地制约‘富人的贪婪’和‘穷人

的懒惰’。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由民主法治’制度

是很不完好的，甚至政府官员的权力也不能有效地

‘关进笼子里’。至于专制独裁国家，都是由极其贪

腐的家族或者集团掌握最高权力，政府就是他们镇

压广大民众反抗的工具。因此，当今世界的主要问

题应首先逐渐打击和消除那些‘反人类反人民反天

道’的、宣揚「鬥爭和仇恨」邪惡理論的专制独裁制

度和恐怖主义的政权。其次，应有效地惩罚和抑制

‘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群体和个人，人类对自然

的无知狂妄的掠夺和毁坏，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惩罚。人类应该提倡遵循老子‘天人合一，顺天应人’

的教导原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

而奉有余。’人类只有与其活动范围所及的自然环境

达到长期的动态平衡、共存共荣、使环境得到改善

时，才能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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