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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岁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驾鹤仙逝。他的言语和贡献，引起广大华人世

界的讨论和深思。2005年病床上的谈话，被概括为“ ”──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

的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也曾说过：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

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笔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主持过多次讲座：“信

息思维新探索”、“形上‧形‧无形──迎接新世纪来临的形上科学时代”、“信息的

自然演化”、“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发展试看心脑中的操作系统”、“信息，自然层

次，复杂性”等内容。笔者在 1996年 6月北京的一次极为广泛交流活动：第一次

主持“天地生人”讲座；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科学会议；到中国社科院交流时，

李寿祺教授私下对我说：『你所讲的，内地学者不敢讲，敢讲的不敢写，敢写的

不能登！、、、你应认真地考虑，离开行政事务繁琐工作，走你自己的哲学人

生！』自 1999-2005年，笔者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初以 65高龄获

得博士学位。博士导师孙小礼教授誉为“知难而进”。有关笔者 60年来的经历可参

阅网上励志小说《沧海一丁 伟国传奇》。（有关 96年的故事见第 177-187页）

 “ ”笔者遵循 预测之父 翁文波院士的教导：『单个人的某种信息思维，只有在

传播到其它人并为其它人所共同理解下才成为信息。』(1)他对创新精神亦有卓见：

『创新的第一个困难在于：过去学到的知识中，包括许多将来被修正的错误。书

读得越多，错误的知识也越多。、、、所以自己已学到的知识，可能就是创新的障

碍。』还有『创新的另一个困难，在于社会和学术界接收新知识有惰性和偏见。』以

及『此外，科技和教育制度，对创新的鼓励，也都有很重要的关系。』(2)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控制工程

和系统科学做出了巨大的开拓性的贡献，作为一个物理科学家，为中国民族的

崛起奉献了他的一生，是中国人的好榜样。他的逝世和在病床上的谈话，立刻引

“ ” 起网民的广泛讨论。 钱学森之问 在广泛讨论中，论者多只重复了翁老观念的

第三点。

　　 “ ‘ ’《创建系统学》中钱学森清晰地论及： 没有 三论 ，只有一论，即系统论，

”其它都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或技术科学的组成部份。 他在系统科学暂放下信

息的重重困扰，创建了极具应用价值的新理论。他更在系统论的认识下，把人类

“ ”整体知识从新梳理，建构了 三个层次、十一个大部门和桥梁 的大构思。中国系

统科学经历了 50年，形成了以钱学森为首、极具特色的中国系统学学派。

    1998年苗东升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谈到“钱学森学派的危机：回顾 20年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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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系统科学的历程，理论的创新，即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的提出几乎都是钱

老一人（惟一的例外大概是顾基发等提出的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其它

学者都处于传达和解释钱老观点的地位。这对于这个学派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钱学森在系统科学界的地位不是靠什么人封的，也不是人为树起来，而是他自

己‘打出来的’”(3)。

　　笔者因为多种原因未能亲自赴会交流，借此机会只可愿意提供一个香港研

究者的思考，着重对系统复杂性与信息的载体结构的探讨，以及自然与知识的

层次结构两个相关问题的思考，让学者公开讨论和日后思考，为中华民族的崛

起尽一点绵力。

(一) 困扰系统科学的信息问题应被重视

1995 年美国资深撰写人 J. Horgan 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发表

一篇极受注意的文章(4)：“From Complexity to Perplexity”,说出了众多科学家在

探索系统复杂性的科学问题上感到的极度困惑。

苗东升在 1998年出版的科普文集《21世纪 100个科学难题》中的一论文
(5) “： 系统科学的困惑 Bewilderment in System Science”，较详尽地介绍了有关

系统科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困扰。他认为一方面是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系统理论

当要进入生命、社会、思维等领域，系统理论和方法都失效了，因为这些领域太

复杂；另一大困惑问题，是围绕信息概念的科学认识一直难以突破。他更认为信

息科学的每个新进展都将带来系统科学的新进步，但只有笼罩在信息问题上的

全部迷雾被扫除，系统科学才能最终克服围绕在信息概念上的种种困惑，发展

成为一门完全成熟的学科！

2000年江泽民主席为美国 Science杂志撰写的社论(6)中，把代表 20世纪最

重要的科学理论概括为“四论”──相对论、量子论、基因论和信息论。(系统论并未

被考虑之列，信息论倒可排上名。)

因为信息概念的困扰着中外的系统科学研究者。苗东升指出(7)：钱学森把信

息学作为建立系统学的重要构筑材料之一，在建立系统学的早期努力中把信息

列入系统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中，只是在发现目前难于给出信息的一般定义和数

学表示之后，才提出暂时撇开信息问题。

“ ”方美琪在 系统科学中的信息概念 中指出 (8) “ ”： 整体大于它们各部分之和

新增加的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由于不对称所产生的信息。、、、物质流和

能量流往往年随着信息流，而且信息流往往更为敏感、更为超前，在系统中起着

关键性的、控制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信息这个概念在系统科学中的重

要的、基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系统科学中的复杂性问题如何要与信息研究纠缠在一起呢？

20多年前，信息概念的困扰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学术上的关注首推美国

“ ”知识经济 创意者、维也纳学派学者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1982年他特意组

织了多个不同学术领域的 40位国际知名学者，主编了一部有关信息研究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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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信息研究：学科之间的讯息》(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当他看过 40位学者的论文后，从文化视角写了一极长篇的评述文章
(9) “。他提到不少学者并不留意的专业名词众数 s”所蕴涵着的一些重要问题，例

如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等等，

连主持这些领域研究的专家们，自己也弄不清打算把它们独立发展成为两门学

科(s)，或者应合并成为一门科学(不带 s)；专家作者在同一文章、同一页、甚至于

同一段落，竟可同时地、交叉地使用单数和众数(s) “ ”。他更认为 信息科学 这一门

学科既没有发现新定律，也没有创造出新理论，它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马克鲁普在该文集内的一前、一后 (10)两篇文章中，他使用超过 10次(mislead,

misleading)──歧路、误导，和多次(misnaming)── “ ”错误命名，来评议 信息 的

方方面面。

1996年笔者在北京香山科学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一个新的信息科学、亦

是信息哲学的新命题(11) “： 信息可以作为‘另一信息’ ”的一种载体 ，清楚地指

‘ ’出学者在描述信息与载体的学术关系时，不知不觉地混淆了其中 载体 所起的

复杂科学关系。抓住这命题之后，笔者归纳了下列有关信息与载体的新特性或者

新规律，可能正好为维纳的名句作一些注释：

1) 信息不是物质、能量；但信息必须有一载体盛载；中介联系问题；

2) 物质、能量都可以作为信息的载体；物质载体(m-carrier)、能量载体(e-

carrier)与组合的物-能载体(me-carrier)，复杂性相对是较简单的；

3) 信息亦可作为另一信息的载体；信息 ──结构的新内容 信载(i-carrier)，它

不单是多个层次的复杂问题；其复杂性反映在不同质级的不同复杂性；

更有不同质级联系中的复杂性；复杂性比物理自然的复杂性要更为复杂；

4) “ ”低级的 信载 是极严格、不容错误、极多层次的一种结构；例如在生命自

然中的DNA结构，以及数码自然中的人工生命，都具有不容错误、极严

格、极多层次的序列结构，称为层序(Hierarchy-sequential)问题；

5) “ ” “ ” “ ”信载 中的层序结构可以有 消除 、 嵌入 等机制；这机制已经被生物

工程者与计算机病毒研制充分掌握运用，在某层序中消去一些层序、或

切开再嵌入一些新层序，简称为 EE (Eliminated and Embedded) 问题；

6) “ ”高级的 信载 是一种交错、倒置、跨逾层次的复杂载体关系！信息最难捉

“ ”摸的跨层 形而上 载体问题，学者称为贯穿层次、逾层、凌域等描述，这

是思维特有的  跨层 (Interpenetrated Hierarchy) 问题；

7) “ ” “ ”人类思维在更高级的 信载 活动中会产生了不一定真实的 信息 ！虚假

性是信息本体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命题，不正视信息的虚伪性难以真正

揭露信息的奥秘。任何鬼神、魔怪已经完全可以数字化，虚拟技术比过去

“ ”的文字描述更为生动迫真，但它终究是虚幻的 非信息 。

8) 信息有拟量子概念的特征！量子学说甚至可以说是物理学者从微观世界

发现了信息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信息如何切分都是一个正整数的增长。

( “ ”笔者多年来仍在思索中的 信息 这一个新特性，博士学位论文亦没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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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争论定会很多的，这是一个学者们从未曾深入讨论过的新命题。)

(二) 系统学者对自然、世界、知识的划分未跳出现象学的历史束缚

人类在漫长的实践和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对认识对象的了解经历了一个辩

证发展的过程。就信息作为认识对象来说，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更是对客观事物一个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我们知道客观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更何况在生命世界和思维领域中，相互的影响和联系更为紧密。但是，这种普遍

联系的、具体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在一个多世纪前，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科学成就，从现象学角度科学地描绘

了自然演化发展的宇宙图景；他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人化了的自然

的新概念。不少学者在这基础上再概括出自在自然、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等三个

性质不同的层次关系。

在过去对这个问题学者多只能进行思辨式的研究。例如 1967年哲学家波普

(K. R. Popper) 世界 3理论中，认为可区分为三个世界或宇宙：物理客体或物理

状态的世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他清楚地指

出：在第 3个世界中人不仅创造科 ──学理论，还创造了其它观念 例如，宗教、神

话。

钱学森在系统科学暂放下信息的重重困扰，创建了极具应用价值的新理论。

“他更在系统论的认识下，把人类整体知识从新梳理，建构了 三个层次、十一个

”大部门和桥梁 的大构思。

苗东升在 2002 “ ”年 系统科学是关于整体涌现性的科学 中，指出 (12)：应当承

认，中国系统科学界在很长时间内对涌现问题注意不够。、、、从古至今困扰人类

智力的几大宇宙奥秘都需要涌现来解释。首先是生命起源、、、第二是意识和思想

的起源。

   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者查汝强经过多年深入的思考，在 1985年倡导要提升一

批范畴，认为可补添一个人工智能自然，成为四个新的自然范畴：天然自然、人

化自然、人造自然、人工智能(13)。他已简要地描出了在宇宙中信息的载体四个明显

不同的形态阶段进化表。

“ ”笔者抓住 信息可以作为一种载体 这命题之后，觉得查汝强在信息观下的

划分的信息形态结合自然层次，可为唯物主义作一些很好的补充，从自然、信息

载体三者关系亦有一些新认识，首先是对人类面对的一切事物，应有一个具操

作性的、分质级的、按载体结构来划分的广义自然世界，把自然哲学与实证科学

共同需要面对的自然层次问题综合考虑，对这种以信息的载体结构的层次来划

分，可以更方便发挥科学与哲学综合交叉的具体作用。得到四个新的自然层次：

(1) 第一层次──物理自然，信息形态为无机信息；信息的载体有三种形态：

物载（m-carrier）、能载（e-carrier）和物-能载（me-carrier）。它们都是人们一

“般理解的 信息的 ”载体 ，所以亦可称为物理自然。从科学角度上，现代科学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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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实在世界的实证基础上的。从原子核物理、量子力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化

学、地球科学等，都是在这一个自然中，它们有比较共同的科学基础，遵守一般

的物理－化学原则，实验室的数据可以广泛应用到实际科学上，建立科学模型

“ ”是理解这一自然的最佳科学方法。同时， 科学是量化的 的传统观点在这一个自

然领域中是充分的表现出来，科学数据的测度是有高度可信性的。物理科学原则

已经获得全体科学家的充分认同。

就是说在这一个领域中的信息是有信源，但欠缺明确的接受者；接受后亦

“ ”不会向发信者反馈任何信息。所以，物理学家较为拒抗 信息 在物理科学中的地

位，特别是信息有一种在物理上说不清的不守恒性。笔者对这一自然层次的概括

可称为“ ”形而下 “ ” “ ”的物理自然，它以 物 与 器 为研究对象。

(2) 第二层次──生命自然，信息形态为生命信息，生物体中之生命信息的载体

是以一个多层次、有序排列、极严格、网络结点式的信载（i-carrier），表现在各

有机分子内部的特定序列和特定的空间结构。

当太空中的 C、N、H、O等元素组成的较复杂的无机物，降落在一个有固定

外壳的星球时，宇宙的演化走向一个新阶段。中国学者王文清公布了磷酸矿物在

生命形成中起了极重要的催化和参与作用(14)。重得多的磷原子 P参与了宇宙的新

游戏，并担任了一个必然角色。自此，磷酸、核酸成为宇宙生命活动中DNA螺旋

结构的双主角地位。

地球大概已形成 47亿年，固体地壳在 40亿年前出现；约在 38亿年前可能

已出现了地球的生命形态。在地球生命史中发生过多次的宇宙事件，对生命体来

──说是一大灾难 学术上称为大灭绝，但对于新的生命品种来说，却是大生机。

大家最熟识的 6,500 ──万年前侏罗纪的恐龙灭绝，孕育了体积较细的温血动物

哺乳动物的出现。每一次的宇宙事件都在DNA留下清晰的记录，在 53,000万年

前寒武纪连续频繁的宇宙事件(期间有 10次 C13巨大震幅)远超过侏罗纪的变化，

造成头足类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分化(神经轴突中出现了髓磷脂，它是一种绝缘体

结构，使神经信道可以更密集和专门化，脊椎动物才具有此种物质)。DNA可以

“说是一种被极度压缩的 信载 i-carrier”。

在自然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之间，笔者认为要谨慎地认识一个过渡环节，

── “ ”就是非生命体的物质形态 有学者称为 确实存在非细胞形式的生命 (15)，它包

有原体(prions)、病毒(virus)、类病毒(viroids)。这三类物体都是以蛋白质为基础的

结构，有的甚至于没有一个蛋白质外壳包裹，它们与环境的关系只是理化作用。

(笔者并不同意病毒有生命形态，因为它具有极理想的 100%化学可逆反应。)

(3) 第三层次──意识自然，信息的形态为人类意识的信息，信息在这一个自然

‘ ’ ‘ ’中的载体是以另一无形的 信息 为载体（以 人 的大脑皮层为载体）。信息的作

用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反映形式为有意识反映。

有科學家稱大腦為三磅的宇宙；亦有把意識形容為四張打字紙的世界。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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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把思維着的精神比喻為地球上的最美麗的花朵，这是人类最难解答之科学难

题。物理科学理论对意识之谜已感到无能为力。

美国哲学和认知科学博士 David J. Chalmers认为要等待信息新理论的出现，

才容易对于意识问题有真正的揭秘。他认为：意识可以用一种新理论进行解释，

精细的推理和一些基于普遍的本质；它或许将要涉及新的物理基本定律，信息

的概念则可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必须引入科学解释的新手段；可能主要涉及信息

的基本原理。(16)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思维被比拟计算机的信息加工。一般说来，信息

本来是有一种上、下清楚层次关系，但在人类思维的运用中，出现了一种颠倒紊

乱的新关系。这种特殊性可否称为：混杂交错 (disorder, confusion)、互惠互换

(mutual, reciprocal)、颠倒上下(invert, reverse) “ ”？笔者把它称为 形而上 跨层载体

的一种全新特性。(笔者第 6点新认识)

笔者在意识研究的四篇论文，内容亦是在北大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依据。

──第一篇首先对计算机中最重要的软件 操作系统作了全面历史、非技术性

的分析，总结出明显的六点非技术性的深层意义(17)；

第二篇文章(18)第一次描述了人类意识的四个发展明显阶段。首先以计算机操

作系统的哲学认识为本，追寻最接近大脑神经细胞的第一个信载（i-

carrier）──“颜面神经元（细胞）(facial selectivity neuron)”为起步，它记忆了客

──观某一信息的特征 灵长类的颜面构形！接着讨论古人类如何在岩画前对其中

时间信载（i-carrier）的深入解读获得时间的认识！人类把时间观念投射到各事

物，产生了真正的人类语言、意识和文字。人类一切活动都打上了时间信载（i-

carrier）的记号，亦把难以表达的自我认识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只有人类

──才拥有的东西 历史。汉字的内存信息有极为丰富的三维、甚至是四维信息，所

──以它能启动曾经闲置的右脑，开发右脑 两叶大脑并行操作是大脑意识的第四

个重要阶段。意识信息的层次关系自此都是混杂互置的，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每

一件事、每一次活动，都给予一定的烙印，人类的思维活动就是一个复杂的动态

网络系统。

第三篇是合作论文(19)，三位学者一起讨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四个明显阶段，

其中的不同信载（i-carrier）结构，恰好说明了大脑与人工智能的四大鸿沟。

第四篇论文从大脑中的脑语言结构与机制活动中，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大脑

“ ”意识，需要确定 脑意识表达系统 的生理结构(20)，除了有助进一步去研究意识

活动外，对植物人的医疗处理亦有一个明确的渠道。此文在 2007年中国科协武

汉学术年会介绍后，被推荐到美国医学刊物发表了。

任何一个生物体与环境有不断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信息运动过程的载体

关系都是以物载(m-carrier)、能载(e-carrier)和物-能载(me-carrier)三种物理形态。而

人类的意识信息活动的最低层次的载体亦是这三种有形物理载体形态，只有在

──一个健全、清醒、有完整意识的个体 人，他才可以去理解人类意识信息的深层

含意。因为信载(i-carrier)根本是不可能用物理手段去量度，只有另觅方法去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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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意识有极强烈的个体性，不可能加以复制。

过去人们只感到自然力量的可怕，认为任何事物都蕴含不可思议的鬼、神、

魔的自然力量。但当时间信息被人类理解后，古人会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人

的生前和死后。随着人们对信息的把握，才能够清楚区分宗教与虚假信息等实质

问题。

(4) 第四层次──数码自然，信息的形态为计算机上用的数码符号，计算机中可

以处理的就是已经符号化的数码载体；将来的人／机互动的智能新系统，估计

仍然是数码化的载体。在这个自然中信息的载体层次结构似与第一自然相同，有

能载（e-carrier）和物能载（me-carrier），另外再加上一种有严谨层次结构、线

性序列的代码符号信载（i-carrier ── “ ”） 好像生命自然中的生命；出现 人工生命 。

但是，由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随时通过

各项技术接上网络，进行差不多是实时的联系和沟通。

在计算机中各种指令载体形态有极严谨层次结构，类似于生命自然中的层

──次结构 一个多层次、有序排列、严密结点式的立体网络结构。现在世界网络的

开通，它创造了一个多层次、有序排列、但可多源的、亦多新结点、并不太严格特

性的动态网络，其功能表现与有形的神经系统相似。为什么笔者强调它是一个

“有形” ─的神经网络系统，因为在动物、植物体内全身分布还有另一个控制系统

─经络系统(“无形”的信道)，现在科学家仍在努力去探索其奥秘。

反映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上的人类思维的信载（i-carrier）活动，它们都是已

──经符号化的代码 不再是大脑中的信载（i-carrier）活动。但是，正因为赛博空

间(Cyberspace)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急速发展，原本不能面对面谈话、捉

摸到面部表情、身体语言的人际交流，现在一一可通过信息技术实时传送，甚至

──再可以加上技术修改 例如全息显象，比真的还要真，这一个数码自然所起的

作用真的难以估计。有学者(21)总结出三种不同形式的虚拟：1)对实在事物的虚拟

即对象性的虚拟或现实性的虚拟；2)对现实超越性的虚拟，即对可能性或可能

性空间的虚拟；3)对现实背离的虚拟，一种对现实而言是悖论的或荒诞的虚拟，

即对现实的不可能的虚拟。

──过去人类对自然力量崇拜而产生大脑意识中的鬼、神、魔 虚假的事物，今

天，在虚拟世界中倒成为一个另类环境，假、无、伪信息完全变作真存在！

　　 “ ” “ ”有关 假、无、伪 信息与 虚 信息完全不同！水中月、镜中花是虚信息；一只

“ ”杯能够盛水，是因为它中空，这亦是事物的一种 虚 信息；商业活动中的品牌、

“ ”商誉，亦是一种明显的 虚 信息。对于信息研究来说，有关“假、无 ”、伪 信息的确

定亦相对较迟。对信息的虚假性问题并不多见诸书刊著作中，若有提及，亦只三

言两语。

　　“假、无 ”、伪 信息具有 false, empty, void 等特性，笔者选择了英语字头为

F.E.V.的读音为“非”，正好为“假、无 ”、伪 “信息具名为 ”非 信息。(“ ”非 信息恰巧

“与巴门尼德曾提及的 ”非存在 极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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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桥梁之说” “ ”与 维钠之言 寻思唯物论Materialism的哲学根基

钱学森认为系统哲学是通往唯物主义哲学的一座重要桥梁，构思是宏大的。

“他把系统论界定为系统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

” “哲学是通过这个桥梁来指导系统科学的工作 ，另一方面， 系统科学工作的实

际得到的经验又概括总结起来，通过这个桥梁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

”个桥梁就是系统科学的哲学。 苗东升在讨论其科学体系中，认为桥梁层次也存

“在缺环。钱学森认为 由于现化科学的巨大发展，世界的本质问题可以完全讲清

”楚，哲学本体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苗东升对此亦有不同的意见。(22)

    控制论的奠基者维纳的名言(23)：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

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原文：Information is information, not

matter or energy. No materialism which does not admit this can survive at the present

day.] 大家都知道科学家基本上是唯物论者，维纳在理论上没有回答信息的本质

问题，但他理解到信息是一个新的范畴，是人类对事物更深入的认识。

信息又是如何会冲击了唯物主义哲学呢？

“ ” “ ”巴门尼德的著作除了序诗外包括 真理之路 ， 意见之路 两大部分。亦因为

“ ”他提出 思想与存在同一的命题 ，区分了理性与感性，用理性代替感觉，宣称

理性是真实的。故有学者认为巴门尼德首先打开了通往特殊形式的唯心主义的道

“路。他在 论自然 Nature(φυσικξ)” 中首提“存在”，“自然”经 Physis(φυσικη)、实在

Reality、事物Matter，最后成为一个(有形之)物质Material概念。所以亦有学者认

为巴门尼德是唯物主义之父。

信息研究难以取得学术界共识的原因，亦可能因为信息的确具有特殊的虚

假性。在信息研究中的“‘ ’非 ”信息 中，我们的的确确找到，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

“ ” “ ”德在存在论提及的 非存在 ，一直以来 存在 是哲学家必须涉及的重要命题，

“ ” “ ” “ ”而 非存在 极少触及。 非存在 在数码自然中已经找到 真存在  的真依据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领域最一般规律的学说。唯心、

唯物是世界两大哲学阵营的基本论点，心（精神）与物质孰先孰后，那一个是

第一性。

人类自从认识时间后，已经把鬼神、宗教、巫术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

要部份。过去人们对于鬼神宗教现象只是不解，现在不单可以在人群以语言来交

流，更可把无形的自然神力幻想作有形的鬼神。近代出现 Cyberspace赛博空间的

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实在）有实在性吗？它有自主性而能独自发展吗？现

在，任何鬼神、魔怪已经完全可以数字化，虚拟技术比过去的口头和文字描述更

为生动迫真，但它终究是虚幻的。它们的的确确只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特有

“ ” “ ” “ ” “ ”非 信息的 非存在 ，亦是 唯物主义 与 唯心主义 两者最佳的一个战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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