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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层次中介、复杂性、自然层次与“信息的载体” 

 

        “信息的载体和信息运动形式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信息 

的意义和作用也从缺乏利用发展到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标志。”── 

查汝强语，“的”字为笔者所加。 

 

宇宙万物都有一个发展的层次过程，信息亦不例外。但是，过去哲学家对任 

何两个事物（系统）都认为是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对这些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称为中介关系；亦认为在事物（系统）的内部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作用机制，

亦是中介关系之一。近年科学家认为对系统的复杂性研究，认为要深刻地涉及信

息的变化。但是，学者只注意到信息本身的演化，并未深刻地理解到信息的载体

层次发育甚至于要比信息本身之发育更为重要！信息的编码过程（录载过程）本

身就是一个跨层的事物运动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中间联系状态──中介。 

 

第一节 “中介”是一种重要的层次关系 

(一) 经典理论家从一般事物关系来看中介问题 

恩格斯指出：一切差异都会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会经过中间环节而

互相转移。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

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

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

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 

1995b, 318 页) 

列宁认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

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列宁, 1990, 311 页) 又说：“哲学上

的圆圈”，(同上, 308 页) “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

个圆圈。”(同上, 207 页)他转引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

科学表现为一个环绕自身的圆圈，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而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

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列宁在这段引文的旁

边，批注道：科学是圆圈的圆圈。(同上, 201 页)他还指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

象之网。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

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同上, 78 页)(着重号是列宁加的) 

列宁也指出(同上, 137 页)：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中介（联系），

这就是在应用因果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列宁的这一段话是针对黑格尔的如下观点

说的。黑格尔的观点是：“对于中介的要求，仍然得不到满足。经过更仔细的考

虑，相互作用关系的应用的不足处就在于：这种关系不但不等于概念，而且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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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必须获得理解。为了理解相互作用的关系，就不可任凭这种关系的两个方

面作为直接现成的东西；而是必须把它们作为更高的第三者即概念的环节来认

识。”列宁还指出(同上, 85 页)：“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

过过渡而联系的。打倒天──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 列宁还更指出

(列宁, 1995, 419 页)：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

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斜体字及下线均为列宁所加的) 

恩格斯对人类的认识进程有精辟的论述：“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只要

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

如下的补充：“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他

接着又说：“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各种纯粹的有限性组成的，同样，绝

对地认识着的思维的无限性，也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彼

此并立地和相继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的，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做蠢事，从偏斜

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行进，往往

当正确的东西碰到鼻子尖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它(普利斯特列)。因此，对无限的

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围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

的前进过程而实现。”(恩格斯, 1995b, 341-342 页) 

恩格斯很清楚地写道：“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

的内容。”(恩格斯, 1995b, 284 页) 

 

(二) 国内学者对中介问题和中介革命的讨论 

王鹏令(王鹏令, 1981, 165 页)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详细

分析了“中介”概念的含义，又从近代物理科学研究的成就推理出交叉、边缘科

学是“中介科学”，他回应恩格斯的预言：在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和化学的交

接处，必会有伟大的发现。 

冯国瑞对信息与中介有清楚的看法：“信息科学等交叉学科正是具体科学与

哲学之间的中介学科。而且，信息科学等交叉科学表明，信息是客观物质世界普

遍联系的中介因素。”(冯国瑞, 1994, 96-98 页) 他认为对信息的研究必将引起一

系列的哲学思考，并可能由此引发认识论研究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发展。 

  乌杰清楚地指出：“中介问题为什么长期被我们的哲学家所忽略，尤其被中

国的，原苏联的教科书所忽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大量的中介问题。为

什么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反映这个课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乌杰, 1993, 3 页) 

近年因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和赛伯空间(Cyberspace)的两种技术概念移

植到哲学界，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康敏, 2002, 77-79 页) 因为这两项

技术的结合，要涉及到影响人类思维模式的多方面改变。自 1998 年已连续有多

位中国学者就“虚拟”与人类中介系统的革命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 

胡心智(胡心智, 1998, 28-31 页)不单认为以电子信号作为载体的现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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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深入地考察了联系的中介。他认为：“虚拟现实的本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它是具备有物质和意识的中性物，电子这个载体就是物质，而各种声像、图貌、

文字、信息，应该是物发的物息，而物息就已经跨入了意识的门坎，物息进一步

发展就形成了意识。因此，虚拟现实既有物质成分又有意识成分，它是物质向意

识的过渡，是物质向意识转化的中间环节。”(胡心智, 1999, 15-16 页) (“物息”

是内地作者提出的一个新词，笔者估计他们从意识、信息，音近而提出物息) 

陈志良连续两篇文章认为虚拟这一方式是人类第三次中介革命；虚拟更有三

种不同形式：对实存事物的虚拟、对现实超级性的虚拟、对现实背离的虚拟。他

认为虚拟并不一定现实，但却是真实的。(陈志良, 2000a, 3 版；2000b, 57-63 页) 

殷正坤虽然同意陈志良未来的这场革命由人类中介革命所引起，但认为人类

最终还要回到现实这块坚实的土地上；人类主要还是靠踏踏实实地改造客观现实

的实践中也同时改造自身的；人类通过虚拟不断拓展着现实性空间，尤其是“数

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更是极大地拓展了这空间，从而给哲学提出了许多值得认

真研究的课题。(殷正坤, 2000, 3 版) 

黄麟雏指出：“中介是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中间环节。本质上都

是以信息为中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归根到底是通过一定信息中介的并联。

研究系统整体及转化的并联中介，就是中介思想的基本任务，这对解开现代复杂

系统运行机制的探索，也具有极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黄麟雏, 2000, 103-113 页) 

“互为中介”概念在一些旧译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不少论述，

只是近年来的新译本把“中介”一语多译成“相互联系”而已(同上, 104 页)。有

学者认为因为有关“互为中介”的命题并不存在，只因在翻译德文与俄文时的一

个小过失，马克思理论家前辈的原意应为“通过中介连接对立”和“一切都是通

过中介而连接的”。(傅杰青, 1982, 218-220 页) 

所以，在新版本多不再译为“互为中介”了。“中介”可否有更准确的把握。 

50 多年来，人们对于信息的非物质性这一命题，若只遵循着传统思路去把

握，正如恩格斯所言：它的本来正确的东西就算碰到我们的鼻子尖也不一定能把

握到它的本质。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人的认识总是曲折地向前

发展的。特别是，当信息出现在生命遗传 DNA 和人类的思维认知时，辩证唯物

主义哲学恰好能够为我们探索信息与其“载体”的本质及其复杂的中介联系，提

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 

 

(有关传统哲学的“中介”认识，笔者在 2015 年表达: “中介”就是物、能、信之间的载体关系) 

第二节  复杂性研究正寻找研究方法上“质”的突破 

考察层次、质级的关系，对于研究信息与载体、信息如何构成复杂的动态网

络系统，非常重要。层次是系统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一般使用习惯和认识

来说，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具体的、个别的层次(相当于英文中的 level)，或

是指完整的层次结构(相当于英文中的 hierarchy)。在中文理解时，这亦是一个极



 

 27 

容易产生混淆的概念。所以有学者认为层次结构(相当于英文中的 hierarchy)应正

名为“质级”，甚至用“质级结构”，认为“质级”与“层次”是一个“种”、 “属”

关系，不应混淆，而两者各有各的用处。(奉公, 1999, 7-10,13 页) 

  事实上，对这一学术概念上的混乱并不只反映在中国学术界，学者清楚地指

出：“近代科学的一些代表人物，把数学方法绝对化，认为利用目前已有的数学

方法，就可以从基本层次的规律推演出较高层次的运动规律，从而把层次之间的

差别完全归结为量的差别，也就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层次之间的质的差别。这在统

计方法的应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陈禹, 2001, 104 页) 

    西方众多科学家仍在感叹他们的“复杂性研究走向困惑”的时候，钱学森和

一批科学家在 1989 年已摆脱了单纯地在电子计算机某一个层次上运算的困扰，

针对复杂性科学研究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meta-synthesis)的科学方

法论，1992 年进一步发展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体系，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殊风格的“大成智能”

学术思想。(戴汝为, 1999, 187-192 页) 在国外，这种“综合集成”方法较多地只

限于军事战略部门。(冯国瑞, 1994, 144 页) 

    系统科学是重视层次概念的。以传统科学方法在一个层次的深入研究难以找

到系统突变、涌现等的清楚规律。学者讨论复杂性是一跨越层次的相互关系，认

为系统复杂性的四个基本特性（突变、约束、编码、组织）均表现出一种跨越层

次的特点。(王志康, 1990, 102-110 页) 理清复杂系统研究中的层次关系问题，列

出其中容易理解到的各种层次结构(姜璐, 1994, 16-21,51 页)：时间层次结构、空

间层次结构、功能层次结构等等。在人类的语言结构中亦有一种比一般复杂系统

更为清晰和直接的跨层次结构。(刘英军, 1992, 33-37 页) (董秀芳, 1997, 83-86 页) 

复杂性研究是当代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的大问题。学者已多次提到：直接综合

和统计综合均告无效，现代科学方法宝库中尚无可以借用的武器。又说：鉴于物

质能量的守恒性，整体涌现性不可能用有关物质能量的科学原理来解释，需要求

助于信息原理，因为信息具有不守恒性。(苗东升, 2000b, 23-24 页) 

1996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信息研讨会，主题是《探索信息的统一理论》，

并出版了 UTI 论文集。希望通过学者多方讨论，寻找对术语“信息”和任何发

现“信息的统一理论(UTI)”的途径，试图结束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并开始一

种新型的跨学科的研究工作。会后，主席 W. Hofkirchner 明确表示仍不能清楚回

答“建立 UTI 是否完全可能”这个问题；有关术语“信息”虽己进入众多学科，

却未发生范式变化(a paradigm change)──有学者理解他认为未有“革命性的变

化”；(W. Hofkirchner, 1999, xix-xxx)会议的名誉主席德国计算机科学家 K. Haefner 

在序言中谈到一些观点：一个“信息的统一理论(UTI)”要满足：信息与信息处

理系统必须以一个集成的理论方法去趋近；要包括信息与信息处理系统的结构和

最终的物理结构，要把结构的改变理解为在不同层次上信息运动的结果，等等。

(K. Haefner, 1999, xi-xvii) (斜体字是英文书籍中原有的) 

对于系统层次性问题，学者提出了一个新构思，认为需要摆脱一般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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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内(inner-hierarchy)研究方法的束缚，开拓一个全新的“逾层、凌域分析方法”

(trans-hierarchy)研究，才能对复杂性事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刘华杰, 1997, 20-28

页) 俄国科林认为：从信息观的角度可以把宇宙看成复杂的多层次的信息系统，

在该系统中信息过程贯穿层次结构的所有层次。(K. K.科林, 2002, 71 页) 

    人类在漫长的实践和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对认识事物的了解经历了一个辩证

发展的过程。就信息作为认识事物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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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对这个问题只能进行思辨式的研究。 

 

从以上所引的有关论述，结合本文研究的特定角度，可以得出两点有启发性

的认识： 

第一  客观世界和认识过程都是以中介环节连结起来的，而这种中介环节又不是

一个层面的东西，而是多层级的、多方位、复杂的联系环节。信息与载体

的层次关系正好解答它。 

第二  由多层级、多方位、复杂的中介环节所联系起来的客观世界和认识过程，

不是嵌套型的链式结构，而是一种复杂的信息动态网络系统。因为恩格斯

指出：世界是无限过程的集合体。当今享誉世界的研究复杂性科学的美国

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也认为：世界是一张复杂的大网。列宁指出： 

范畴是认识自然现象之网的认识之网的网上纽结。 

这两点同时包含着丰富的、深刻的信息背后有信息，一种信息可以作为另一

种信息的载体，信息是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的思想。当然，从上两节的归纳，笔

者认为系统科学的层次概念、事物的联系、中介关系等等，正好都是对信息的恰

当描写。 

 

第三节  自然层次与“信息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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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冠军, 1997, 37-41 页) 他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提出“人化了的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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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琨 主编, 1992, 223-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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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汝强, 1985, 39-42 页) 他建议中的七个新提

升的哲学范畴中，信息作为首位，他说：“我把信息这一新的哲学范畴放在很重

要的地位”。 

在对信息观的论述中，他更指出：“我认为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有三种形式：物质的联系，能量的联系，信息的联系；宇宙的进化也有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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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形态的进化；运动形态的进化；信息形态的进化”；“信息载体和信息运动形

式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信息的意义和作用也从缺乏利用发展到成为人

类社会的主要标志。”他已简要地描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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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45-47 页) 可惜他于 1990 年 10 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

更清晰的进一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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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分的四个信息形态阶段，再结合自然层次的发展就有一个更为鲜明的新理解。新

理解能摆脱过去多数学者只从现象学的一般论述去分析自然层次结构，信息观能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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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个综

合考虑；其次以信息的演化能够更恰当地说明自然的演化，亦反映出不同自然层

次具有很不相同的复杂性，可以更好发挥科学与哲学综合交叉的具体作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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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的物理载体，所以亦可称为物理自然。从科学角度上，现代科学都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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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较共同的科学基础，遵守一般的物理/

化学原则，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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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汝强已清楚地指出在这一信息形态的运动中，是不完全形态运动、只有信 

息(单向)传递；亦是无意识反映；信息的作用不起事物(自我)发展动力作用──

是无意识反映。(括号中“单向”和“自我”均为笔者添增以明确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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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者回馈任何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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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层次──生命自然，信息形态为生命信息(生物信息──查汝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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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各有机分子中的特定序列和特定的空间结构。现在，国

内外已发展出一门新的学科──生物信息学。它是一门由生物学与计算机科学、

数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交叉而成的新兴学科。它以计算机为手段，研究生物信息

演化过程的情形、特点和规律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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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外壳的星球时，宇宙的演化走向一个新阶段。中国学者(王文清, 1998)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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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矿物在生命形成中起了极重要的催化和参与作用。比 C、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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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化石记录(35 亿年前)到可靠的多

细胞动、植物最早的化石记录(6-7 亿年)之间，有长达 28 亿年的时间。单细胞微

观生命的进化历史如此之长，而多细胞宏观生命的出现和分异如此之晚，且如此

“突然”，也颇令人费解。(张昀, 1998,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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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清晰的信息记录，在 53,000 万年前寒武纪连续频繁

的宇宙事件(期间有 10 次 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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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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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内的 DNA 可以说是一种被极度压缩的

“信载(i-carrier)”。这些宇宙大事件一一在 DNA 结构中反映出来，形成了一门新

的学问──古分子系统学，科学家研究古 DNA 与古分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对生

命的进化可找到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演化速度、甚至演化的缺环类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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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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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一种极为完美的可逆化学反应。 

(三) 第三层次──意识自然，信息的形态为人类意识的信息(查汝强称为人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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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汝强只提及

第二信号系统、语言、文字。信息的作用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反映形式为有意识

反映。在下一章会讨论人类如何在岩画前对其中信载（i-carrier）的深入解读获

得时间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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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只有人类才拥有的东西──历史。意识信息的层次 

------------------- 

 见张昀编著《生物进化》, 1998, 58-61 页,关于生命定义的讨论及其具体形态和结构，笔者

认为曹鸿兴的“界壳论”可清楚界定生命与非生命的差别。生命形态都有界壳区别与环境之联系，

原体和类病毒欠缺外壳结构，病毒虽有外壳但要全破后才发生作用，欠缺“门”的功能。例如一

种烟草花叶斑病毒，如果把这病毒放在醋酸溶液中，它就被解离为 RNA 分子和游离的蛋白质亚基

而失去感染活性；如果把溶液再还原为中性，它又会重新自动装配成原先那样的烟草花叶斑病毒

的蛋白质；就算溶液中还含有其他种类的蛋白质分子，在自动组装时也不会干扰病毒的自组装过

程，它有很强的分子识别能力；但它并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复制出更多的烟草花叶斑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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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自此都变得混杂互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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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汝强提到在这一个形态中的信息运动包括有：具有各种复杂的信息编码和

加工。笔者觉得这描述并不足够，因为在意识沟通过程中，非语言、非文字、非

编码的人类各项信息活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人类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身

体语言。在过去的时候，这些非编码的信载(i-carrier)只能在面对面的情况下获取，

电影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可以重现了无法用言语、文字所代替的现场信载

(i-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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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以物载(m-carrier)、能载(e-carrier)和物-能载(me-carrier)三种物理形态，包括生

物的信息素而引起昆虫的交配趋前行为。而人类的意识信息活动的最低层次的载

体亦是这三种有形的物理载体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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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简单地用物理手段去测试或量度，只有另觅方法去准确把握。人类意识有极

强烈的个体性，不可能加以生物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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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力。但

当时间的被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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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只有对信息的准确把握，清楚地看到信息的虚假性，才

可以清楚区分鬼神宗教、天堂地狱与虚假信息等实质问题。信息的虚假性是的确

和实在的(钟义信 1996, 45 页)( H. Völz, 1998, p.19)，而任何学科的科学研究都得

面对一种真实的对象物，科学家如何去研究一个不真实的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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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四层次──数码自然，信息的形态为计算机上用的数码(查汝强称为机器

信息、或者是他新添的“人工智能”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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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第一层次的物理自然相似：有物载(m-carrier)、

能载（e-carrier）和物-能载（me-carrier）。“符号载体”应是赋予人化的多层次信

载(i-carrier)。但严格来说，在计算机运算中的一种有严谨层次结构、线性序列的

代码符号，电流脉冲 0/1 代码只是“物-能载”。计算过程是“形而下”，反映出

来被人理解到的是“形而上”。(计算机中的人工生命亦是线性序列的物-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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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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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的不可能的虚拟。(陈志良, 2000a, 3 版) 

但是，科学家开发的技术无论如何高超，计算机仍然未能突破人类在自我个

性与时间认识的两大认知过程中的难关。正因如此，人／机系统必须有“人”的

参与，才可借助“人类”已经把握了的两个特有的认知飞跃，再综合去调动计算

机庞大的信息库，才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难题。 

 

物理自然存在了 150 亿年，生命自然存在了 38 亿年，而人类的真正意识只

出现了数万年，数码自然刚刚只出现 50 年。这是一个有明显次序的演化过程，

笔者把一般理解的天然自然(第一自然)分成两个层次──物理自然和生命自然。 

第一层次是“形而下”的物理自然。从第二层次到第四层次的信息运动规律，

比第一层次复杂得多，而且均是以信息作为载体，所以笔者称它们为“形而上”

的自然。第二层次(生命自然)和第四层次(数码自然)都有极为严格的层次关系，

而且在这两层次中都可以有生命现象──自然的生命、人工生命；它们的载体层

次关系是不能随意打破的。第三层次是一种最复杂的信息运动，它不单有信息的

复杂性，更有紊乱不清、互相倒置、跨逾层次的载体结构，而且人类的新认识、

新信息的产生大都在这一层次上。虚假信息亦大量产生在这一层次。 

 

对于地球上的最美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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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 Chalmers, 1995, pp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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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认为：必须把意识

体验视为一种不能简化为更为基本事物的基本特性──如果现有的基本（物理）

理论不能把意识包容进去，那就必须提出某种新的理论；我们可以先从寻求高层

次的“桥梁”定律入手，意识体验的结构反映在知道的信息的结构上，反之亦然。

他认为凡是我们发现意识体验的地方，它都是作为一种信息状态的一个方面存在，

而这种信息状态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大脑的物理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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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杂志把他提及的 Conscious 

Experience 译为意识感受，有学者认为理解为“意识体验”更为准确) 

《惊人的假说(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作者克里克(F. Crick)和心理学者

科克(C. Koch)回应 D. J. Chalmers 的观点：他认为需要引入新的基本特性“体验”

这一观点，并且同生物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有关。换言之，一定是和来自躯体和外

部世界的信息回馈协调。他们同意 D. J. Chalmers 所认为的：信息事实上有可能

是关键的概念。(F. Crick; C. Koch, 1995 pp84-85) 

 

在下一章，笔者以信载(i-carrier)的一些新认识，大胆地结合脑科学的新知识，

尝试对意识的发生和变化进行一些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