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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内蕴与方法论 

——语言陷阱、形象信息、回文诗、诗词灯谜之复杂性研究 

杨伟国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摘要： 

中华汉语包含着独特的方块汉字以及一音一字的语音，一音一字一义序列发展出极为丰

富的多字中华辞语。西方人士因为脑癌而切去任一侧脑页，立刻失去阅读能力;而华人脑癌

术后仍具汉字认知能力。汉语除言语思想沟通功能外，其内蕴未被我们充分认识。What is 

information？笔者通过汉语内蕴的发掘，获得丰富的认识，初步回答了信息的困惑，亦深入

探索了复杂性研究遇上的难题，草建了信息新方法论的雏型。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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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华语言文字的发展是每一位中华子女都关心的问题。笔者大胆地提出：7,000 年

前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其中的太阳骨雕、原始的三脚煮食器、原始的[酉]型器皿、原始木器

隼卯、农业、蚕形雕刻等等，可以说明华夏文化之始--河姆渡文明是一重要源头。有关论述

可参阅笔者另一论文。夏民族是来自南方长江流域的文明较发达区域，因为海浸(不是江河

水的泛滥)而北迁的族群。4,000 年前中华远祖的主流夏语言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一音一义的

“汉”语言，更接近于拼音方式，学者称之为“胶着语”。形象鲜明的夏字符如何完整地被殷、

周民族接受，再与北方族群的一音一义殷、周语言的整合，可誉为一次中华文化的大合璧[1]。

形成了日后世界上极独特的“一音一字一义”方块汉字语言。这是东方华夏文化的重要根基。

中国梦的根源要旨。 

 

笔者认为中华汉语除了在字面含义的文化沟通内容之外，可以进一步把中华汉字未被深

入剖析的另一层次的哲学意义，概括为“内蕴”。“蕴”在中华汉字的含意: 积聚、藏匿、深奥、

郁熟、含蓄。这是一种不是简而易见的字面含义、或者隐喻，恰恰正是 70 年来仍未被准确

把握的哲学新事物----信息哲学。笔者认为汉语“内蕴”可概括为: 文字语序、语音序列、汉字

形象信息、汉字历史源变等等。这是汉语哲学的新内涵，未有准确的外文词译，故大胆提出

供讨论。 

 

1. 西方语言陷阱与中华汉语内蕴 

60 多年前，What is information? 有关信息概念的困扰已引起国际各方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美国“知识经济”创意者、维也纳学派学者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他感到社会上对“信

息科学”的多种不同看法，在完成“知识经济”几部重要著作后，1982 年他特意邀请了多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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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信息研究：学科

之间的讯息》(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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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年当他看过 40 位学者的论文后，写了一极长篇的评述文章[2]。但他未见到文集出版

就去世了。在评论文章提到学者不留意的专业名词众数“s”蕴涵着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作者在同一文

章、同一页、甚至同一段落，竟可交叉使用单数和众数(s)。他在该文集的前、后[3]两篇文章

中，使用超过 10 次(misleading)──歧路、误导，和多次(misnaming)──错误命名，来评议“信

息”的方方面面。 

 

亦有一位西方信息研究学者[4]认为要确定“载体”(carrier)与“被载的信息”(carried)的学术

地位，这一认识明显地超越了一般西方学者。但是他竟可在一篇不太长的文章中对“信息的

载体”同时地使用了四种不同的英文表述方式：carrier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carrier, 

informational carrier, information-carrier，笔者与之通讯，希望了解他有没有另外的学术新

含意。他清楚告诉笔者：指的就是“信息的载体”(carrier of information)，别无他意。 

 

2014 年笔者正式把上述西方学者对其文字的失误与困惑，清楚概括为“语言陷阱”[5]。若

不认真、清晰对待，中华学者亦会重复跌入西方的语言陷阱中去。“信息的载体”与“信息载体”

就是例子。中华汉语的内蕴可被笔者初步概括为: 文字语序、语音序列、汉字形象信息、汉

字历史源变等等。这是汉语哲学的新内涵，极不成熟，故大胆提出供讨论。 

 

2. DNA 结构与回文诗汉字语序、语音序列的相似性 

1995 年笔者以中华趣味回文诗的结构型态，来比喻 DNA 的回旋、首尾难分的奇异结

构状态。中华诗词中重视平仄押韵，平仄的安排能够增进韵律口感外、亦能够增强记忆。

DNA 的磷酸、核酸必须结构相间，就像平、仄的相间。但是在 DNA 中，平平仄就会终止排

列，DNA 的终结子。 

一首并不特殊的回文诗，大家可能细嚼其中的音序与字序的关系： 

 

 它的迴文： 

梧井落花秋寂寂， 

竹窗摇月夜沉沉， 

孤鸾舞处回肠断， 

远雁来时别恨深。 

深恨别时来雁远， 

断肠回处舞鸾孤， 

沉沉夜月摇窗竹， 

寂寂秋花落井梧。 

DNA 双螺旋链结构中的一条链的排列次序，就是双链中的另一条链的颠倒。而且，科

学家认为 DNA 双螺旋结构的每一条链，至今并不知道它们的真实头尾位置，因为它们是封

闭结构。其中还有极多仍未清楚知晓的生命功能、似乎没用、经常出现的“垃圾 DNA”。更像

中华诗词中的疊韵词藻。1 

                                                   

1 (请关注：回字在港、台某些场合会使用“迴”， “疊”在国内被简化为“迭”。 “迭”不是新的简体字，原意：

轮流更替，与“疊”意并不相同，因字音相近而被选替传统“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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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诗词灯谜—复杂性研究 

笔者从信息的新视角探索中极重视中华灯谜的作为。在博士论文初稿讨论中，导师曾列

举西方亦有类似中华灯谜的文字游戏。她举出英语的文字猜谜例子：I jump into water. 猜

一英文字。我说：若果以今天流行的网络言语: i jump into water. 应该有不少朋友猜到的，

但是传统英文书写，就容易难倒大众了。其难处在于英语 i 字在句子前一定要写大楷 I。这

一英语字谜底为: waiter. 细楷 i 加进 water 中去。 

 

笔者从香港中央图书馆中极仔细索览有关中华灯谜的书籍，只搜索出 4 首极独特的中

华诗词灯谜[6]，它们的谜题、谜底，竟可以颠倒使用。 

“人约黄昏后”猜一字--------------谜底为“是” 

“木兰无长兄”猜一字--------------谜底为“歌” 

“只是近黄昏”猜一字--------------谜底为“酱”(现简体字未能看出“酱”上面的“将”字。) 

“此曲只应天上有”猜一字--------谜底为“曹”。 

 

对中华诗词有些爱好的朋友，除了第三首灯谜因为要涉及中华古天文知识外，猜中其他

三谜底并不难。但是这 4 首中华诗词灯谜，竟可以解答国际系统科学、复杂性研究---中国

钱学森学派、美国圣塔菲研究院众多科学家研究者的困窘，他们慨叹：From complexity to 

perplexity[7]。钱学森提出的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亦遇到西方学者所感到的极度困惑。(钱

学森学派的人体、思维科学理论只在航天医学上还能有些作为，但远离钱学森原先设想的学

术目标。) 

 

这 4 首灯谜的载与被载的关系，它是层次结构的一种混沌新特性。是层次间的混沌、

跨层、交错、倒置、凌域的新关系。复杂性未能提出可行的新出路，人类思维复杂性的最大

特征。 

 

4. 汉字的特有形象信息----人类大脑意识发育的 4 个关键期 

形象信息至今仍然未被信息理论研究者纳入他们的学术视野内!若果以形象信息来研究

人类意识的产生与发育，我们可以获得下列的新认识[8]： 

一. 高级灵长类能够把其同类的脸孔构型----(形象信息)，抽象存储为一种极为独特的

“面孔细胞”，这是可通过 DNA 遗传的一种形象信息，这是宇宙间信息事物的一次新突破。

亦是高等灵长类能够建立家庭族群关系的重要生物学基础因素； 

二. 约在 25,000 年前，智人在无意地在石壁岩墙上偶尔拿起炭支绘下眼前的猎物成果，

再偶尔在群体中吱吱喳喳的议论比较，在岩画图像背后更偶尔发现一个已经“过去”的事实。

更有另一个未曾出现的“未来”。这是 “形象信息”在人类意识发育中的第二次大贡献。。  

三. 人类在发展记录语音的文字工具历程中，多数民族在不知不觉的环境下已经逐渐舍

弃了原始象形文字中的“形象信息”，只当作一种语音符号，走向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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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唯独黄土地上的华夏子孙牢牢坚守住“形象信息”这一珍宝，除了最基本的象形之外，

再发展出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规律。通称“六书”，后两者只是用字法则，不涉

及字型结构，由此发展成为独特的方块字。这一个汉语的“形象信息”珍宝，竟然可以有效地

改变我们华夏人的大脑神经网络接线，让两页大脑可以独立分别演算，成为第四阶段的 dual 

core 大脑。本人以脑操作系统(BOS-1,2,3,4)来描述大脑意识发育的 4 个阶段。亦把第三个

自然层次概括为意识自然，若以中华理念来描述，可称为“偶然”。因为人类 30,000 年来的

艰辛演化，要连续 3 次的偶尔，人类才可以到达今天的思维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教授认同笔者对自然新层次划分为 4 个新结构，其自然新层次： 

物理自然、生命自然、意识自然、数码自然等 4 结构是一个新认识[9]。2014 年北京聚会中，

笔者对自然新层次以中华理念的新概括：天然、必然、偶然、赫然。黄顺基教授极认同笔者

把第三个自然── “意识自然”概括为“偶然”，因为思维要经历过 4 个偶尔才到达今天我们华人

的思维模式。西方学者现今仍然在寻找开发他们右脑的方法。) 

 

人类第九个生理系统：“意识表达系统 Conscious Representative System”的理论[10]在

2007 年正式公开，在意识发育的 4 个明显的阶段的相关表达器官构成了一个新的生理系统，

舌针的医治原理，手指末端的刺激对大脑疾病的医疗效果。有关植物人的医学判断亦有新的

理论指引。(在 2015 年 6 月维也纳举办的信息研讨会中，意识奥秘的观点[11]已由友好介绍。) 

 

5. 通讯过程中的信箱原理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2006-2013 年笔者与疾病搏斗中，更详细分析了信息理论缔造者

申农(Shannon, C.E.)通讯模型[12]的不足处，这些欠缺亦是 60 年来中、外信息研究者的疏忽

与迷信。亦显出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科学的崇拜。笔者认为一定要在已经丰富了的 Shannon

通讯模型添加 “形象信息 image information” 和“信箱 mail box”等科学新概念[13]，才能把“信

息”理论真正推广及至心理科学、DNA、大脑智能工程研究中去，为众多不同领域的科学研

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实验路向。 

 

 “信箱 mail box”概念的产生，是因为 2005 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卢煜明教授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14]，引发了本人对他研究成果深入的信息思考。他的研究：“无创性胎儿产前 DNA

诊断”，在母亲血液中可以分析出腹中胎儿的 DNA 缺憾，成为一种胎儿无创伤的 DNA 诊断。

而他的发现竟可在母亲血液中潜藏数十年，这现象正是“信箱原理” 。更是希特勒屠杀犹太

人的“先父遗传”科学理论依据。更被一般社会曲解为所谓“处女情意结”的所在。正因上述原

因，“先父遗传”被贴上极沉重的意识形态封条，有关研究尘封停顿了数十年。 

 

事实上，更深入地思考：“信箱 mail box”的科学基础，就是“形象信息 image information”

在DNA 结构、脑思维中的多方作为，产生的作用与贡献。华人大脑思维中汉字的“形象信息”，

更是 21 世纪汉语哲学新探索极需关注的重要科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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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术概念的准确命名 

香港学术界曾经议论今年诺贝尔奖会否授予中文大学的卢煜明教授，因为他的研究成果

惠及全人类后代的未来健康，可以节省庞大的日后医疗护理费用。笔者认为他的研究不可能

通过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评议，因为约在 20 年前在北京举办的“第 18 届国际遗传学大会”

中，明确表示“eugenics”(优生学)一词不再在科学文献中使用[15]。“eugenics”(优生学)曾经被

希特拉用于屠杀犹太人的科学理论依据。当科学界未能改变旧有思维----意识形态，是不可

能随便接受卢煜明教授的科学发现。学术命名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升华。语言陷阱、错误

命名、意识形态，可以极深远地影响人类的思维、文化、历史、科研。 

 

“圆珠笔”在港澳称为“原子笔”。“炒贵刁”是著名东南亚食品，它源于潮汕地区的“炒粿条”。 

“信息的载体”与“信息载体”就是学术错误命名的好例子，它令信息研究担搁延误了 60 年。特

别是在文化交流中，不同命名翻译会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把学术命名准确传播出去，

除了要求各专业队伍本身的努力外，社会意识形态亦起了不可估计的无形压力。 

 

汉语哲学是一个新概念，究竟可以包容什么内容？究竟外语应该如何恰当表述？这都是

中华学子要耐心讨论、探索、论证的新课题。 

 

中国近百年的文字改革道路反复、歪路、过失，都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对于汉语哲学

这一课题不希望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地去建立外语的命名和定位，建议更多方面听取各不同

领域的学术界的意见，期望众汉语哲学探索者，为实现“中国梦” 尽一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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