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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二稿完成于 2002 年，初稿 2000 年 9 月安阳周易研讨会宣读 

导师告诫未取得学位前，不要随意公开自己的观点，先集中力量讨论“信息载体”问题 

“信息载体”问题已经不是传统学术界轻易接受的观点，“信息思维”更难理解的 

 

中华形上科学──信息世纪的先驱者 

--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回应-- 

杨伟国 

(香港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21 世纪是信息新时代，信息概念、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的各种文化、科技、哲学等

领域。一切的旧思维、旧传统、旧习惯，都在急剧改变或者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自从人类认

识了物质和能量这两种自然客观事物，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技术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

50 年前科学家发现了“信息”这一新事物，人类正要踏足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已经冲破了传

统牛顿科学的束缚，出现了近代系统科学。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学家仍弄不清到底是什

么困扰 他们？大家期待 要有更大的新突破﹗英国李约瑟对中华科学技术历史之研究，问现

代科学何故未能在中华古国崛起？但他不怀疑未来科学会再在中国出现；美国学者雷斯蒂沃

响应李约瑟的观点，而且更强烈表示：从 21 世纪才开始认识的新科学何以要出现在中国，而

不是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真的会否如此，东方中华有此能耐吗？真会在新世纪信息大竞赛取

得新胜利吗？ 

 

关键词：信息革命  信息思维  信息作为载体  大脑操作系统  李约瑟难题  形上科学 

 

    在人类历史中，西方 400 年前曾汲取了中华科技精粹，再发展成极具活力的现代科学技

术，为人类近代文明起了重大作用。从文化特征和思维特点来看中华文化的确与其他文明古

国有 明显的区别。其他古文明已被替代湮没了，唯独中华文化仍能延续至今。最近的 200

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极大的反复，古国正处于历史的徘徊和痛苦的沉思，究竟华夏文

明会否步其他文明古国的后尘而消逝，难道我们将来要在历史博物馆内、考古土堆中才可看

到她的光彩呢？ 

 

    当上一个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系统科学、控制理论、信息科学等新技术，70 年代后再涌

现了一大批新科学观念：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论、突变论、混沌、分形、自组织等等

崭新的科学理论；特别是李约瑟教授的专著出版，把注意力引向东方的中国。触发了中华大

地对自已传统文化的新评价，希望能完美解释李约瑟教授之质疑。原本只对世界文化有重大

影响的《周易》、《道德经》等古籍，中外学者从中发掘出大量有科学新义的内容。对华夏思

维模式之研究亦遍及海内外，很快找到其中较明显的特点：整体性、综合性、演进性、危机

性等等，不正是那些新科学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吗？有人说：西方科学家 400 年科学发现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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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探索，只不过为华夏古智者的只言片字做了详尽的现代诠释而矣。炎黄子孙又如何重新认

识自己的文化遗产？我们又如何能够面对新世纪的大挑战？这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国际汉学

家都极其关注深思的世界大问题。 

 

    新世纪的新思潮必须在人类大群体思维的不断踫撞、熔合、交流、嫁接中产生。1995 年，

一个新思维竟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香港、东方之珠、常人认为的文化沙漠中萌芽诞生了[1]。

这个新观点被形容为信息哲学新奇葩[2]。《信息思维》是香港一个业余者多年来以现代科技

事物“信息”为入手──把它从原先单纯科学角度提升到哲学高层次的新观念，特别是介定了

“信息”、“载体”与“信息载体”之重要差异。这种认识对西方学者来说是一个有难度的新突破。

倡议者并以此作为认识世界各种事物的一个全新探针，再用它来探讨中华文化的特异性、产

生原因、近代困境、未来与世界文明的结合等问题[3]；对一些争论已久的科学问题都能给予

大胆全新的诠释、更对人类未来新科学亦有大胆的揭示。在此笔者不可能从哲学上给予更多

详尽的阐述，只可能 重介绍由此新探针所引申出来的结果与大家一起讨论，亦可作为李约

瑟难题的另一种回应。 

 

一、  困扰科学家的系统复杂性引伸出来之结晶问题 

    系统科学发展到今天，其新概念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中去，并取得难以估计的科学成就。

但是在《21 世纪 100 个科学难题》一书中，苗东升论文《系统科学的困惑》[4]较详尽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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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

难以进入有关生命、社会、思维等领域的研究，雄心勃勃的西方学者发出了“从复杂转到困

惑”[5]的感叹，因为这些领域太复杂了，被称为复杂的巨系统[6]，真正解决要花几十年的时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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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

故，中国的科学家只好暂时不把信息作为系统学中重要的基本概念，希望留待条件成熟后再

作弥补。 

 

    中国学者已经高明一些，从方法论与及工程技术层次分别去解决，清楚定义为“开放的复

杂巨系统问题”，提出有些作为的综合集成方法，被称为“大成智能工程”[7]。但是，“信息”

是什么东西中国学者现在亦是摸不清﹗上面提到的两个困扰会否就是因为“信息”未能充分认

识的同一结果？上世纪 40 年代，科学家在研究电话、电讯的传递过程中发现和开始认识了它。

世界知名的控制论奠基人──N.维纳，他对信息给予一个大胆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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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前瞻的西方科学家 50 年来都无法准确定义“信息”。他们用文字表述信息时，肯定使

用 Information，甚至有人说这词语已经用得太泛滥了。但是他们在描述信息的盛载物时，竟

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只把一些能载物的东西、可贮送的工具都用上去了：conveyer、

container、carrier、messenger、storage 、memory device、vehicle、vehicular 等不下拾数种名

称。高明的中国学者遇见了这些各种不同的词汇，竟不约而同和自觉地把它们通通翻译成为

“载体”﹗“载体”﹗而且把载体的这种新观念立刻扩散到多种场合。你在这里就能发现两种文

化的明显差异了。若然我们认真仔细深入去思索这现象的深处，可能从这找到一个极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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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深奥的事物，一直困扰科学家的秘密会源于此吗？ 

 

   Information，这外文的原意是通知、资料、通报等等，西方人对此字的普遍把握意思是

Inform－ation，多从 Inform 这意义去解释。但字头 In- 亦有“在内、进内”和“非、不”两种不

同意义；formation 有形式、文件、格式之意思；由此看来这个外文的整体意义亦可被理解为

“形式内之事物”、“非形式之事物”。这种恰巧不正是 3000 年来华夏古智者努力追探宇宙本原

的一种非形、非能、非物、非实的根本。而中华古人却曾经用近百词语来描绘这种宇宙本原，

但是载物却只用了一个“形”字。《形而上者谓道、形而下者为器》。古籍中就蕴涵了大量对这

抽象本原的探索，甚至明确提出了“道、理、气、心、性”在自然、生命、思想、社会等不同

层次的各种结构表征。怪不得科学家在研究现代系统科学的时候，发现所有这些新科学中的

那种新观念，都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这些描述的不同足影。(但是，因近世唯物论的影响，

亦有中国学者认为传统观念中的“气”是中华原始唯物观之始。) 

 

    大家都知道信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它无处不在，只能在不同层次理解

它，其内涵与外延至今还不很清楚。早在 1985 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知名学者查汝

强[8]就倡导要提升一批新范畴。他建议中的七个新提升的哲学范畴中，信息是作为首位，他

说：“我把信息这一新的哲学范畴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他更认为：“我认为物质之间的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有三种形式；宇宙的进化也有三种形式：物质形态的进化；运动形态的进化；

宇宙进化还有第三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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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简要

地描出一个宇宙的信息形态进化表。可惜他于 1990 年 10 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这个宏伟的

心愿。 

 

    面对这种不可分离两事物之关系，而又要弄清其中的哲学意义，我们就得要有特殊的醒

觉性。这一点查汝强倒比我们清晰得多。信息与载体是当代自然辩证法需要清楚认识的一对

哲学范畴，那么更应先从它与载体之间的关系来探讨。“信息必须由一个称为载体的事物来携

带、盛载”，这好像是一个简单不过的现代学术常识。但是，众多学者论述信息并不考虑由那

一种载体去盛载。信息不单要有一个载体来携带，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信息亦可作为另一信

息的载体[9]──这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命题与哲学命题。当然，作为载体的这种信息最终仍必可

找到它本身载体的物与能。事实上，因为对“信息必须由一个称为载体的事物来盛载”这一个

观念的不清晰，就会导致人们无法清楚界定信息的原因呢﹗在下一步讨论时，可能会有意想

不到崭新、刺激的启示。 

 

二、  宇宙演化出最复杂的事物──人类的大脑意识是更难入手的课题 

    意识的奥秘被誉为现今最难入手的科学难题，因为科学家仍未找到一个容易操作的入门

途径。在探研心脑关系时，可将脑看作计算机装置。西方认知科学家早就比拟大脑的确存在

操作系统的机制[10]，人类大脑中有没有真的类似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事物？过去计算机学

者参与的各项大脑意识研究，他们多渴求从此寻获得一些新算法回去应用到计算机上。计算

机科学能否从认知角度出发，去认真探讨人脑中的操作系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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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推动了现今多种学科的新研究和新取向。计算机本身中最关键的一

个软件技术──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OS) ，亦因近年个人计算机上网热潮和掌上计算机

的发展，引发了两大操作系统生产商的国际市场大争夺，这一景象可让人们有机会认真地重

新了解到操作系统在计算机世界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操作系统已经历了好几次的急速更新

换代[11]，过去技术文献上曾经使用过 Control 、Monitor 等多种称呼，港澳台地区更早多使

用另一译名“操作系统”。在网络世纪，认真分析计算机操作系统 50 年来的变革，笔者尝试

总结出如下明显的非技术性的深层意义[12]： 

        最早期的计算机并不具完整的操作系统软件，只需有一打孔纸带作为指令； 

        它是最接近硬件的第一个软件；有了它才可以承接各应用系统、专家系统； 

        它已证实部份可以被固化到芯片硬件中去，其余仍然要放置装备在软件中； 

        它要求更准确、精炼的计算机语言，否则无法操控新硬设施和网上联络沟通； 

        要它快速、全面、复杂的运算，必须以并行分布操作才能满足速度的要求； 

        不同年代设计有其年代特征，它包容上一代的优点、更含新一代之高要求。 

 

    每一种操作系统都因不同年代的客观需求，有其各自不同的技术特征。从非技术意义来

说，我们知道计算操机作系统是最接近硬件的第一个核心软件，可从这一点就能很好追索人

脑发展的印记。近年借助了最新的科学技术，人们在脑科学上不断有新发现，对其硬件结构

有更清楚的认识，应可觅得“脑操作系统 Brain’s Operation System(BOS)”[13]的存在了。 

 

2.1 灵长类大脑的第一个脑操作系统──一个能被固化、可遗传的软件 

    在 1981 年和 1982 年，美国和英国的多个科研小组，先后在猴子大脑的颞上沟位置发现

了一种极稀少的特殊细胞，它只针对眼鼻口构成的图像经由眼睛、视神经传来的信息，这些

细胞有极强烈、明显的脑电反应，科学家命名为“facial selectivity neuron 脸孔选择神经元(细

胞)”[14]。若然猿猴被摘除大脑中的这些细胞，猿猴亦立刻失却了辨认亲群的能力，其存在位

置亦是人类相貌失认症的病变区。事实上，在猴子大脑发现“脸孔细胞”前几年，科学家早已

在猴子大脑中发现了“paw cell 手爪细胞”[15]，这种单纯细胞唯独对五指爪形物体有强烈反

应，对大脑而言它相当于一个形状图像自动鉴别器。这两者亦是唯一在灵长类动物大脑中才

发现的特异性细胞群。 

 

    大多数认知科学家对“手爪细胞”与“脸孔细胞”与人类心智之间的关系并未详尽加以考虑

和讨论。但认知元理论的提出者 Gilinsky 倒认为手爪细胞和脸孔细胞两者之发现，是“Cognon 

认知元”理论的漂亮的例案[16]，认为它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先天性的信息记忆元、注意元、处

理元。因为灵长类动物演化发展到需要足够长的哺育期，母亲与幼子有较长的面对面生活阶

段，才能学习更为完整的种系延续本能。灵长类把体外的亲属面貌形象信息逐步固化到自己

大脑硬件中，脸孔细胞是颜面信息专用的核心载体，笔者认为这是大脑的第一个思维操作系

统；亦是可以固化到核心硬件细胞结构的一个最简单的操作系统（一个可以遗传的操作系统）。

但这些内容只是脑操作系统最容易固化的部份，还得在出生后经过学习再补充其余部份，两

者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更完备的认知整体作用，这种思维的内在关系被认知学者称为“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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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捆绑问题”[17]。 

 

    这种可遗传的特异细胞相当于工业生产的计算机芯片配上操作系统，它能以 DNA 遗传

方式把这机制存留给后代。从这种先天遗传而来的细胞之发现，若然可被解释为猩猩容易具

有动物高级社会意识的物质条件。那么，人们知道海豚和鲸鱼的语言与智力甚至要比猿猴猩

猩还更高级，因为在水中生活独特发展出利用高频超声定位的本能，牠们比陆上双眼目视的

动物有更独特、更复杂的大脑结构；若从科学家对牠们的镜像自我认识试验来看，海豚等水

生动物亦应有自己独特的脸孔细胞；但是牠们没有客观条件能够分离出独立的“手”来﹗手爪

细胞的存在是否意味 灵长类从攀援前肢分离发展、再重视自身劳动的结果──手；这双手更

是动物能够向外精确表达大脑信息的重要工具。在下一节希望能更详尽的探索了。 

   

2.2 大脑第二套脑操作系统（人类的第一套）的突破──要求复杂的语言语法 

    从三龄童、狼孩、力苏（西方喜剧电影“上帝也疯狂”的非洲土人主角）等人类的思维特

点可以推论晚期智人的认知水平，一般认为他们都是欠缺自我认识、主客不分，特别是对时

间上的‘过去、未来’无法知晓和把握，他们与黑猩猩、倭猩猩一样只能表达此时此地的事物。

人类如何认识明天、昨天和过去、未来等这些时间概念，这是人类学一直未能很完满解答的

学术问题。 

 

    1996 年笔者在第 58 次北京香山科学会议中提交了一个大胆的见解，有关文章[18]指出：

人类 30000 年前第一次把自已大脑思维中的形象，以自己的手偶然拿起炭枝石头，在泥墙石

壁上描绘了出来，他们创造了人类第一个信息载体是岩画、壁画，把大脑中的信息第一次物

化在物质载体上。笔者不同意传统上认为结绳、语言是人类的第一次信息革命。1997 年笔者

进一步把这观点再清楚引伸[19]：人类在面对自己创造的信息载体（岩画）前，面对眼前猎

物和画中景象，必须在群体广泛的交流中才有条件可以再创造出新的思维概念，去表达无法

用身体语言、天然叫声表述时间上抽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其他动物和三龄童、

力苏、回到人类社会的狼孩等，都无法理解和表达的时间观念。新的人类认识（时间）只有

在这种条件下才能被提炼出来，思想的内容一下子被扩宽，人类新思维就此诞生了。这萌芽

突破就在大脑主管手的运动区邻近形成独特的语言区，而且，这个人类语言皮层要在婴儿出

生后才出现、又直到 20 多岁完成发育。有关时间认识的语言不单涉及语言的思想内容，更推

动了语音次序（时序信息）和语法的新要求，使人类语言走向复杂化和科学化。 

 

2.3 人类记录语言的文字出现──第三套脑操作系统（人类的第二套）  

    自从人类在岩画上的思维突破，接随古智人以时间变迁发展的视角，人类再要经历了数

万年才慢慢地了解这个变化中的大千世界。在 10000-15000 年前后突破畜养、种植、陶器、

氏族社群等等，才开始创造出丰盛的地球新文明；在 5000-6000 年前真正发展出完整的语言

文字系统。人类以符号记录语音是大脑的第三套操作系统，这是可以重复利用已记录了的各

种信息，发挥了“信息”的真正作用，文化的发展更加急剧变化了。但是从多种报导来看，仍

可估计地球上至今最少还有五处的原始民族(21 世纪初，证实有近 100 处)，依然停留在未能

植入具有时间抽象观念“脑操作系统”的古代智人阶段，他们无法理解时间上是有‘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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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被邀请到香港和北京拍摄电影的世界著名喜剧演员‘力苏’，他就是一个真实的非洲

现代智人，他本民族口语中就是欠缺表达‘明天、昨天；过去、未来’的语句。我们保留 地球

上这些现代智人的生活方式，慢候他们认识的自我突破，还是植入时间操作系统加快推动他

们的智力发展，这问题都已超越了本文思考和探讨的内容。(印度洋东部的安达曼岛上的土人

----安达曼人，是 50,000 年前离开非洲，因为地质变化而停留岛屿生活。被国际研究机构要求

被隔离的现代石器时代智人，这是一个人类学上极为宝贵的研究对象。他们的 DNA，语言，

生活等，网上有详细报导) 

 

    人类大脑中建立了具备时间抽象概念的脑操作系统，直接推动了人类语言的创造，这种

关系与计算机新一代操作系统和计算机语言互动促进极其相似。在一般人们观念中的计算机

语言是指 C 语言、Basic 语言、Fortran 语言或者 Prolog 语言等等，但这概念是不完整的。严

格来说这只是计算机语言的最外层次部份！操作系统中有多级语言结构，最接近硬件的是机

械语言、Kernel 内核语言，极先进的操作系统仍要保留最原始的 0-1 的机械语言（在最低层

次的器件机械语言中，1-1-0-0、1-0-0-1、1-0-1-0 或者 0-0-1-1 等对它来说都是一样，只是两

次脉冲）；第二层次是计算机自身的管理语言、Semaphore 语言（相当是旗号语言，内地有译

成为信号灯，未能作为一种语言来理解！似不完整！），虽然还只是 ０-１ 之区别，但是它的

序列结构就代表了它的特定功效，它可以去调动众多的外围设备、各种内存信息和程序、足

够大与多层次的工作桌面、设法分时并进运算等，这种指令要具备有更准确、更精练的二级

计算机语言；现时人--机通话、网络沟通、分布联网计算等，要求有一个接近人类思维形式

的操作系统，机际沟通、网络语言，被称为第三层次更高级的 Shell 语言。上述的各种计算机

语言 C 语言、Basic 语言、Fortran 语言等都只是 Shell 语言其中一员。从人类思维发展角度来

检视这些思维与语言层次问题[20]：灵长类社会只需最低层次语言为手爪颜脸认识，在脑操

作系统观点中，可以把大脑第一层次最基本的称为颜面自我认识语言；而人类大脑低层的语

言基础是时间抽象观念，这种时间认识语言是人类一切思维的通用基础，所以应把时序思维

管理语言称为第二层次语言；在脑操作系统观点中，第三层次为人类群体思想交流的语言。

通常人们简单称呼的“语言”在这里只是形式化的交流语言，是人际间思想交流的工具。 

 

三、 信息时代出现的“右脑革命”与中国方块汉字研究 

    西方学者掌握不少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类大脑的功能和思维现象。多数民族在发展他们各

自的文字形式时，不知不觉地都抛弃了形象信息，走向了表音文字。在发展语音符号文字之

际，他们的两叶大脑的功能逐步明显的分工，使得他们在学习文化和思维过程中，大脑两翼

显著的左右左的三步曲──串联思维：对拼音字符要由左脑判断字形、把表音符号调到右脑读

音、一串音节再回输左脑才能把握意思。科学家从这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左脑为语言脑，

右脑为非语言脑﹗在近代脑科学研究中，他们清楚看到这情况，就是未有很好的开发右翼大

脑，而右翼非语言脑刚好是主理形象思维、创新思维、灵感思维的重要所在﹗科学家们思索

为何大自然竟会给予人类一个近乎多余──未有很好动用的右脑，西方学者质疑：“进化的力

量简直不允许出现那种徒劳的情况”[21]。未来信息时代的多变和竞争，科学家和教育家都提

出应尽早开发人类右脑的研究，想法要右翼大脑开窍，否则，浪费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一叶大

脑。所以西方科学家大力鼓吹所谓“右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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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初，日本东京电机大学和日本电话公司公布了多年的合作研究结果[22]： 

    汉字与日本字符（假名）在日本人的大脑反应，竟是 0.1 秒和 0.3 秒之比﹗怪不得在日本

之超级公路上之路标，早就要用汉字而不用本国文字，过去的经验只知用上了汉字路标之高

速公路路口交通事故较少；有假名字符标称的交通路口就经常出现撞车事故。原来，汽车驾

驶者在公路上要去判断出路路口，看到了路标字符，大脑思索何去何从时，汉字和假名字符

对大脑有 很不一样的反应时间。他看到拼音假名字符，大脑仍在思索中 0.3 秒已经过去，高

速下再想扭盘转向就会撞车出事故了。(最新资料: 大脑反应每一次为 0.076 秒) 

 

    日本主持研究的小谷诚教授解释了实验结果：人们认识假名拼音字符需要三个过程，从

光学画面图案接收字符信息，一定要把图形转读为音节概念，音节符号然后转为逻辑意思，

在大脑要经过两叶大脑的左、右、左三步。而汉字单词的认知不需音义转化过程，从字符形

象就能直接理解意思，所以大脑认知的速度就要快得多；它就具有表音文字所欠缺的快速阅

读优势。而且实验表明，当出现汉字 0.1 秒后，被检测者的脑顶、脑后部等范围内的大部份

大脑皮层都显示得极其活跃；但当出现假名字符 0.3 秒后，被检测者的大脑只有左侧才开始

有所活动，右侧脑基本不需唤醒、好像仍在睡眠状态，或者是脑内的某种自动程序。 

 

   黄土地带是 200 万年来季侯风带来的风沙沉积而成，并不是从地下岩石变化生成的土壤。

7000 年前华夏子孙没有文字、未有任何科学仪器下，就在黄土风沙减光作用下[23][24]，用肉

眼就可看到太阳上的黑子活动，并刻描在骨板上。原来至高无尚的日神亦有黑斑瑕玼，中华

古人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我们对这些自然界出现的微妙信息、偶然信息、特殊信息、

交流信息、图象信息[25]，产生了独特的思考，自以为能够从此捉摸 这个变化万千的大自然

力量。华夏古人当然不会随便抛弃“形象”这珍贵的信息，独自发展出别具一格的方块象形文

字，使得我们的左右两翼大脑保持 同步活动，没有浪费大自然给予我们宝贵的一侧右脑──

足够大、层次性的工作桌面。使得我们在视觉串联思维过程中，大脑仍然发展和保留 大量

的并行、整体思维模式，这是世上少有的特例。在独特的自然条件下，我们的祖先早就为我

们解决了这个大脑第四套操作系统的科学难题。 

 

    因为脑癌而需要切除一侧脑页，西方拼音语言病者不论那一侧脑页被切去，均丧失认字

能力。而汉字语言病人不管那一侧被切去，竟仍保留原有的汉语单字的认知能力。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脑记忆储存量上早已安排了足够多的层次式网络内存的插口，

大自然一定能够满足人类成长过程中的索求。但是如何发挥大脑中的多插口设计功效？必须

在适当时候要插上足够大的层次记忆卡﹗人类如何能够向大自然采购全部记忆卡配件，有赖

于第二套大脑操作系统──时间认识﹗﹗如何发挥内存的良好层次联想效果，则要靠脑操作系

统中的软件设计﹗﹗笔者认为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而言，并不是大自然给予一个多余的

右翼大脑，只是他们的祖先设计和植入了一个并不是最有效发挥大脑功效的串联操作系统﹗ 

 

    有关脑操作系统的序列串联 serial 方式及并行 parallel 方式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在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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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层次，它们全部都是并行神经网络方式的快速运算，每一神经元可以有超过数以千计

的神经突触与其他神经元沟通，这是大脑元器件层次的并行操作。有关第三、四套脑操作系

统的问题，是涉及左右两翼大脑的串联或者并行问题。认知理论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清晰区

分，混淆了意识的串联或并行问题﹗计算机的元器件层次极难达到并行操作，每一元器件只

可推动扇出下一层次 4-5 个组件，笔者是半导体工艺工程师清楚其中的物理究竟。即是器件

基础层次无法真正进行多个并行操作，所以只能在微处理器层次 手设计并行操作──例如“深

蓝”，就是 512 个微处理器并行操作。但是，每一微处理器内仍然是串联操作的。 

 

四、  西方科学家已经开始醒悟，正努力寻找新科学的突破口 

    现代一切的科学研究都是面对各种不同事物的“信息”研究。但是，这些科学研究都是只

针对以“物、能”作为载体的研究。究竟“信息”与“信息载体”有没有必要去清楚区分呢？实际

上，科学家更经常忽略了“信息的载体”与“信息载体”之差异，甚至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不

管你在《电子学与计算机》专册、或者《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专册，都找不到“信息载体”、

“载体”栏目解说﹗信息研究者分不清他们面对的只是载体、亦更只是物能载体﹗现今的科学

研究并未能真正揭露“信息”的真义。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大多数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形而下”

的思维，即是“以物质、能量为载体”的思维方式；他们只考虑事物的物质、能量、及它们的

状态、演化的关系。有没有一类科学不是单纯研究物能载体，而是研究“以信息作为另一信息

的载体”的科学研究？ 

 

    1995 年西方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H. A. Simon 西蒙(他有自已的中文名字──司

马贺，是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老朋友)，在第 14 次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获得优秀研

究奖，他发表论述的报告[26]：他们也在研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他解释了三个“I” : 

Intuition--直感、Insight--顿悟、Inspiration--灵感。这个报告引起了广泛注意，因为人工智能已

到了不能不关注以前认为并不科学的东西。请注意：西方用了十多种词语表述来代表信息的

载体；而中华古人却曾经使用近百字词来描绘信息，但是载体却只用了一个“形”字。 

 

    “道、气、理、心、性、、、、”若被接受是现今的信息，“器、体”为现今的物与能，那么“形”

就是“载道”的事物，清楚是现代概念的“载体”了。但是一直困惑着古人的是：“形”有时是有

形的，但“形”亦有时表现出“无形”之状；究竟“无形之形”如何理解；它又对我们有何启发呢？

朱熹曾探索“无形的形”，本文认为“无形的形”就是以信息作为载体之描述，只可意会、难以

言传，但是它可以突破的﹗ 

 

    所以，不管你如何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 21 世纪来临的信息竞赛中，中华古人已

经在 3000 年前悄悄偷步出发了。我们不用花脑筋去考虑如何对右翼大脑开窍的科学难题，我

们已经配置了左右两叶大脑并行操作的软件，一早为信息革命的竞赛作了好好的准备，我们

今天只要及时对“能量认识”好好的补课就不会在未来竞赛中处于下风的。老祖宗为我们作了

天衣无缝、巧妙合法的偷步安排﹗中华文化是早熟文化，这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因为我

们早就思考非形、非实、非物的一种抽象事物，在信息革命竞赛前已偷步起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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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提及的《21 世纪 100 个科学难题》一书，首五十个基本是物质、能量、

太空、人类生活环境问题，涉及的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后五十个难题中的近过半数，涉及

生命、思维、认知、脑意识、脑计算模型、超级计算机、物质与精神等等问题，实质就是一

个不能直接、简单把握得到的“无形信息载体”的各种研究。华夏古人早就在思索：无形之“形”

的确是可以存在，只不过更难捉摸﹗不同学派就有不同的理解﹗今天科学家要尽早摆脱“形而

下”的困扰，努力开辟人类未来的《形上科学》研究，亦是人类新科学的突破﹗ 

 

【信息思维】眼中的信息发育﹑分类﹑科学层次草图 

信息分类与发育 人们研究的对象 思维模式 学科层次 逻辑简化关系 

 

天 

 

然 

 

信 

原始信息 

Crude 

Information 

以眼见到的事物为载体之信

息探讨 

I1=f1(M) 

原始思维 

直观思维 

观象,取象 

古天文 

物种分类 

算学 

 

1 是 1, 2 是 2 

 

息 

 

Natural 

 以物质和能量作为载体之信

息研究 

I2=f2(M.E) 

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 

机械唯物思维 

物理 

数学 

格物致知 

  

1 是 1, 2 是 2, 1＋1＝2 

Information 状态信息 

State 

Information 

以物质﹑能量和它们的状态

作为载体之信息研究 

S1＝f2(M.E) 

I3＝f3(M.E.S)＝f3(E.M) 

逻辑思维 

唯物辩证思维 

化学 

生物 

牛顿科学 

熵＝△ｑ／△ｔ∞ 

现代数学 

 

A 是 A, B 是 B A＋B＝C 

 演化信息 

Evolution 

Information 

以物质﹑能量和它们的状态 

发展为载体之信息研究 

S2＝f4(M.E.t) 

I4＝f5(M.E.S2)＝f5(M.E.t) 

社会思维 

历史唯物思维 

系统思维 

从现象看本质 

系统科学 

控制论 

信息论 

灰色理论 

宇宙科学 

负熵概念 

 

1 是 1, 2 是 2 1＋1 〉2 

 生物体内信息 

Information 

in Bio-Body 

 

以信息作为信息载体的研究 

I5＝f6(M.E.S.I.t) 

  ＝f6(M.E.I.t) 

 

寓言思维 

灯谜思维 

灵感思维 

创造性思维 

考古学 

泛系理论 

可拓理论 

新整体科学 

A 是 A, B 是 B, C 是 C 

A＋B＋C.....＝∞ 

 

 人工信息 

 Manmade Information 

实际上, I 已蕴藏了 t 函数 

I5＝f6(M.E.I) 

逆思维 

 

信息思维 

人体科学(主要要經絡研究) 

智能科学 

【形上科学】 

 

     

《形而上学》一词被严复先生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大作 [Metaphysics 物理学之后]时挪用

了，他弃用原先译者使用过的《玄学》一名字；现今世人已把“形而上学”的词义可惜地负面

被定形了。因此，笔者结合现今科学概念，把“形上科学”给予信息时代的新定义。附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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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角度把各门科学研究不同的信息归纳整理，可以看到有极广阔的空间为未来“形上科

学”，研究以信息作为另一信息载体的科学研究。 

 

    若果上列的分类是合适的话，炎黄子孙已经在这个“形上科学”新领域的研究中，努力开

辟了最少三项实质的研究，例如：人体科学研究（经络[27]、中医、大脑）、泛系理论研究[28]、

物元可拓理论[29]等等。虽然他们有的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可惜的是，由于人们并不太理

解这种研究的深刻意义，使他们的工作遇到不少困难、面对不少冷淡、支持并不足够，亦未

引起其他科学家和世人认真的了解。不管怎样，21 世纪超脱物能载体的科学研究已经摆在人

们的面前了。 

 

五、  结语 

    世界上有三种难以兼容的哲学思想：西方以现代实验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实证哲学（以

科学实验论据去证明、或证伪）、共产主义世界以实践斗争为主要手段的唯物主义辩证哲学、

东方中华以格物致知的玄想象气周易哲学。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这三者的思想同时有所

表现！但是，小小的香港──这个东方之珠，因为历史上的特殊原因，竟有能力把她们互相揉

合在一起，在这里亦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她们各自充分发挥特有的魅力[30]。香港是世

界上独特的一个好地方，她有良好的土壤产生和培育出世纪新思维。 

 

    新世纪是信息年代，人类思维要以信息为轴心。一个国家民族的进步标志都得以他们认

识和掌握了多少信息为判断。开发右脑、利用信息、发展信息都是未来世纪的重大工程。中

华民族在认清传统文化中的原始信息思维优势，努力追上现代物质、能量科学的认识，应更

有利于未来新世纪再次焕发中华文化的新丰姿，为人类作出更伟大、更恰当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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