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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汉字文化》 

六见于台湾《哲学杂志》 

信息思维与教学改革 

--对母语教育、右脑革命与幼婴教育的哲学思考--   

                              杨伟国 

                     (香港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 

 

  文章撮要：香港一位业余研究者多年对信息的哲学探索，1995年把它概括为《信息思维》。信息

的定义至今仍然无法取得较统一的共识，但是它的确渗透到每一个学术领域。笔者分析东西文化之差

异，强调和把握信息与其载体之间的复杂层次关系，首先对 50 年来计算器发展操作系统的历史进行

深刻的检讨；并遵循西方认知学者的观点去探讨人类意识的发生和演化；中华方块汉字是地球上独特

的一种文字，它孕育了华夏文明，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华人地区的未来教育问题，肯定要涉

及其语文教育路向，亦会关注近年来较多议论的母语教育、右脑革命、幼婴教育等问题；笔者就从信

息与载体的新视角，介绍一些大胆的探索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信息思维 意识发生 母语教育 右脑革命 幼婴教育 汉字研究 

 

1995 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学生节活动中，一位香港土生土长的学者向百多来自内地、香

港、澳门的大学生，以《从信息思维看中国传统文化》为题[1]，介绍了一个全新角度去看待

悠久历史的华夏文化。1996 年笔者是第一位香港学者被邀出席北京香山科学会议，并以《华

夏思维与信息思维》为题[2]，介绍以“信息、载体”新角度去讨论最新科技与传统文化之衔

接、沟通、融合等问题。1998 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笔者以《21 世纪信息新时代

中华文化更能焕发新丰姿》为题[3]发言，引起与会者广泛注意。《信息思维》这词组逐步被有

关朋友认同和思考，甚至被誉为“一朵奇葩”[4] 。六年多来，笔者从这新视角出发，论述的

新观点引起广泛响应，亦在朋友鼓励下放下行政工作，希望能更好去探研。今天能与华人教

育改革思考者交流，笔者愿意提供一些大胆的观点让大家一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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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研心脑关系中，可将脑看作计算器装置，心则是脑藉以发挥作用的一系列软件程

序。1983 年西方认知科学家约翰逊-莱尔德( Johnson Laird, P.N. )相继出版两本有影响力的著作

中提出 mind's operating system, conscious operating system[5],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brain[6]，等各

种描述，他更对于各种计算器中不同结构的有关操作系统 serial operating system, parallel 

operating system, high-level operating system, hierarchical operating system 在婴儿、动物与成人等大

脑意识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菜单现。可惜他并没有清楚把握计算器操作系统的不同年代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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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意义，未能更完整地去揭示思维奥秘。笔者从信息与载体角度认真分析计算器操作系统 

50 年来的变革，总结出如下明显的六点非技术性的深层意义[7]： 

        最早期的计算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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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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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计算器操作系统是最接近硬件的第一个核心软件，这一个甚至是可以固化的软

件！单从这点就可很好追索人脑思维的起始印记！近年来人们已借助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在

脑科学上不断有新发现，若能找到最接近大脑“硬”结构中的“软”东西，应可觅得“脑操

作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了。笔者经过慎重考虑才选择了“脑操作系统 brain's operating system”

这术语，可简称为 BOS；觉得这样的指称会比“意识操作系统”或者“心操作系统”更为贴

切清楚，因为有了脑操作系统才可产生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意识和心理。 

 

1. 脑操作系统的换代与人类认知的发展 

 

1.1 脊椎动物的大脑硬件已基本形成 

    特别是对脊椎动物大脑皮层结构的详细研究知道：古皮层很早就出现；旧皮层较晚才出

现、亦只主理嗅觉有关的反应；演化到灵长类才有新皮层的构成；人类语言的出现更在新皮

层内再形成了两个独特的新区域──威尼科（Wernicke）区和布洛克（Broca）区。这是其他

灵长类动物都欠缺的脑组织。大脑皮层的发育就有一个硬件添增过程的明显次序，人类思维

主要就是新皮层多个区域与五官的综合活动结果。要追索脑操作系统之最早出现，我们不应

在语言区内去寻找，否则就会出现错误的结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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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只针对眼鼻口构成的图像经由眼睛、视神经传来的信号，这

些细胞就有极强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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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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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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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种单纯的细胞只对五指爪形物体有强烈反应，

相当于一个形状自动鉴别器。这两者亦是唯一在灵长类大脑中才发现的特异性细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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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考虑。但

认知元理论的提出者 Gilinsky 倒认为手爪细胞和脸孔细胞之发现，是“Cognon 认知元”理

论的漂亮的例案[10]，认为这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先天的信息记忆元、注意元、处理元。这个问

题的再一步深入就会涉及智力是否有先天遗传的哲学争论！由此不 意再引伸出来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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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mother cell theory 祖母细胞理论”[11]，认知元理论者认为对文字有文字细胞；对电

视机有电视机细胞；现在计算器计算机普及了，难道近年大脑亦出现了计算器计算机细胞？

难怪这个观点不被学术界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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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猩猩长期观察中，学者们归纳出牠们的思维特点：家

庭情谊、性爱有别、喜怒哀乐、等级观念、勾心斗角、争夺高位、社交方式、手势语言、自

我意识、修造工具等十种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较高级意识[12]。个别猩猩更被观察到能够创造出

“tactical deception 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13]，牠能够推测其他个体对自己的身体语言和叫

声音调所表达信息之理解，以达到欺骗其他猩猩同伴而为自己保存美味食物。灵长类把自身

体外的形象信息（亲属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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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以遗传的脑操作系统）。但这操作系统只能固化最简单的部份，还得在出生后经

学习补充不足之处，两者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更完备的认知作用，这种思维的内在关系被认知

学者称为“ binding problem 捆绑问题”[14]。 

 

1.3  大脑第二套脑操作系统（人类的第一套）的突破──创造更复杂语音和更科学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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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指出：

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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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并不是人类唯一懂

得使用的信息载体，口语又不能物化和保存，多种动物也有地域上的方言，同一海洋生活的

不同群海豚亦有不同的语言啸叫；结绳的绳不是人类‘创造’的‘信息载体’，只不过人类借

助这个‘已被创造了’的物体，作为信息的载体，并不是‘创造’载体。1997 年笔者进一步

把这观点再清楚引伸[16]：人类在面对自己创造的信息载体（岩画）前，在群体广泛的交流中

才可以再提炼创造出新的思维概念，去表达无法用身体语言、天然叫声表述时间抽象的‘过

去、现在、未来’，这也是其他动物都无法理解和表达的时间观念。新的人类语言只有在这种

条件下才能被创造出来，思想的内容一下子被扩宽，人类新思维才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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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已摆脱了旧有的

束缚，创造出更为复杂的语音，要求更为科学准确的语法。语言皮层自婴儿出世后才会出现、

且一直到 20 多岁完成发育。时间的语言不单涉及语言的思想内容，更推动了语法次序的新要

求，使人类语言走向复杂化和科学化。但是若然延误了学习机会，大脑皮层语言区的生理启

动装置就会在发育中自动关闭，错失了机会就无法补救。狼孩、猴孩重新回到人类社会中，

亦难以再次启动生理开关去把握时间的认识！ 

但是，现在从多种报导来看，仍可估计地球上至今最少有五处的原始民族，依然停留在

未能植入时间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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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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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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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古代智人的生活方式，慢候他们自我的突破，还是植入时间操作系统加快他们的智力发

展，这问题都已超越了本文思考和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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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时间认识问题之突破探索，在２月１２日香港无线电视“猿来是这样”节目，介绍

了美国阿特籣大大学人类学系利用图象 盘与猩猩沟通；猩猩无意模仿研究员用粉笔划下

盘图象，竟获得了时间抽象认识！但似乎研究者并未感到这是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 

 

1.4 人类再发展第三套脑操作系统──语音符号(文字)的出现使得左右脑叶明显分工 

    在大脑第二套操作系统出现之后，人类才正式揖别智人，走向人类新文明世界，古人再

通过对各种自然信息的印记──载体的多方考察，分别创造出各民族语音的代表符号。文字

是从简单的图象逐步演化出来，任何文字符号的创造过程都是要经历过形、音、义三者融合

的必经阶段。最早完整的文字符号出现在巴比仑和埃及一带，距今约有六千年。 

    多数民族在发展他们各自的文字形式时，都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原始文字的形象信息，走

向表音文字。在人类发展了语音语法和创造了表音符号文字之际，他们的两叶大脑的功能逐

步明显分工，音符与语义的分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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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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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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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右脑仍然是文字阅读思维必经之地，却只像一个交通回旋处，但这并不

是活跃激化的一叶大脑。在近代脑科学研究中，他们清楚看到这情况，认为人类未有很好地

开发右翼大脑，而右翼非语言脑刚好是处理形象思维的主要所在，创新思维、灵感思维的产

生亦要依靠右脑，故有“右脑革命”之言。科学家们思索为何大自然竟给予人类一个似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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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5 华夏古人开发了第四套脑操作系统──两叶大脑由串联走向并行 

唯独东方黄土地带的华夏子孙，我们 7000 年前在没有文字、没有科学仪器下，在黄土风

沙减光作用下[19][20]用肉眼就可看到太阳上的黑子活动，把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刻描在骨板

上。原来至高无尚的日神亦有黑子缺憾，自然界并不是圆美无瑕、永恒不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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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象信息产生了独特的思考[21]，以为能够从此把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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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把天上本无意识的繁星构图描绘成有意义的天

干地支时间符号[22]，沿用了 3000 年，可惜许慎未能目睹甲骨文出土，无法洞悉这 22 字的源

流。但是，汉字就使得我们的左右两翼大脑仍然保持同时活跃，没有浪费大自然给予我们宝

贵的右脑──足够大、层次性、并行网络型的工作桌面。 

应用方块汉字的华夏后人是否天生的左、右两叶大脑同时并行使用？不！这种结构方式

原来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七、八岁未认真识字之前，也是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左右两叶大

脑明显分工！！广东华南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学者研究多年的结果[23]：应用拼音文字的人群（包

括新疆维吾尔族和西藏藏族居民──他们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拼音文字），他们两叶大脑是明

显的分工、有不同的优势。只要他们（包括来华任教的外籍教授）愿意学习汉字──不是单

单只说汉语（口语），约四、五年之后，大脑思维过程竟会逐步走向两叶均衡并行使用！在独

特的自然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就为世人解决了大脑第四套脑操作系统的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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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脑操作系统与信息、脑语言的综合关系        

脑操作系统 典型代表 行为思想表现 大脑硬件特征 信息传递和接收 脑操作系统的  

建议类型     细胞结构区域 信息与其载体 “脑语言”层次  

前操作系统 鸟兽等脊椎动物 生存本领 古皮层的出现 以外激素(信息素) 外激素与天然叫声  

Pre-BOS   印刻行为 嗅觉灵敏 作为生殖信息载体 简单的 0--1 孔带式  

    条件反射 食物形象记在脑细胞 抗干扰能力极强 前脑操作语言  

脑操作系统-1a 灵长类动物 家庭情谊 性爱有别 喜怒哀乐 新皮层颞上沟出现了 以脸孔细胞为载体 相当于第一层次  

BOS—1a 黑猩猩 倭猩猩 等级观念 勾心斗角 争夺高位  两类特异细胞群： 通过捆绑效应分析 “自我认识语言”  

  现存的原始民族 社交方式 手势语言 自我意识 手爪细胞和脸孔细胞 获得同种属的信息    

  三龄童  狼孩 修造工具 等十种意识 视野交叉到左右大脑 建立高级社会意识    

脑操作系统-1b 水生哺乳类 十种灵长类高级社会意识中 估计有独特脸孔细胞 同灵长类相似 相当于第一层次  

BOS—1b 鲸 海豚 独欠手势语言 但没有分离出手细胞 建立高级社会意识 “自我认识语言”  

    独立发展出高频超声定位 大脑有超声定位区域 无法传递手势语言    

脑操作系统--2 25000 年前智人 第一次把思维物化到壁画上 两个语言区出现 把大脑信息物化到 相当于第二层次  

BOS—2  在群体讨论中才提炼创造出 加速了形象思维能力 一个物理载体上    “时间管理语言”  

   有关时间的抽象认识： 大脑形成足够多的插口 对比事物间之信息 每事物都经自我、  

   把过去与未来投射到各方面  以便能加添新的内存 能把握高层次信息 时序编码对比  

脑操作系统-3 拼音文字民族 利用符号记录语言 从硬件看无太大差别 在形音义三信息中 相当于第三层次  

BOS—3   不知觉间抛弃了形象信息 只是从脑功能方面来看 只重视了音义两者 “群体交流语言--1”  

    走向表音文字方式 两翼大脑明显的分工 要经语音转录程序 两翼串联操作方式  

脑操作系列-4 表意汉字民族 在特殊黄土风沙自然环境下 从硬件看无太大差别 重视形象信息，信息 相当于第三层次  

BOS—4   利用符号去记录语言时， 两翼大脑较均匀发展 贮存于层次网络中 “群体交流语言--2”  

    重视形象信息成方块汉字 形象思维反映在文化 形义－形音程序 两翼并行操作方式  

 

２．有关母语教育问题 

  中国要向世界开放、香港要与世界接轨。不少家长认为：回归祖国问题已解决了，母语

教育问题可以放一放。香港踫到的问题更是三文两语的问题[24]，不好以政治角度去要求三两

天就能解决了。 

一般人都认为中国语文历来就是单音单字，其他民族语言才是拼音语言！未来网络世界

都是拼音英语为主，连法文、拉丁语亦得退位让步了。历史上已有不只数千种语言要退出历

史舞台，现时世界上每年仍有百计语言走进博物馆！有生命力的才可继续生存，暂时逃脱历

史的安排！！究竟世上唯一独特的中华方块字──单音单字的语文，会否步 6000 年前极已发

达的、还是象形(但已是拼音的)埃及圣书文字一样，成为古董文字！ 

有关中华民族的主要语言（单音单字）要从历史演变来看，才会有一个更清楚认识。 

江浙学者[25][26]通过详尽的考证（从越－戉－石锛实物对比；从文献记载；从地质文物；

从地方命名；从民族语言古音考证），得到不少新数据；笔者亦从古天文流传下来的十二岁和

十干古怪称谓（这是无法解读的多音语言）和在《夏小正》描述的十月历（云南彝族仍有使

用），十干又是最早用作人称（甲乙丙丁），等等资料；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信息：我们最伟

大的祖先──夏禹，他原籍江浙一带，有丰富的水土知识，是南方古文化重要的一支，但因

为 6000 年前的海侵泛滥，被迫放弃家园、迁徙外地；使当地的饕餮玉文化（人神兽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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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农业文化一度中断！5000 年前，夏民族的古吴越语言──胶着语（复音语），遇到其他地区

的民族语言必有交流融合过程。虽然夏文化对中华大地有 重大深远的影响，但是她自巳的

母语竟敌不过其他民族的单音单字语言，要退居成为陈迹了，现在它只能成为一些少数民族

的方语，或者在一些文物上留有残余信息。 

在近世的千年历史中，中华大地上的单音单字语言亦曾经有两次重大的冲轚融合，一次

是蒙族入主中原；另一次是满族入主中原。其结果为：蒙族鞑靼语在东欧还可生根，在中华

大地上只是众多种民族语言之一，不是主流；而满族在华夏文化中完全被同化，其文字在今

天已成古董语言。 

现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的电话手机大国，掌上计算机的使用已排在内地信息部门的议事

日程上。外国生产商都希望在计算机内植入中文信息软件，打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分享其利

润。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汉语仍会有一定的历史寿命！！一段时日之后，当中国接受西方外来

文化的情况下，方块汉字还有她的地位吗？但是，香港安子介先生早就说：汉字是中国的第

五大发明；２１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英国《新科技》杂志原总主编麦克．普鲁斯预

言：汉字将成为声控计算器的第一语言；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将必修汉语！[27]这些会

否只是一孔之见！不值我们细思吗！？！ 

 

３．有关“右脑革命”问题 

    近年香港教育界亦曾流行过“右脑革命”的活动，西方有国家把它作为这一个世纪的教

育国策。过去有些朋友看过笔者的一些文章后，以为我是反对讨论“右脑革命”问题，认为

中国人不用去考虑开发右脑，这是不了解大脑神经元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是对第四套脑操

作系统讨论中之软件与硬件关系有不恰当的误解。 

早在 1970 年，美国学者 P.罗津就以方块汉字来医治西方儿童的失读症[28]，解决大脑因

两翼神经沟通信息出现的问题，这项成绩引起了多方思考。在 21 世纪信息竞争年代，西方科

学界急起谋求一个迅速开动右脑的妥善办法，故有西方学者建议把汉字教育作为他们中学课

程的必修科，以此来启迪西方人半睡眠状态的右翼大脑。语言皮层自婴儿出世后才会出现、

且直到 20 多岁完成发育。在这 20 年长期间内大脑神经元的总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它的神

经纤维是不断的伸延，构成更密致的网络结构，语言成长期的思维训练就是借助认知学者称

为“ binding problem 捆绑问题”效应，联想、模拟、形象、意会等思维模式就是有效加强信

息之间的捆绑。方块汉字有其独特的“复脑效应”[29][30]，能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建立更有

效的脑操作系统。中华文化数千年累积的经验──灯谜、诗词、书法、舞台艺术等，青少年

若能参与这些活动，都是最有效加速神经元之网络形成，亦是维持左右两叶大脑的顺利良好

沟通，中国的老书画家都是保持良好脑功能和延年益寿的最好例证。 

中华子孙已经合法地悄悄偷步了 3000 年[31]，我们不用花大脑筋、大气力去研制开发右

脑更先进的人类第四代的脑操作系统，只要设法在适当时间内，向大自然索取在插口上配置

足够好的内存。我们可以平静心怀去看未来世界的发展，学习人类宝贵的科学知识，考虑自

己在世界大历史中的未来位置。 

 

４．幼婴语言期前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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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并不引起教育家的注意，幼婴教育更未被关心，所以政府亦不会投放更大的资

源。只有知识分子的家长才会更多关注自己子女的成长，去思考在幼婴期、未获得语言能力

之前，能否促进子女的智能。  

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和脑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告诉我们，人脑的生长

发育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发展的不等速性，二是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关 期。在生命的早

期，发展速度最快。以脑为例：出生后六个月的人脑体积比出生时增加一倍；两岁时为出生

时的三倍，已是成人的 3/4；四岁时为出生的四倍，已接近成人大脑体积。出生时，人脑有

5000 万种、1000 亿神经细胞(学术上称为神经元,人出生后神经元不再增加)、500000 亿个突触

(神经元伸出的轴突和树突与其他神经元的接触点)，一岁时神经细元的突触就达到出生时的２

０倍。一个小的神经元约有 500 个突触,而新皮层的锥体细胞可多达 20000 个突触，平均而言，

新皮层的神经元有约 6000 个突触。但是，神经元轴突伸延长出突触的情况是容易受到很多抑

制，有不少神经元突触的形成有各样的关 期，科学上用视觉剥夺来研究视神经元突触的布

线和成长。动物幼婴期缝合眼睑、或者全暗饲养一至二个月，再回复正常环境生活，这动物

的实验眼显示是盲的。但是这眼睛并没有异样：瞳孔反应正常，视网膜电图正常等等，但是

视皮层细胞的反应明显丧失！这就清楚表明，形状视觉（而不是光本身）是保证视觉系统正

常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32] 

近年在内地汉字研究者与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合作下，对０－３岁幼婴进行《婴幼儿生活

游戏识字》活动，配合３－６岁儿童《幼儿听读游戏识字》活动，经过１０年的试验取得了

肯定的成绩〔33〕。在幼婴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图画、字卞的配合，让他们在无压力下、生活

中、玩耍中认识了这些汉字，他虽仍未懂口语，但已认得这字的含意；当他学得语言，已能

立刻结合大脑中的信息！虽然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个科学实验曾被指为“伪科学”呢！

（因为 50 年前政治领袖曾认为要缩短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时间，两年就足够了。这当然不是

科学！）但是，这个试验仍缺乏更强的理论依据，只是一种试验！传统教育家仍难以接受在语

言期之前的幼婴竟能认识这样“复杂、难认”的汉字。 

在信息与载体的新角度来探讨未有语言能力的幼婴如何接受信息、表达信息。人类两个

独特的语言区──威尼科（Wernicke）区和布洛克（Broca）区也不是同时出现的，最早出现

的威尼科（Wernicke）区由 0-15 月形成，它有分析语义、理解口语的作用；布洛克（Broca）

区要在 2-6 岁期间才能分析句法、输出口语。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差！婴儿视觉比听觉

更灵敏和更早出现，他如何表达信息？除了自然叫声外，我们很清楚：“手”是幼婴表达信息

的重要工具！他可以用手去指示图画字卡、表达大脑之认知，把思想物化！在获得语言能力

之前，这种形象活动就能促使其神经元突触的生长，构成良好网络结构，为语言的产生可建

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有效发挥人类大脑潜能的重大课题！更何况“手爪细胞”是突破时

间抽象认识的重要工具！人类如何能把抽象的思维物化是认知上的特破！香港无线电视“猿

来是这样”节目的报导，正好回答了这个科学疑问！ 

幼婴期如何有效发挥这个人类的这个极重要的信息表达工具，将会是一个加快认知、健

全大脑发育的课题！这涉及信息科学、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教育科学等等专业的合作研

究，特别是希望华人教育家更多关心和参与这项科学研究。笔者只是从信息与载体的哲学认

识中，寻找到一些新论据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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