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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质、能量、信息”与“载体”  

 

“载体”是本论文的讨论核心，希望能够透过它去把握信息的发 

展。笔者认为“载体”有三种基本形式──物质、能量、信息，因此 

清楚地理解物质、能量、信息三者在哲学层次和科学层次不同的把握 

至为关键，特别是对于自然事物的一个最重要的本原──物质，否则 

又会陷入另一个思想混乱状态，无法理清“信息”与其“载体”的复 

杂关系，甚至难以发现有关信息的新规律。 

 

控制论的奠基者维纳在理论上没有回答信息的本质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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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段说话有三个含意：信息

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三者有极重要的内在关系；信息的深入研究一定要突破传

统的物、能认识。 

离开载体去讨论信息，有关信息的许多问题(包括什么是信息)都是无法说清

楚的。“信息的载体”的研究是信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信息概念是一个面世不久的科学范畴，要把它移植到哲学认识去，是要经历

一个细致和准确的把握过程的。首先要从哲学上弄清楚，信息既然不是物质、不

是能量，信息是什么？它与物质和能量有什么的关系？ 

 

第一节  哲学对“物质”与“运动”的把握 

为了从哲学上弄清楚什么是“信息”，必须明解马克思列宁思想、唯物主义

理论对“物质”与“运动”的把握，才可清楚区分哲学范畴和科学范畴对于物质、

能量、信息三者不同的把握。 

世界上存在着千差万别、无限丰富的实物、系统及其属性和关系等等，物质

就是它们的总和或简称。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是哲学史和科学史长期发展的

产物。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以往唯物主义对物质范畴理解的局限性，从物质世界

是形形色色、无限多样，但又是不断运动变化和互相联系、相互统一着的事物出

发，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认为世界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世界的统一就在于

物质性。物质是世界万物的普遍的本质和共同属性。 

 

(一) 物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原和统一基础。 

恩格斯指出：“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

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

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因此，不研

究个别的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并且通过认识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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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和运动形式，我们也就相应地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恩格斯, 1995b, 343

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并认为：“物质本身和各个特定的、实在的物质不同，它

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恩格斯, 1971, 598 页)  

在哲学上制定物质范畴，是为了标志作为不依赖于人和整个人类意识并能在

人的感觉和思维中得到反映的客观实在的这种特性。 

物质范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其他一系列范畴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因此比物质更为广泛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同与之对立的意识概念的关系，

才能定义物质概念。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任何范畴的内容只有通过与其他范畴的

比较才能揭示出来。物质是第一性的。 

物质范畴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因为它反映认识的源泉，从而规定和指引

着对认识论的所有问题的研究。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也是解决辩证逻辑问题的一

个重要的出发点。 

 

(二) 运动──“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恩格斯, 1995a, 399 页)；“就它被理解

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

(恩格斯, 1995b, 346 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论证和确认了物质第一性、世界的物质性，而且认为

物质处于运动之中，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并研究物质的最重要的内在属性

和它的存在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关于物质和运动、运动着的物质和它存

在形式（空间与时间）之关系问题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答，为我们揭示了

作为现实的范畴中的物质。 

“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同上, 400 页)“无

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恩格斯, 1995a, 399 页)“我

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恩格斯, 1995b, 328 页)

“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固有的运动。”(恩格斯, 1971, 586 页) 自然科学的对象

是“运动着的实物。实物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

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同上, 591 页) 

物质既是客观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也是认识论的范畴。它标志着一

切知识的源泉。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范畴表达了唯物主义世

界观的实质及其与唯心主义观点的根本对立。物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

列范畴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认为：运动是与物质密切联系的、不可分离的。一切形态的物质都

处在运动的状态中，任何运动都有物质的担当者；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

质的运动。运动和物质一样是永恒的，它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只是从一种

形式转变为另一形式。物质运动的源泉、动力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物质自身的

内在矛盾。 

近代科学家对物质的理解和规定，都未摆脱物质具体形态和物质构造知识的

束缚，没有上升到高度的抽象，未能把握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因而不可能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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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无限多样、千差万别的世界万物统一的基础。尤其在讨论“信息”这一个新

属性时，我们必须区分哲学意义上的物质与科学意义上的物质。 

 

第二节  科学对“能量”与“信息”的把握 

那些在物质概念中表现出来的现实的知识，对于自然科学有着巨大的意义。

这些现实的知识是：任何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亦即它们不依赖于意识和认

识的性质；把世界理解为按其本性说是物质的；承认物质不可被创造、不可被消

灭；承认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承认事物的属性与运动形式的不可穷尽性；承认

物质深处的无限性；承认物质按辩证规律自我发展的无限性。 

而所谓科学观点（自然科学或者称为实证科学），一般说来是以经验事实为

基础去探讨“实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的。“实在世界”的物质存在具有结构、

层次、场和运动等各种属性。 

 

(一) 能──物质的运动 

科学观点上的“能量”是物质存在的一种运动形态、一种属性。不同的能是

不同的运动形式如机械能、热能、电磁能、核能等，对它的认识是人类近 400

多年来重大的飞跃。能量是具体物质运动的一种度量。 

16 世纪中叶地球出现了一次长达 300 年的小冰期，欧洲连续受到严冬和严

寒，潮湿和低温的夏季造成饥荒。欧洲人已经开始大量开采煤矿作为热源，深深

的煤矿积水使开采困难，要求更有效的抽水设施。欧洲亦已经形成大量的工厂手

工业，已应用了水力和风力作为工业的动力资源，开始进入工业社会。 

1629 年意大利 G. de 布兰卡(《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 II》, 1991, 603 页)

提出由一股蒸汽冲击叶片而旋转的雏形动力机械，使人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热力

是一种重要的能量。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更使人们认识到燃料是一种可以贮藏的能量，它比风

力、水力、畜力更容易控制。能源的争夺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动重心。 

满清期间，西方分科研究的思想传入中国。18 世纪末，中国才重视能量的

学习。民族重工业的出现认识到不是任何产地的煤都可炼出钢，原来不同的煤所

蕴含的热量亦不同。(代鲁, 1999, 266-408 页)张之洞为此决定要派遣第一批留学

生到西方学习科学知识。(王守中, 1996, 59-67 页) (叶国洪, 2000, 456-477 页) 国

人对能量的科学认识比西方整整晚了 200 年。 

人类对能量的合理利用，推动了工业革命、社会发展，并产生了近代自然科

学。“科学”这个现代辞语才有明确的理解，它是指有系统的知识和分科、类别

的学问。人类对能量的认识已进入微观和宏观的物质实体结构中。 

 

(二) 信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什么是信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元哲学问题(刘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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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9,74 页)，涉及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一个新维度。哲学上，信息是物质的固有

属性。它不同“能”之地方，不单是一种外在表达，更是一种兼有外在表达亦有

内在结构的两种性质。因为它无形、无迹、非物、非能，难以捉摸，我们只能透

过具体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去认识它、理解它。所以学者认为：“可以把信息作为

一切物质的基本属性；任何物质都可以成为信源；任何物质都可以产生信息；任

何物质运动过程都离不开信息的运动过程。”(王雨田 主编, 1988, 356 页) 

钟义信(钟义信, 1996, 160-163 页)认为要全面地把握信息必须分别在本体论

和认识论层次去分析。 

本体论信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认识论信息：认识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从认识过程看：信息的产生是本体论信息； 

                  信息的获取是第一类认识论意义的信息； 

                  信息的再生是第二类认识论意义的信息。 

(1) 从本体论看，信息是物质的属性。 

一切原始信源都是某种物质客体，从信源发出来的信息必须固定在一定的物

质载体上。信息的传输、变换、加工、存取、控制等，特别是原始状态、最基本

层次的本体论信息，它们都是通过对一定的物质载体的操作而实现的，都要消耗

一定的能量。 

(2) 从认识论看，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信息是有层次性的。 

本体论信息：信息的产生 

认识论信息：第一层次──信息的获取 

第二层次──信息的再生 

第三层次──信息的加工 

第四层次──信息的再加工 

．．．．．． 

列宁早已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

断深化，以至无穷。”(列宁, 1990, 213 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列宁又指出：“物

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

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 1995, 89 页) 

(3) 从认识论看，某一领域的信息已经构成一个网络。 

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反映事物的信息也是相互联系的；某一领域的信息

构成一个网络。列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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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1990, 78 页) 

(4) 从认识论看，信息与它所表征的物质客体有可分离性、可复制性。 

＊人们可以不直接接触事物而获取它的信息； 

＊同一信息可以用不同的载体承载； 

＊事物虽然消失或不存在，但关于它的信息仍可以长期保留下来；有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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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拷贝它，复制出来，如考古学； 

＊ 事物虽然尚未产生，但人们可以用人造符号系统(信息)建构出它的形态，

然后用技术手段把它建造出来； 

＊ 信息与物质、能量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信息更可不断地增生、复制、

繁殖，信息并不守恒。 

信息是人类最迟认识到的物质的一种属性。20 世纪 40 年代，科学家在研究

电话、电讯的传递过程中，消息、语言的传送过程中，由一方发出、经过信道、

编码转换、储存、译码翻译，直到他方的接收，还要考虑过程中的各种噪音之影

响，其实就是他一方与我一方的两个系统，能够联系、沟通、传讯的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不一定是能量，也不一定是物质，可能只是一种状态。信息不是一种能

够直接把握的存在物，有学者从这一角度把信息描述为间接存在物(邬焜, 1989, 

23 页)，它与前面描述的两种自然性质有明显的区别。 

不少学者多以为信息的概念只出现了约 50 年, 但亦有学者认为只因近 400

年牛顿科学的兴起，使得人类早已思考的一个宇宙事物的特性被埋没了 300 多年

(王雨田 主编, 1988, 365 页)，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毕达哥拉斯时

代。只是因为物质和能量在改进人类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容易被人认识到，信

息才长期未受到注意。 

中国学者亦多从“信息”和“消息”这两词组的字面去追寻传统用词的源流

(冯国瑞, 1991, 143-144 页)，得到最早出现于《易经》的《彖传》中，多处使用

了“消息”。新《辞源》考证结果，“信息”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李中的《暮

春怀故人》中，“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但这里的信息与消息同义。 

亦有学者认为人类把握自然三种特性──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有一个以千

年计的长时间认识过程的，反映在东、西方的各个民族身上亦有明显的差异，构

成了各自文化认识的差异。(杨伟国, 1998b, 196-203 页) 

 

第三节  对“载体”的各种表述简评 

中国学者不单迅速地接受了信息概念，更把“载体”概念的理解完全中国化，

并立刻引伸到其他抽象事物的盛载物。意识载体、文化载体、学术载体、传播载

体、社会载体等等，已多见在近年的各种文章中。为了能够说明一般学者对信息

的“载体”的不同描述，笔者尝试选择了六部相关的中文著作来做粗略比较，挑

选的目的，只因在这些著作中出现较多与信息有关的“载体”等词组，从而寻找

一些启示，探讨信息与载体的深层关系。 

对著作中有关载体的描述统计分析，表面看来意义不大。“信息的载体”与

“信息载体”之间只是多了一个“的”字，多数学者并不特意去区别使用。亦有

一些归国的资深信息研究者早期仍谨慎地以“信息的载体”去表述，一段时间后

不知不觉亦随俗同时使用了“信息载体”和“信息的载体”。两者意义的差异被

抹煞了！这是一个清晰的学术错误命名的例子，在“的”字背后的确隐藏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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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自己忽略了的重要学术课题！表（一）粗略地统计了各种表述方式。 

 

 表(一)  有关信息与载体各种表述词组统计资料  

作者与著作 词组总数  载体 信息的载

体 

信 息 载

体 

物质能量载体 其他载体 

沈骊天, 1997 157 122 11 0 13 11 

当代自然辩证法  77.70% 7.01% 0% 8.28% 7.01% 

苗东升, 1998a 32 17 1 12 2 0 

系统科学精要  53.13% 3.13% 37.50% 6.25% 0% 

箫明 李培松, 1993 67 36 11 13 12 5 

现代科学意识论  53.73% 16.42% 19.40% 17.91% 7.46% 

邬焜, 1990 22 17 0 2 3 0 

自然的逻辑  77.27% 0% 9.09% 13.64% 0% 

符福峘 等, 1994 146 97 4 28 16 5 

信息学基础理论  63.70% 2.74% 19.18% 10.96% 3.42% 

王克迪, 2001 116 77 4 12 19 4 

赛伯空间之哲学研究  66.38% 3.45% 10.34% 16.38% 3.45% 

注: 其他载体有生命载体  社会载体  意识载体  文化载体  传播载体  

  著作中亦有其他信息携带者的另外表述，例如存储体、存储器、代码等。 

 

“信息能否作为载体”这一命题虽然不很清晰，未见有更明确的论述。但是

学者对于有关信息的复杂载体层次关系中，仍可见到各种类似表述的观点： 

(一) 沈骊天《当代自然辩证法》在讨论信息与载体一节(沈骊天, 1997, 74 页)提出：

信息与载体的相互依赖、相互独立性，因为一般的信息的载体不仅是物质、能量，

还包含着其他所有的信息。不仅物质、能量，而且载体所包含的其他信息，也都

不影响信息（特别是有用信息）本身的性质。当感性认识趋近于同自然界信息完

全一致时，通过它所得到的理性认识也便趋近于自然界明显表现的信息背后潜藏

的具有无限性质的本质信息。(重点下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二) 邬焜《自然的逻辑》一书在讨论信息的本质一节 (邬焜, 1990, 77-79 页)提出：

如果我们考虑到信息产生的动力就存在于物质自身的相互作用之中的话，那么，

我们就还有必要来规定一下信息概念的第四个层次，这就是：信息是物质自身显

示自身的属性。他从哲学的本体论又更清楚地指出：信息从总括的意义上仍是物

质的属性，仍然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和状态，所以，信息自身又可显示自身，这个

显示出来的东西可作为物质的多级间接存在性，亦即信息的信息，这也是我们可

以认识信息本身的根据。 

(三) 另一著作《系统哲学》由黄金南等撰写(黄金南 等, 1992, 114 页)，在讨论到

信息本质时说：如果认为信息必须具有间接性，它一定与载体不同在生物界和社

会历史领域，信息往往具有间接性，如生物的遗传物质 DNA 所包含的信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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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DNA 结构本身，而是通过这种结构所表示的蛋白质的结构。蜜蜂的舞蹈所包

含的意思，也不是在声波振动本身。这些都是信息的间接性。显然在非生命界，

这种间接存在的信息是不存在的，因此，信息的间接性是否信息的本质特性，也

成为理解信息的关键。 

(四) 丁润生等在《现代思维科学》一书中(丁润生 等, 1997, 43-44 页)说：对主观

意识世界用信息空间概念来描述就是主观信息世界。它可以大致分为感觉信息、

知觉信息、表像信息与思考信息，以及潜在信息和特异信息等层次，每个大层次

之下又可区分为若干子层次。所有这些不同层次上的意识信息构成主观世界的信

息空间。这空间中，上层信息来自下层信息，但它也对下层信息具有回馈作用。 

(五) 邬焜的书评文章(邬焜, 1999, 91-93 页)认同的新观点：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

“信息也可能是另一‘信息’的载体”，已经注意到了信息内容的多层级的质的

方式；强调有必要“清楚界定‘信息’和‘信息载体’这两个层次的关系”，通

过这些例子，揭示了一种“多层次的无形关系”；“一种无形之信息盛载着另一更

加无形之信息”；“这一方面的认识无疑是极深刻的”。 

事实上，学者在探讨信息哲学时，显然已从各侧面去描述信息可作为载体的

这一种特性。人类对信息的把握从本体论最原始的有一种严格的层次关系发展到

复杂、交错、紊乱的层次关系来看，上层与下层，表面与深层，等等各种表述，

是“信息作为载体”的另一表述。因此，对“载体”与各种不同的载体形态有一

个准确的学术对象命名，才可进一步揭露有关信息的奥秘。 

 

第四节  对“载体”准确命名的意义 

信息本身不能单独存在，它有间接存在的特性，信息必须有一盛载物来携带。

因此，“载体”的学术概念对信息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透过它才可准确把

握“信息”的本质。另一方面，“载体”概念对物质、能量、信息的科学结构亦

极为重要，它更是三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桥梁。 

西方学者未能有统一的“载体”命名，会导致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他们相

同的语言困境。正如美国学者马克鲁普已醒觉，并十多次率直地指出不能忽视的

误导、歧路(misleading)！和多次指出在学术上不应出现的错误命名(misnaming)。 

 

(一) 对“载体”的统一命名 

载流子（carrier）这一词语只是为了方便去解释半导体中的物理现象，而构

思出来的一个科学概念。‘carrier’就是携带者、输送者、盛载物，甚至亦可是

现代高科技高度的组合、价值以数十亿美元计的航空母舰。 

因此，笔者建议亦把信息观念中的“携带者”──中文已多统一称为“载体”，

日后就专用此词来命名；外文亦得要求统一选择为“carrier”就更为恰当。这就

可以把信息的各种不同形式“载体”确定其文字的表述，不能让它们（各种不同

的携带者名称）随便去扰乱我们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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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上不准确的命名一直未受重视。例如在半导体微电子领域中，电子载流

子(electronic carrier)与空穴载流子(hole carrier) 两词语，在中文结构上不会有人

提出什么异议来的，但英语一词为‘形－名’结构，而另一为‘名－名’结构。 

德国学者 Horst Völz 要求区分信息概念中的 carrier 携带者与 carried 所载的

（carried 可作为一个名词使用）两者意义。他在文章(英文)中对信息的有关携带

者、载体只用了一个英语 carrier，这思想的确超越了一般外国学者的认识。但他

在一篇不太长的英文文章中对“信息的载体”一义的用语，竟同时使用过四种不

同的表达方式：information carrier, informational carrier, carrier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carrier！(H. Völz, 1998, pp19-39) 2002 年笔者与他通讯，清楚知道他

四种表述均指信息的载体、别无他意。可想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心中，对学术名

词的选用并不有统一的、严格的方式，运用起来有点随心所欲。 

西方学者特别是在一些新领域中，若学科开拓者不一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科

学家，更没有一种严格的术语语法规定。问题只是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前人的使

用方式，特别是当有一些知名学者曾随意地使用过，大众亦会不自觉地遵循了。 

正因为“信息”与物质、能量、信息三者有极复杂、极重要的层次关系，它

们的中介关系就是“载体”。所以，在它们的关系表达上就得给予一个明确、不

容错误的命名。 

笔者建议从文法结构上，我们可以统一选择英语（XXX carrier）是表示什么

“形式的”载体，而英语（carrier of XXX）是表示什么“的”载体。英语（of）

的使用在这里有极重要的标示作用！在信息研究中我们不要随意误用。 

 

(2012 年添加的注释: 德国学者 Horst Völz 在论文中清楚表达了一个有关“载体”观点，它与物

质、能量、信息三者具有一个未被学术界认真考虑的内在关系，能量亦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的

自然物，它亦需要一“载体”来盛载。能量的“载体”就是物质! 这一个高点认识可以回答宇宙

大爆炸学说中的一些失误不足之处----没有物质存在、只有能量存在的宇宙辐射时代?!?) 

 

(二) 信息与它四种不同形态的“载体”： 

阎学杉认为：(大家)“都没有真正立足于所有的信息对象之上。要发现不同

领域里的信息现象的共同规律是很困难的。”(阎学杉, 1999, 3-6 页) 他又在另一

文中明确指出：“未来的信息科学研究的结论应该是足够灵活的，它必须灵活到

可以满足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它必须与各种不同的信息现象相联系，能

够让所有的学科使用一套共同的概念；第二，它又必须足够精确，以便可以满足

每个独立分支信息学科的特定需要。也就是说，这套术语必须具备一般和特殊这

两方面的性质。”(阎学杉, 2002, 63 页) 

载体与它所载的信息有极密切的关系，为了日后行文的方便，不希望在术语

使用上再次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笔者建议应更多地使用它们明确的简称。物、能、

信三者都可成为信息的载体，细分下更有四种不同的结构，现分别简述如下： 

(1)  物质载体（material carrier）──以物质作为载体，这是自然界中最初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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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它携带着最原始的物质结构信息，可以称为物理世界中的原始信息。

它是人类理解的第一层次、亦是最基本的“信息的载体”形态。 

人类对这一形态事物的认识产生了物料科学。现在科学家已进入宇宙尺

度的宏观研究及微观的核物理研究，近年更开发物料的纳米(nano-meter)级

研究，发现了大量极重要的、新颖的物理性质；考古学上的年代学研究所采

用的放射性同位素鉴证技术，就是对古物(亦包含陨石研究)保存下来的当年

物质载体，分析其各种同位素含量等等，这种研究甚至于可以不考虑研究该

物体的外形。 

建议日后多使用简称为物载（m-carrier）；它载的是物理信息。 

(2) 能量载体（energy carrier）──以能量作为载体，这是事物运动状态中的

某时段的瞬间过程，它是自然状态中离漫的声、光、电等形态，若该自然

信息未能在第一时间被对象物接收和把握到，这种能量载体所含有的信息

亦会消散和被储存在自然环境的各种实物上，信息会以物载（m-carrier）形

态再次被分别储存和记录下来的（例如雷击破屋檐、岩石被磁化）。 

这一种能量载体并不蕴藏着特殊的序列(时序)编码，例如 1964 年发现

的 3°K 宇宙背景噪音，原来不是噪音(信息学上认为，噪音是一种对接收者

当下没用的信息)，它竟是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一种自然信息；又如 1967

年发现宇宙传来一种序列的射电脉冲信号，似乎是有一定的时序关系，最初

以为是地外的另一高等智能正与地球人的通讯。物理学家经过更深入的研究，

这种单调变化规律的电波，原来是一种未曾发现过的新星体──中子脉冲星。

这些新发现都大力推动了现代的天文研究。 

        建议使用的简称为能载（e-carrier）；它只是一个信息运动过程，要以一 

    定的手段才可感知和把握它；把它转录为另一种物载才可以恰当地保留，这 

    亦是一种物理载体。 

(3) 物-能组合载体（material-energy carrier）──以物与能综合组成的载体，

这虽是上述两种形式的一种进一步的组合形式，有时亦分不清它是物载还

是能载，在时间与空间上有特定的结构，它是一种综合运动的结果。它的

结构与上述的那两种简单的物载与能载有显著不同的地方，就是已是第三

层次、有一定的序列性和时序性、功能性的反映和记录，它表现出有一种

特定的、紧密的、有序的时空结构形态，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已记载、录入

了有关这些“他”或“它”物的作用而添增的信息。 

若果仍然以前面所述的物载、能载两视角来看待这种载体结构，不去考 

虑它具有一种特定的、紧密的、有序的时空结构对象，的确与其他物理科学

的研究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磁盘片上的不同磁粉结构只能说明了是用什么材

料构成，用什么工艺烧结，用了多大能量去磁化它，进一步可研究在一定的

时空内可以传送多少次能量的变化(脉冲信号)──信道最大容量，等等。所

以，信息科学家并不满足他们的研究只限于这一些物理内容。 

    太空中的有机大分子含有碳、氮、氢、氧等元素，亦有一定的衍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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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构成这种有机大分子结构(笔者认为把它们称为“碳、氮、氧基大分

子”会更为准确，因为它是早于有机物出现之前的分子结构)。病毒型的大

分子亦会因宇宙射线的强大能量辐射而产生了变异，病毒的变种虽然亦具有

一种特定的、紧密的、有序的空间结构形态，但它并不含有特定功能、目的

性的信息。病毒只有在一些具有生命活力的物体作用下(包括酶或者细胞)，

它才具有生命意义中的另一信息。笔者认为：在未有酶或者细胞的作用下，

生命出现前的病毒型大分子和生命出现后的病毒，均是本节讨论中的一种非

生命形态、较低级的“物-能组合载体”结构。 

  对任何“人造符号”信息和“生物信息”的这些载体形态，我们是不能

只停留在物理科学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的载体功能，否则亦难以进入一个真正

的信息领域研究。 

建议使用的简称为物-能载（me-carrier）；具体表现在自然的符号形态。 

 

（这是极容易与一般概念的符号混淆，它是狭义的“符号”形态，笔者认为

甚至应可包括天空中的繁星分布、山川河流等的自然构形。这内容与中华古

人观象取象中的第壹个“象”就接近了，在第四章三节中会较深入讨论。） 

 

上述信息的三种载体的结构，都是具有明显的物理形态，已经是科学

家们熟悉和充分把握的“信息的载体”。因此可以不用多费笔墨去详细解释，

它们都是以具体的“物”和“器”为载具，以传统文化的观念来看待，亦可

称为“形而下”载体。 

 

(4) 信息载体（information carrier）──以信息作为载体，这是一种第四层次、

更高级别发展出来的复杂结果，就是以一种无形的信息作为另一信息的载

体。这种载体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多层次的、序列的、极复杂的信息，它可

在一层层信息之上再建立了另一高层次(甚至于是难以估计的很多个层次、

或者是穿跨多个层次)的新信息；我们为了获取这新信息的真正意义，必须

透过这一个载体的整体结构才能把握更高层次的信息！ 

    它是一种以“信息作为载体”的新结构，当然是直接捉不到、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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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中的物理体系都是一种物与能综合结构的载体系统，它的发展规律必须考虑到系统中

的物质与能量的相互关系，但是多数物理学家仍然只关注系统中的某一时刻、某一层次、具体的

状态信息(state information)的变化（例如：气体状态方程式 gaseous state function，它不单考虑了

一般气体的各种物理性质，亦把不同的气体原子结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科学家较少去考虑系

统在某一时刻的物和能载体所包含的事件信息(event information)的变化。翁文波对地震进行的信

息预测就是一种“事件信息”的研究，每一地震是一次信息事件。笔者认为这种事件信息研究与

中国学者开拓的“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顾基发, 2001, 35-48 页)是两种既有联

系、但又有区别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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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无形的东西。以传统文化的观念来看待，可以称之为“形而上”载体形 

    态。它就又与古人观象取象中的第贰个“象”较接近了。所以，这一认识又 

    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了。当然，考察这些无形结构的“信息载体” 

    的最底下的一些层次，我们必然一定可以找到一些有形的“物”和“器”物 

    载、能载或者物-能载的东西。 

这一新载体的命名就与“物质载体”、“能量载体”和“物-能载体”一

样，可称为“信息载体”(Information carrier)。这一称谓不可再随意地只

是理解为“信息的载体”！为了日后在科学术语上使用的准确性，不要重蹈

覆辙，无意又混淆了“信息载体”与“信息的载体”的差别，建议多使用它

的简称为信载（i-carrier）。 

人们经常提及的“符号载体”，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理解。严格来

说，“符号载体”应是多层次的“信息载体”(Information carrier)。但是，

在计算机最低层次表现的电流脉冲 0/1 代码中的“符号载体”，它仍只是一

种简单的“物-能载体”。 

 

以上，我们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信息与载体相互关系的诸多方面。下面，我

们将从实证方面来考察深蕴其中的信息作为载体的复杂情况，企求揭示信息背后

存在着信息，信息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能否从这些简浅的例子中发现一

些信载的共同规律。 

 

第五节  以“信息作为载体”的简浅例证 

(一)  我们对小朋友讲的伊索寓言故事“狼来了”，只希望他们知道狼来了吗？

不对，是希望小朋友通过这一个故事的表面信息，领会到更高层次的教训。故事

寓言中隐含有另一个信息──小朋友要诚实，否则后果不堪！ 

    民间玩意灯谜为我们揭示信息的奥秘提供了一个极贴切的思考！三、数个字

构成的灯谜向猜谜者已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数据，期待对方能从提示中找到谜底。 

例如：“吨水之大”猜一个字。 

谜底──“粒” 

‘吨’只是一重量单位，本应没有大小、尺寸可言的。但是， 

‘吨水’就有另一种含意：一立方米就是一吨水的体积大小。 

大家都习惯把一‘立方米’简称为──‘立米’，谜底就是“粒”字。 

因此，灯谜的谜面相当于是一个给予信息，谜底是谜面信息所蕴含的另一层

次的信息。所以，寓言和灯谜都是信息背后有另一信息──信载（i-carrier）。 

 

(二)  早在 140 多年前科学家虽然已发现了核酸(nucleic acid)，但到 1938 年才知

道主管细胞遗传的物质不是蛋白质，而是一种核酸。1953 年科学家在染色体中

发现了这种遗传物质的基本结构，同时得知携带遗传信息的分子是脱氧核糖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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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xyribonucleic acid)，简称 DNA，主管遗传的物质除了脱氧核糖核酸外，还有

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简称 RNA。 

DNA 由两条相配的螺旋状分子组成，两螺旋之间由 4 种不同化合物组成的

碱基对维系在一起。当 DNA 复制时，双螺丝结构的两条链就解开，各自作为模

板向周围结合游离碱基，合成出一条互补的新链。在新链中的一组为原有一边、

另一组为新形成的分子链。DNA 可将基因信息转录给信使核糖核酸 mRNA(RNA

的一种)，由后者将信息从细胞核带到细胞质之中，“翻译”为供给蛋白质合成之

用的“模板”。 

下图是从 A.G. Cairns-Smith 著作(A.G. Cairns-Smith, 1996, p.71)引出的蛋白

质结构图。若从蛋白质分子结构来看，它们就要比我们想象中的 DNA 螺旋有更

为复杂的另一种空间结构，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螺旋──类似 DNA 型的，而是

一个有盘缠、又有扭曲、更有重迭形态、极为复杂的空间结构体。 

 

(图一)   蛋白质结构图  引自 A.G. Cairns-Smith, 1996, p.71 

 

首先第一级就是最基层的一种碱基配搭(相当一些破碎的 DNA 片断)；第二

级就是蛋白质链中的氨基酸单位与酰胺键的结构方式，它有两种形态，即所谓的

α结构和β结构(图中的 secondary structure)；第三级已有更多种的形态，有的只

有单一重复的α结构或β结构多次组成的形状，但更有由α结构和β结构共同组

成的多种形状(图中的 tertiary structure)；最后蛋白质大分子自身又须重迭成二聚

物(dimer)结构(图中的 quaternary structure)，才具有真正的生物活性。在大分子的

空间结构中，有大量的空间立体效应(steric effect)和内氢键(inner H-bond)要被考

虑到，这两种效应(特别是空间立体效应)都是生命信息中的一个极小的部份、但

极为重要的贡献。 

人工合成的药物不具有完整的生物活性的原因，极大部份并不只因分子基团

排列错误，而是未能完全满足天然蛋白质的扭曲、折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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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蚁群是一个结构层次极严格的生物组织，分蚁后、雄蚁、兵蚁、工蚁，甚

至于有奴隶蚁等等。每一个体来自不同状态的卵子以及在幼虫期得到的不同营养

物。蚁后只负责产卵，而受精卵与未受精的卵就朝着不同的发育方向发展，再喂

哺不同的营养物，就形成蚁群中不同分工的个体。近年知道原产于南美洲的红火

蚁群，甚至可掠夺另外蚁群的卵子，带回自己的巢穴中，只喂养最低级营养物，

发育后成为一种独特的奴隶蚁。蚁的 DNA 结构，它是一个层次极严格、层阶极

复杂的信载（i-carrier）结构，不同的营养物亦产自蚁群，这些营养物亦带有不

同的信息(信息素的一种)，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它为物-能载（me-carrier）结构。

人类从蜜蜂的多年研究中，得知这些相关的营养物有极高的生物活性，它们已成

为人们熟悉的高级食品──蜂皇浆、蜂胶等产品。 

 

DNA 结构是一个极其严格的信载（i-carrier）结构，它启示人们对生命体自

然状态信息的载体层次不容有丝毫的错误。近年来，科学家大力发展出来的生物

工程技术──克隆生物，科学家以极纤幼的玻管针从干细胞中取出 DNA 遗传基

因（这个结构曾以非自然力量把它强拉、伸长过！），再移到别的细胞中进行分化

繁殖。克隆出来的生物极易夭折、寿命短、亦易有异常。生命中的信息结构，是

一环紧扣住一环的，生命信息反映在具体的、完整无缺的信载（i-carrier）上。 

生命的“信载(i-carrier)”是极严格、不容错误、极多层次的信息结构。 

 

(四)  人类的文化结构要比 DNA 遗传基因的层次结构更为复杂。中国独特的诗

词字谜中的方块字特点，它能简明地为我们呈现在信息载体（i-carrier）结构上

一个极重要、突破性的思考──跨逾层次、层次交错的载体结构的一个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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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曲只应天上有”猜一字──谜底为“曹”。 

上面的四句中国诗词都是大家熟悉的，猜到谜底并不出奇。但是大家有没有

注意到，这四个诗词灯谜有极为独特之处： 

前、后竟是互为灯谜，谜底和谜面可以颠倒使用！ 

谜面相当于一个谜底信息的载体（这载体亦已很清楚是一种信息），谜底才

是所载的另一个信息。但是，在这四个灯谜中的谜底、谜面关系，竟能互为载体。 

“是”字由三个汉字构成：日、下、人。人在日下，不是人约黄昏后吗？ 

“歌”字由两汉字构成：哥、欠。没有哥哥，不是木兰无长兄吗？ 

“酱”字由两汉字构成：将、酉。将近酉时，酉时就是下午黄昏 5-7 小时！ 

“曹”字由三汉字构成：一、曲、日。一曲在日之上，不是此曲天上有吗？ 

因为汉“字”内的上下结构、部件含义亦有内在联系，才能暗示诗词蕴意句

子。所以原是谜底的一个字，竟可倒过来作为谜面，现在谜底倒是原有的谜面。 

但是它已经足以说明了一个新问题：“信息不单可以作为另一信息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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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复杂的意识活动中，不再只是一种层次严紧的简单复杂性，更有一个完全

未被详尽讨论过的跨层次、更复杂的科学特性。”  

思维活动的“信载(i-carrier)”是一种交错、倒置的复杂载体关系！ 

 

蚁群中的任一个体发育不可超越（DNA＋信息素）所构成的唯一结果；而

哺乳类、特别是人类，甚至于一个受伤的个体，亦可经环境的锻炼而成为族群中

的头头、社会的领袖，超逾了 DNA＋物-能载(me-carrier)所给予的严格层次关系，

它得考虑社会和思维的信载(i-carrier)因素。 

 

以“信息可以作为另一个信息的载体”的新探讨，透过上述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从不同领域的各种信息运动过程中，初步归纳出下列的一些共同新特性，当

然需要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和研究： 

＊ 信息不是物质、能量；但它必须有一载体盛载；这是层次关系；中介问题 

＊ 除了物质与能量可作为载体外，信息亦可作为另一信息的载体；复杂问题 

＊ 低级的“信载”只是极严格、不容错误、极多层次的一种结构；层序问题 

＊ 高级的“信载”是一种交错、倒置、跨逾层次的复杂载体关系！跨层问题 

 

    在下一章我们就信息的中介、复杂性、层次等问题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