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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信息新方法论｣40 年探索历程 

杨伟国 

｢杨氏信息新方法论｣网主 

 

    一个香港人独自建立的｢Young’s Neo-Information Methodology --杨氏信息新方法论｣是经

历了 40 多年艰辛探索、思考、闯荡，草成了一个跨学科的信息方法论雏形。有关理论自 90

年代被学术界初步认识后，更得到资深学者的悉心指导，到北京大学作深入研究。2014 年才

正式以｢方法论｣型式向外界介绍。朋友阅读过部份材料后，建议冠名｢Young’s Neo-；杨氏-｣。

内地朋友读毕励志小说《沧海一丁~伟国传奇》(繁体字版)后，希望能够出版简体字版小说外，

在新版小说上标示｢创新系列书籍｣，认为这是一本值得让各地新创客认真细读的｢创新｣好书

籍。2015-6 年本人健康连续多次的严重问题，体力、脑力、眼力等大不如前。让读者能够了

解一香港人探索新方法论的历程，附《沧海一丁》小说的相关页码，以便对比： 

  

1. 1957 年就读初中时，翻到一本内地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科普杂志，其中有一篇介绍

野孩子的文章：｢豹孩｣。“哦、啊、哦！”这是当年流行的美国电影｢人猿泰山｣的招牌叫

声。文中介绍了罗马城的著名标志----两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他们竟是传说中的意大利

罗马城的缔造者！｢人猿泰山｣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野孩子！而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虚有人

物！因为这一科普文章，本人在病痛中的剪报就添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 野孩子、狼孩子、

狗孩子。(一丁小说: p.17; 21-22) 1970 年英国杜鲁福亲身执导并担任其中一主角(医生)的著

名电影《野孩子》，如实地把一个在印度发现的野孩子摆上黑白银幕上。究竟人类如何发

展出一个完整的思维能力，为什么野孩子 10 岁之后重回人类社会生活，就算是给予宗教

洗礼，也不能回复一个完整意识的｢现代社会人｣!! 电影《野孩子》本人曾多次向青年社团

推介放影。当年的剪报材料亦曾广为传阅，这是日后｢信息新方法论｣极为重要的一个学术

内容----人类智慧如何产生与如何发展！ 

 

2. 1970 年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新建的电子系工作 (一丁小说: p.90-92)，作为电子系团队被

邀出席 HKPC(当年称为香港生产力促进中心)介绍近代电子科技新发展，获得好评。亦因在中

文大学工作，在图书馆书海中不单验证了原先的半导体技术新认识，领会到在半导体中的

少数派载流子 (minority carrier)空穴(hole) 的重要贡献与不可忽视的地位 (本人一直是社会

中的一名少数派人物)，更有机会翻阅了近世纪出现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学科著作，

无意踏入信息新方法论的第一步。1977 年，时任英国保守党党魁戴卓尔夫人首度访港短

短 2 天，亦抽空访香港一间华资半导体工厂 (老板是早年的中国留英同学会主席，良好人脉关系)，

正因为这一工厂竟能供应英国本土工程师亦难以生产的高质量原子粒。 

 

3. 有关少数派的贡献在方法论上的思考：一般方法论的论述多以社会的主流、大多数者的思

考为依归的讨论对象，社会中的一些少数派言论多被忽略。1985 年访问 HKPC，与高层

朋友谈论香港工业发展路向问题，高层提及台湾发展计算机行业的实际经验：一方面台湾

政府主导的ERSO工业计划，发展Z8计算机芯片的生产----这是当年最低档的计算机芯片，

吸引留美的华籍半导体工程师回台工作；二是推行｢幼狮计划｣：鼓励年青工程师围绕 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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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芯片的周边配件发展生产:键盘、PCB、接线、开关、、、等配件。政府提供资金

借贷、设备场地租用、市场财务研究等等。两者措施的配合结果: 台湾不单发展了经济，

至今仍占有相当大比例的计算机制造业市场！高层朋友更提供了｢幼狮计划｣的详细研究报

告。香港的经验：华科电子公司在香港电子表芯片的经历，亦显示了少数派对广东经济的

特殊贡献！当年华科衰亡中寻找活路时，选择了香港人的思路: 以原先巨额投资的高科技

设备去生产极廉价的 3-1/2 手表芯片！供应香港 60%以上的需求，让工厂得以活下来，日

后更得到重大的发展。正因为本港有充足的手表芯片原材料的供应，小厂家立刻到广东附

近农村，转营投资开设各类配套零件: 表壳、丝印、表带、、、带动了侨乡的小工业生产。

一方面支持了香港成为世界电子表最重要的出口地；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成为一个极庞大

的配套工业中心。(一丁小说: p.146-7) 由下而上的少数派行为应该更具影响力的！！ 

 

4. 1988 年本人曾成功转移自己开发的半导体扩散控制技术到北京某厂。1989.3.3中央电视

台在黄昏新闻联播中，以不少篇幅报导其技术成果：鉴定是突破了全国的半导体生产控制

模式；三极管的生产成品率极高，而且达到技术完全可控程度；半导体 PN 结的漏电达到

德国西门子的要求----接近半导体 PN 结漏电的理论值(pA 级漏电：10-12A)；而且更建立了

一个半导体扩散工艺的新评估方法。(一丁小说: p.101-115) 若不是 5,6月北京风波政治事

件的影响，本人极可能是中国半导体技术中的一位人物。 

 

5. 1970 年香港中文大学理学院开设的电子学系是香港首创的新学系，邀请｢光纤之父｣高锟

教授回港主理，除了招取本科一年级新生外同时亦招首年硕士班。吸引不少 EE 学士、物

理学学士申请攻读高锟教授新开设的光纤课程。本人有幸在筹建半导体固体实验室的空隙

时间下，得到主管的准许，旁听了高锟教授主持的研究生课程。发觉多位年青学子并未有

足够的物理光学 PHYSICAL OPTICS 知识，大胆建议他们要尽快补课，否则难把握高教

授开创的光纤通讯新理论。因本人热爱天文学，制作望远镜亦需要有一定的物理光学知识。 

 

6. 因为自幼爱上天文学，曾向天文同好介绍自己的磨镜心得: 一定要把握磨与被磨的矛盾关

系。当年为了磨制自己的大望远镜，其手法有别于传统业余者: 我手推动 8 吋工具镜，去

研磨、抛光一块平放的 14 吋反射主镜！当年哥豪德大彗星的出现，在晨曦中，众多天文

爱好者已经看不到它！犹独我的 14 吋反射望远镜仍可目睹它的美貌风采！这一叛逆磨镜

工艺涉及的理论被天文同好充分掌握后，他成为本港业余者中知名的磨镜高手！为香港日

益蓬勃的天文活动加添了不少新力量！“磨与被磨就是信息方法论中的特殊矛盾关系”。 

 

7. 本人长期观察太阳黑子活动变化，对日地关系的了解再迈进了地球地震相关性的探讨。

1988 年在北京转移半导体技术的空档时间中，可以详细计算 1977 年全年各地的地震经纬

度与时间的时空关系，得到了一个新结论与新认识。1989 年在香港业余天文学会的周年

学术营中详细介绍其研究成果：『全球地震时序研究与双鞭炮模型』。其后更被推荐刊于内

地《华北地震战线》学报。(一丁小说: p.150-152) 日本 311 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后，学者

分别来电: 相继发生的各地地震，服从本人早年提出的地震时序规律、双鞭炮效应。 

 

8.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从中华古籍《汉书 天文志》中找到: 日黑居仄 大如弹丸；日黑气 大



 
 

3 
 

如钱。他认为这是人类最早的太阳黑子文字记录，它比欧洲人早 900 年已知晓太阳黑子现

象！本人对《天文志》整段文字分析解读：黑大风起 天无云 日朝赤 且入又赤 夜月赤、、、

因为李约瑟不是华人，对传统天气描述的｢黑风、黄雾、霾风、砂风｣等没留意，它是 200

万年来的第四纪中华大地上的独特气象----风砂形成独特的黄土地！它更像一个巨大无比

的太阳滤镜，让华夏子民在 7,000 年前，没有任何科学仪器、未有文字，河姆渡古人在黄

土风暴下肉眼见到红(赤)太阳上的大黑子群，又适逢太阳活跃期中的日全食，太阳两旁伸

出漂亮的日冕!河姆渡古人把太阳的两种奇景同时刻划在一片硬骨板上！！造就了别出心裁

的独特中华文化！！！有关观点多次在本港与内地研讨会介绍。(一丁小说: p.164-176) 这一

独特的｢形象信息｣为我深入信息方法论的探索，提供了一条极清晰的信息錬！ 

 

｢形象信息｣是国际上信息研究者极度忽视的一种重要信息！因为科学家申农竟未有论及它！ 

 

9. 1993 年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翻遍了全部有关中华灯谜的书籍，只找到 4 个趣味的诗词灯谜。

这 4 首独特的中华诗词灯谜的谜题与谜底，竟是可以互相颠倒使用！它为我揭示信息的内

在奥秘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信息与载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特性----载与被载的

复杂、颠倒、层次不清的全新特性！由此可完整解释 What is information? 的世界难题！

西方语言有一个未被关注的｢语言陷阱｣！是西方学者难以跨越信息难题的重要一步！！ 

 

10. 如何表达已经初步把握的这一以信息为主线的新思想方法，一个业余研究者如何向学术界

介绍、推销新观念？如何标题？如何包装？1995 年初，从｢中国预测之父｣翁文波院士的

著作中，选择了他提及的｢信息思维｣作为关键词(他只是提及过一次)，把历年的文章及相关

报导，综合印成一册子《信息思维的新探索‑---信息可以是另一信息的信息载体(副题)》，

分别寄送两地学术界熟识的 80 位朋友。(一丁小说: p.157-159) 由此亦被邀出席内地多个

学术会议，介绍信息新探索。(一丁小说: p.177-187) 内地知名信息研究者 1999 年撰文，

在核心学报上作出评述：“信息哲学领域的一朵奇葩----对杨伟国先生《信息思维的新探索》

的评价”。 (信息新方法论网页：学者评议 1999 年邬焜教授的评述) 

 

11. 内地极资深学者黄顺基教授了解到这是一香港人多年独自的思考，建议我到内地著名的院

校与学者一起深入讨论研究，合作理清众多的信息理论相关问题。他更诚恳地向我忠告：

不要再张扬｢信息思维｣概念，因为随意把｢信息｣+｢思维｣，两者之定义与规范至今难有统

一的哲学认识，把它们组拼起来，肯定招来学者无休的质疑；建议集中讨论信息哲学中本

人关注的｢信息载体｣理论问题。取得学术认同后，再讨论研究有关方法论问题！1999 年

我到北京大学注册成为一名白发博士研究生，研究课题：｢论信息载体｣。 

 

12. 2000 年香港主办了《LinuxWorld Conference & Expo Hong Kong 2000》大型展览研讨会。

会后数天，美国半导体芯片厂家公告可以把 LINUS 操作系统软件固化到硬件芯片上，打

破了历来软件、硬件的楚河汉界!这一技术新成果为我在｢信息载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

坚实的好案例! !不单可以清楚地回答人类意识的起源和发育! ! !这更是信息新方法论极

重要的核心内容! ! ! ! (一丁小说: p.211-212) 有关软件、硬件的区别，我是清楚的。因为

本人除了在半导体硬件生产上有完整的经验与认识，亦参与软件(红胶膜—半导体芯片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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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设计生产。(一丁小说: p.83) 

 

申农的通讯理论模型适用于光-电媒体上，光-电只是一种“物理环境”，在“非物理环境”中的信

息活动----DNA、大脑思维、社会活动等，通讯理论模型如何补遗、修正，未引起更多思考。

这正是｢信息新方法论｣的重要新认识！极渴望年青朋友能够积极参与，一起建构、探索！！ 

 

13. 本人首先对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50 年来发展变化作了详细分析，提炼出其中的哲学认识，

以此认识来分析大脑意识 4 个发育阶段。1：灵长类大脑中的『手爪细胞』、『面孔细胞』

就是｢形象信息｣被固化到大脑神经细胞(硬件)中去的好例子！2：古智人在岩画中｢形象信

息｣的背后发现了时间信息----已经过去了的昨天、还有一个未出现的未来！3：智人利用

日常事物的｢形象信息｣发展出文字符号！但多数民族在不知不觉间抛弃了｢形象信息｣走向

拼音文字。4：中华古人牢牢把握住｢形象信息｣这珍宝，发展出方块汉字，它让华人的大

脑两页发展为 DUAL CORE 脑运算！本人把它命名为脑操作系统 BOS-1,2,3,4，相关的论述已

经在 2002 年刊登在内地核心学报上。(一丁小说: p.210-216) 

 

14. 脑操作系统发育的 4 个阶段，其相关器官可独立组成一个新的生理系统：『意识表达系统』。

它可为大脑疾病、意识病变、脑康复、植物人等医学难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讨

论。2007 年 详细的论文被推荐刊于美国《美中医学 JOURNAL OF US-CHINA MEDICAL 

SCIENCE》。香港大学对自闭症的研究，为什么以舌针竟可以有效改善自闭症儿童？新构思

的『意识表达系统』可以给予良好回答。(一丁小说: p.233-4) 

 

15. “信箱 mail box”概念的产生，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卢煜明教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引发了本人对他研究成果深入的信息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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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正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先父遗传”科学理论依据！！香港某大户的一个没婚配儿子

在美国高价寻找代母育儿。本人详细翻阅了有关代母育儿的报导，更请教有关妇产医学朋

友，代母必须是一位只育过一胎的健康女士，代育机构委托权威单位以宫镜详细检视代母

的孕痂数量！就算是多次刮宫、流产亦不能消除的一种生物学历史印记！孕痂就是父代

DNA 的 “信箱 mail box”，何时可以开启释放信息则是另一生理医学问题。 

 

16. “信箱 mail box”机制是信息理论充分获得肯定的新内容！可以再衍生出另一机制----DNA

发育与大脑意识发育中的各种“关键期”！在“克隆”生物中容易出现畸形怪胎、夭折、

短命等不良现象。分析所得：“克隆”时因为外力之下，使 DNA 中的某些位置产生极微细

的“去甲基 de-methyl”或者“甲基化 methylisation”，就是说复杂的 DNA 结构中分子， “克

隆”引入新基团时，不知不觉拉脱或者注入一个微乎其微的小甲基 CH3-！它可以干扰了

DNA 发育的“关键期”！这是一个“少数派”在生命体、人类大脑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一个人的生命、精力都是有限的！原本计划在中介、虚假性、拟量子性等理论问题再下苦工，

写出较为完整的论述。但是，近年健康欠佳，估计难以如愿！只望更多青年学子能接下棒来！

新方法论发源地在｢东方之珠｣香港，她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定能育成极漂亮的世界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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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957 年 豹孩 (杨伟国的珍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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