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息方法论 框架结构图 

                                      杨伟国                         2016.4.30 三稿 

www.Youngneomethod.info 

杨氏信息新方法论网页 

 

N.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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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Information is information, not matter or energy. No materialism which does not admit this can 

survive at the present day.) 不少国内传统唯物论学者引述这一名言时，只列出前两句，故意忽略

后句极重要、严苛、无情的评议。笔者认为他有关信息的评议要牵动整个哲学界、颠覆传统的

方法论！ 

1970 年，一个巧合的机会，笔者可以到香港中文大学新建立的电子系半导体实验室工作，不单

可以验证了原先在半导体工厂取得的生产经验和创建的控制理论，更可在图书馆的信息汪洋中

无意踏足方法论第一步！40 年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氛围下，笔者在家人、朋友支持鼓励下，以

信息难题为起步点，努力以赴、孤军作战、独自闯进了信息方法论大殿。 

 

 

 

 

 

 

 

 

 

 

 

 

 

 

 

 

 

 

 

 

 

 

 

 

A. 信息新方法论的核心理论篇 
宇宙三基元：物质、能量、信息；三基元之中介关系(载体) 

 信息新方法论的核心：“信息可以是另一信息的载体 ”                        
信息新视角的自然层次结构：物理、生命、意识、数码                          
事物复杂性反映在不同自然层次中的信与载之复杂关系 

B. 新方法论对科技创新的应用篇 
申農的信息通讯理论模型之信息新方法论补遗                    
形象信息：在4个自然层次中均有极重要的作为                  

信箱原理：在非光电的信道要添增“信箱mail box”   
发育关键期：生命、大脑意识发育中的重要“信箱”       
虚假信息：虚拟世界中的信息含有大量的虚假信息 

C. 新方法论认识地球文明的社会篇 
以新視角去分析中、外文化中的源流、內核與不足 

培育良种、植入基因、嫁接好枝、包容世界   

 虚假信息中含有大量的臭虫文化 臭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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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建信息新方法论的核心理论----物质、能源、信息三者的载体关系(中介关系)  

1. 物质、能源、信息被誉为宇宙的三基元。但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What 

is information? 困扰了近代的哲学家与科学家 60 年！信息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必须要依

靠一种载体去盛载！但是，西方学者极不重视载体的作用，他们只以一般日常事物去表达

其盛载物：conveyer, carrier, cargo, container, storage, memory device, coding 等十数种名称。

西方学者以为只需探索信息的本义就可以回答这一难题！极少西方学者能够认识到信息必

须有载体盛载。1996 年德国学者 H. Völz 能够指出载体的哲学功效属于难能可贵，他更进一

步指出：能量亦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亦需要载体盛载，能量的载体就是物质！ 

2. 在西方的语言内有一种没被人们关注的语言陷阱。著名学者、知识经济创意者、维也纳学

派学者 F. 马克鲁普 Fritz Machlup 觉察到信息概念的严重性，早于 1982 年邀请 40 多名在信

息领域中的领军学者，主编一大型著作: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 

(信息研究: 学科之间的讯息)。他发现众多知名学者并不重视英语名词单数、众数(s)的差异，

其中的差异要蕴含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等专业名称，学者竟可以在同一文章、甚至同一段内交替使用它们。

他认为这语言陷阱会误导整个信息研究的发展。但他未能见到 1983 年文集的面世，已告别

尘世。可惜他这一严厉忠告竟未被中外学者们有所重视、讨论、深究、反省！！这一西方

的语言陷阱在信息与其载体的关系上，更为充分表现出来了！！！它困惑了整个国际信息

学术界 60 年！ 

3. “信息的载体”(the carrier of information)与“信息载体”(information carrier)的学术含意有

何差异？这是本人在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旨！“信息可以是另一信息的载体”概

念的建立，回答了 What is information? 更概括了信息与其载体的 8 项新特性！(有关第 8 项

拟量子特性未在博士论文中讨论出现，因为拟量子特性的信息新阐释一定引起评审者的质

疑与反对！) 由此更可勾画出自然的 4 个明显、深刻的层次新结构：物理自然、生命自然、

意识自然、数码自然。每一个自然中的信息与其载体具有极不同的内在关系(中介关系)，研

究系统复杂性的不同学派为何均感到极度的困惑，因为复杂性在不同的自然层次中各有不

一样的表现！我们不可能以一个“复杂性”观念去解释不同自然层次的各种复杂性!!! 

4. 为了不要再次被西方语言陷阱所困扰，本人建议要清楚区分不同载体结构的中英文表述： 

物质载体(以物质作为信息的载体)：material carrier，可简称“物载”，英语为 m-carrier 

能量载体(以能量作为信息的载体)：energy carrier，可简称“能载”，英语为 e-carrier 

信息载体(以信息作为信息的载体)：information carrier，可简称“信载”，英语为 i-carrier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信息的载体：磁盘、光盘，是混合了“物载”与“能载”，可简

称为“物能载”，英语为 me-carrier。这种载体事实上是更包含有明显的时序因素，在录入

信息代码的时候，已经植入准确的时序信息。me-carrier 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载”或者“能

载”！它更不是“信载”！！ 

(哲学上的中介 mediation 概念虽然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广泛论及，但是，在其他哲学课题

中并未有更为充分、准确地展开讨论。社会活动中更为广泛套用“中介”关系来阐述人际事物

中的关系。本人博士论文内亦只沿用传统观念，未敢详尽论述它与“载体”的真正关系，等待

机会再思考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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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方法论梳理自然四大层次的枝枝叶叶----科技创新应用 

学者在研究信息活动过程中一定引用始创者、诺奖获得者申农 C. E. Shannon 在 1948 年发表的通

讯理论模型中的学术框架。今天从传媒网络上我们容易知道：中国的“天河 2 号”计算机的运

算速度几年来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纪录！地外行星 Kepler 452b 探宇宙生命起源，寻求第二个

地球；非洲寨卡病毒会引发幼儿小脑症；第二度人机大战的结果、、、等等，人类的日常生活

已经紧紧地连接着信息网络！！在本人博士论文亦只引用申农传统观念，未敢挑战传统信息通

讯理论之不足处。但读者在博士论文中亦可发现一些大胆的新论述：非编码的形象信息、被极

度压缩的信载、大脑发育的关键期、信息的虚假性等等。这些隐恢的描述对四大层次的科学研

究与创新应有一些新启示，新方法论可为未来世界开辟一片片的科技新园地： 

1. 清楚区分研究对象的“物理环境”与“非物理环境”之差异 

传统大学心理课程多先谈及俄国学者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Theory of conditioned reflex)，

以此作为心理学之入门课。本人在博士论文等文章中说：动物的条件反射只是一种以物质

载体(m-carrier)或能量载体(e-carrier)为对象的生物信息活动，而“意识”问题是灵长类动物

以信息作为载体(i-carrier)的一种大脑高级信息活动。要洞悉人类大脑的思维奥秘必须从信载

(i-carrier)入手！ 

同样的现象就是现今最热的“云计算”技术与环境了，在“云”中存储的只有一些可计算、

有量值、已记录的一些物载(m-carrier)、能载(e-carrier)！而作为一种难以简单计量的信载

(i-carrier)，只能靠使用者在应用“云”数据时，心领神会努力从中去发掘了！！“物理环境”

与“非物理环境”之差异更等待大家慎重思考！！！  

中外各国系统理论研究者为什么感到系统中的复杂性问题极其困惑，在不同的场合，众人

多慨叹：“From Complexity to Perplexity！”虽然国际复杂性研究队伍中不乏诺奖获得者，但

是，他们就是没有认真、细致区分“物理环境”与“非物理环境”之信息差异！ 

2. 被忽视的形象信息：----未被学术界认真讨论、一种难以简单计量的信息 

在本人博士论文中并没有详尽、认真地论及“形象信息”的学术概念，只是以一般学者的

通常理解去解释有关人类的心理现象。实际上，众多信息理论家谈及的通讯模型中亦只关

心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及语用信息等三种信息，以为囊括这三类信息就已经捕捉了事物的

全部信息！ 

2.1 香港科技大学物理学学者偶然从广东人煲莲藕绿豆猪肘汤中，为何莲藕孔洞中塞满绿

豆(竟没有豆衣)的启发，设计出在高真空条件下把炭原子驱赶入沸石孔洞中去，制造出

全世界最纤细的超导炭纤维！ 

2.2 太空中有不少的 C, N, O, H 基化合物分子，有学者不恰当地称它为“太空有机分子”！

为了揭开生命之谜，应该准确地称它们为 CNOH 基分子。两位中国女学者已经指出：

这些分子要在一个有固体外壳的行星、有磷酸矿石、有液体水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

原始的生命。若果能够结合上述的藕孔“形象信息”，CNOH 基分子在磷酸矿石孔壁

上扣咬着 P 磷原子，那么磷原子 P 就会参与宇宙的一个“形象信息”新游戏，組成新

的化学结构：生命双螺旋形态的磷酸、核酸、磷酸、、、相间的重要组成部份！！ 

2.3 “形象信息”是揭示人类意识奥秘的根源----方法论网页已贴上博士论文及有关文章 

首先分析了计算机的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OS )60 年来的发展经历，提炼出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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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哲学新认识；以此认识来分析人脑意识的出现及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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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的一种信息(另外“手爪细胞”亦是灵长类可

遗传的特殊细胞，猿类亦具有，它比“面孔细胞”会更早出现)，这是宇宙间新事

物的又一大突破！亦是高等灵长类能够建立家庭族群的重要生物学基础因素； 

二. 约在 25,000 年前，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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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艰辛地以不同的语音次序来表达昨天、今天、明天；你、我、

他，这才是人类语言的真正起步点。(现今信息新世纪的地球上，仍然有近百地区

现存的石器时代古智人，他们有纹身艺术、有语言、懂种植，但是语言中欠缺明

天昨天、没有人称代名词！种植亦只是一些薯根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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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

了原始象形文字中的“形象信息”，走向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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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独特的方

块字！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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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的偶尔才到达今天状况！ 

  (在 2015 年 6 月维也纳举办的信息学术研讨会中，有关意识奥秘的观点已由友好宣读介绍！) 

2.4 “形象信息”广泛地在物理自然中存在：60 年代北京蒋明谦的分子诱导效应；90 年代

香港中文大学黄乃正的分子高张力；宇称对称问题；C60；为何在流感病毒内只容纳 8

条 DNA/RNA 片断、、、“形象信息”在四个不同的自然层次中，亦有广阔天地等候科

学家去发掘！一片片科技的新园地正等候我们去开拓！！ 

 

3. 通讯模型中欠缺一个重要的关键过程：----“信箱 mail box”机制 

在详细探索信息传递过程的各个机制贡献时，发觉在申农的通讯模型传统理论中，只考虑

在当代常见的光、电信道中的传递，若信息在一种非光、非电的信道传播时，似乎在信道

中应添增一重要的环节：“信箱 mail box”机制！一个未解码而能独立存储的信箱 mail box，

有了它，可以较容易解释生物体各个发育环节，亦可以较完整地理解人类意识演化中的各

机制与大脑病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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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一般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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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前一阵子，香港某大户的一个没婚配儿子在美国高价寻找育儿代母，这本只是一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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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花边新闻。本人详细翻阅了有关代母育儿的报导，更请教有关妇产科医学界朋友，

代母应征者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位只育过一胎的健康女士，而代育机构会更要委托权威

医学单位严格取得完整的科学证明。就是在代母应征者的子宫内壁上以宫镜详细检视

有多少个孕痂，它是受精卵的着床医学科学印记！就算是多次刮宫、流产亦不能消除

的一种生物学历史印记！ 

3.3 “信箱 mail box”机制在孕妇身上清晰地表征出来了，孕痂就是父亲的 DNA 信箱，何时

可以再开启释放信息则是另一生理医学问题。而“信箱 mail box”机制在生命中是充分

获得肯定的新课题！！ 

4. DNA 生命发育过程以及人类大脑成长过程中，有极多的关键期 

4.1 当生物体受到病毒细菌感染，DNA 演变中的各种“信箱”可以被开启，释放出旧有的

信息机制，产生了变异演化！“信箱”亦可以被封锁终止了原有的生命演化步骤！最

近的非洲寨卡病毒引发的幼儿小脑症，可能就是病毒终止了胎儿脑泡发育的关键期，

不能发育出一个完整的大脑！ 

4.2 30 多年前一宗医疗事故，经过整整 20 多年跟踪论证得知：人的性取向不是来自家庭

教育及社会认同，而是由人类大脑中的性中心所决定。大脑性中心的形成与外表性器

官的发育，不是同步发展！第 8 周性器官起动发育，第 9 周才是男性大脑性中心起动

时间。这是一个生物学上一种特殊的异步发育过程！怀孕母亲在第 8-9 周期间因为大

喜惊吓、跌撞意外、药物刺激等等，都可能引致腹中男婴性中心发育紊乱，成长后出

现异常性取向----男同性恋者！现今时代流行的“过山车”、“鬼屋”、“笨猪跳”、“一站

到底”等惊吓节目游戏，对育龄妇女来说：应考虑到可能对腹中胎儿的长远影响！ 

4.3 自闭症的根源大部份是来自患者大脑中的“面孔细胞”未能完整地与相关区域的神经

连接，婴儿认识母亲主要靠气味，其他亲人面孔则难以辨认。香港舌针研究者取得世

界认可成绩，以中华针刺在舌头上落针，在患者 25 岁之前医治，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效。

舌头是一个奇怪的器官，一根舌头可同时刺激左右两脑页，舌针调动“面孔细胞”与

其他脑区神经细胞建立新的连接，中华舌针可以有效地医治自闭症儿童。 

4.4 有关 DNA 生命发育过程以及人类大脑成长过程中，有极多的发育关键期，卵子着床后，

有一连串的成长关键期，以信息视角去分析，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科学大命题！在过去

科学研究中，科学家难以找到一个较完整的相关理论去指导他们的研究路向！信息理

论中的“信箱”概念可以为医学家、心理学家、智能研究学者等提供一个新启示。 

4.5 人类第九个生理系统：“意识表达系统 Conscious Representative System”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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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控计算机之原理都能

找完整的信息理论依据。有关植物人的医学判断亦有新的理论指引。 

5. “虚假信息”一直未被国际信息研究者重视、思考过 

英国哲学家波普(K. P. Popper)的“世界 3”哲学理论，确有可取之处，特别在第 3 个世界中

含有“虚假信息”。而在信息研究队伍中竟极少涉及“虚假信息”！个别学者虽然间中亦

有提及，但是只是三言两语说到“虚假信息”，就此收笔了。 

信息时代在网络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虚假信息”，信息研究者有责任去研究它！！国际

信息研究因为信息概念难以突破，中、外学者已经顾不得“信息”还更含有的一种虚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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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ity！虚假性是信息本体哲学研究 philosophy ontology 不可回避的学术命题，不正视信息

的虚伪性，难以真正揭露信息的奥秘。 

信息概念困扰了我们 60 多年了，它是人类最迟清楚认识的第三种“存在 ontology”。第一种

人类把握的“存在”是物质；第二种“存在”是能量，人类清楚认识能量并把握它亦有近

400 年的历史了。这亦是传统唯心与唯物理论一直争辩无休的晶结所在，世人要认真解决这

一个争论，信息的虚假性 falsity 研究极可能将是两者争斗的最后一个终结战场! 

 

C. 培育良种、植入基因、嫁接好枝、包容世界的奇花异果----社会文化篇 

1. 信息研究的突破有赖中华文化的汉语结构，汉字使用时比较少西方语文中的那般“语言陷

阱”！方块字与中华大地上的黄土风沙有极巧妙的关系！自第 4 纪 200 万年来开始沉积的

黄土风沙，形成以公里算深度的厚厚黄土层(最厚为 4020 米)。7,000 年前，黄土风沙提供了

一个巨大无比的太阳滤镜，华夏子民在没有文字、没有任何科学仪器下，透过漫天黄土风

沙滤镜看到太阳上的黑子和漂亮的日冕！河姆渡古人在硬骨板上刻下这幕奇景！！这个日

中有黑子的“形象信息”牢固在｢日｣字充分表达出来！！！ 

2. 因为 5,500 年前的一次大海侵(被后世误传为江河泛滥，孟子篇中 2 次描述“水逆行”，禹治

的水并不是江河水)，夏族人治水和北迁，在中原河洛地区安顿下来。夏人的记事符号被商

族承接过来，配上商族原有的一音一义商语言，一音一字一义的方块字语言成为中华大地

4,000 年来的中流砥柱语言！而夏人的复音语言演变成为北方的非主流｢河洛语｣，南方福建、

海陆丰、台湾的流行土语(福佬、鹤佬)是夏语言的衍生者(福佬、鹤佬就是｢河洛｣的音转)。 

3. 夏禹治水传说为我们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他不顾安危、攀山涉水、三过家门不入，

努力以赴为大众治理水患。在过去的传统风俗中，因为先人逝世要请道士打斋礼仪，仪式

中有攀金山银山、渡金河银河，他们走的是禹步(跛步)，最后更有一个重要的买水仪式，它

就是在海水侵蚀后，艰辛找到一洼好淡水！要为死者先人洗净颜面好上路！这是中华宗祖

文化之始！4,000 年来的宗祖文化含有丰富的育儿优生学问！！ 

4. 欧洲认识｢能量｣已有 400 年的历史！而中华民族认识｢能量｣比西方晚了 200 多年！张之洞

决心派出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冶炼技术，才懂得不是所有的煤都有相同的热能，热能是可以

准确计量的，冶炼好钢就是要处理过的｢焦煤｣！第一间炼钢铁厂设在武汉，新军亦在此训

练，辛亥革命亦在此取得成功！ 

5. 朋友看过新方法论网页，给我指出：从信息符号角度中华文字语言有严重的缺点，1.信息搜

索困难，abc 极方便搜索；2.计算困难，现今的科学运算，一定要学习西方的那一套；3.音

乐艺术符号，中华古曲谱｢工车何市撑｣不可能广泛流传学习，难以轻易重奏旧乐曲。 

6. “眼见为实”，这是中华传统的学习求知的重要手段。在信息新世纪中，我们 80%的知识通

过视觉获取的！但是从现代视觉科学研究知道，它为人们的认知创造了大量的虚假信息！！

今天网络上有无数的虚拟材料、科幻影像，可能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下一代！ 

7. 世界文化中的确存在着不少的臭虫文化，若以信息新方法论来检视它，可以很容易区别出

来的！我们必须把臭虫寄居的枝、叶、果一一清除，才可育出包容世界美妙的好果实！！ 

 

  (请谅，因为医疗休养中的文字准备，体力、脑力、视力难以控制，算是框架结构的初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