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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
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
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
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
又是创造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精神之一就
是批判。
的确，科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活动，比较起其他的人类活动来，
其最基本特征就是不断进步。哪怕在其他方面倒退的时候，科学却总是进
步着，即使是缓慢而艰难地进步，这表明，自然科学活动中包含着人类的
最进步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
科学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教育，是提高人们素质的重要因素，是
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科学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
熏陶和培养，使人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获得非与生俱来的灵魂。可以
这样说，没有科学的“教育”，只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
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非受过教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使人进化为现代人的“第一推动”。
近百年来，无数仁人智士意识到，强国富民再造中国离不开科学技术，
他们为摆脱愚昧与无知作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科学先贤们代代相
传，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进步献身于科学启蒙运动，以图完成国人的强国
梦。然而应该说，这个目标远未达到。今日的中国需要新的科学启蒙，需
要现代科学教育。只有全社会的人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和
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探讨和解决各类问题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
社会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的进步离不开科学，是毋庸
置疑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科学已被公认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
少的推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精神也同样地被公认和接受。虽然，科
学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科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更高了，但是，
毋庸讳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或某些特定时候，人们只是承认“科学是有
用的”，只停留在对科学所带来的后果的接受和承认，而不是对科学的原
动力，科学的精神的接受和承认。此种现象的存在也是不能忽视的。
科学的精神之一，是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也就是说，科
学活动在原则上是不隶属于服务于神学的，不隶属于服务于儒学的，科学
活动在原则上也不隶属于服务于任何哲学。科学是超越宗教差别的，超越
民族差别的，超越党派差别的，超越文化的地域差别的，科学是普适的、
独立的，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一批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
著，请有关学者译成中文出版，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
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从而起到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

发展，对全民进行新的科学启蒙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为中国的进步作一点
推动。丛书定名为《第一推动》，当然并非说其中每一册都是第一推动，
但是可以肯定，蕴含在每一册中的科学的内容、观点、思想和精神，都会
使你或多或少地更接近第一推动，或多或少地发现，自身如何成为自身的
主宰。
《第一推动》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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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克与美洲豹》不是一本自传，但它包含了我童年的一些回忆和不
少关于我同事的轶事趣闻；这本书主要讨论的也不是我在夸克方面的工
作，但它有不少地方谈到了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定律，包括夸克的行为。我
希望我真有那么一天写一本科学自传，但这本书的目的是向读者对正在边
缘科学中出现的一种综合趋势提出我个人的一些观点，这种综合趋势在我
们研究周围世界的简单性和复杂性时经常出现。研究已经表明，物理学、
生物学、行为科学，甚至艺术和人类学，都可以用一种新的途径将它们联
系到一起来。有些事实和想法初看起来彼此风马牛不相关，但新的方法却
很容易使它们发生关联。我们（无论是否在研究科学）常常问自己：简单
性和复杂性究竟意味什么？现在连这个恼人的问题也开始可以作出回答。
本书分成四篇。在第一篇的开始，我描述了导致我写这本书的一些个
人经历。有一次我在热带森林里作长途旅行，我想研究鸟，计划作些保护
大自然的活动，突然我意识到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有着许
多关联，我为这种想法激动起来，并想让读者同我分享这些激动。我一生
都喜欢研究有生命的东西，但我的职业却使我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基本定
律。这些基本定律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本书将作某些讨论），但它们却似
乎经常远离大部分经验，包括许多其他学科的经验。反映在简单性和复杂
性方面，我们常常觉察到有些关联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从简单到复杂的现
象连接到一起。
亚瑟·斯策（Ａｒｔｈｕｒ Ｓｚｅ）有一首诗提到夸克和美洲豹，当我妻子把
这首诗念给我听时，我立即意识到这两个意象正好适合我想说明的主题。
夸克是所有物质最基本的基石，所有物体都是由夸克和电子组成，只不过
数目有多有少。即使是美洲豹这种古已有之的力量和凶猛的象征，也还是
一大堆夸克和电子。不过这一堆夸克和电子真令人惊诧！由于几十亿年的
生物进化，美洲豹显示出惊人的复杂性。那么，在这儿复杂性到底精确地
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如何产生的呢？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正是本书试图
回答的。
第一篇的其余部分介绍简单性和复杂性里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
复杂的适应系统（如有生命系统的学习和进化）。一个孩子学习语言，细
菌发展它对抗生素的抗药性以及人类科学事业等等，都是复杂适应系统讨
论的例子。我还讨论了科学中理论的作用、科学是否比其他事物更为基础，
以及还原论对相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第二篇介绍了大至宇宙、小至组成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基本粒子都要遵
循的一些基本定律。夸克在这儿露面了，接着介绍超弦理论。超弦理论在
科学史上首次为自然界所有的粒子和力提供了一个很有希望的统一理论。
基本粒子理论太抽象了，即使像本书那样作了解释和不用数学公式，很多
读者依然会感到很难懂。有些读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不看第二篇，特别
是第十一章（量子力学的现代诠释）和第十三章（基本粒子——包括夸克
——的标准模型）。避开这两章或整个这一篇，对后面其余部分不会造成
严重影响。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有一部分本来想试图解释物理学的基
本理论为什么简单，但对许多读者来说竟十分困难。这得怪我！本书第二
篇有一章介绍时间之箭，在这一章的结尾处，对无论是像生物进化这样的

复杂适应系统，或者像银河系这样的非适应系统，何以出现越来越复杂的
结构作了评论。
第三篇接着讨论在复杂适应系统，特别是在生物进化、人类创造性思
想、批判的和迷信的思想和人类社会行为的某些方面中出现的选择压力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对适应性和适应性前景展望作了大致而适度的
介绍。在第二十章，我简要地描述了计算机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用处，例
如发展游戏的策略或对自然的复杂适应系统提供简化的模拟。
最后一篇和其他几篇相比较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内容，
而不是科学；还提到一些主张，当然这也可视为学术。第二十一章，我对
本书前面谈到的一个问题，即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代表了近 ４０ 亿年生物进
化的信息精华，作了进一步讨论；我还指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样说明文
化进化经历了几万年。在这一章，我坚持认为努力维护生物和文化的多样
性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讨论了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悖论和挑战。但
这些论述实际上不可能单独、孤立地考虑。今天，连接人类种族之间和人
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复杂，以至各个方面都会彼此紧密影响。
我们必须对整个系统进行研究，即使这种研究很粗糙也是必要的，因为对
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各个部分不作紧密联系的研究，我们对整体行为就不
会有正确的思想。第二十二章我力图用这种不太严密的整体方法，研究了
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问题，其中不仅包括环境、人口统计和经济学方面的问
题，还包括社会、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这些问
题不仅仅是对未来进行思考，而且想在人类和人类以外的生物圈的多种可
能的未来之路之中，寻求一条合理的可能道路，使我们的世界能更好地维
持下去。我这儿所说的“持续性”（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具有较广泛的意义，
不仅指避免巨大的环境的灾难，也指避免灾难性的战争，广泛而持续的暴
行以及其他邪恶。
读 者 在 这 本 书 里 将 会 发 现 ， 我 常 常 提 到 圣 菲 研 究 所 （ 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ＦＩ）。我曾帮助建立这个研究所，如今退休之后，我还在这
个研究所工作。在此之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 ３０ 多年，退休后我成
了该校荣誉教授。现在我所从事的简单性、复杂性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许多
研究，就是与这个研究所的成员一起完成的。
这个研究所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有点像一个家庭。所长是克奈普
（Ｅｄｗａｒｄ Ｋｎａｐｐ），还有两个副所长协助他工作，再就是 １２ 位非常勤恳的
工作人员。只有 ３ 个任期为 ５ 年的教授，我是其中之一，其他的人都是访
问学者。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研究所停留的时间有的只一天，
有的逗留一年，其中有些人经常来访。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专题学术讨论
会，会期有的只一天，有的则为一至二周。除此以外，一些研究组织还举
行各类两种以上学科专题研究。分布极广的组织成员们彼此用电话、电子
邮件、电传相互联络，偶而也用信联络，还不时在圣菲或其他什么地方相
会。他们分别是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他们都对跨专业边界的合作极感
兴趣。他们每一个人都各自属于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在那儿他们的研究都
得心应手，但他们又都十分珍视与圣菲的亲密关系，在圣菲允许他们作一
些跨学科连接的研究，但在他们的研究所里却不容易进行。这些研究所有
些还是很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学或国家实验室（特别是洛斯阿拉莫斯，
它为 ＳＦＩ 提供了许许多多聪慧而又勤恳工作的成员）。

这些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人开始想发现所有这些系统里存在的一些普
遍原理，为此就必须同许多领域的专家进行精深的讨论和合作。当然，认
真和不懈地研究各种专门学科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各种专门学科的综合
也是亟需的。一些学者和科学家从他们自己研究的专业领域转变为学习简
单性和复杂性（或者一般称之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学生，并作出了许多重
要贡献。
这种转变的成功，常常和某种思维风格有关。尼采把思维风格分为两
类：一是“日神”（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ａｎｓ），这种风格擅长逻辑、分析，考虑问题
比较冷静；另一是“酒神”（Ｄｉｏｎｙｓｉａｎｓ），这种风格更习惯于直觉、综
合和情绪激动。有时很粗浅地用这两种特性区分左脑和右脑的用途。但我
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属于另外一种，即“奥德赛”（Ｏｄｙｓｓｅａｎｓ）型风格。
具有这种风格的人在需要将各种思想连接起来时，可以将日神和酒神风格
联合使用。这种人在传统的研究所里常常感到孤独，但在 ＳＦＩ 却可以找到
如鱼得水的环境。
在 ＳＦＩ 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出现，如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
化学、群体生物学、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发展生物学、免疫学、考古学、
语言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历史学。ＳＦＩ 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和发表的研
究报告，内容广泛，包括爱滋病的流行和传播；美国西南部发现大规模史
前废弃村落；反对殖民地的掠夺政策；钞票的印制是否可以利用金融市场
价格涨落的非随意的一些方面；当一种重要的物种迁走后生态共同体会发
生什么情况；怎么为计算机编制模拟生物进化的程序以及量子力学如何引
向我们周围熟悉的世界，等等。
在第二十二章我还描述了 ＳＦＩ 甚至试图与其他组织合作，对我们行星
的人类社会如何与自身和生物圈其他生物相互作用，以发展成更适合生存
的模式进行了设计。这儿我要特别指出的，我们必须克服在学术界和官方
中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只有那些已详细研究了的专业学科才值
得人们去干。在那些我称之为“在整体上只作了粗疏一瞥”的领域里，有
些人敢于进入，并作出重大贡献，这非常值得我们庆贺。
虽然 ＳＦＩ 是世界上几个极少数从事跨领域简单性和复杂性研究的研究
中心之一，但这绝不意味只有 ＳＦＩ 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不意味 ＳＦＩ 是
这种研究的主要处所。ＳＦＩ 里许多个人的研究计划与世界其他学者的相
似，而且在很多情形下，其他研究所的有关研究比 ＳＦＩ 早，甚至有许多研
究计划在 ＳＦＩ 于 １９８４ 年建立以前就提出来了。在某些情形下，这些研究所
是 ＳＦＩ 家庭关键成员的“本垒”。
我应该请求大家原谅，因为我好像在为 ＳＦＩ 吹嘘，特别是近几年某些
出版物的误传，使 ＳＦＩ 和其他研究和教学组织间的关系受到损害之时，更
容易引起这种误会。有许多对 ＳＦＩ 的赞扬伤害了其他团体，这使得这些团
体的同事们，尤其是欧洲的同事们，十分恼怒。如果我的这本书也引起这
种误会，我感到很抱歉。我强调 ＳＦＩ 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熟悉 ＳＦＩ 进行
的研究，而不大熟悉其他研究部门的研究，即使这些研究也许进行得更早。
我还应该指出，研究简单性、复杂性和复杂适应系统有关课题的少数
几个领头的研究所，他们卓有成效的研究还正在继续，而且大多持续了好
多年。我把这些研究机构列在下面，虽然我的排列是随意的，但我很可能
会激怒那些没有列入的研究机构的一些科学家和学者。这些研究机构是：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哥丁根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是艾根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Ｅｉｇｅｎ ）；维也纳理论化学研究所，所长是舒斯特（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他现在正忙于在耶拿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所）；密执安大学，伯
克（Ａｒｔｈｕｒ Ｂｕｒｋ）、艾克色诺德（Ｒｏｂｅｒｔ Ａｘｅｌｒｏｄ）、科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ｈｅｎ）
和霍兰德（Ｊｏｈｎ Ｈｏｌｌａｎｄ），在这所大学里组成了一个“ＢＡＣＨ 小组”，这
个小组长期以来就讨论有关复杂系统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人，特别是霍兰
德（他和我是科学委员会的主席），与 ＳＦＩ 都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斯图加
特大学，哈肯（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ａｋｅｎ）和他的助手们在这所大学里长期研究物理
学中的复杂系统，他们把他们研究的内容称为“协同学”（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
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这所大学里一些有趣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好多年；荷
兰的乌特勒支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系；日本京都附近的
ＡＴＲ，这儿有从美国特拉华大学去的雷（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包括圣克鲁斯、伯克利和戴维斯分校）几个校园里的非线性研究中心；
美 国 阿 利 桑 那 大 学 ； 美 国 厄 巴 拉 的 伊 利 诺 斯 大 学 贝 克 研 究 所 （ Ｂｅ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贝克研究所的计算和神经系统规划组；瑞
典查尔默斯大学；丹麦哥本哈根的 ＮＯＲＤＩＴＡ；奥地利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
分析研究所；意大利图林科学交换学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有几位我十分尊敬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在我写作的不同阶段校阅了全
部手稿，这使我感到万分的荣幸。我非常感谢他们极有价值的帮助，但由
于时间的关系，他们精妙的建议我只采纳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包括贝
纳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ｎｎｅｔｔ）、凯斯蒂（Ｊｏｈｎ Ｃａｓｔｉ）、约翰逊（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
李普金（Ｒｉｃｋ Ｌｉｐｋｉｎ）、罗伊德（Ｓｅｔｈ Ｌｌｏｙｄ）、麦克卡希（Ｃｏｒｍａｃ Ｍｃ
Ｃａｒｔｈｙ）、莫洛惠兹（Ｈａｒｏｌｄ Ｍｏｒｏｗｉｔｚ）和萨根（Ｃａｒｌ Ｓａｇａｎ）。另外，
有许多在不同领域里的著名专家，他们慷慨地花费时间与我就手稿中特定
的部分进行了商榷，这些专家是：亚瑟（Ｂｒｉａｎ Ａｒｔｈｕｒ）、布朗（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 克 鲁 奇 菲 尔 德 （Ｊａｍｅｓ Ｃｒｕｔｃｈｆｉｅｌｄ ） 、 费 尔 德 曼 （ Ｍａｒｃｕｓ
Ｆｅｌｄｍａｎ）、费兹帕特瑞克（Ｊｏｈｎ 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 ）、吉尔伯特（ Ｗａｌｔｅｒ
Ｇｉｌｂｅｒｔ）、哈特尔（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ｔｌｅ）、克茨芬克（Ｊｏｓｅｐｈ Ｋｉｒｓｃｈｖｉｎｋ）、
兰顿（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ｎｇｔｏｎ）、曼德布罗（Ｂｅｎｏｉｔ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芒恩
第三（Ｃ．Ａ．ＭｕｎｎⅢ）、雷（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ｙ）、肖普夫（Ｊ．Ｗ．Ｓｃｈｏｐｆ）、
施瓦兹（Ｊｏｈｎ Ｓｃｈｗａｒｚ）和谢帕德（Ｒｏｇｅｒ Ｓｈｅｐａｒｄ）。当然，书中仍然会
出现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与上面提到的这些厚道而有学
识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任何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于错误不能容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经
常订正饭店菜单上法文、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的词汇。当我偶然发现某人
写的一本书上有不精确的地方，我就会十分沮丧，不知道能否从这位作者
那儿学习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位作者已被证明至少在某一点上出现了错
误；当错误涉及到我或我的著作，我会怒不可遏。因为这本书的读者马上
会想像得到我会多么痛苦，我会认为我的朋友和同事将指出成打的错误，
无论他们感到开心还是抱歉，作为至善主义的我，这种难堪是无法忍受的。
福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ｘ，写过人类人口问题的书）曾向我描述一位传奇的人
物：一位挪威照管灯塔的人由于冬天的长夜无事可干，就专门在书中寻找
错误。我常常会想到这位传奇人物在读我的书。

我应该特别感谢我的忠实能干的助手狄安娜·兰姆斯（Ｄｉａｎｅ Ｌａｍｓ），
她把我的许多事务管理得有条不紊，使我能把全部时间和全副精力投身于
写作计划之中，没有她的帮助我完成写作任务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时间
紧迫时我的坏脾气不时发作，但她都忍受下来了。
弗里曼出版公司非常明白我在编制目录时遇到的困难，他们让莱昂
（Ｊｅｒｒｙ Ｌｙｏｎｓ）这位了不起的编辑来帮助我（他现在在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出版社
工作），与他一起工作我就轻松愉快多了。我不仅感谢他的发奋工作，而
且欣赏他的幽默和和蔼可亲，并怀念我与玛希娅（Ｍａｒｃｉａ）同他及他那位
贤淑的妻露西（Ｌｕｃｋｙ）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我还应该感谢莎娜（Ｓａｒａ
Ｙｏｏ），她不知劳累地处理那数不清的原稿、修订稿，还得对付世界各地的
编辑。吉普森（Ｌｉｅｓｌ Ｇｉｂｓｏｎ）也是我应该感谢的一位助手，她有效而卓
越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交稿前最后一分钟。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ＳＦＩ、阿斯彭物理中心（Ａｓｐｅ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给予我通力合作，我应
表示我的谢意。我还应该感谢 Ａ．Ｐ．Ｓｌｏａｎ 基金和美国政府的一些机构如
能源部、空军科学研究处，在我最近几年的研究中，给予了许多支持（少
数读者或许会奇怪，这两个机构能给与武器研究没有关系的纯科学予以帮
助，实在是由于它们具有远见）。爱普斯坦（Ｊｅｆｆｒｅｙ Ｅｐｓｔｅｉｎ）通过给
ＳＦＩ 赠款的形式给我以帮助，我也应表示感谢。
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赫克尔（ＳｉｇＨｅｃｋｅｒ）、理论部主任斯兰
斯基和理论部秘书威尔兹（Ｓｔｅｖｉｅ Ｗｉｌｄｓ），给予了我特殊款待。在 ＳＦＩ，
每一位部门和办公室的成员，都给予我很多帮助。在加州理工学院，校长、
教务长以及物理、数学、天文部历届主任都对我十分关心，例如施瓦兹和
海伦（Ｈｅｌｅｎ Ｔｕｃｋ，这位非常能干的秘书在基本粒子理论组工作了 ２０ 多
年）。在阿斯彭物理中心，因为它的基金已有 ３０ 多年历史，所以几乎每一
件事都会麻烦萨莉（Ｓａｌｌｙ Ｍｅｎｃｉｍｅｒ），我应该感谢她对我非凡的耐心。
我写作从来就感到不轻松，这也许是因为当我还是小孩时，我父亲总
是对我写的任何东西给予严厉的批评。我能最终完成这个写作计划，与我
亲爱的妻子玛希娅的鼓励有关，她经常设法激励我，使我不中断写作。她
给予的帮助有一些是不可或缺的。她是一位诗人和英语教授，她可以帮助
我去掉一个作家的一些很坏的习惯。尽管有许多坏习惯还不幸地没有改
掉，但那显然不能责备她。她劝我用计算机写作，现在我完全离不开计算
机了。我现在甚至有些奇怪，我以前怎么会认为没有计算机也可以写作。
另外，像一些喜欢科学或数学但只学了一点点这方面知识的人一样，她是
嘲笑我写的这本书最理想的人。
作为一名教师和讲演者，常有人劝告我应该在听众中找一个人与他个
别地直接交谈，甚至可以与他（或她）建立经常的联系，听取他（或她）
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就是这样干的。玛希娅成
了这个角色。她不断地指出有些地方解释得不充分，有些地方讲得太抽象。
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直到她懂了和同意为止。如在许多情形下一样，
她的帮助大部分十分有益。但她认为还有许多地方应该写得更明白才好。
当我在限定时间内结束本书写作时，我明白我一生从没有像这样发奋
工作过。理论物理的研究与写书完全不同。当然，一个理论工作者偶而会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产生很多想法和焦虑，但他们只需要每天或少数几天的

几个小时思考或计算，加上与同事们和学生们进行一些争论，一般就可以
解决问题，而且工作方式简单明快——在桌上或黑板上花点时间。写书则
是另外一回事，它几乎每天要把大量时间用在键盘上。对像我这样一个可
以算作懒散的人，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冲击。
在写这本书时最让我激动的是，这个写作计划本身就使我一再认识
到，它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写作的每一阶段我都得有一个思想模型（或
图式），一个如何进行下去的简明提要。这个提要要从大量细节突出生动
的形象，这样才能写出一章或一篇。然后，经过我的编辑、朋友、同事、
玛希娅和我逐页审阅每一章，最终的评论和批评不仅会影响到那一章的内
容，而且会影响我的思想模型，经常有不同的模型代替了原来的模型。当
新的模型需要用细节充实、成型的时候，以上过程又得重复。在这种时候，
整个写作、研究工作都会受到牵动。
这种进化发展的结果，就是你正准备读的这本书。我们从事研究夸克
和美洲豹以及人类关系连接链的人，都经历过一种震撼人心的激动，我希
望这本书能将这种激动传递给读者。

第一篇
第一章

简单与复杂

序言：丛林中的偶遇

我从未在荒郊野外真正地见过美洲豹。无论是穿越热带美洲的森林，
还是乘船在中、南美洲的河流上旅游，我都从来没有体验过面对凶悍的花
斑豹时那种心跳遽停的感觉。好几个朋友都曾告诉我，同美洲豹相遇会改
变一个人的世界观。
１９８５ 年在亚马逊河的支流那坡河附近、厄瓜多尔东部的低地雨林，是
我离美洲豹最近的一次。那个地方定居着许多印第安人，他们在森林里开
垦出了一片片的土地，用来种植农作物。他们说库丘亚（Ｑｕｅｃｈｕａ）语，这
曾经是印加帝国的官方语言。他们还用自己的名字给亚马逊河边一些风景
地命名。
从飞机上俯瞰这块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均绵延数千英里的土地，你会
看到河流像一条条蜿蜒曲折的缎带镶嵌在森林之中。像密西西比河一样，
这些河流常常呈 Ｕ 形弯曲，这些 Ｕ 形弯曲所环绕的区域往往被河水浸没而
形成湖，每个湖通过一条闪闪发光的溪流与主河流相通。当地操西班牙语
的人们称这种湖为“科恰”（ｃｏｃｈａ），科恰是库丘亚语中的一个词，它既
可以指湖，又可以指海。空中观察者在河流的不同部分都可以看到这些科
恰，先是普通的河弯，然后是 Ｕ 形弯曲，接着是新形成的科恰，继之而来
的是“生态过程”（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这时湖水慢慢地干涸，通
过各种植物的作用而重新回复为森林。最终，从空中看来它就成了深绿色
的森林背景中的一个浅绿色点。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那个点将与
雨林的其余部分融为一体而无法分辨。
一次，当我在潘那科恰（Ｐａ ｎａ Ｃｏｃｈａ）附近的一条小道上散步时，我
终于得以有机会近观美洲豹。潘那科恰的意思是“锯齿鲑湖”。我和几个
伙伴在湖里抓到过三种不同的锯齿鲑，并将它们煮着吃了，味道非常好。
那些鱼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凶险。的确，它们有时候会袭击人，在湖水
中洗澡的人一旦被咬，应立即离开水域上岸，否则伤口流出的血会引来更
多的锯齿鲑。然而，在人与锯齿鲑的斗争中，更多的是锯齿鲑被人吃掉而
非人被锯齿鲑吃掉。
在湖边步行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惊散了一群西貒（一种野猪，译注）。
之后不久，我们又感觉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头大的哺乳动物。我们嗅到了一
股刺鼻的臭味，这气味与野猪气味明显不同。我们还听到大动物穿越矮树
丛时踩断灌木的噼啪声。我看见了美洲豹的尾巴尖，可倏忽之间它就消失
了。具有牧师和统治者权力之象征的动物之王，就这样与我们失之交臂了。
不过，使我的心灵产生震动的并非美洲豹，而是另外一种小一些的丛
林猫科动物。它使我意识到，我那众多的、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兴趣其实
是统一的。在经历厄瓜多尔那次事件之后的 ４ 年里，我逐渐熟悉了远离过
去的印加族人统治区的另一个热带美洲森林地带的动植物。那里，另外一
种不同的前哥伦布时期的文化——玛雅文化——曾经繁荣过。我来到了离
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界不远的伯利兹的西北部一个叫做恰契池（ Ｃｈａｎ
Ｃｈｉｃｈ）的地方。恰契池在当地的玛雅语中是“小鸟”的意思。
今天仍有许多操玛雅语的人住在这里，而且在中美洲的这一区域，古

典玛雅文明的遗迹随处可寻，尤其是在一些古城的遗址上，无不反映出昔
日的文明。其中最伟大、最辉煌的古城之一便是迪卡城（Ｔｉｋａｌ），它位于
危地马拉的东北角，距恰契池不到 １００ 英里，曾经拥有巨大的金字塔和庙
宇。
关于一千多年前古典玛雅生活方式的崩溃，有过许多的推测，但真正
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人们一直在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是普通百姓对
在统治者和贵族的命令下劳作感到厌倦了吗？是他们对维护上流社会的权
力并将社会各阶层联合在一起的宗教制度失去信心了吗？是众多的城邦之
间的战争导致了衰亡吗？是因为那曾养活了雨林中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出色
的生产技术最终也黔驴技穷了吗？考古学家继续寻找着线索，以解开这些
及另外一些疑问。同时，他们还得考虑该雨林中古典文明的最终崩溃与尤
卡坦（Ｙｕｃａｔáｎ）这一更加贫瘠的地区的文化演变之间的联系。在托尔特克
（Ｔｏｌｔｅｃ）族人的影响下，尤卡坦半岛一些地方的古典文化被后古典时期
文化继承了下来。
参观像迪卡城这样一个壮观的出土城市，当然令人难以忘怀，但对于
那些追求新奇而不愿只局限于重踏老路的人来说，他们也可以在丛林中找
到其他的乐趣，比如突然发现一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未被发掘的废墟。
一座废墟，初看起来像是森林中的一个小丘，上面长着各种灌木丛和
树，跟一般的平地没什么两样。走近了，你会发现一些砖石结构，上面长
满青苔、羊齿植物和蔓草。透过茂密的枝叶往里看，特别是在爬到高处往
下看时，你便可以大致估计出该场地的大小和形状。看到这一切，你顿时
幻想着，周围的丛林没有了，一个小小的、古典的玛雅建筑被挖掘出来，
并被修复成昔日那显赫的模样。
与古城遗址一样，恰契池周围的森林中有颇多的野生动植物。在这里
你能看到成年的貘皱缩着长鼻子，保护它们幼小的毛色不尽相同的后代。
你也许会欣赏那些有着漂亮羽毛的火鸡，特别是那些公火鸡，它们浅蓝色
的头上长满了小小的红色凸斑。晚上，若用一只手电筒照向树顶，你可以
看到大眼睛的蜜熊，它们的尾巴紧紧地卷缠在树枝上。
作为一个毕生喜欢观察鸟类的人，我特别喜欢记录那些蛰居于森林之
中的各种鸟的声音。我常常通过摹仿它们的啼叫声来吸引它们，然后，等
它们飞近时作仔细的观察（并更好地录下它们的声音）。１２ 月末的一天，
当我在寻觅鸟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恰契池附近的一条
小径上。
前半段路上平静无事。我没能录下或看到我正在寻觅的鸟类。因此，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已不再认真聆听鸟叫声，也不再密切地关注树叶中的
动静。我的心思已经转移到占据我大半辈子职业生涯的学科，量子力学上
了。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为宇宙中所有物质的
基本构成单位的基本粒子。与实验粒子物理学家不同，我不必在工作时呆
在大型加速器旁或地下深处的实验室里。我不需要直接使用精密的探测
器，也用不着一个大的学术团体。我至多用得着一支铅笔、一些纸张和一
个废纸篓。而往往连这些东西我也不需要。让我好好地睡一晚，而没有什
么分心的事情，拥有时间，且没有忧虑和职责之类的问题来困扰，我就可
以工作。不管是站在雨中，或半睡半醒地坐在晚班飞机上，还是徜徉在荒

野小道上，我都可以工作。
量子力学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它只是一个框架，现代所有的物理理
论都必须与它相符。大家知道，在量子力学中，即便是理论上，也只允许
有几率的计算，因此它要求我们舍弃作为早期“经典”物理学特征的决定
论。物理学家们知道如何用它来预言一个实验的各种可能的结果。自 １９２４
年被发现以来，量子力学的预言一直都是行之有效的，即便是对于有关的
特殊实验、特殊理论也是精确有效的。但是，尽管量子力学一直都是成功
的，我们却并没有完全地、从最深层次上理解它的真正意义，特别是它对
于理解整体的宇宙的意义。３０ 多年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想方设法
建构一个我所称作的量子力学的“现代诠释”。我们希望这样一种诠释使
得量子力学既能适用于宇宙，也能用来处理一些特殊事件，这些特殊事件
包括单个物体，而不仅仅涉及那些容易复制信息物质的可重复性实验。漫
步于恰契池附近的森林中，我思考着。从理论上来说，量子力学如何才能
用来处理个性，如何才能用来描述鹦鹉会选吃哪些果实，或描述一棵生长
着的树用什么方法来冲破庙宇遗址上的一块砖石。
突然，我的思路被打断了，我看见小道上离我约 １００ 码远处出现了一
个黑影。我立即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举起双目望远镜，想要看个仔细。
这是只中等大小的野生猫科动物，一只细腰猫。它横站在小道上，头转向
我，使我能够看到它那特有的平顶头，长长的躯体和短短的前腿（有人根
据这些特征称之为獭猫）。根据眼前这一动物的长度——约三英尺——和
它那一身灰黑色的毛，可以看出这是只成年的猫，并且是暗色种类，而非
微红色种类。依我看来，这只细腰猫已经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了，它那浅
褐色的眼睛一直盯着正为量子力学的神秘所困惑、而不断向它走近的我。
尽管它显然保持着警觉，但它仍然是一付自由自在的神态。我们都站在原
地，彼此对看着，约有几分钟光景。甚至在我走到离它只有 ３０ 码远的距离，
它仍然呆着不动。然后，在终于将我看清了以后，它掉转脸去，埋下头，
慢慢地消失在树林中。
这样的景观并不常见：细腰猫是一种胆小的动物。由于栖息地墨西哥
及中南美洲环境的破坏，细腰猫的数量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少，现在已被收
进濒危动物的红色清单中。可雪上加霜的是，细腰猫在处于关押状态时难
以繁殖。与这一特殊的细腰猫相遇，使我又想起个体性的概念。我的记忆
被拉回到早些时候一次与大自然中的个体相遇的情形。
１９５６ 年，我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极年轻的教授。一次，我在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了几堂理论物理方面的演讲之后，和我的第一个
妻子玛格丽特一起乘车赶回帕沙第纳（Ｐａｓａｄｅｎａ）。我们驾驶着一辆希尔
曼闵克斯车，它的顶篷可以自由装卸。那时候，大学教师的着装要比我们
如今正式一些——我当时穿着一身灰色法兰绒西装，玛格丽特穿着毛衣、
裙子，长统袜和高跟鞋。我们行驶在贝克斯菲尔德（Ｂａｋｅｒｓｆｉｅｌｄ）和洛杉
矶之间，特姜隘口（ＴｅｊｏｎＰａｓｓ）附近的 ９９ 路（当时尚未改建成高速公路）。
以往每次经过这个地区时，我总喜欢仰望天空，希望看到加利福尼亚兀鹰。
这次，我看到一只庞大的鸟在低空飞翔，然后很快就消失在路右边的小山
后。我拿不准这是什么，但我决定弄明白。我把车开到路边，拿上小型双
目望远镜，下了车，然后往山上跑去。路上大部分地段都有很深的红泥。
走了一段后，我回头一看，见玛格丽特也跟了上来，就在后面不远的地方。

她那漂亮的衣裙跟我的一样沾满了泥浆。我们一起来到了山脊，往下一看，
只见 １１ 只加利福尼亚兀鹰正在山下的田野里啄食着一头死了的小牛。那时
它们组成了加州兀鹰这一种族家庭中的一个大的团体。我们观察了很久，
看着它们吃食，然后飞开一会，着地，在四周来回地走动，又继续啄食死
牛。我早就听说过这种兀鹰有着巨大的身躯（它们的双翅展开时约有 １０
英尺长），色彩鲜艳的光头，以及黑白两色的羽毛。现在一见，果然如此。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各自掉落的羽毛，非常容易将它们
分辨开来。比如，一只鹰的左翅膀上失去了两根硬杆羽毛。另一只的尾巴
上有个楔形缺口。没有哪只兀鹰的羽毛是完完整整的。这就产生了戏剧性
的结果。每只鸟都是一个容易分辨出来的个体，这种显而易见的个性是一
些历史事件的直接结果。我不知道兀鹰羽毛的掉落是一年一度的换羽，还
是掉了以后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后来我得知兀鹰的羽毛每年都要全部更换
一次）。我们平时都习惯于将人（和宠物）看作个体，而那些可分辨的兀
鹰则大大地加强了我这样一个判断：即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有着各自特殊历史的个体（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组成。
３０ 多年以后，再次站在中美洲的森林里，瞧着细腰猫曾经消失的地
方，想着那些掉落了羽毛的兀鹰，并回忆起当时我一直在思考着量子力学
中关于历史和个体性的问题，蓦地，我觉得我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关于
基本粒子物理，一个是关于兀鹰、细腰猫和玛雅废墟的——最终统一到了
一起。
几十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这样两种爱好：其一是，我喜欢我的科学
研究，试图找到所有物质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所服从的普遍规律；其二是，
我又喜欢在业余时间里探讨地球上生命与人类文化的演变。我总觉得两者
以某种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清楚它们究竟是
如何联系起来的（除自然之美这一共同主题以外）。
表面上看来，基本物理与这些其他的业余爱好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基本粒子理论中，我们研究的是电子和光子这样的物质，这些物质无论
在宇宙的何处都具有相同的行为方式。事实上，所有电子都是严格地可与
其他电子交换的，光子也一样。基本粒子没有个性。
基本粒子物理的规律被认为是严格的、普遍的和不变的（除了可能的
宇宙论之外），尽管如此，我们科学家还是可以通过一连串的近似而不断
接近这些规律。相反，像考古学、语言学和博物学这样一些学科研究的是
有个性的帝国、语言和物种，更详细地说是有个性的古代人工制品、单词
和包括我们人在内的生物。在这些学科中，规律是近似的；而且，它们研
究的是历史和生物种类或人类语言、文化所经历的演化类型。
但是，基本的量子力学物理规律确实可以引起个性。在这些规律支配
下的宇宙因自然进化，产生了散布于宇宙之中的特殊物体，比如地球。然
后通过地球上的一些过程，比如生物进化，同样的规律又导致了诸如细腰
猫和兀鹰之类的特定个体的产生，这些特定的个体具有适应环境和学习的
能力。最后，这些规律又导致了另一些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能够发现
那些基本物理规律的特殊个体，比如人的产生。
曾经有几年的时间，我不但在研究那些规律本身，也在考虑那些规律
之间的连锁关系。例如，我一直在想，经历了学习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复杂
适应系统，与非适应性的进化系统（如类银河系和恒星系）不同的特征在

哪里。复杂的适应系统包括正在学习母语的儿童；正形成对抗抗生素的耐
药性的一群细菌；检验新理论的科学团体；一个获得创造性思想的艺术家；
一个形成新习俗或接受新迷信活动的社团；被设计用于发展赢棋新策略的
计算机；发展各种方法来使本种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并和地球上其他生
物和平共存的人类。
与量子力学的现代诠释及复杂性与简单性的意义方面的研究一样，关
于复杂适应系统与它们的共同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稳定的进展。为了促进
关于这类问题的学科间研究，我曾经帮助在新墨西哥的圣菲建立了圣菲研
究所。
在伯利兹（Ｂｅｌｉｚｅ）与细腰猫的相遇，使我更强烈地认识到我和我的
同事在更好地理解简单与复杂，宇宙与个体，自然的基本规律与我一直所
喜爱的、关于地球方面的特殊学科等等之间的关系上所取得的进展。
对这种关系的性质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想把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告之于
众，一吐为快。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想写一本书的强烈愿望。

第二章

早期的思想

这本书的题目来源于我的朋友亚瑟·斯策（Ａｒｔｈｕｒ Ｓｚｅ）所写的一首
诗中的一行。亚瑟·斯策是一位伟大的美籍华裔诗人，住在圣菲。我是通
过他的妻子，多才多艺的霍皮（Ｈｏｐｉ）编织工拉玛娜·萨吉斯特娃（Ｒａｍｏｎａ
Ｓａｋｉｅｓｔｅｗａ）结识他的。那行诗是这样写的：“夜晚徘徊的美洲豹，与夸
克的世界息息相关。”
夸克是基本粒子，是原子核的组成单元。我和另外一位理论物理学家
分别预言了它们的存在，并由我给它们取名为夸克。在本书的书名中，夸
克象征着支配宇宙及其中的物质之发展变化的简单而基本的物理规律。可
能在许多人看来，“简单”一词并不适用于现代物理学。这是一种错误的
想法，事实上，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简单”怎样适用于现代物
理学。
美洲豹代表我们周围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复杂适应系统所显示出来
的那种复杂性。在我看来，亚瑟塑造的夸克和美洲豹的形象完全表达了我
所称之为简单与复杂的自然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物质和宇宙的
基本物理规律；另一方面，是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世界
之纷繁的结构。而且，正如夸克象征着那些一经发现，即受到人们全面审
视的物理规律一样，美洲豹是那些难以捉摸的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暗喻，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只是它始终拒绝让我们仔细观察，尽管它那刺鼻的气
味在灌木丛中远远地就能闻到。
那么，我小时候是怎样迷上博物学这样的科目呢？后来为何又成为了
一个物理学家呢？
一个好奇的孩子
我的启蒙教育得归功于我的哥哥本（Ｂｅｎ），他比我大 ９ 岁。我 ３ 岁的
时候，他就教我认阳光饼干盒上的字。他还引导我进行鸟类、哺乳动物的
观察和昆虫、植物的采集。我们住在纽约市，主要是在曼哈顿。但即便是
这样的地方，也还是有可能进行自然现象研究的。我觉得纽约是一片被严
重砍伐的铁杉森林。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布隆克斯（Ｂｒｏｎｘ）动物园北边
一片未被破坏的小树林里。其他幸存的动植物栖息地分别在这样一些地
方：比如里面有淡水沼泽的范康特兰德公园；拥有沙滩和盐沼的斯塔顿岛
的新村地区；甚至包括我们附近的中央公园，那里有许多有趣的鸟类，特
别是在春秋两季的迁徙期间。
我开始意识到自然的多姿多彩，及这种多样的自然得以组织成一个整
体的惊人的方式。如果你沿着沼泽的四周散步，看见一只北黄喉莺或听到
它们啼叫“维契托，维契托，维契托”，你就知道，有可能还会发现另一
只。如果你挖出一块化石古物，你就可能在附近再碰到另一块同样的化石。
成为物理学家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思考，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如何为
这些现象的解释奠定基础？结果表明，答案与量子力学中处理历史的方式
有关，而最后的解释依赖于宇宙的早期状态。但是，撇开这些深奥的物理
问题不说，不那么深奥的物种形成问题作为生物学现象，的确值得好好地
思考。

物种的存在绝非一件平常的事情；而且它们并不像人们有时声称的那
样，只是生物学家头脑里的加工品。伟大的鸟类学家、生物地理学家恩斯
特·梅伊尔（Ｅｒｎｓｔ Ｍａｙｒ），作为一位新几内亚的年轻研究人员，他喜欢
描述栖息在他工作的那个山谷中的 １２７ 种鸟，但当地部落里的人们只能数
出 １２６ 种。他和他们数目不同的唯一差别在于，他们将两种极相似的吵刺
莺混在了一起，而恩斯特接受过科学训练，能将两者分辨开来。比这种不
同人们之间的一致性更有趣的是，鸟类自己也能识辨出它们是否属于同一
种类。不同种类的动物通常不会进行交配，如果万一发生了交配，当然这
是极罕见的事，产生的杂种将可能没有繁殖能力。事实上，关于物种构成
的成功定义之一就是，不同物种的成员之间没有普通方法能使基因进行有
效交换。
早年在大自然中散步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看到的蝴
蝶、鸟和哺乳动物确实有着严格的分类。如果你出去散步，你会看到歌雀、
泽雀、田雀和白喉雀等各种各样的麻雀，但你不可能看到任何介于某两个
种类之间的麻雀。关于某两个群体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争执主要在如下的
情况下发生，即当它们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或它们属于不同的时期，并
且至少其中一种是以化石的形式存在。本和我喜欢谈论物种如何通过进化
而全部联系在一起，如同进化“树”上的叶子，上面有东西可以表示树的
结构诸如属、科、目等分类。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近，取决
于它们须沿着进化树向下搜寻，看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
我和本并不是只局限于户外的活动。我们还去参观艺术博物馆，包括
那些陈列着大量考古文物的博物馆（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那些陈
列着中世纪时期欧洲一些物件的博物馆（如修道院）。我们也读历史书。
我们学会了认读用埃及象形文字写的碑文。我们出于好玩而学会了拉丁
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语法。我们注意到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词汇（及英语
中许多外来词）是如何由拉丁语演化而来。我们阅悉了印欧语系，并得知
拉丁语、希腊语和本土英语中的许多单词有着共同的词源，并具有相当规
则的变换规律。例如，英语中的“ｓａｌｔ”对应于拉丁语中的“ｓａｌ”和古希
腊语中的“ｈａｌｓ”，而英语中的“ｓｉｘ”对应于拉丁语中的“ｓｅｘ”和古希
腊语中的“ｈｅｘ”；英语和拉丁语中的起首字母 ｓ 与我们用“ｈ”表示的古
希腊语中的重鼻音相当。这是又一种进化树，语言进化树。
历史过程，进化树，有组织的多样性和个体变异共存于我们的四周。
在探讨多样性的过程中，我还得知，人类的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正对这种多
样性构成威胁。本和我是早期的自然风景保护主义者。我们痛心地看到纽
约周围为数不多的、还算得上的自然区正变得越来越少，比如，一些沼泽
就被人们排干填平。
本世纪 ３０ 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地球的有限性，人类
活动对动植物群体的侵犯性，以及人口限制、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等等的
重要性。自然，当时无论从态度上还是实际应用中，我都还没有将所有这
些改革的必要性，同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化联系在一起，尽管这正
是我当今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但即便是那时，我也确实有过一些关于人
类将来的想法，尤其是在教科书与韦尔斯（Ｈ．Ｇ．Ｗｅｌｌｓ）的科学探险故事
的影响下，这种想法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喜欢读韦尔斯的小说，也常常贪看短篇小说集，而且我和本还经常

朗诵诗集中的英语诗。我们有时去听音乐会，甚至到大都会歌剧院去看歌
剧。但我们很穷，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得满足于参加一些免费活动。我们
尝试着弹钢琴，哼唱吉尔伯特（Ｇｉｌｂｅｒｔ）和苏利文（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所作的歌
曲及一些歌剧调子，但均是浅尝辄止。我们听收音机，试着收听很远处的
电台，包括长波的和短波的，当我们成功地收听到了以后，就写信给他们，
索要“证明卡”。我清楚地记得澳大利亚寄来的那些卡片，上面有笑鴗的
图。
本和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并欣赏它，而不随心所欲地将它分割成若干
部分。我们觉得自然科学、社会行为科学、古典语言与文学及艺术等领域
并无显著的差异。事实上，我从不相信这些区分有什么重要意义。人类文
化的统一性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在这种人类文化中，科学担当着一个重
要的角色。即便是自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别，也并不那么明显。我们人
类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
虽然专业化是我们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特征，但它仍需以各学科
思想之间的统合作为其补充。这种统合的一个突出的障碍是，横亘在那些
能自如地应用数学的人和那些不太懂数学的人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幸运的
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定量思考这样一种习惯的熏陶。
虽然本也对物理学和数学怀有兴趣，但鼓励我学习这些学科的主要还
是我父亲。我父亲是本世纪初期从奥匈帝国移民来美国的，他当时不得不
中断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习。到美国后，他又得帮助他的父母养家。他们
比父亲早几年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但他们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生计。
我父亲的第一个工作是在费城的一个孤儿院里干活，他在那里跟孤儿们学
会了英语和棒球。虽然他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已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了，但
他的语法和发音竟也逐渐地变得无可挑剔。自记事起我就发现，人们从他
发音从不出错就可以猜测他出生于国外。
在考察了若干种就业机会之后，他最后决定开办亚瑟·盖尔曼语言学
校，教其他移民说完美的英语。他也教德语，并且雇用了一些法语、西班
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教师。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 １９２９ 年，也
就是我出生的那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股票市场跌入低谷，而且，美
国开始实行新的移民法，大大限制了往美国的移民。从那时候起，由于新
的移民限额制，父亲学校的学生来源减少了，再加上经济的萧条，学校就
更是濒临破产。到我 ３ 岁的时候，学校倒闭了。为了养活我们，父亲不得
不在银行里找了份低薪但很稳定的工作。我在长大以后逐渐得知，我出生
以前的那段时期作为昔日的好时光，时常为人们所怀念。
父亲对数学、物理和天文学很感兴趣，他每天总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来学习，熟读狭义、广义相对论方面及膨胀宇宙方面的书籍。在父亲的鼓
励下，我对数学发生了兴趣。后来，通过自学，我逐渐地感觉到它的自洽
性和严密性，于是我开始喜欢上它了。
高中最后一年里，我要填写一份申请入耶鲁大学的表格，其中必须填
上我可能的主攻学科。当我和父亲讨论专业选择时，他对我学考古学或语
言学的计划不屑一顾，说我将会挨饿的。他建议我学工程。我回答说，我
宁愿挨饿也不愿学工程，而且我所设计的东西往往都会散架的。（后来，
在一次智能测验之后，我被告知，“除工程之外干什么都行！”）我父亲
继而又建议我采取折衷的方案，学物理。

我向他解释说，我在高中学过物理，那是所有课程中最枯燥乏味的一
门，而且它是我唯一学得不好的一科。我们曾经不得不硬记诸如 ７ 种简单
机械：杠杆、螺杆、斜面等等之类的东西。并且，我们学了力学、热学、
声学、光学、电学和磁学，但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这时，我父亲的劝说由原来经济的原因改为以智慧与美之吸引力为缘
由而劝导我学物理。他对我保证说，前沿物理学比高中课程所学的物理更
加激动人心与令人满意，而且，我肯定会喜欢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及量子
力学的。我决定迁就老人。我想，到了纽海文之后，我总还可以有机会改
变所学的专业。然而当我到了那里后，我却由于懒惰而没有立即去办理更
改专业的事务。但是，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对物理学着迷了。我开始
喜欢起理论物理来。关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我父亲的观点是对的。在学
习这些科目时，我开始懂得，这些基本原理的优美深深地体现了自然界的
美，正如阿比鸟的啼叫或晚上海豚发出的亮光体现了自然之美一样。
复杂适应系统
引力定律，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性引力理论，是简单的自然
界基本规律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后者一点也不简单。在
宇宙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引力现象使物质形成类银河系，并进而演化形成
恒星和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从形成的时候起，这些天体就显示出复杂性、
多样性和个性。但是随着复杂适应系统的出现，那些性质就有了新的意义。
地球上的这种发展与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与产生了如此丰富多样的物种的
生物进化过程结合在一起。至少从某些方面来说，人类是地球上迄今为止
进化出来的最为复杂的物种，他们已经成功地发现了包括引力理论在内的
大量基本的简单性。
如圣菲研究所所开展的那样，关于复杂性与简单性的科学研究自然而
然地包括探讨简单与复杂的意义；复杂适应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这
种复杂适应系统在各种不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地球生命的起源、生
物进化、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行为，哺乳动物免疫系统的运作，动物（包
括人类）的学习与思考，人类社会的演变，金融市场投资者的行为，以及
为发展策略或在以往观察的基础上作出预言而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及（或）
硬件的使用，等等。
所有这些过程的共同特征是，每个过程中都由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来获
取环境及其自身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总结出所获信息的规律性，
并把这些规律提炼成一种“图式”（ｓｃｈｅｍａ）或模型，最后以图式为基础
在实际当中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每种情形中，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互相竞
争的图式，而系统在实际当中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反馈回来，将影响
那些图式之间的竞争。
我们人类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复杂适应系统的
作用。（事实上，心理学界早就在使用“图式”一词，以它表示人类通常
用来理解资料，并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概念框架。）
假定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晚上的交通高峰期，你想在一条由市中
心向外延伸的大道旁打手势让出租车停下。出租车从你身边驶过，但没有
一辆车停下来。因为这些车都已经载有乘客，而且你还注意到这些计程车

司机关掉了车的顶灯。啊哈！你必定会找一辆顶灯亮着的出租车。然后你
看到一些这样的出租车，里面并没有乘客，但它们还是不停。这时，你需
要修改图式。不久之后，你发现，车顶灯有内顶灯和外顶灯两种，其中外
顶灯亮着表示“不载客”。你需要的是一辆只有内顶灯亮着的出租车。当
两辆出租车在前面一个街区停下，在乘客下车后，司机们拧亮了内顶灯，
这时你的新观点得到了证实。不幸的是，那些出租车很快就被别的步行者
抢占了。又有几辆计程车在你附近载客完毕，但它们也被别人抢先占上了。
为了找到成功的图式，你不得不将网撒得更大。最后，你看到，在街道的
另一侧，许多只有内顶灯亮着的出租车都在沿相反的方向徐徐行驶着。你
穿过街道，招呼了一辆，上了车。
作为更进一步的解释，假定你是一个心理学实验的实验对象。在实验
中，实验人员给你看长长的一组常见物体的图片。这些图片代表着各种不
同的东西，每个图片都会被展示多次。实验人员会不时地要求你预言下几
个图像是什么，你得不断地在心中为这一序列建构图式，在所示图片的基
础上建立一个关于该序列结构的理论。任何这种图式，以接下来出现的几
张图片的情况为补充，使你能够对下面将要出现的图片作出预言。通常，
最初的几次预言会出现错误，但如果该序列具有一个容易掌握的结构，预
言与观察结果之间的差异会促使你舍弃不成功的图式，而支持那些能作出
好预言的图式。很快，你就能够准确地预言下次将被展示的图片了。
下面再假定一个由一位虐待狂心理学家主持的类似的实验，实验中他
所展示的序列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结构。你可能不停地虚构图式，但这回
除了几次偶然的机会之外，它们总是不能使你作出正确的预言。这种情形
下，除了暗示“这个序列看来是杂乱无章的”之外，现实世界不能为你提
供任何有益于图式选择的指示。但是被实验的人觉得难以接受这样一种结
论。
不管是为新的冒险建立一个商业计划，或提出一个适用的食谱，还是
学习一门语言，你都是在起着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作用。当你训练一只狗
时，你实际上正在面对一个运作中的复杂适应系统，而你自己也同样是在
充当着这样一个系统（如果主要是后者在运作，那么就成狗训练你了，这
也是通常发生的情形）。当你在金融市场投资的时候，你和所有其他的投
资者都是单个的复杂适应系统，大家又组成一个共同的实体，这一实体通
过所有这些组成部分为改善他们的地位，或至少谋求经济上的利益，所作
出的努力而不断地发生演化。这样一个共同体自身也能够成为一个复杂适
应系统。诸如公司或部落这样有组织的共同体，同样可以作为复杂适应系
统。从整体看来，人类还没有很好地组织在一起，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
经起着复杂适应系统的作用。
并非只有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才是复杂适应系统的运作。生物进化提供
了大量这方面的例子。人类主要靠个人或集体的智慧来获得知识，而其他
动物则通过直接的基因遗传来获得它们生存所必需的绝大部分信息。那些
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信息，是有时候被人们相当模糊地称之为“本能”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的东西。出产于美国部分地区的王斑蝶，“知道”怎样大规
模地迁徙到墨西哥城附近长满松树的火山山坡上去过冬。科普和科幻小说
作家、生物化学家，已故的伊萨克·阿西莫夫（Ｉｓｓａｃ Ａｓｉｍｏｖ）告诉我，
他曾经同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发生过争吵，那位物理学家否认狗知道牛顿运

动定律。伊萨克愤怒地问道：“如果见到狗用嘴捕接飞碟，你还会那么说
吗？”显然，那位物理学家和他所用的“知道（ｋｎｏｗｉｎｇ）”一词各有不同
的意思：那位物理学家所使用的“知道”，主要是指在人类科学活动的文
化背景中学习的结果；而伊萨克所使用的“知道”是指贮存在基因中的信
息，外加个体经验所得的学识。
不管是草履虫、狗，还是人，他们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本身就是生物
进化的结果。而且，进化不仅产生了学习，而且还产生了其他的新型复杂
适应系统，比如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经历了一个与生物进化自
身相类似的过程，但是它所需要的时间是以小时或天来度量的，这样使个
体能及时地判断出入侵的组织或外来的蛋白质并产生免疫反应，而进化则
是以百万年计的。
事实表明，复杂适应系统普遍都会产生出其他的复杂系统。例如，生
物进化会促使生物“本能”地解决所碰到的问题，而且它还会使生物体产
生足够的智慧，从而通过学习来解决类似的问题。下页的图显示了地球上
各种复杂适应系统之间的联系。约 ４０ 亿年前，与繁殖及一些可遗传的变异
有关的化学反应，导致了首批生命形式的出现，并进而导致组成生态群体
中各种各样的生物的产生。然后，生命进一步导致了像免疫系统和学习过
程这样的复杂适应系统的产生。对人类来说，符号语言能力的发展使学习
扩展成复杂的文化活动，从而在人类文化中又产生了新的复杂适应系统：
社团，组织，经济和科学活动。这里列出的仅为其中的几种。既然人类文
化中出现了快速而又多功能的计算机，那么我们也可以使它们充当复杂适
应系统。
将来，人类可以创造出新型的复杂适应系统。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
这一例子曾经在科幻小说中出现过，只是在 ５０ 年代早期的一次谈话后，它
才引起我的注意。已故的伟大美籍匈裔物理学家列奥·西拉德（ Ｌｅｏ
Ｓｚｉｌａｒｄ）曾邀请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去参加一个关于武器控制的国际会议。
我的同事“穆福”·戈德伯格（“Ｍｕｒｐｈ”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后来他是普林斯顿
高级研究院的董事，再后又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答复说，他只能参
加会议的后半部分。列奥转而问我，我说我只能参加前半部分。列奥想了
一下，然后对我们说，
“不，那样不好；你们的神经元并不是互相联系的。”
将来某一天，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相互联系也许会成为可
能。可以用金属丝将人和一个先进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不通过口语或像控
制台那样的连系装置），通过计算机再进一步与另外一个或几个人相连系。
以这种方式连系起来的两个人享有共同的思想和情感，而不存在用语言交
流时所允许的那种选择性和欺骗性。（伏尔泰应该发表这样的评论：“人
们……使用语言仅仅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思想隐藏起来。”）我的朋友歇
尔莱·霍夫斯特德勒（Ｓｈｉｒｌｅｙ Ｈｕｆｓｔｅｄｌｅｒ）说，她不会向一对即将结婚
的男女推荐这样一种方式，即用金属丝将他们两人连在一起。我想我也不
一定会建议这样一种方式（尽管假定这一切都可能，而且会帮助我们解决
一些极难解决的人类问题）。但它肯定会导致一种新型的复杂适应系统，
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真正的混合体。
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学者们不但逐渐地通晓了这些系统的差别，而且
还熟谙它们的普遍性质。虽然它们的物理属性有广泛的不同，但它们处理
信息的方式是相似的。这一共同的特征也许是研究它们如何运作的一个最

好的起点。

第三章

信息和原始复杂性

研究复杂适应系统时，我们通常关注系统对信息的处理。我们研究信
息怎样以数据流的形式到达系统。（例如，将一组图像展示给一个心理学
实验对象，那么这组图像就构成了数据流。）我们关注复杂适应系统怎样
寻找数据流中的规律性，如何从一些偶然的或者说随意的特征中把它们抽
取出来，并将其压缩成一个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图式。（在上例中，被
实验者建构一个用来描述那组图像的推测性规律，并不断地对它进行修
改。）我们观察得出的每个图式接着又怎样与附加信息相结合，从而得出
一个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结果：一个对被观察系统的描述，对待未发生事件
的预言，或对复杂适应系统自身行为的规定。这里所说的附加信息，与从
数据流中提炼规律性的同时被搁置到一边的偶然信息属于同种性质。（在
心理学实验中，实验对象可能将建立在过去出现的图像之基础上的试探性
图式，与接下来出现的图像所提供的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对下一步将要出
现的图像作出预言。在这种情况下，附加的特殊信息，往往来源于从其中
提炼出图式的同一个数据流的后续部分。）最后，我们看这些描述、预言
或行为怎样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又怎样反馈回来，给各种不同
图式之间的竞争施加“选择压力”（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一些图式被
降级或淘汰，而其中的一个或更多的图式则得以被保留下来，并可能升级。
（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一个图式所作出的预言与后续图像相抵触，
那么接受实验的人多半要抛弃它，而能作出正确预言的图式则被保留下
来，并被高度重视。这里，图式的检验是通过使用同一个数据流的后续部
分来进行的，这些信息流首先产生了图式，并进而为作出预言提供特殊的
附加信息。）复杂适应系统的操作可用图 ３—１ 来表示，该图强调了信息的
流动。
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复杂适应系统服从以物质和宇宙的基本物理规
律为基础的自然定律。而且，在那些定律所允许的所有情形中，只有某些
特殊的情况才允许复杂适应系统存在。
研究宇宙及物质的结构时，我们可以采用研究复杂适应系统时所沿用
的方法：集中研究信息。那么，规律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偶然事件与随意
性从哪里进入规律之中呢？
量子力学与混沌中的不确定性
根据一个世纪以前的经典物理学，由运动规律和宇宙在任意时刻的状
态，理论上就能预言宇宙的整个历史。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完全错误的。
宇宙具有量子力学性质，这就是说，即使知道初始状态和物质的基本规律，
我们也只能计算出一组宇宙各种可能历史存在的概率。而且，这种量子力
学“不确定性”（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所讨论的范
围。许多人熟知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该原理否定了同时准确地测量粒
子的位置和动量的可能性。虽然几十年来这一原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
时人们甚至用了一些易于引起误解的措辞），而量子力学所要求的附加不
确定性却很少被人们提起。我们将进一步详细地讨论它。即便经典近似被
证明是合理的，且量子力学不确定性被相应地忽略不计，也仍然存在普遍

的混沌现象，这里力学过程的结果受初始条件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初始
状态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最后结果显著的不同。
在下面摘自享利·彭加勒（Ｈｅｎｒｉ Ｐｏｉｎｃａｒé）１９０３ 年所著的《科学与
方法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中 的 一 段 话（艾华耳斯·彼德逊 （ Ｉｖａｒｓ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在《牛顿的钟》（Ｎｅｗｔｏｎ’ｓ Ｃｌｏｃｋ）一书中曾引用过）里，作
者预先考虑了一些关于经典决定论和经典混沌的现代评论：
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自然规律和宇宙在初始时刻的状态，我们就能精
确地预言该宇宙在下一时刻的状态。
然而，即使自然规律完全为我们所掌握，但无论如何我们却只能近似
地知道初始位置。如果我们能以同样的近似程度预言后续状态，这也正是
我们所要求的，那么，我们应该说现象被预言了，它受定律的支配。但事
实并不总是这样；初始条件中的细小差别可能会导致最终结果的极大差
别。前者微小的误差会酿成后者的巨大错误。准确地预言不再可能，所发
生的一切都成了偶然的事件。
在本世纪 ６０ 年代曾引起人们对混沌产生关注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是
气象学家爱德华· Ｎ．洛伦兹（Ｅｄｗａｒｄ Ｎ ． Ｌｏｒｅｎｚ）所写的。事实上，气
象学经常提供极中肯的混沌例子。虽然卫星摄像术和使用强大的计算机进
行的计算，使得天气预报从多方面来说都是相当可靠的，但是，气象预报
依然不能总是准确无误地预言我们大多数人最想知道的情况——本地明天
是否有雨。同样，一个已知的风暴系统将要通过哪里，它何时引起降雨，
这和几天前，甚至几小时以前的风势与当地地理的详细情况，以及天空云
层的物理状态等有关。气象学家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数据，哪怕只有极微小
的误差，也会致使天气预报对计划集体野餐的人们来说毫无用处。
由于不能进行完全准确的测量，因而，混沌行为不但导致了量子力学
原理中的不确定性，而且引起了经典层次的明显的不确定性。这两种不可
预测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现代物理中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但目前很
少有人对它进行研究。探求量子不可预测性与经典混沌不可预测性之间关
系这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甚至如此深深地打动了《洛杉矶时报》（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的编辑与记者，以至于他们在 １９８７ 年刊出了一篇关于这
一主题的社论！作者指出这样一个明显的佯谬，即一些理论家研究在经典
极限下显示出混沌状态的系统的量子力学性质，却不能发现叠于量子力学
不确定性之上的混沌不确定性。
幸运的是，通过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努力，这个问题正逐步得到澄清。
这些物理学家当中包括我的一个学生托德·布隆（Ｔｏｄｄ Ｂｒｕｎ）。他的研究
结果似乎证明，将混沌看成一种能将量子力学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扩展到宏
观层次的机制，从多方面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近来，出现了许多关于混沌的错误说法。从非线性动力学中一种专门
名称来看，这一词已被借用来表示任何一种真正的或表面的复杂性或不确
定性。例如，如果我就复杂适应系统作一次演讲，但在演讲中可能仅提起
过一次与混沌有关的现象，或者也许一次也未提，那么讲完后，肯定会有
人恭贺我作了一次关于混沌的精彩演讲。
看来，科学发现对文学界和大众文化产生影响的特征就是，从出现在
专业刊物上到出现在通俗杂志或通俗读物里这一过程中，主要的幸存者是
某些特殊的词汇，但即使是那些词，也往往只是得到了模糊或不正确的解

释。一些重要的限制和区别，有时甚至是实际的概念本身，在这一过程中
被丢掉了。看看“生态学”和“量子跃迁”的广泛使用，以至于新时代用
语“能量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了。当然，你可能会争辩说，像“混沌”
和“能量”这样的词最初并非是作为专门术语用的。但是，在通俗化的过
程中，被曲解的是它们的专业意义，失去了它们最初的语义。
面对着将具有特殊用法的概念，在有效的文学机制中转换成没有意义
的陈词滥调的越来越普遍，我们应当作出努力来阻止同样的命运降临到复
杂性的各种概念上。我们将不得不专门讨论一下其中的一些概念，来看看
每个概念适用于什么范围。
首先，这里所使用的“复杂适应系统”中的“复杂”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里的“复杂”一词不必有严格的意义，这是一种习惯用法。但
是，这一词的存在还是隐含这样的意思，即任何这样的系统都至少具有某
种最低程度的、并有适当定义的复杂性。
简单性是指缺少（或几乎缺少）复杂性，原意为“只包含了一层（ｏｎｃｅ
ｆｏｌｄｅｄ）”的意思；而“复杂性”一词则来源为“束在一起”的意思。（值
得提出的是，表示层的“ｐｌｉｃ”及表示束的“ｐｌｅｘ”均来自于相同的印－
欧语词根“ｐｌｅｋ”。）
各种不同的复杂性
简单性与复杂性这对反义词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说爱因
斯坦引力简单，而金鱼复杂呢？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给“简单”
下定义并不简单。恐怕一个概念不足以清楚地表达我们依直觉可得的复杂
的观念。我们必须定义多种不同的复杂性，而有些可能还没有被想到。
定义复杂性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计算机
科学家对计算机解决某种特定问题需费多长时间的考虑。为了避免这种时
间依赖于程序员的聪明程度，科学家们主要只考虑可能的最短解决时间，
这就是常常称作的该问题的“计算复杂性”。
但是，即便是最少的时间也仍与计算机的选择有关。在定义各种不同
的复杂性时，不断地出现诸如此类的对 “背景的依赖性” （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计算机科学家对于一组近似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但对长短
并不关心；此外，他或她主要关心的是，当问题不断变长而没有限制时，
计算的复杂性会发生什么变化。当问题趋于无限大时，解答所需最少时间
怎样随问题长短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与计算机的细节
无关。
事实表明，计算复杂性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概念，但是它与我们使用“复
杂”一词时通常所指的意思不同，比如，它与我们所说的高度复杂的小说
情节，或组织构造中的复杂就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关心的是，
描述所研究系统某些性质需要多长的信息，而不是在计算机上解决某个问
题需多长时间。
例如，几十年来，生态学界一直在争论，像热带森林这样“复杂”的
生态系统比相对“简单”的生态系统，如在帕沙第纳后边圣加布里尔山高
处所发现的橡树和针叶林，是否具有更大或更小的弹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这
里的弹性是指从气候变化、火或一些其他的环境变更中幸存下来（或甚至

从中受益）的可能性，它与人类的诞生与否无关。现在看来，那些认为简
单一点的生态系统更有弹性的科学家们，似乎正成为这场争论的赢家。但
他们所说的简单与复杂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当然与对每个森林所给予的描
述之长度有一定的关系。
为了得出有关森林复杂性的很基本的观念，生态学家们可能会数每个
森林中树的种数（典型温带高山上森林中树的种类不到一打，而一个低地
热带森林中却有数百种）。他们也可能数鸟类或哺乳动物的种类；同样，
结果也是热带低地的种类多一些。如果考虑昆虫，那差别就更加显著了—
—试想一下一个赤道雨林中会有多少种昆虫。（这个数目一直被认为很大，
而 最 近 的 估 计 又 大 大 地 增 加 了 。 从 史 密 斯 尼 安 研 究 所 （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特里·爱尔温（Ｔｅｒｒｙ Ｅｒｗｉｎ）的研究开始，科学家们作
了这样一些实验，也就是将雨林中一棵树上的昆虫全部杀死，并收集起来。
结果发现，昆虫的种类比以往所估计的数目要多 １０ 倍，而且其中许多种类
是第一次被发现。）
除物种之外，你还可考虑其他因素。生态学家们常常还要考虑森林中
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食肉动物与被捕食动物之间，寄生物与寄
主以及授花粉者与被授者等等之间的关系。
粗粒化
那么，他们会考虑到什么层次的细节问题呢？他们会去注意微生物、
甚至病毒吗？除了考察明显的相互作用，他们还要考虑极微弱的相互作用
吗？显然，他们会在某个地方打住，而不可能无穷尽地追究下去。
因此，定义复杂性时，有必要指出对系统的描述要达到什么样的精细
度，而更小的细节可以被忽略。物理学家称这为“粗粒化”（ ｃｏａｒｓｅ
ｇｒａｉｎｉｎｇ）。这样一个名词可能源于呈颗粒状的照片。当一个照片中的细
节太小，看不清楚，而需要放大许多倍时，放大的照片上会显示出一些单
个的颗粒。这时照片上只有若干个点来表示一个很粗糙的像，而不再有清
晰的细节。安东尼奥（Ｍ．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ｉ）的电影（放大》（Ｂｌｏｗ－Ｕｐ）指的就
是这样一种扩放。一个照片的颗粒状态显示出它所能提供的信息数量。如
果胶片呈明显的颗粒状，那么整个照片就只能粗略地反映出所拍摄的物
体，显示出非常粗糙的颗粒化。如果一个侦察卫星拍下了一件以前所不知
道的“复杂”武器的照片，那么它的复杂性的程度将与照片的颗粒状有关。
确立了粗粒化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还面临着怎样定义所研究系统的复
杂性的问题。例如，一定数量的人（姑且说 Ｎ 个人）之间的简单或复杂的
通信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当一个心理学家或研究组织的学者想要比较 Ｎ
个人在各种不同通信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好坏或快慢时，就存在着这样的问
题。一个极端情形（我们不妨称之为 Ａ 情形）为，每个人独立工作，彼此
之间没有任何通信。另一个极端情形（称为 Ｆ 情形）是，每个人都可以随
便与任何其他人通信。Ａ 情形显然很简单。那么 Ｆ 情形是比它复杂得多，
还是几乎与它一样简单呢？
至于细节的层次（粗粒化的程度），我们假定所有的人都被认为是相
同的，没有任何个性。我们在图中用点来简单地表示他们，而且点的位置
也不重要，所有的点都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任何两个人之间的通信要么是

允许的，要么是禁止的，而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状态。每两者之间的通信
用连接该两点的线来表示（线没有方向性）。这样得出的图就是数学家们
所称作的“无向图”（ｕ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
有了这种方法来定义细节的层次，就可以研究一种连接方式的复杂性
是什么意思了。首先我们考虑点数很少的情形，比如 ８ 个（Ｎ＝８）。这时
我们可以容易地画出一些连接方式，包括一些无足轻重的。图 ３—２ 表示出
８ 个个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通信方式。在 Ａ 情形下，任何两点之间都没有
连线。在 Ｂ 情形下，某些点之间有连线，但有的点与任何其他点之间都没
有连线。在 Ｃ 情形下，每个点都有连线，但不是任意两点之间都有连线。
在 Ｄ 情况下，所有的连线是 Ｃ 情形下所没有的，而 Ｃ 情形下的连线又是 Ｄ
情形中所没有的。我们可以称 Ｄ 为 Ｃ 的互补物，反之亦然。同样，Ｅ 与 Ｂ
也是互为补充的。Ｆ 与 Ａ 也是：Ａ 情形中没有连线，而 Ｆ 情形中有着所有可
能的连线。那么，哪种模式更复杂呢？
每个人都会同意没有连线的 Ａ 模式简单，Ｂ 模式中有一些连线，因而
比 Ａ 模式复杂或不如 Ａ 模式简单。其他模式又怎么样呢？一个很有趣的情
形是关于 Ｆ。对 Ｆ 模式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它是所有模式中最复杂的，因
为它的连线最多。但这种判断合理吗？所有点之间都有连线的性质与没有
任何连线的性质难道不是一样的简单吗？或许 Ｆ 与 Ａ 一样，位于复杂性等
级的最底端。
这样的推理使我们想起当初这样一个设想，即至少有一种定义复杂性
的方法，那就是使用描述长度（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ｔ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的概
念。这样一来，Ｆ 模式确实与它的互补模式——Ａ 模式，一样简单，因为“所
有点之间都有连线”与“所有点之间均无连线”两种描述有同样的长度。
而且 Ｅ 的复杂性与它的互补物之复杂性也并无多大区别，因为加上“互补
物”一词没有使有关的描述显著变长。对于 Ｄ 模式与 Ｃ 模式，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互补的模式有着近乎相同的复杂性。
Ｂ 模式和 Ｅ 模式明显比 Ａ 模式与 Ｆ 模式复杂，Ｃ 模式与 Ｄ 模式也是如此。
Ｂ、Ｅ 模式与 Ｃ、Ｄ 模式之间的比较则要复杂一些。以描述长度这一简单的
标准来看，Ｃ、Ｄ 模式似乎更复杂，但是否的确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用于
描述的语言有关。
在进一步讨论关于复杂性与描述长度有关这一观点之前，有必要指
出，我们在前面用来表示人们之间通信方式的图表也可以用于另外一种情
形，一种如今对科学、技术及商业均有着重大意义的情形。目前，计算机
科学家们在研究与使用一种新型的“并行处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计算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种新型计算机在解决某些特定问题方面
比传统计算机更加有效。不像单个的大型计算机那样，连续不断地解决一
个问题，直到完成为止，并行处理使用一批小型计算单元，这些单元同时
运行，其中某些单元之间以一定的通信模式连接着。这里，你可能又会问
到，这样一种通信联系方式比另一种更复杂，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问
我这个问题的是一位正在设计并行处理计算机的物理学家，他重新引起了
我对复杂性定义问题的兴趣。
前面我们考虑了通过计算物种、相互作用等的数目来定义简单与复杂
的生态群体的可能性。譬如，如果一个群体中各种各样的树都被列出来了，
那么这一部分描述的长度与树种数是大致成正比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

描述长度也能有效地用作衡量复杂性的尺度。
对背景的依赖性
如果复杂性用描述长度来定义，那么它还显然不能描述事物的固有特
性。因为，描述长度与作这一描述的人或物有关。（这使我想起詹姆士·瑟
伯尔（Ｊａｍｅｓ Ｔｈｕｒｂｅｒ）的小说《田野中的玻璃》
（ Ｔｎ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小说里一只金翅雀向其他鸟作了一个关于与玻璃相撞的简要描述：“我在
飞越一块草地的时候，突然空气在我身上结晶了。”）任何关于复杂性的
定义都不可避免地与特定背景有关，它甚至是主观的。当然，系统描述的
精细度本身就已经有几分主观性了——它依赖于观察者或观察设备。那
么，实际上，我们正在讨论一个或更多的依赖于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的
描述的复杂性的定义，这里，施行描述的系统假定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它可以是一个人类观察者。为了现在的目的，我们不妨假定描述系统就是
人类观察者。
为了使描述长度的概念更加精确，我们应该避免通过显示某一事物来
对它进行描述；很显然，显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与显示一个简单系统一样
地容易。因此，我们只关心以通信的方式被传递给远处某个人的描述。同
样，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给某个相当复杂的物体取名为“山姆”或“朱蒂”，
从而使得对它的描述大大变短。因此，用于描述的语言必须是事先为大家
所公认的，不能为描述而新造一些术语。
当然，即便如此，这里也仍然存在着多种随意性与主观性。描述长度
将随所使用的语言以及通信者对他们所共享之世界的了解与理解的不同而
不同。例如，在描述一头犀牛时，若双方都知道什么是哺乳动物的话，那
么关于犀牛的信息就可以缩短。如果要描述一个小行星的轨道，那么双方
是否都懂得牛顿引力定律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将产生很大的差别——双
方是否知道火星、木星与地球的轨道，对描述长度也很重要。
简洁性和原始复杂性
如果由于一些无用的字、词而使得一个描述很长怎么办呢？我想起了
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学教师给她的学生布置家庭作业，要求他们写一篇
３００ 字的作文。有个学生由于整个周末都用于玩耍，没有做作业，结果他
在星期一的早上写了这么一段：“昨天晚上，邻居家的厨房里着火了，我
把头伸出窗外，大喊，‘起火了！起火了！起火了！……’”这个小孩将
“起火了”重复了很多遍，直到凑足了 ３００ 字为止。然而，如果没有 ３００
字这一要求，小孩就会写“叫了 ９０ 多遍‘起火了’”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因此，在讨论复杂性的定义时，我们关心的是用来描述系统的可能的最短
信息的长度。
下面几点可以概括起来作为“原始复杂性”的定义：用双方事先共享
（且彼此均知道共享这一事实）的语言、知识及理解，将一个已知粗粒化
程度的系统描述给远处某人时，所用最短消息的长度。
某些用来描述系统的常见方法是产生不出最短消息的。例如，如果我
们将系统的各个部分（比如汽车的部件或人体的细胞）分开描述，并讲述

这样一些部分怎样组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忽略了许多压缩消息的机会。
在那些机会中，我们可以利用各部分之间的相似性。例如，人体中的大部
分细胞有着相同的基因，并有很多其他的共同特征，而同一个组织中的细
胞则更加相似。最短的描述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算法信息量
某些信息论专家使用一个与原始复杂性极其相似的量，不过他们的定
义更专门化，而且自然而然地牵涉到计算机。他们拟想出一个具有给定粗
粒度的描述，这个描述用一种给定的语言来表示，然后再用某种标准编码
程序译成一串 ０ 和 １。每个被选的数 １ 或 ０ 被称为一个“比特”（ｂｉｔ）。
（本来，比特是“二进制数”的缩写，说其为二进制的，是因为只有两种
可选的数字，而对通常的十进制数来说，则有 １０ 个：０，１，２，３，４，５，
６，７，８，９。）他们关心的是那个比特串或“消息串”（ｍｅｓｓａｇｅ ｓｔｒｉｎｇ）。
他们定义的量称为“算法复杂性”、“算法信息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或“算法随机性”。当今，“算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一词指的是一种计算规则，通过意义的延伸，又可以指一个计算程序。下
面我们将会看到，算法信息量指的是一种计算机程序的长度。
本来，算法一词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出自希腊语“算
术”（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一词，但事实上，那只是个假象。“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中的
“ｔｈ”是由“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中的“ｔｈ”类推而被插入的，实际上它本不属
于那里。一个更能反映语源的拼写应该是“ａｌｇｏｒｉｓｍ”，它是一个人的名
字，正是通过这个人所写的书，“零”才被首次引入到西方文化中。他就
是 ９ 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穆罕默德·艾宾·穆沙·阿尔花拉子模（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Ｍｕｓａ ａｌ－Ｋｈｏｗａｒｉｚｍｉ）。这个姓表明，他的家族来自咸海南边花拉子模
地区，现为新近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他写了一篇数学论
文，题目中包含“阿尔加布”（ ａｌｊａｂｒ）这一阿拉伯的词，意为“移项”，
我们现在的“代数”一词就出自这里。最初，“ａｌｇｏｒｉｓｍ”（计算）一词
指的是十进制法，人们认为它主要是通过将阿尔花拉子模的“代数学”翻
译成拉丁文而由印度传入欧洲的。
算法信息量（ＡＩＣ）是本世纪 ６０ 年代由三个创始者各自率先使用的。
三个人中，一个是伟大的俄罗斯数学家安德里·Ｎ·柯尔莫哥洛夫（Ａｎｄｒｅｉ
Ｎ．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一个是当时只有 １５ 岁的美国人格里高里·蔡廷（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ｈａｉｔｉｎ），还有一个也是美国人，叫雷·索洛莫洛夫（Ｒａｙ Ｓｏｌｏｍｏｎｏｆｆ）。
每个人都是假想一个理想的多功能计算机，它可以存贮无限大的信息量（或
者信息存贮量有限，但可随需要而任意扩充容量）。这个计算机配备有特
殊的硬件和软件。然后他们考虑一个特殊的信息串，并寻求一个计算程序，
使计算机打印出这一信息串，随后停机。一个最短的程序的长度就是该信
息串的 ＡＩＣ。
我们已经看到，源于粗粒化和用来描述系统的语言等因素的主观性或
随意性，是原始复杂性之定义所固有的。在 ＡＩＣ 中，又产生了附加的随意
性来源，即用来把对系统的描述转化为一个比特串的特殊编码程序，以及
与计算机有关的硬件和软件。
数学信息理论家们并不担心这种随意性，因为他们通常只关心一些极

限情形，在那些极限情形下，有限的随意性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喜
欢考虑一些相似而长度渐增的比特串，研究在长度趋于无限大的过程中，
ＡＩＣ 如何变化。（这使我想起来，计算机科学家们如何喜欢处理大小递增
并趋向无穷的一系列相似问题的计算复杂性。）
让我们回到理想化并行处理计算机问题上来，这样一个计算机由一些
计算单元组成。我们用点来表示这些单元，用线表示这些单元之间的通信
连接。这里，柯尔莫哥洛夫、蔡廷和索洛莫洛夫是不会对仅 ８ 个点中各种
可能的连接方式的 ＡＩＣ 感兴趣的。他们关注的是当 Ｎ 趋向无限大时，Ｎ 个
点中的连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使用某个计算机而不是另一个，使
用某种编码程序而非另一种，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等等所造成的差
异，而导致 ＡＩＣ 方面的某些差别（例如，最简单的连接方式与最复杂的连
接方式之间的差异），相形之下都不那么重要了。一个信息理论家关心的
是某个特定的 ＡＩＣ 是否随 Ｎ 趋向于无穷而不断增长，如果是，增长的快慢
如何。他或她不怎么关心某个 ＡＩＣ 与另一个 ＡＩＣ 之间由于系统描述中的种
种不定性而引起的无关紧要的差异。
我们可以从那些理论家那里获得一些有趣的经验，那就是，即使我们
不限于研究那些趋于无限大的系统，我们也应该懂得，随着比特串逐渐变
长，关于简单性与复杂性的讨论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在另一种极端情形，
即比特串中只有一个比特，谈论简单性与复杂性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信息的定义
现在我们必须对算法信息量与信息作出区分。这方面有一些人，比如，
现代信息理论的奠基人克劳德·香农（Ｃｌａｕｄ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曾经讨论过。信
息主要涉及到从被选物中作出抉择，如果那些被选物可以简化为一序列两
种选择，其中每种选择的或然性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可用一种最简单的
方式将其表示出来。例如，假若你得知抛硬币的结果是反面而不是正面，
那么你就获得了一个比特的信息。如果你获悉三次连续抛币的结果是正
面、反面和正面，那说明你已经获得三个比特的信息。
“二十个问题”的游戏在或然性相同或或然性近乎相同的一连串两种
选择中，提供了一个表示各种极不相同的信息的极好例子。游戏由两个人
来玩，第一个人构思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人要在被告知它是动物、蔬菜、
还是无机物之后，用 ２０ 或不到 ２０ 个问题来猜出这个东西。问题的答案只
能是“是”或“否”；每次回答都是一次两种选择。对第二个人来说，他
提出的问题要尽可能在两个或然性接近相同的被选物之间作出选择，这将
会对自己最有利。例如，在知道该东西是无机物时，提问者不应该直截了
当地问它是不是霍普（Ｈｏｐｅ）钻石。他可以问，“它是天然的（而不是人
工制造或改造的）吗？”这里，肯定回答和否定回答的概率是大致相等的。
如果回答是“否”，那么下一个问题可以问：“它是一个特殊的物体而非
一类物体吗？”当回答“是”与“否”的概率相等时，每个问题将引出一
个比特的信息（这是一个问题所能引出的最多的信息）。２０ 个比特的信息
相当于从 １，０４８，５７６ 个或然性相等的被选物中作出一个选择，其中 １，
０４８，５７６ 是 ２０ 个 ２ 的乘积（２ 的 ２０ 次方）。这一乘积是长度为 ２０ 的各种
不同比特串的数目。

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讨论 ＡＩＣ 与信息时，比特串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在算法信息量情形下，考虑的是单个的比特串（最好是长比特串），它内
部的规律是用一个通用计算机打印出该比特串到停机的最短程序长度（用
比特表示）来测度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信息的情形下，你可能考虑
从具有给定长度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比特串中作出一个选择。若它们的或然
性均相同的话，他们的长度就是信息的比特数。
你也可以考虑一组比特串，比如或然性相同的一组，每个比特串都有
其特定的 ＡＩＣ 值。在这种情况下，定义一个由比特串的数目及该组比特串
的平均的 ＡＩＣ 值所决定的信息数量，往往很有用。
压缩和随机串
算法信息量有一个很奇特的性质，为了对它进行讨论，我们有必要先
来看看不同消息串的相对“可压缩性”。对于一个有给定长度（不妨假设
很长）的比特串来说，我们可以探究，何时其算法复杂性高，何时其算法
复杂性低。如果一个长的比特串为 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那
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表达“将 １１０ 打印若干次”的极短的程序来得到它。
这样一个比特串具有一个很低的 ＡＩＣ，尽管它的长度很长。这意味着它具
有很大的可压缩性。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数学上可以证明，大多数具有某一给定长度的比
特串是不能压缩的。换句话说，能够产生这些串（并进而使计算机停机）
的最短程序为，在 ＰＲＩＮＴ 后写上整个数串。具有给定长度的这样一个比特
串有着最大的 ＡＩＣ。这儿没有任何规则、算法及理论能够进一步简化这种
比特串的描述，从而使之能被用一更短的信息来描述。这样的比特串被称
为“随机”串，因为它没有规律可循，因此不能被压缩。随机串具有最大
的 ＡＩＣ，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 ＡＩＣ（算法信息量）又可称为算法随机性。
ＡＩＣ 的不可计算性
ＡＩＣ 的奇特性在于它的不可计算性。尽管大多数比特串是随机的，但
是我们没法准确地知道究竟哪些是随机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肯定某个
给定比特串的 ＡＩＣ 一定不低于我们所认定的。这是因为总可能有一个理
论、一种算法能使该比特串被进一步压缩，只是这个理论、算法我们永远
也发现不了。更严格地说，我们无法找到能导致进一步压缩的所有理论。
格里高里·蔡廷曾在几年前证明过这一论点，他的工作很容易使人想起库
特·哥德尔一个著名结论的一部分。
哥德尔是一个数学逻辑学家，他在 ３０ 年代早期所作出的关于数学公理
系统的局限性的发现，曾经震动了整个数学界。在他之前，数学家们曾希
望可以设计这样一个数学公理系统，理论上它可以被证明是自治的，并能
用来推证所有数学定理的正确性或谬误性。哥德尔证明这些目的一个也不
能实现。
像这样的否定性结果往往象征着数学或科学上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
比较一下爱因斯坦关于没有绝对时间或空间，而只有联合时空的发现。事
实上，哥德尔和爱因斯坦是好朋友。５０ 年代早期，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高

级研究院，我常常看见他们一起步行去工作，但看起来他们这一对给人一
种古怪的感觉。哥德尔个子很小，在他的衬托下，爱因斯坦看起来相当高。
他们曾经讨论过深奥的数学或物理问题吗？（哥德尔不时地研究一些与广
义相对论有关的问题。）或者他们的谈话仅仅是关于天气和他们自身的健
康问题？
哥德尔的结论中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部分，是关于不可判定性的问
题，即：对于任何一个数学公理系统，原则上总存在一些命题，这些命题
在已有的公理基础上不可判定。换句话说，理论上有一些定理既不能被证
实，也不能被证伪。
最突出的不可判定的命题是与公理无关的一种陈述。你可以通过引入
这样一个陈述作为一个新公理，或引入一个与之相反的陈述，来扩充已有
的那组公理。
但是，另外一些不可判定的命题则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假定一个
关于正整数的不可判定的命题的形式如下：“每个大于 ２ 的偶数都有如下
性质……”如果这样一个命题有任何例外，原则上我们可以把它找出来。
我们可用足够长的时间，连续检验每个偶数（４，６，８，１０，……），直到
发现一个不具备命题中所说性质的数为止。这样就直接证明了该命题是错
误的，同时也推翻了它的不可判定性，因为不可判定性的严格意义是，命
题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因而，这一命题没有例外情形。一般来说，“真实”
这一词的意义是说，该命题是真实的。
下面我们将更加具体地讨论这一点。考虑这样一个特殊的命题，它的
正确性经过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也没有得到证明，尽管也没有发现
任何例外情况。这个命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Ｇｏｌｄｂａｃｈ’ｓ ｃｏｎｊｅｃｔｕｒｅ），
其内容是，每个大于 ２ 的偶数等于两个素数之和。素数是大于 １，且不能
被自身和 １ 以外的任何数整除的数。根据这一点可知，最小的几个素数是
２，３，５，７，１１，１３，１７，１９，２３，２９，３１ 和 ３７。从列出的这些数中可以
看出，４ 和 ６２ 之间的任何偶数都可以用至少一对素数之和来表示。计算机
的计算表明，某个相当相当大的数以内的各个偶数都有这样的性质。然而，
这样的计算还不能说那个猜想就被证实了，因为对于更大的数它仍然可能
失败。只有严密的数学证明才能将猜想变成一个已证明的定理。
没有理由认为哥德巴赫猜想是不可判定的，我们只是假定它是不可判
定的。那么由此可知，它应该是真实的，尽管不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它可
能没有任何例外的情况。任何大于 ２ 的偶数而不能表示为 ２ 个素数之和的
存在，将会否证这个猜想，并因此推翻它的不可判定性。
如蔡廷所证明的那样，在问题的背景中往往隐藏着这样一些正确但不
可证的理论，或许其中有一个理论能使一个我们认为不可压缩的长信息串
能被压缩，或使一个我们认为是最短的信息串能被进一步压缩。因此，一
般来说，我们不能确定算法信息量的值；只能给出一个它不能超出的上限。
既然只能确定它在低于这一上限值的范围内，因而 ＡＩＣ 是不可计算的。
不可计算性这一性质给我们带来种种不便，但使我们不能用算法信息
量来定义复杂性的，还有另一个不同的原因。尽管通过 ＡＩＣ 可以引入一些
有用的概念，如粗粒化、信息串的可压缩性，以及由观察系统所得出的描
述长度等等，但它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缺陷：它的另一个名字算法随机性就
暴露了这一点。随机串的算法信息量最大。它（ＡＩＣ）是衡量随机性的尺度，

但随机性无论是在普通会话中，还是在大多数科学场合中都不是“复杂”
的意思。因而 ＡＩＣ 不是真实的或有效的复杂性。
但是，在讨论随机性的时候需多加小心，因为这个词的意思在不同的
场合并不总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暗藏的危险，是在很久以前与
兰德（ＲＡＮＤ）公司的接触中。

第四章

随机性

５０ 年代我刚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我需要找份顾问工作来维持
家庭的生计。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每周可以出去做一次顾问工作，我跟
同事们打听可去的地方。有一两个人建议我到兰德公司去，该公司位于著
名的码头和玛斯卡滩附近的圣莫尼卡（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作为美国空军 ＲＡＮＤ 计划〔ＲＡＮＤ 为研究与
发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简称〕，兰德公司成立了。它的使命
就是诸如使军事策略与分派给军队的任务协调一致，给美国空军提供建
议，并设计合理的方法。不久之后，公司的作用就扩大为包括在一系列问
题上给政府提供建议，这些问题很多都与防御策略有关。兰德计划依然很
重要，但是它只给公司提供部分经费，这样，公司成了一个不盈利的企业，
于是它扩充为民间提供服务。兰德雇用各种领域的专家，包括政治学、经
济学、物理学、数学及军事作战研究方面的专家。
物理所所雇用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理论物理学家，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
列。我开始作一些非机密研究，并为此挣得一份薪水。我们从加州理工学
院来的 ３ 个人组成了一个车辆合用队，每逢星期三到兰德去工作。
“随机”的几个含义
对兰德公司所作的最初几次访问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递给我
一小堆新近提出来的报告，好让我熟悉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其中有一份
报告的题目是“兰德随机数表”（Ｒ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ｓ），尽管
读起来不那么精彩，但它毫无疑问很有用（不过我被告知，一些图书管理
员根据“及 １００，０００ 个正常的偏差”这一小标题，将其归入变态心理学一
类）。
关于这个报告，我觉得有趣的是里面飘出一小张纸，掉落到了地上。
我拾起来一看，发现是张勘误表。兰德公司的数学家们在修正一些随机的
数字！他们发现了随机数中的随机错误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
是件滑稽的事情，但是后来再思索这件事时，它使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
的事实：即便是对数学家和科学家来说，“随机”一词也有着几种不同的
意思。
我们前面一直在使用的“随机性”一词，比如用于一个有一千个比特
的数串，它的意思是该比特串是不可压缩的。换句话说，它非常地不规则，
以至于无法用更短的形式来表示它。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该数串是由“随
机过程”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是由抛掷硬币这样的偶然过程所产生的，
这里正面用 １ 表示，反面用 ０ 表示。这两个意思并不完全一样。一千次抛
币的一个结果可能是一千个正面，用二进制数表示即为一千个 １ 组成的比
特串。当然，这样一个一千次全是正面的结果不太可能存在。事实上，这
1
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 ，其中 ｎ 是一个有 ３００ 来位数字的巨大的数。因为
n
大多数长的比特串是不可压缩的（随机的）或几乎不可压缩的，所以许多
组一千次抛币将得出随机的比特串，但不是所有的各组实验都产生随机比
特串。一个避免混淆的办法或许是，用“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随机），而不是

“ｒａｎｄｏｍ”来表示随机过程，而将“ｒａｎｄｏｍ”主要用于不可压缩的数串。
但是兰德公司随机数表中的随机是什么意思呢？这样一个表如何能配
备一个勘误表呢？最重要的是，这个随机数表有什么用呢？
兰德公司物理部在 １９５６ 年和 １９５７ 年所开展的工作之一是一项非机密
计划，该计划将应用于天体物理，它需要用相当基本的物理学进行计算。
我承担了这一任务，另一个顾问，我的老朋友克斯·布吕克勒（Ｋｅｉｔｈ
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给我提供了一些帮助。部分计算涉及到几个非常困难的近似求
和，兰德公司里一个很有趣的物理学家杰斯·马库姆（Ｊｅｓｓ Ｍａｒｃｕｍ）提出，
通过一个称为蒙特卡罗的方法，利用随机数表来求和。
随机数和蒙特卡罗方法
这个方法很适合于杰斯，因为他不仅是个物理学家，还是个赌徒。早
些年，他在玩 ２１ 点牌游戏时赢了很多钱。他使用“学者方法”，在大部分
情形下，当机会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下小的赌注；而当机会对他有利的
时候，例如，所有的十分牌（都是 １０ 和有花的牌）都在牌桌的某一部分，
他就赌大的。这个方法仅当使用一副牌的时候管用。不久后，所有的赌场
都改变了赌博规则（可以说是对“学者们”适应的结果），而开始同时使
用好几副牌。杰斯于是转向其他方面的赌博。
有一次，他曾经向兰德公司请了好几个月的假，去赌赛马。他的方法
是，对预测赛马胜负的人进行分析、推测。他不需要熟谙那些马本身，只
需研究比赛形式，看每个预测者所预测的机会与实际情况符合的程度。然
后他听从成功预测者的建议。但是，他还辅以另外一种方法。每次比赛开
始前，他核对布告板，看定出的赔率（反映到那时为止所收赌注的多少）
与好的预测者所预言的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这就意味着参赌的人们在
听从其他预测者的建议，或许就是那些名声不好的预测者的建议。杰斯瞅
准最好的预测者所预言的赔率与布告板上所定赔率之间的这种差额，重重
地下赌注。他用这种方式在赛马场稳稳当当地赚钱。但是不久之后，他总
结出，在兰德公司他的薪水至少也有这么多，而且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
因此他又回来工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碰巧可以得到杰斯的帮助。
蒙特卡罗求和法用于对相当庞大的一组数的求和；它给出了一个从数
字 １ 计算第一个量，从数字 ２ 计算第二个量，从数字 ３ 计算第三个量等等
的计算规则。该规则使得量的变换从一个数变到另一个数相当顺利；从相
应的数字计算每一个量，既冗长又乏味，因此人们往往不愿多做这样的计
算。（现在，由于有了极其迅速而功能全面的计算机，我们可以直接求这
样的和，但是 ３５ 年前的计算机需要有像蒙特卡罗方法这样的技巧，才能进
行计算。）
假定我们要求 １ 亿个量的和。在此之前我们先要从相应的数字，按从
１ 到 １ 亿的顺序进行，来计算每个待加量。为了应用蒙特卡罗近似法，我
们使用随机数表来得到 １ 与 １ 亿之间随机选择的若干个数，不妨假设是
５０００ 个。５０００ 个数中的每一个，为 １ 至 １ 亿之间的任何数的概率是相同的。
然后我们计算与这 ５０００ 个数相对应的量，将这些量当作待加的 １ 亿个量的
代表性样本，并对它们求和。最后我们将所得结果乘以 １ 亿被 ５０００ 除所得
的数（即 ２０，０００）。用这个方法，我们以一个短得多的近似计算代替了

原来冗长的计算。
真随机还是伪随机？
随机数表中应该是大于 １ 而小于某个固定的大值的一组整数，每个数
都是随机挑出来的，而且在挑选过程中，上述范围内的各个数都有同样的
被挑选机会。实际上，随机数表通常不是这么产生的，因而是一个伪随机
数表！那些数是由计算机按照某个特定的数学规则迅速而容易地得出的，
该规则非常地杂乱无章，所以整个过程被认为类似一个随机过程（例如，
使用的规则从工程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混沌性的）。然后，产生的数表可能
被进行随机性检验，以确定它是否符合一个由真正的随机过程得出的数表
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应满足的统计标准。在兰德公司的表格里，那些数真是
伪随机的吗？最后一刻的检验真的发现了某个统计标准未被完全满足吗？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其不意地发现一个勘误表吗？这些问题的答案竟然都是
否定的。毕竟，随机数表可以通过一个真正的随机过程，比如，一个利用
量子力学现象的过程得到。事实上，兰德公司的数表就是通过使用真空管
中产生的噪声这样一种随机方式来得到的。而且，勘误表是针对 １００，０００
个正常偏差数，而不是针对随机数表本身！如此具有教育意义的神秘现象
原来一点也不神秘。然而，用随机方法需要作大量的工作，而利用决定论
的规则则要方便得多。这只需让计算机迅速而容易地产生一个序列，并进
而确保序列中多余的规律性在使用这些数的场合中相对来说没什么害处。
可是，经验依然表明，将这样的伪随机序列当作随机序列使用，有时是很
危险的。
最近我阅悉，许多实验室在使用一组极不随机的伪随机数。结果，用
那些数字进行的某些计算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这个事件可以用来提醒我
们，从决定论混沌或近混沌过程中产生数列具有相当程度的规律性。
金融市场中的决定论混沌
有时，被认为是随机的序列结果却是伪随机的。例如，多年来许多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直都在鼓吹，金融市场上受市场基本原理控制的，价
格围绕价值的涨落构成了一种称为“随机游动”的随机过程。同时，那些
深谙价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的“图表专家”，可以在市场投资方面为你
提供建议，他们声称能从那些曲线中得到关于在不久的将来价格是上升还
是下降的这样一些聊胜于无的预言。我曾经读到一位经济学家所写的一篇
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对某些人主张使用这样的证据，而无视经济学家们关
于价格涨落是随机过程的强调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之情。
但现在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随机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
这些涨落与决定论混沌中的涨落一样，是伪随机的。理论上，他们包含有
足够的规律性，使你可以从中赚钱。但并不是说那些图表分析家兜售的每
一个金融方案都能让你发财；他们的建议可能多半是毫无价值的。不过，
关于价格涨落不只是一个随机过程的观点本身，并不像那个愤怒的经济学
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狂热的想法。（事实上，圣菲研究所的两个物理
学家多依纳·法默（Ｄｏｙｎｅ Ｆａｒｍｅｒ）和诺尔曼·派卡德（Ｎｏｒ－ ｍａｎ Ｐａｃｋａｒｄ）
已经停止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去创办了一个投资公司。他们应用从
决定论混沌及近混沌系统理论中得出的方法，来寻找金融市场中的规律，

并由此进行投资。一开始，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练习赌钱，然后开始利
用一个大银行提供的资金进行真正的投资。迄今为止，他们干得相当不
错。）
这里，我们已经遇到了关于“随机”一词的三种不同的专门用法：
１． 随机比特串是指该比特串非常不规则，从而找不到任何规律来压缩
对它的描述。
２． 随机（ｒａｎｄｏｍ）过程是指偶然的或随机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过程。在
产生具有给定长度的比特串时，它主要得出随机的、完全不可压缩的比特
串；有时得出包含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压缩性的比特串；
极少数情况下能够得到非常规则的、具有很大可压缩性的比特串，这些比
特串一点也不随机。
３． 随机数表通常由伪随机过程——一个事实上没有利用偶然性的决
定论计算过程——产生的，但它非常紊乱（比如混沌式的杂乱），所以在
很多场合下同随机过程非常相似，并且满足一些真正的统计过程通常所满
足的统计标准。当应用这样的伪随机过程来产生比特串时，所得到的数串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真正的随机过程所产生的数串。
莎士比亚和著名的猴子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为什么算法随机性或算法信息量与我们对于复杂
性的直觉概念不完全相符。现在我们看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猴子站在打
字机旁，假定它随机地敲击各个键，每次击键时，任何符号或空格键被敲
击的可能性是相等的。我怀疑实际中的猴子是否会那么做，但对我们所要
讨论的问题来说，这并不重要。问题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那些猴子打出莎
士比亚著作（或大英博物馆中的所有书籍——博物馆的这一部分现在称为
大英图书馆）的可能性有多大。显然，如果一定数量的猴子中每只打出足
够多的页数，那么整个这些片断包含莎士比亚著作（不妨假设是佛里奥版
本）中的一个连贯的段落的概率是非零的。然而，那个概率极小。即使全
世界所有的猴子花一万年的时间，每天各打字 ８ 小时，打出的文章包含佛
里奥版本的莎士比亚著作中一个连贯的部分的概率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鲁塞尔·马洛尼（Ｒｕｓｓｅｌｌ Ｍａｌｏｎｅｙ）几年前发表于《纽约人》杂志
上的题为《不变的逻辑》（Ｉ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ｏｇｉｃ）一文中，作者虚构了这样
一个故事：６ 个黑猩猩开始系统地用打字机打大英博物馆中的书籍，一本
接一本，毫不犹豫，也不出错。但这些黑猩猩的结局却很悲惨：一个科学
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概率定律而将它们杀掉了。最后一只猩猩在一阵临死挣
扎时，“猛然摔在它的打字机跟前。它痛苦地用自己的左手从打字机上拿
下刚打完的，佛罗里欧（Ｆｌｏｒｉｏ）写的《蒙田》一书中的最后一页。它摸
索着找到一张白纸，将它放入打字机里，然后用一个手指打着，‘《汤姆
叔叔的小屋》（Ｕｎｃｌｅ Ｔｏｍ’ｓ Ｃａｂｉｎ），哈里特·比切尔·斯陀著。第一
章……’，然后它也死去了。”
考虑一只著名的非“纽约人”猴子，让它打一份与佛里奥版本同样长
的材料，将那只猴子的一个典型的成品与莎士比亚的著作进行比较。哪个
具有更大的算法信息量呢？显然，猴子打出来的作品具有更大的 ＡＩＣ。以
随机过程（这里，随机是我们所给出的第二个意思）的方式，猴子极可能

打出一个随机或近随机的符号序列（这里随机是第一个意思）。如果猴子
的作品用某种标准方式编译成一个比特串，那么，在具有同样长度的比特
串中，该比特串具有最大或近似最大算法随机性的可能性非常大。莎士比
亚著作的随机性显然要小些。英语语法规则，拼写（纵然莎士比亚漫不经
心地使用一个本来文法就不严的系统），合理性的需要及许多别的因素都
使莎士比亚的文章具有一定的非随机性，从而使它比猴子所打的任何可能
的、同样长的段落具有更低的算法信息量（或算法随机性）。对任何使用
英语的作家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还没有考虑莎士比亚的独特性呢！
有效复杂性
很明显，尽管 ＡＩＣ 或算法随机性有时被称为算法复杂性，但在大多数
情况下它们与“复杂性”所指的意思没有多大的关系。为了定义有效复杂
性，我们需要与在随机比特串中获得最大值的量截然不同的东西。事实上，
正是系统或比特串的那些非随机性的方面，才促成了它的有效复杂性。有
效复杂性，大致可以用对该系统或数串的规律性的简要描述长度来表示。
原始复杂性与 ＡＩＣ 不能表示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复杂性”，因为它们指的
是对整个系统或数串的简要描述长度，其中包括它所有的随机特征，而不
只是其规律性。
为了更加全面地讨论有效复杂性的概念，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复杂适应
系统的性质。我们将看到，除了一些别的东西之外，它们的学习或进化还
要求有一定程度上识别随机性与规律性的能力。因而一个系统的有效复杂
性，与正在观察该系统的复杂适应系统所作规律性描述有关。

第五章

儿童学习语言

我女儿学说话的时候，她最初说的几句话之一便是“爸爸坐车—车”
（Ｄａｄｄｙ ｇｏ ｃａｒ－ｃａｒ），这是每天早晨我去工作时她都要说的话。这句话
是关于我的，对此我感到受宠若惊，而且使我高兴的是，她真真实实地在
说话，尽管她的英语还需要下一番功夫。只是在最近我才突然觉得，那句
话中已经具有某些英语语法的特征。就拿语序来说吧，在英语中，主词总
是位于动词之前（但在另一些语言，比如威尔士语、夏威夷语和马拉加西
语中，就不是这样）。主词和动词的顺序是对的，词组“车—车”的位置
也对了。在合乎文法的英语句子“〔爸爸〕〔驾车〕〔走了〕”（〔Ｄａｄ－
ｄｙ〕〔 ｉｓｇｏｉｎｇａｗａｙ〕〔ｉｎｈｉｓｃａｒ〕）中，三个要素与儿童的近似语言中
的完全一样。
当我女儿逐渐长大时，她的语法自然而然地不断完善起来。像别的小
孩一样，几年之内她就能说一口准确的英语了。只要有一个会说某种特定
语言并定期对小孩说那种语言的照管人，比如父亲或母亲，那么，任何正
常的儿童都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学会正确地说该种语言（当然，一些美国人
认为这种说法不适用于美国的许多高中学生）。事实上，大多数小孩都能
够像母语那样准确地掌握 ２ 至 ３ 种语言，尤其是当 ２ 个或 ３ 个照管人中的
每一个，习惯上都只跟小孩正确地使用其中的一种语言的时候。即使小孩
只通过一个人接触某种语言，情况也仍然如此。但是，对于某种给定的语
言，小孩怎么知道哪些造句法合乎文法，哪些不合乎文法呢？
假设总共只有 ５ 万个可能的句子，母亲和孩子花上 １０００ 天的时间来系
统地试验这些句子，每天检验 ５０ 个新句子。每当小孩说一个句子，母亲就
耐心地指出“好句”或“病句”。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个荒谬的方案，再
加上小孩完美的记忆力，那么 ３ 年以后这个小孩就能准确地知道那 ５ 万个
句子中哪些是合乎文法的。
计算机科学家可能会说，这个假想的小孩在心中建构了一个“查阅
表”，上面列有每个候选的句子及它们的归类，即“合乎文法”还是“不
合乎文法”。无疑，一个实际当中的小孩是不会准备这么一个表的。首先，
５ 万个句子太少了。
任何人类语言中，都有无限多个可能的句子，每个句子都可以包含任
意多个子句，每个子句又可以包含多个修饰性字、词。句子长度只受到可
利用的时间及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耐心和记忆力的限制。而且，通常有数千
个字可供我们使用。一个小孩不可能听到或试图说出每个可能的句子，并
将它收入到查阅表中。可是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之后，小孩却能够辨别出一
个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句子是否合乎文法。
儿童们必定会建构一套用于判断什么合乎文法及什么不合文法的临时
规则，尽管他们并不是完全有意识地这么去做。然后，他们不断听到语法
正确的句子，并偶尔发现一个病句后将它改正过来，他们不断地更改那套
规则。同样，他们也未必是完全有意识地这么去做。例如，一个小孩可以
很容易地掌握动词过去式的规则变化：加“ｄ”或“ｅｄ”，然后，小孩偶然
碰到“ｓｉｎｇ”和“ｓａｎｇ”（一个变化不规则的动词的现在时与过去式），
于是他或她对那套规则进行修改，使之能包含这一例外情况。然而那套修
改后的规则可能促使小孩说“ｂｒｉｎｇ”和“ｂｒａｎｇ”，最终他或她得将它们

修改为“ｂｒｉｎｇ”和“ｂｒｏｕｇｈｔ”。依此类推，逐渐地，这套内部规则不断
得到改进。小孩正在心中建立起一种语法规则。
一个正在学习语言的小孩确实在使用着语法信息，这些信息是几年中
从合乎文法的句子与病句的例子中得到的。但是小孩不会去建立一个查阅
表，而是以某种方法将这些经验压缩成一套规则，一套即便是对以前从未
遇到过的新句子也适用的内部语法。
但是只凭从外部世界，比如从父亲或母亲那儿获得的信息就足以使小
孩建构这样一套内部语法吗？诺姆·乔姆斯基（Ｎｏ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及他的门徒
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小孩还必须天生就拥有大量适
用于任何自然人类语言的语法信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学说语言
时具有某些语法特征的天生倾向，似乎是这种信息唯一可能的来源。这里
所指的某些语法特征是所有自然人类语言共有的。每种语言亦包含一些非
进化所得的附加特征。尽管有些附加特征可能像天生所具有的那些一样具
有普遍性，但大部分都随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些附加特征是儿童必须学
会的。
语法作为一个部分图式
当然，一个陈述句是否合乎语法，多半与它陈述的内容是否属实无关。
操英语者都知道，“绿色的天空中出现紫色和黄色的条纹。”这样一句话
在语法上是正确的，尽管这种说法至少在地球上来看很不真实。但是，影
响一个人在某个特定场合中选择某个合乎语法句子的，不只是真实性，还
有许多其他的环境因素。
在建构内部语法时，小孩能够有效地区分开语法特征与他们听到的特
殊句子的所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有些是随机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将散
乱的语法特征压缩成一套容易使用的语法规则。
一个这样做的小孩就显示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的第一个特征。他或她把
从大量经验中识别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压缩成一个图式，这个图式包含
了支配那些经验的规则，但忽略了使用这些规则的特定环境。
然而，语法并不包含语言所具有的所有规律性。还存在发音规则（构
成语言学家所称作的一种语言的“语音学”），语意学规则（关于什么合
理，什么不合理），等等。因而语法图式不是关于一种语言的全套规则，
语法也不是在语言数据流的随意性被去掉以后剩下的所有东西。然而，儿
童对语法的掌握是建构一种图式——一种部分图式的极好的例子。
学习语言的过程也表现出在运作中复杂适应系统的其他特征。一个图
式很容易发生变化，不同变异形式的采用与废弃，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为了对它们进行检验，必须补充一些细节，比如在建立图式时所丢掉的那
些。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将要遇到的，与最初从中提炼
出图式的，是同一个数据流。最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关系到图式中
的哪个变异形式将幸存下来。
在掌握英语语法的过程中，图式是变化的，例如，用“ｅｄ”或“ｄ”来
构造动词过去式的规则，要被 ｓｉｎｇ－ｓａｎｇ 与 ｂｒｉｎｇ－ｂｒａｎｇ 之类的例外情形
来修改。为了检验这些变异的规则，小孩必须将图式应用于一个实际的句
子，从而重现建立图式时所忽略的那种特殊环境。例如，小孩可能说，“我

们昨天上午唱了（ｓａｎｇ）一首赞美诗。”这句话被认为是合理的。可是如
果他或她说，“我带了（ｂｒａｎｇ）一件东西回来给你们看”，那么他的父亲
或母亲会回答，“你能让我看你从贝茜阿姨家捉到的蟑螂，我很高兴，但
你应该说‘我带了（ｂｒｏｕｇｈｔ）一些东西回家……’”。这一经验可能促使
该小孩试验出一个新的图式，它可以将 ｓｉｎｇ－ｓａｎｇ 与 ｂｒｉｎｇ－ｂｒｏｕｇｈｔ 都包
括在内。（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孩是等别人说话时来检验一个图式。）
复杂适应系统与有效复杂性
图 ３—１ 表示了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运作情况。既然复杂适应系统从随
机性中分离出规律性，从而得出一个图式来描述和预言新数据流的性质，
那么，用图式的长度来定义复杂性也就成为可能。当然，那些数据通常和
复杂适应系统正在观察的某个其他系统的运作有关。
利用一个图式的长度并不意味着回归到原始复杂性的概念，因为图式
不能完备地描述被观察系统的数据流，而只能完备地描述从可利用的数据
中提炼出来的规律。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语法情形，图式中只包含某种特
定类型的规律，而其他规律则被弃置于一边，因此，这种图式是一种部分
的图式。
你可以将语法复杂性看作一部语法教科书。大致说来，教科书越厚，
相应的语法就越复杂。这与用图式长度来表示复杂性的思想是一致的。每
一个引起困难的小小例外情形均使得书的厚度，也即语言的语法复杂性增
加。
像通常情形一样，这里存在着诸如粗粒化和共同的初始知识或理解之
类的随意性的来源。在语法教科书的情形中，粗粒化对应于教科书所达到
的精细度。那么，一套语法如果遗漏了许多隐含规则与例外情况，而只包
括不介意出错的旅游者所需的一些语法要点，能算是基本的语法吗？或者
说，它能算是一部重要的学术书吗？如果是，那它是一种传统的常见的语
法呢，还是刚流行的生成语法（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ｅｒ）呢？显然，书的厚
度与这种区别有关。至于初始知识的层次，我们来考虑一部用英语为说英
语者所写的成熟的外语语法。如果这是荷兰语（与英语非常相似且相近），
而不是在结构上与英语很不相同的那佛乔语（Ｎａｖａｊｏ）的话，我们就不必
引入太多的新语法概念。而对那佛乔语来说，其语法规则应该更长些。类
似地，一本写给说那佛乔语的人看的荷兰语语法书大抵要比写给说英语者
看的荷兰语语法书更厚些。
即便存在着这些因素，将语言的语法复杂性与描述该语法的教科书的
厚度联系在一起，也仍然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看到一个说母语的
人的脑子（不断前进的科学技术也许会在某天使之成为可能），并看到语
法在那里怎样被译成密码的话，那将更有意思一些。用那种内部语法所表
示的图式的长度，可以作为衡量语法复杂性的尺度，这种衡量尺度具有较
小的随意性。（自然，这种情况下长度的定义比较微妙，要依赖于语法信
息在实际上被译成密码的方式。它们是储存在局部的神经元和神经突触
上，还是以某种方式分布在整个神经网络中呢？）
我们将一个系统相对于正在对它进行观察的复杂适应系统的有效复杂
性，定义为用来描述其规律性的图式的长度。当图式以某种方式支配被讨

论的系统（比如储存于脑中的语法规范着言辞），而不仅仅是被外部观察
者，如一本语法教科书的作者使用时，我们就可以使用“内部有效复杂性”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这一术语。
从随机性中分离规律性
有效复杂性这一概念的作用，尤其当它不是内部有效复杂性时，与进
行观察的复杂适应系统能否很好地识辨与压缩规律并抛弃偶然性的东西有
关。如果不能，那么，特定观察者的缺点对被观察系统的有效复杂性的影
响，比被观察系统本身的性质对它的影响更大。结果，观察者常常是相当
有效的，但是有效性的概念却由此引起了深远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最
理想的压缩思想可能会陷入不可计算性的困境之中。除压缩之外，实际的
规律识辨又怎么样呢？从数据流中识辨规律性真是一个定义明确的问题
吗？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数据流无限地长，比如，在语言或教科书情形中，
它如此地广博，以至于构成了一个包括用给定语言所能说出的每个可能的
句子在内的典型样本，那么，识辨规律的任务会更容易一些。这里，即便
是一条罕见的语法规则，也会在相似的条件下反复地显示出来，从而使人
们能将它同纯偶然的不规则变化中得出的错误规则区分开来。（例如，在
一篇短的英语文章中，过去完成时态可能不会出现，从而给人造成英语中
不存在过去完成时态的错觉。而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这样的情况就不大
可能发生。）
识辨某些类型的规律性
许多理论物理学家，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菲研究所的吉
姆·克鲁奇菲尔德（Ｊｉｍ Ｃｒｕｔｃｈｆｉｅｌｄ），在了解如何从一个无限长比特串
的随机性中识辨出规律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们定义了许多种规
律性，并证明了在理论上如何应用计算机来识辨上述范围内的规律性。但
是，即使他们的方法也不能提供一个挑出每种规律性的算法，这样的算法
根本就不存在。但他们证明了，计算机在比特串中发现属于某类规律性后，
能够推断出新的、属于一种更基本类型的规律性的存在，并知道如何识别
它们。这被称为“分级学习”（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通常，一类规律对应于一组关于如何产生一个数据流的数学模型。假
设数据流是一个由随机（至少是部分随机）过程——不妨假设为掷硬币的
过程所产生的一个比特串。这种模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一个有偏抛币
序列（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ａｓｅｄ ｃｏｉｎｔｏｓｓｅｓ），其中出现正面（对应于比特
串中的 １）的概率是 ０ 和 １ 之间的某个固定值，而出现反面（对应于比特
串中的 ０）的概率是 １ 减去出现正面的概率。
如果正面出现的概率是二分之一，那么这样一个序列中的任何表面的
规律只能是偶然的结果。随着数据流变得越来越长，被这种偶然规律欺骗
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而认识到那一序列源自与无偏（ ｕｎｂｉａｓｅｄ ｃｏｉｎ
ｔｏｓｓｅｓ）抛币相似过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考虑 ２ 比特数串这样一个极端
情形。在无偏抛币情形中，２ 个比特均为 １（一种完美的规则情形）的概率

是四分之一。但这样一个序列同样有可能产生于抛掷两面均为人头像（正
面）的硬币的过程。因而，产生于无偏抛币过程的一个短比特串常常会被
错误地当作一个有严重偏向性的序列。一般来说，一个无限长数据流的好
处在于，它大大地增加了分辨各种模型的可能性，这里每个模型对应于一
类特殊的规律性。
比有偏抛币序列稍稍复杂一点的另外一种模型，可能有这么个附加规
定，即连续出现两个正面的序列应该抛弃。由此导致的规律性，即比特串
决不会连续出现两个 １，在一个长比特串中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来。一个
更复杂的模型可能包含这样一些有偏抛币序列，其中任何一个连续出现偶
数次正面的序列将被丢掉。
当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接收到一个任意长的数据流时，这里不妨设它具
有比特串的形式，它能够系统地搜寻某给定类型的规律性；但是，没有可
用于寻找所有各类型规律性的方法。任何被识别出来的规律性都可以进而
被整合到一个用于描述数据流（或者产生该数据流的系统）的图式之中。
将数据流划分成若干部分——交互信息
在识别一个输入的数据流之中的规律性时，复杂适应系统通常将该数
据流划分成具有某种可比性的许多部分，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许
多部分所共有的信息称为“交互信息”（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它是规
律性的特征。在用某种给定语言写出的一个文本流（ａ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ｅｘｔ）
情形中，句子可以作为待比较的各部分。各句的共同语法信息显示出语法
规则。
然而，交互信息只用于识别规律性，它的量并不是有效复杂性的直接
量度。在辨别出规律性并给出一个有关它们的概要描述时，那个描述的长
度才是衡量有效复杂性的尺度。
大的有效复杂性与中等 ＡＩＣ
假定所描述的系统根本没有规律性（比如那只著名的猴子所打出来的
一段文字，通常就是——但并非都是——这种情形），一个正常运作的复
杂适应系统也就不能发现什么图式，因为图式是对规律性的概述，而这里
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换句话说，它的图式的长度是零，复杂适应系统将认
为它所研究的系统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物，其有效复杂性是零。这是完全
正确的；胡言乱语的语法图式其长度应该是零。虽然在具有给定长度的比
特串中，随机比特串的 ＡＩＣ 最大，但是其有效复杂性却为零。
ＡＩＣ 标度的另一个极端情形是，当它几乎等于零时，比特串完全规则，
比如全由 １ 组成。有效复杂性——用于描述这样一个比特串的规律性的图
式的长度——应该非常接近于零，因为“全部为 １”的消息是如此之短。
因而，要想具有很大的有效复杂性，ＡＩＣ 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换句话说，系统既不能太有序，也不能太无序。
图 ５—１ 大致反映了系统（相对于作为观察者的正常运作的复杂适应系
统）可能的最大有效复杂性随 ＡＩＣ 变化的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出，它只能
在极端有序与极端无序之间的中间区域达到最大值。在讨论简单性、复杂

性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重要量，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性
质，即它们只可能在那个中间区域取得很大的值。
当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观察另一个系统，并且识别出它的一些规律性
时，从被观察系统得到的数据流的 ＡＩＣ 可以表示为如下两项的和：表观规
则信息量与表观随机信息量。图式的长度——被观察系统的有效复杂性—
—实质上与表观规则信息量相等。对于一个被普遍认为是随机的数据流来
说，其有效复杂性是零，整个 ＡＩＣ 被认为是偶然性的结果。而一个被认为
是完全规则的数据流（比如一个全部由 １ 组成的长比特串）来说，整个 ＡＩＣ
都是规则信息量（没有随机信息量），但它的值非常地小。有趣的是，在
这样两个极端情形之间，ＡＩＣ 很大但不是最大（对于具有同一长度的数据
流来说），并且等于两部分之和，即表观规则的部分（有效复杂性）与表
观随机的部分之和。
通过基因或大脑学习
虽然我们对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是从儿童学习的例子开始的，但是，
说明这一概念并非必须借助如此高级的事物。用我们的同类猩猩——打字
机故事中所描述的那种——同样可以。用狗也行。事实上，我们观察其他
哺乳动物学习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训练我们的宠物来进行。
教狗学会保持某种姿势牵涉到将一个抽象概念应用于大量各种各样的
情况：在地上保持坐姿；车门打开时仍然呆在车中；呆在附近不动，而不
去追赶一只迷人的松鼠。通过奖励和惩罚的方式，使狗学会应命令而处于
各种状态的模式。其他可供选择的图式，比如将追赶猫当作例外情形的图
式，随着训练的进行而被狗抛弃（至少理论上应是这样）。但即使狗选择
了一种例外的图式，复杂适应系统也仍然在起着作用。这里，作为来自于
训练过程和追猫天性之间竞争压力的结果，一个与训练者本意不同的图式
幸存下来了。
在得到保持某种状态的命令后，受训的狗将适用于该特定情况的细节
补充进来，并将图式应用于现实的行为世界，在那里存在着奖惩，这些奖
惩最终有助于决定该图式是否幸存。尽管追捕松鼠或猫的倾向也影响各个
图式之间的竞争，但它并非单个的狗所学得的。它而是作为生物进化的结
果，并由遗传而获得的。
所有生物都有这样的本能行为。考虑一只为寻找食物而在巢穴周围漫
游的蚂蚁。它遵循着一个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而得的内在的程序。卡耐基－
梅隆大学（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ｅｌｌ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著名的心理学、经济学和计算
机科学专家赫伯·西蒙（Ｈｅｒｂ Ｓｉｍｏｎ），很久之前曾用蚂蚁的行为来说明
被我称之为有效复杂性的意义。蚂蚁所走的路径看起来很复杂，但寻觅过
程的规则却很简单。蚂蚁所走的错综复杂的路径显示出很大的算法复杂性
（ＡＩＣ），但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产生于规则。那些规则大致对应于寻觅
过程的规律性。然而，那一极小部分的 ＡＩＣ 却（至少近似地）构成了全部
的有效复杂性。ＡＩＣ 中剩下的部分，即大部分的表观复杂性，源于蚂蚁正
在探寻食物的地域的偶然的、并多半是随机的特征。（最近，我同赫伯讨
论蚂蚁的故事时，他笑着惊呼：
“那只蚂蚁给我带来的好处真是太多了！”）
在级次越来越低的一组生物中，比如一只狗，一尾金鱼，一条虫子和

一只变形虫，个体学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通过生物进化贮存下来的
本能则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生物进化本身也可描述为一个复杂适
应系统，即便是最低等生物的进化也是如此。

第六章

细菌产生耐药性

我在年轻的时候养成了翻阅百科全书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
今，它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欢乐）。一次，我在一个栏目中偶然看到一篇关
于铜腐蚀（ｂｒｏｎｚ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的文章，它促使我开始思考一些后来成为本
书主题的问题。
铜腐蚀是指能腐蚀铜表面，并产生一些不断扩展的浅绿－蓝色斑点的一
组化学反应。在潮湿条件下，这些反应实际上能通过空气将腐蚀从一个表
面传播到另一个表面，最后毁坏放在一起的所有铜制物。因为铜比较贵重，
比如，每件中国商朝的铜器可能值一百万美元，所以保护铜制物免遭腐蚀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然而，当我作为一个穷家孩子而第一次读到这段记述
时，显然不是从一个收藏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是在想，“铜腐蚀与由活生物导致瘟疫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铜
腐蚀完全服从物理和化学规律吗？”即便是一个小孩，我也像几代以来的
严肃科学家那样，拒绝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生命以超越物理和化学之外
的“活力”为特征。不，细菌同样也服从物理和化学定律。那么，两者的
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细菌（像所有其他有生命的物体那样）具有
可遗传并服从自然选择规律的变异性，而对铜腐蚀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
明存在这样的性质。事实上，这种差别是判决性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差别，我们来考虑管中流体的湍流现象。早在一
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能量耗散于从大旋涡变成越来越小的旋
涡的过程。在描述那些旋涡时，物理学家常常引用斯威夫特（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ｗｉｆｔ，英国作家）的诗：①
学者观察惟仔细，
蚤身复有小蚤栖；
小蚤之血小蚤啖，
循环无穷不止息。
而且，物理学家、博学家理查森（Ｌ．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自己写了一首
特别适用于旋涡的打油诗：
大旋涡中小旋涡，
高速向前奔驰过；
小旋涡里有更小，
直至粘滞再论说。
在某一意义说，较大的旋涡产生较小的旋涡。如果管子有弯曲和颈缩，
就会使有一些大旋涡产生不了小旋涡，而另一些大旋涡则能够产生许多较
小的旋涡，这些较小的旋涡还会产生更小的旋涡，依次类推。因此，旋涡
似乎显示出一种变异性和选择性。
然而没有人认为它们与生命物相似。那么湍流旋涡缺少生物所具有的
哪些重要特征呢？湍流与生物进化的真正区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两种情形中对待信息的方式不同。在湍流中看不出有任
何信息处理过程发生，也没有任何压缩规律性的迹象。但是，在生物进化
中，由于过去的变异和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验，以高度压缩的信息束，即
①

以下诗文引用张彦等译《混沌学——一门新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96 页的译文。

生物“基因组”（ｇｅｎｏｍｅ）的形式被传递给未来的后代。每个基因可有各
种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基因位于同一种染色体的同一位置上，被
称为“等位基因”（ａｌｌｅｌｅｓ）。包含一个生物中所有基因的特定等位基因
组称为“基因型”（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生物学家强调基因型与表型（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之间的差别，前者描述的是
包含于生物个体基因中的遗传信息，后者描述的是生物在有生期间的外表
和行为表现。当然，基因型的变化，比如某个基因从一个等位基因变到另
一个等位基因，可以通过基因对生物体内化学过程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
响到表型。但是在生物的成长过程中，表型还受到大量其他环境因素的影
响，而这些因素中很多又是随机的。想想从单细胞与胎儿过程到幼儿、儿
童时期，再到具有生育能力的成年这一过程中，影响人类成长的所有偶然
的环境因素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单个人体的基因型像一个基本的食谱，允
许厨师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的变化。一个基因型允许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成
长为许多可能不同模式的成年人中的一个。在双胞胎的情形中，两人具有
永远相同的基因型，这时两个具有不同模式的成年人将会共同存在。当把
他们分开抚养时，他们在成人表型形成过程中，就能提供“天性”和“教
育”所起作用的重要信息。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基因型在每一代中都会发生一些随机的变化。
这些变化与某一代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偶然事件一道，导致表型的变化。表
型变化将有助于决定一个生物个体是否能够生存，是否能成熟，是否具有
繁殖能力，以及是否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将基因型传给自己的后代。因此，
人口中基因型的分布是偶然性与自然选择的结果。
细菌耐药性的进化
对现代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生物进化的情形，是细菌耐抗生素的
能力在不断发展。例如，在长期广泛地使用青霉素来控制某些病菌达几十
年之后，出现了一些对青霉素不太敏感的细菌群体。为了对付由这些变异
了的细菌所引起的疾病，必须有新型的抗生素，而在新药完善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得遭受病魔的折磨乃至死亡的命运。类似地，几十年来，人类研
制的抗生素控制住了结核杆菌，但近年来它们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耐
药性的种群。结核病又成了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尤其是在那些曾经将它
控制住了的地方。
两个细菌在它们靠近、融合，然后又分开的过程中所进行的遗传物质
的交换，对细菌耐药性的获得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是约什·莱
德伯格（Ｊｏｓｈ Ｌｅｄｅｒｂｅｒｇ）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首次观察到的，它是像
病菌那么简单的生物所能完成的有性接合过程。当时我是耶鲁大学的本科
生，如今我依然记得，细菌领域“性特征”的发现当时曾引起公众多么大
的关注；甚至《时代》周刊上都登出了这一消息。约什潜心于他的工作，
这使他最终赢得了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职位。为简单起见，在讨论细菌耐
药性时，我将不考虑性的问题（这一点我得向约什表示歉意）。
因为同样的理由，我还打算忽略另一个重要机制，它是关于细胞之间
遗传物质的交换，这里，交换过程的载体是使细菌受感染的病毒——噬菌
体。这个过程的实验称为转导（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是遗传工程研究开始的

标志。
关于细菌的比较彻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肠杆菌，这是人类肠道中一
种普通的、无害的、甚至有益的细菌，但是当它感染到人体其他部分时，
也能引发疾病（而且，它的某些突变形式即使是在消化道中也是有害的）。
大肠杆菌是单细胞生物，其遗传物质由几千个基因组成。一个典型的基因
是由大约一千个“核苷酸”分子（统称为 ＤＮＡ）构成的序列。ＤＮＡ 是所有生
物中所有基因的组成成分，它们共有四种，分别用每一种类的化学名称的
第一个字母表示为 Ａ、Ｃ、Ｇ、Ｔ。任何基因都是一个更长的核苷酸链中的一
部分，而每个核苷酸链又与另一个核苷酸链一起形成双螺旋结构。双螺旋
结构是克里克（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ｒｉｃｋ）和沃森（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ｓｏｎ）在富兰克林
（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和威尔金斯（Ｍａｕｒｉｃ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工作的基础上，
于 １９５３ 年发现的。在大肠杆菌中，有两个呈螺旋状的核苷酸链，每个大约
包含 ５００ 万个核苷酸。
一条链上的核苷酸与另一条链上的核苷酸是互补的，即，Ａ 与 Ｔ 彼此
相对，而 Ｇ 则与 Ｃ 彼此相对。因为双螺旋结构的两条链中任何一条都可由
另一条决定，所以我们只需审视其中一条链就能读到全部的信息。
假定核苷酸链中的核苷酸数目是 ５００ 万。我们可以将 Ａ 编码为 ００， Ｃ
为 ０１，Ｇ 为 １０，Ｔ 则为 １１，这样，５００ 万个核苷酸就可以表示为一个由 ０、
１ 组成的共有 １０００ 万个数字的数串，换句话说，也就是由 １０００ 万个比特
组成的比特串，该比特串代表了每个大肠杆菌所要传给其后代的信息。大
肠杆菌的后代是通过由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的方式产生的，原来的双
螺旋链变成了两个新的双螺旋链，分别属于两个新产生的细胞。
细菌的几千个基因中，每一个都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当然，从数学
上来看，其存在形式可以非常多，比如，对于一个具有 １０００ 个核苷酸的数
串来说，可具有 ４ 的 １０００ 次方（４１０００ ）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如果用十进制
数来表示，这个数大约包含 ６００ 个数字！但是自然界中能够发现的序列只
是那些理论上可能的序列中一个极小的部分（如果它们全部存在，那将需
要比宇宙中现有的多得多的元素）。实际上，在任何时候，每个基因都可
能有这样几百种等位基因，它们在细菌家族中具有颇大的存在概率，并且
具有不同的化学和生物效应。
在各种偶然事件的作用下，比如宇宙射线随机通过或环境中强化学药
品的存在，任何基因都可能发生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突变。即便只
有一个突变，也会引起细胞行为的变化，例如，一个大肠杆菌细胞中的某
个基因突变成另外某个新的等位基因，那么理论上，这个突变可能致使那
个细胞具有对某种药物，比如青霉素的耐药性。这种耐药性将随着细胞通
过反复的细胞分裂进行繁殖而传递给后代。
突变通常是一些偶然的过程。假设一个细菌在宿主组织中繁殖出一个
具有相同基因型的菌群，那么，不久之后，这个菌群将可能发生突变，而
那些发生突变的细菌又会形成一个新的菌群。通过这种方式，该宿主组织
中的细菌家族将包括各种不同的基因型。如果在宿主组织中注射足够剂量
的青霉素，将只有那些对青霉素具有耐药性的菌群才能继续生存。重要的
一点是，当药物开始施加对它们有利的选择压力时，耐药的突变细菌往往
已经由于偶然性的原因而存在了，通常是因为它的某位祖先的突变遗传所
致。即使它们没有呈现出来，但也在别的什么地方存在着，或至少它们经

由偶然过程而不断形成，之后又消失了。如莱德伯格很久以前所证明的那
样，突变不是由青霉素所引起的。
一个基因向对应于耐药性的等位基因的突变，可能对大肠杆菌细胞的
运作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否则那个等位基因几乎必然无疑地存在于大量的
大肠杆菌中，而一开始青霉素也不会产生抑菌作用。但是，随着青霉素继
续被广泛地使用，外界条件对抗青霉素菌群的生存变得有利；与此同时，
选择优势不论它们是什么，都不如耐药性这一优势重要。（一种应用不如
青霉素普遍的抗生素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在注射药物之前，细菌与该
抗生素的接触更少。）
因此，耐药性的发展是由于基因型的改变，这时大约有 １０００ 万个比特
的信息串被细胞传递给后代。细菌是通过基因来“学习”对付这种对其生
存造成威胁的药物的。但基因型还包含了大量其他信息，那些信息是细菌
正常运作的基础。基因中包含了在数十亿年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如何
生存的信息。
大肠杆菌及其祖先的原有生命形式的经验并不只是简单地被录制下
来，形成一个可供参考的查阅表；而是把经验中的规律性识辨出来，并压
缩成用基因型表示的信息串。一些规律还只是到最近，比如抗生素的普遍
使用时，才被发觉到；大部分规律性则在很古老的时候就被发现了。在一
定程度上，基因型随个体不同而有所不同（或随遗传学上完全相同个体的
菌群的不同而不同），突变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偶然地发生，并能被传递给
后代。
这种学习方式与用大脑进行的学习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差别。我们已经
强调过，当注入药物时，对该药表现出耐药性的细菌突变形式无疑由于偶
然性而已经存在，而且无论如何那些突变形式过去曾不时地存在过。但是，
对策更多的是应挑战而产生，而不是当挑战来临时就已经可以使用了。
（某
些不明显的证据表明，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有时应需要而产生，但是即使
这一现象的确存在，那么与偶然性突变相比，它也是微不足道的。）从复
杂适应系统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进化过程可以在什么程度上被描述为一个复
杂适应系统的行为呢？基因型满足图式的条件，它包含了高度压缩的历史
经验，并且容易以突变的形式发生变异。基因型本身通常不直接接受经验
的检验。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物的化学反应，但每一个体的最后命运
还依赖于完全不受基因控制的周围环境条件。换句话说，表型由基因型和
所有的外部条件共同决定，而其中的外部条件大多都是随机的。这种将图
式展开，并利用输入的新数据，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过程是复杂适应
系统的特征。
最终，一个单细胞生物的某个特定基因型幸存与否，取决于具有那种
基因型的细胞是否能活到他们进行分裂，他们的后代是否也能活到进行分
裂，等等，依此类推。这就满足了包括选择压力在内的反馈环路的要求。
细菌群体无疑是复杂适应系统。
从图式的长度这一方面来说，细菌的有效复杂性显然与基因组的长度
有关。（如果 ＤＮＡ 双螺旋的一些部分只不过是些填塞物，不提供任何遗传
信息，如像较高等的生物中存在的情形，那么这些部分的长度将不包括在
内。）基因组中相关部分的长度提供了一个衡量有效复杂性粗略的内部尺
度。说它是内部的，是因为它与生物用来描述将遗传物质传给后代的图式

有关，而与外部观察者所设计的图式无关。（这一衡量尺度与一个正学习
母语的小孩头脑中的内部语法长度相似，与之对应的外部图式则是一部描
述该语言语法的书的厚度。）它只是一种粗略的量度，因为像其他复杂适
应系统一样，生物进化在压缩规律性时，在不同的情形下有着不同的效率。
有时这种差别可能使得该衡量尺度没有任何价值，比如在某些显然相当简
单、但却具有异常冗长的基因组的生物中就是这样。
但是，不同生物的基因组之间的比较，暴露出了使用基于图式长度的
有效复杂性，作为衡量一个物种复杂性的唯一尺度的想法是有缺陷的。例
如，在考虑那些虽然细微但却很重要的差别，比如那些使人类有别于与其
极相近的大猩猩的特点时，我们必须把一些更复杂的概念引进来。
相当少的几个遗传变化，可能促使一只类猿动物发展具有很大有效复
杂性的语言、高深的思想及复杂的文化，那么这少数几个变化比遗传物质
中大部分可比的错列，有更重要的意义。单靠用长度来衡量的新的（人类
的）基因组的有效复杂性，并不能令人满意地描述相应的生物（人）的复
杂性，因为发生了细微变化的基因组产生了很大的新型有效复杂性（文化
复杂性）。
因此我们发现，有必要用“潜在复杂性”（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来补充有效复杂性的不足。当图式中一个适度的变化可使复杂适应系统在
某一特定时期内产生大量新的有效复杂性时，这个修改后的图式可以说大
大地增加了关于那个时期的潜在复杂性的值。后面我们将要继续讨论这个
问题，但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细菌对药物的适应这
一概念上来，并将那幅图景与一个关于这种耐药性的产生的错误理论进行
比较。直接适应今天看来，耐药性如我们一直所讨论的那样，是通过一个
遗传机制而形成的，这似乎是件显而易见的事。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４０ 年代，当青霉素刚开始被使用，而磺胺类药物仍然是对付细菌感染的一
个有力武器时，就已经存在着耐药性的问题了，关于它的形成，一些科学
家提出了各种相差甚远的模型。其中有一位科学家是著名的英国化学家西
里尔·欣谢尔伍德（Ｃｙｒｉｌ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后来被封为西里尔爵士）。我记
得当学生的时候曾看过他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但即使是那时，我也很
怀疑他对这一特定问题的观点。
欣谢尔伍德所提出的错误的耐药性理论自然是化学理论。他的书中到
处都是描述化学反应情况的方程式。其中总的观点是，药物的存在致使细
菌细胞的化学平衡发生不利于细胞繁殖的变化。但是，细菌长时间地接触
大剂量的药物，将会以直接的化学方式导致细胞新陈代谢的调整，从而限
制药物的不利影响，允许细胞继续生存与进行分裂。该理论断言，在细胞
分裂中，这种简单形式的耐药性通过普通细胞物质的化学成分而机械地传
递给子细胞。这其中的机制是由一组化学反应组成的直接负反馈。（如果
你的汽车离开了路面，于是你转动方向盘将它矫正过来，这就是负反馈的
另一个例子。）
在欣谢尔伍德的理论中，没有涉及到细菌的基因。也不存在作为耐药
性发展之基础的复杂适应系统：没有信息压缩，没有图式，没有偶然的变
异，也没有选择。事实上，该书中有一章专门批驳了有关自发变异的选择
观点。
我们可以认为欣谢尔伍德的理论涉及“直接适应”

（ｄｉｒｅｃ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这样的过程非常普遍。考虑一个设置了某一特定
温度的自动调温器；当外界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时，该装置将驱动加热系
统，而当周围温度达到所设定的温度时，它又使加热系统停止工作。自动
调温器中没有一组竞争与进化的图式，而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程序。仪器
只是不断对自己嘟哝，“太冷了，太冷了；有点热，太冷了……，”并据
此采取行动。
将直接适应与复杂适应系统的运作作一个比较是非常有用的，但我并
不是想借此表明直接适应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
分关于控制论（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的令人兴奋的事件，尤其是以负反馈方式使
系统达到稳定这一过程，都与直接适应过程有关。其基本原则与自动调温
器的一样，但它引出的问题更具有挑战性。
直接适应，专家系统及复杂适应系统
“控制论”一词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伟大而又古怪的数学教授诺
尔伯特·维纳（Ｎｏｒｂｅｒｔ Ｗｉｅｎｅｒ）首先采用的。维纳从小就被认为是智力
超群的非凡人物。他从来没有克服掉以古怪的方式来夸大其辞的毛病。在
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我不时发现他在楼梯上睡着了，他那肥胖的体
态对过往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个障碍。一次，他将头探进我的学位论文指导
老师维基·韦斯科普夫（Ｖｉｋｉ Ｗｅｉｓｓｋｏｐｆ）的房门，说了一些在维基看来
完全不可理解的话。“噢，我还以为所有欧洲知识分子都懂汉语。”维纳
说，然后就匆匆沿过道离去了。
“控制论”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意思是舵手。它以
希腊字母“ｋ”起头，而“Φβｋ”这一名称中的“ｋ”也具有同样的意思，
这是一个学术荣誉学会，它的全名意思是“哲学，生活的舵手”。由希腊
语借用到拉丁语，后来又由法语借用到英语中后，它产生了“控制”这一
动词，事实上它与操纵和控制均有关，比如控制机器人。但是在控制论的
早期时代，机器人通常不能通过感官意念来建立一个进化的图式。只是到
了现在，我们才进入了一个真正是复杂适应系统的机器人时代。
就拿可移动的机器人来说吧。在早期它可能装备有传感器，这些传感
器能够感觉附近墙壁的存在，并刺激仪器使之产生相应的运动，避开墙壁。
另外一些传感器可以探测近前地面上的凸起部分，并以某种预先决定的方
式促使机器移动形式的改变，从而使之能够越过那些凸起部分。设计的宗
旨就是提供一个对周围环境信号的直接反应。
接下来是“专家系统”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时代，在这一系统中，某
一领域的人类专家将信息以一个“内部模型”的形式输入到计算机中，该
“内部模型”可用来翻译输入的数据。用这种方法设计机器人所取得的成
就并非是戏剧性的，我们可以用另一个不同领域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方法。
医学诊断可以通过医学专家的建议，在计算机中建构一个“决策树”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动化诊断。这里，“决策
树”上的每一分支都有确定的、以与病人有关的数据为基础的决策来制定
诊断规则。与复杂适应系统的图式不同，这样一个内部模型是固定不变的。
计算机能够诊断疾病，但它不能从接连不断的诊断经验中，学得越来越多
的诊断知识。它只是重复使用通过咨询专家而形成的同一个内部模型。

当然，还可以再向专家咨询，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内部模型，将计算
机诊断的成功与失败考虑进去。这种情况下，包括计算机、模型设计者和
专家在内的广延的系统可被当作一个“反馈回路中包括人”的人为复杂适
应系统。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计算机充当着不包括人类在内的复杂适应系
统的新时期。许多将来的机器人将具有应变与选择的复杂图式。考虑一个
有 ６ 条腿的可移动机器人，它的每条腿上有一套用来探测障碍物的传感器
和一个信息处理器，这个信息处理器以某种预先安排好的方式对传感器输
送的信息作出反应，从而控制该腿的运动，使它产生上、下或前、后的移
动。这样的机器人腿与一组老式的控制装置相似。
如今这种设计还应该将各条腿之间的通信形式包括在内，但不是通过
一个中央处理器的方式来实现，而是每条腿都能通过通信联系的方式影响
其他腿的行为。各条腿彼此之间的影响的强度模式都是一个图式，这个图
式将根据外界变化，比如从伪随机数产生器输入的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调整。影响某个待选图式的采用或放弃的选择压力，应该来自于附加传感
器，它们是用来探测整个机器人而非仅仅是其中的一条腿所面临的情况，
比如它是否在向前或向后移动，它的鼓出部分是否离地面足够高。用这个
方法设计的机器人将能够发展这样一个图式，它可以让机器人根据穿越的
地域给出适合的步法，并且能随地形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认为这
样一个机器人至少是一种原始形式的复杂适应系统。
我听说，麻省理工学院研制出了一个跟这差不多的 ６ 腿机器人，而且
它还显示出许多步法，其中之一是昆虫通常使用的一种步法：一边的前、
后腿与另一边的中间的腿一起运动。该机器人何时使用这一步法，要视地
形而定。
与学习少量关于其必经地域的有用性质的机器人不同，下面我们将要
考虑的复杂适应系统不但要探究一个更宽阔的领域，即整个宇宙的大量细
节特征，还要研究其一般特征。

第七章

科学活动

人类的科学活动是说明复杂适应系统概念的一个很完美的例子。图式
即为科学理论，理论与观察之间的比较即为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新
理论必须与已有的理论进行竞争，部分地以自洽性和普遍性为基础，但最
终还是要看它们是否能解释已有的观察结果，并正确地预言新的观察结
果。每个理论都是对一类情况高度压缩的描述，它本身尚需要补充一个或
多个情况的细节，才能作出某些特殊的预言。
理论在科学中的作用应当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但就我自己的情况来
说，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感觉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将我
的有生之年奉献给理论科学。在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院以后，我才
终于认识到理论物理学是怎样运作的。
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我在科学与数学课程方面都取得了好成绩，但
我并不总是明白所学知识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在考试时将课
堂上老师所教的东西回忆出来。当我参加了一期哈佛－麻省理论讨论班以
后，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我本来以为，所谓的讨论班只不过是某种课的
美名而已。但事实上，它根本不是一门课，而是关于理论物理，特别是原
子核和基本粒子物理方面真正的讨论。参加者包括来自两所大学的教授、
博士后和研究生；每次先由一个理论家发表演讲，然后大家就他所提出的
论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我没能彻底赏识这种科学活动，因为我的思维方式
依然受着课程和分数以及取悦老师的观念所限制。
那次演讲的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刚刚完成博士论文，这论文
讨论的是由 ５ 个质子和 ５ 个中子组成的 １０ 硼（１０ Ｂ）核的最低能态的特点。
通过一个看似很有希望，实则不一定管用的近似方法，他判定，最低能态
应该具有一个量子单位的“自旋”角动量。物理学家们一般也是这么认为
的。当他讲完后，我极想知道，他通过近似方法得到预期的结果，以及坐
在前排的杰出理论物理学家们对此有何评论。然而，第一个发言的根本不
是理论物理学家，而是一个满脸胡子、好像刚从 ＭＩＴ 的地下室中爬出来的
小个子人。他说，“喂，它的自旋角动量不止一个量子单位，是 ３ 个量子
单位。我检测过！”蓦地，我明白了理论物理学家的主要目标：不是积极
地说服前排的教授们，而是要与观察结果一致。（当然，实验物理学家们
也可能出错；但在上述情况下，那个邋遢人所提到的观察结果是正确的。）
我为自己早先没能完全懂得科学活动以何种方式进行而感到惭愧。根
据是否与实验结果一致这一标准（当然还有它们的自治性与普遍性）来选
择理论的过程，与根据是否能产生可繁殖的生物这一准则而选择基因模式
的生物进化过程，并非完全不同。但直到很多年以后，当我更加了解简单
性与复杂性以及复杂适应系统时，我才完全重视这两种过程的相似之处。
现在大多数物理学家要么是理论家，要么是实验家。有时是理论家走
在前面，他们提出一个相当成功的理论体系，该体系能够作出可反复为观
察所证实的预言；另外一些时候则是实验家先行一步，他们发现一个意外
的结果，这时理论家们必须对它进行分析讨论。但是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
研究者的存在并非理所当然。物理学领域并不总是这样，而且在其他很多
领域——包括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大部分的生物学——中，只有少数专
职理论科学家，而且他们未必很受尊敬。在如今享有很高声誉的分子生物

学学科中，大部分理论难题都被实验家们相当容易地解决了。结果，许多
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都没有强烈地感觉到生物学中需要理论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群体生物学有着悠久而光荣的数学理论的传统，
这 在 罗 纳 德 · 费 希 尔 爵 士 （ Ｓｉｒ Ｒｏｎａｌｄ Ｆｉｓｈｅｒ ） 、 Ｊ．Ｂ．Ｓ． 霍 尔 丹
（Ｊ．Ｂ．Ｓ．Ｈａｌｄａｎｅ）和塞瓦·赖特（Ｓｅｗａｌｌ Ｗｒｉｇｈｔ）这样一些著名人物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他们和其他许多理论家们的工作，无数详细的
预言被作出，并且被群体遗传学中的观察结果所证实，甚至数学著作也因
之得到了充实。
随着一门科学的成熟及理论方法之深度与威力的增加，理论逐渐成为
一种职业。但是，不管是否存在两种活动的不同从业者，理论与观察的作
用应该是有区别的。让我们看看两者的相互作用怎样构成复杂适应系统的
运作。
理论通常是从大量的观察结果中得出的。在观察过程中，科学家们有
意识地从麦壳中挑拣出麦粒，从特殊或偶然的事件中找出规律来。我们通
常用一个很短的信息将理论表述成为一个或一组简单的原理。如斯特芬·沃
尔夫兰（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ｏｌｆｒａｍ）所强调的那样，理论是一个可用于很多情况的
压缩信息束。一般说来，存在很多种竞争着的理论，其中每个都具有这样
的特点。为了对某一特定情形作出预言，每个理论都必须被重新展开，说
得更确切些，我们必须给构成理论的那个压缩的一般性陈述，补充一些关
于该特殊情形的详细信息。从而可以通过实验进行进一步的观察来检验理
论。在对那些观察结果进行预言时，相互竞争的各个理论表现的好坏，将
有助于决定它是否能幸存下来。与经过精心构思的实验（特别是那些被重
复多次并具有相同结果的实验）的结果很不一致的理论，多半都要被更好
的理论所代替，而那些成功地预言与解释观察结果的理论容易被接受，并
被当作创立后续理论的基础，只要它们经得起后续观察结果的考验。
可证伪性和悬而未决
哲学家们，特别是卡尔·波普尔（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常常强调，科学的
基本特征在于它的理论是可证伪的。科学家根据理论作出预言，然后进一
步的观察将证实那些预言。当一个理论与一些反复多次直到值得接受的观
察相抵触时，该理论肯定会被认为是错的。一个观点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存
在的；这就给所有科学活动蒙上了一层悬而未决的色彩。
有时证明或证伪一个理论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以至于理论的提出者
在死时还不知道他或她所提出的观点的命运如何。最近几十年内研究基础
物理学的科学家们，在有生之年幸运地看到了我们的理论观点得到检验。
当一个人在得知其预言实际上被证实，而作为其基础的新的理论方案基本
正确时，那种激动之情是难以言传的，可以说，是盖帽了。
人们常常说，理论即使与新的证据相抵触，也只会在它们的支持者都
死去后才会消逝。虽然这一评论是针对物理学的，但我觉得，如果说它具
有普适性的话，那么对于困难而复杂的生命科学与行为科学来说更加如
此。我的第一个妻子玛格丽特是研究经典考古学的，５０ 年代她发现上述观
点也适用于她的领域。但她惊讶地发现，当许多物理学家所喜爱的观点面
临相抵触的证据时，他们实际上改变了他们的主意。

当一个特殊领域看来似乎缺少悬念时，可能会爆发一场关于它是否真
是科学的争议。人们经常批评精神分析的不可证伪性。这一点我比较同意。
这里我将精神分析指定为这样一个理论，它描述人类行为怎样受到无意识
心理过程的影响，以及那些心理过程自身怎样由经历（特别是早期的经历）
而引起的。（我不打算讨论治疗方法这一与本文完全不相关的问题。疗法
之所以管用，可能是因为在分析者与接受分析者之间建立了积极的关系，
因而并不能证实任何精神分析的观点。同样，即使那些观点中有许多是正
确的，治疗也仍然可能无效。）
我相信通过精神分析而形成的知识体系中存在许多真理，但它现在不
能构成一门科学，因为它不具有可证伪性。由一个病人所作出的陈述或所
表露的行为中，与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有某些不一致的吗？如果有，那么
那些观点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科学理论。
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 ６０ 年代，当时我打算从理论物理学转到观察心理
学或精神病学方面去。我想将一小组可证伪因而能够成为理论的精神分析
观点分离出来，然后寻找可以检验这样一个理论的方法。（这组观点可能
与某个特定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但它们至少很接近于一般
的精神分析观点。这些观点不但涉及到无意识心理过程对神经病患者所表
现出来的反复的、明显不适应的行为模式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还论及这种
心理过程在正常人日常生活中起的作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拜访了许多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与理论心理学家
（那时他们依然受着行为主义的强烈影响——认知心理学还处在初期）。
但他们都使我感到很沮丧，虽然两方面的原因相反。许多心理学家倾向于
认为，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不重要，或难于研究，或兼而有之，而且他们认
为精神分析非常可笑，不值得去认真地考虑；精神分析家们则觉得，他们
的学科已经为大家接受，勿需费心将其中的一些观点纳入科学的框架之
中，精炼其操作方法所需的任何探索，都应该由精神分析家们各自在同病
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最后我打消了改行的念头，继续研究物理学。但
多年以后，我得以有机会重新尝试这一努力，即试图将某些关于意识与无
意识心理过程及其对行为模式的影响的观点纳入到科学的框架当中。
科学活动的选择压力
实际上，科学活动并不严格按照任何明确的模型进行。理论上，科学
家们做实验要么是试探性地，要么是为了验证重要的理论方案。他们应该
依据对实验数据的描述之正确性、普遍性与自洽性的程度来评断一个理
论。他们不应该表现出诸如自私、不诚实与偏见之类的行为。
但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毕竟是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负、经
济私利、个人方式、信念与惰性等的影响。一个科学家可能试图剽窃，或
为了私利而有意发起一项毫无价值的计划，或姑且承认一个传统的观点而
不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解释。还会时常发生这样一些事情，科学家们甚至修
改他们的实验数据，犯下了他们职业领域内最严重的禁忌之一。
不过尽管如此，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或科学社会学家们，仍不时抓
住科学活动中存在的这些美中不足之处来责难整个科学活动，说整个科学
活动错误百出，极不可靠，这也仍然是不中肯的。他们没能懂得科学的主

旨。科学活动的本性就使它具有自动修正性，并且能够克服种种弊端，向
正确方向前进。像聚水（ｐｏｌｙｗａｔｅｒ）或冷聚变（ｃｏｌｄ ｆｕｓｉｏｎ）这些过分
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声言，很快就被推翻了；像皮尔丹人（Ｐｉｌｔｄｏｗｎ ｍａｎ）
①
那样的恶作剧最终总会被人识破。偏见，比如反对相对论的那些偏见，终
会被克服。
一个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学者可能会说，在科学工作中，不但存在着
作为科学特征的选择压力，还存在着通常出现于一般人类事务中的常见的
选择压力。但是特有的科学选择压力在促进人类对自然的理解方面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反复进行的观察与计算（及两者之间的比较），最终会去除
由于其他压力所引起的瑕疵（即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不完善的特征。）
任何一个科学发现的历史细节通常都有点混乱，但最后结果却可以既
辉煌又明了。比如对一个统一理论的阐述与验证就是这样。
统一与综合的理论
有时一个理论实现了一次重大的综合，它将原来被分开地、不充分地
描述的一整组现象中发现的规律压缩成一个简单而优美的论断。基本物理
学中一个绝妙的例子是麦克斯韦（Ｊ．Ｃ．Ｍａｘｗｅｌｌ）在 １９ 世纪的 ５０ 和 ６０
年代所做的关于电磁理论的工作。
很早以前，人们就对某些简单的静电现象很熟悉，比如，他们知道刚
与猫皮摩擦过的琥珀（希腊文中为 ｅｌｅｋｔｒｏｎ）能够吸引羽毛残片。同样，
他们了解磁的某些性质，比如他们知道，磁铁矿〔以盛产磁铁矿的小亚细
亚的玛格尼西亚（Ｍａｇｎｅｓｉａ）命名的三氧化二铁〕能够吸引小铁块，而且
可以将小铁块也磁化，使它们也能吸引别的小铁块。近代科学家吉尔伯特
（Ｗ．Ｇｉｌｂｅｒｔ）在他 １６００ 年撰写的关于磁的著名论文中引入了一些重要的
电学观察结果。但当时电和磁依然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现象；直到 １９
世纪，人们才明白，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１８００ 年左右，伏打（Ａ．Ｖｏｌｔａ）发明了第一个电池（伏打堆），这使
得电流的实验成为可能，从而为发现电与磁之间的相互作用打开了大门。
大约在 １８２０ 年，奥斯特（Ｈ．Ｃ．Ｏｅｒｓｔｅｄ）发现金属丝中的电流产生环绕金
属丝的磁场以后，电磁学这门学科正式诞生了。１８３１ 年，迈克尔·法拉第
（Ｍ．Ｆａｒａｄａｙ）发现，变化的磁场能在金属回路中产生感应电流；这一效
应后来被解释为随时间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
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当麦克斯韦开始着手对电磁效应进行综合的数学
描述时，电磁学领域中的单个问题大部分已被阐述成科学定律。麦克斯韦
所做的就是写出一组重现那些定律的方程，如下图所示的那样。在当前的
大学教科书中，它们通常被表述成 ４ 个方程。第一个方程重新陈述了用来
描述电荷怎样产生电场的库仑定律；第二个方程则体现了安培的一个猜
测，即不存在真正的利用与当今大学教
科书中相类似的符
号表示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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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荷（因而所有磁性都可归因于电流）；第三个方程重述了法拉第定
律，描述变化的磁场怎样产生电场；第四个方程，如麦克斯韦最初所写的
那样，只不过是重现安培定律，描述电流怎样产生磁场。当麦克斯韦思考
他的 ４ 个方程时，他察觉到其中有错误的东西，他认为第四个方程有错，
并对它作了修正。当时他所用的推理过程在我们今天看来很不明确，不过
经过修改的形式引起了现代人们的兴趣，它清楚地显示出需要什么样的变
革。
总电荷守恒（不随时间而变）是一个优美而简单的定律，已通过实验
的检验而被人们普遍接受，在麦克斯韦的时代它已经是一个重要原理。但
是，麦克斯韦原来的方程与这一原理之间存在着冲突。作怎样的改动才能
使它们服从这一守恒原理呢？第三个方程中有一项是描述变化磁场产生电
场的。为什么不能在第四个方程中引入相应的一项，用以描述变化电场产
生磁场呢？的确，如果新项中的系数取某个特定的值，这个方程就与电荷
守恒原理一致了。而且，该系数的值很小，麦克斯韦可以放心地将它加到

新项中而不会使之与任何已有实验的结果相抵触。加入新的“位移电流”
项后，麦克斯韦方程就变得完备了。电学与磁学通过这一对电磁现象的优
美而自洽的描述方式，完全统一起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来探究这个新描述所产生的结果了。物理学家很快发
现，引入新项后的方程组具有“波动解”——通过加速电荷的方法而产生
各种频率的电磁波，而且频率的值可以计算出来。在真空中，所有的波都
将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传播。通过计算，麦克斯韦发现那个速度在有效的误
差范围内与著名的光速，约 １８６０００ 英里／秒，完全相同。光是由某一频率
范围的电磁波组成的吗？以前法拉第也曾以一种模糊的形式作过这一推
测，但在麦克斯韦的工作中，它具有了更大的明晰性与似真性。这个观点
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过了很多年它才被实验所证明。麦克斯韦方程还预言
了频率高于可见光范围的波（我们现在所称作的紫外线、Ｘ 射线等等）和
频率低于可见光范围的波（我们现在所称作的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等
等）的存在。后来，所有那些电磁辐射形式都被实验发现了，这不仅证明
了该统一理论，而且还导致技术上一系列惊人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我们大
家有目共睹的。大统一理论的简单性麦克斯韦方程以简单的几行描述了整
个宇宙中的电磁现象。（到底是几行则如图 ７—１ 所示，要视所使用符号的
紧凑性而定。）给出电荷、电流与边界条件，就能计算电场和磁场。这个
方程组概括了电磁学的普遍性质——只需补充一些特殊的细节。方程组准
确地识别出电磁规律，并将它们压缩成为一个极小但威力无穷的数学包。
还有什么图式比这更优美呢？
因为这一图式的长度几乎是零，因此按我们的定义，有效复杂性也趋
于零。换句话说，电磁学定律相当简单。
批评家可能会抱怨说，麦克斯韦方程的确很短，但是要理解表示这些
方程的符号却需要一定的知识。麦克斯韦最初发表这些方程时，他的表达
方式就不如当今大学课本上所用的简洁，他给出的那组方程略长了些。相
应地，我们现在可通过使用一套相对论符号来使它们更加简化（较长与较
短的两种叙述方式都已在图上表示出来）。批评家可能会要求我们，在每
种情形下，我们的图式不但要包含这些方程，而且还要将表示符的说明包
括进去。
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要求。我们在讨论原始复杂性时已经说过，为了
减小描述长度而使用特殊的语言会使人产生错觉。事实上，麦克斯韦方程
的数学基础解释起来也并不很难，但即便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所需要的也
只是有限数量的说明。而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方程适用于宇宙中所有的电场
和磁场时，这种瑕疵也就微不足道了。所实现的压缩依然是巨大的。
万有引力——牛顿和爱因斯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适定律是引力定律。伊萨克·牛顿（ Ｉｓ－ｓａｃ
Ｎｅｗｔｏｎ）首先提出了第一种形式，两个半世纪之后，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将它发展成为更加准确的广义相对论性引力理论。
当牛顿还是个 ２３ 岁的年轻人时，他就显示出洞察引力普适性的能力。
１６６５ 年，由于瘟疫的流行，剑桥大学被迫停课，当时刚获学士学位的牛顿
回到他的家乡林肯郡沃尔斯索普。从 １６６５ 年至 １６６６ 年，他在那里开始发

展引力定律、三大运动定律及微积分学。此外，他还做了著名的棱镜实验，
证明白光与虹的颜色成分相同。这些工作中的每一项都是一个较大的革
新，而且尽管科学史家们现今喜欢强调说，牛顿并不是在一个奇异之年中
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但他们依然承认，在那个时期，各项工作都有了良
好的开端。就像我妻子玛希娅（她是一位诗人）所爱说的，他可能写过一
篇题为“假期中我所做的工作”的随笔。
传说中，牛顿是受到苹果落地的启发而得出万有引力定律的。确有这
样的偶然事件吗？科学史家们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但他们也没有排除这种
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件事有 ４ 个独立的出处。其中康杜伊特（Ｃｏｎｄｕｉｔｔ）
这样写道：
１６６６ 年，他再次离开剑桥……回到林肯郡他母亲那儿。
当他正在花园里沉思冥想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使苹果从树上掉到
地上的）引力作用，其适用范围不应只局限于离地球某个特定距离以内，
而是应该扩展到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远得多的距离。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什
么不能扩展到月亮这么远的距离呢？如果能，那么引力一定会影响她的运
动，这也许正是使她留在其轨道上的原因。于是，他开始进行计算，看那
个猜想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这种计算是书上没有的。他采用诺尔伍德
（Ｎｏｒｗｏｏｄ）测量地球之前在地理学家与海员中普遍使用的估计值，即地球
表面上每个纬度包含 ６０ 英里。
他的计算结果与预期的不一致，这使他倾向于抱这样的想法，即除引
力之外，可能还存在着一种混合力，这种混合力是月亮作涡动时所具有
的……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些在理论科学家的生活中时常出现的过
程，可能对他产生影响。一个思想常常在奇怪的时候突然来临，它使原来
被认为不相干的两组现象产生联系，于是一个理论就这样被发现了。它的
一些结果可以被预言；在物理学中，理论物理学家为了作出那些预言要“进
行计算”。即便理论是正确的，那些预言也仍有可能与观察结果不一致，
要么因为观察报告的结果有误（比如牛顿的情况），要么因为理论物理学
家在应用该理论时出了数学或概念性的错误。于是理论物理学家可能对本
来正确（并且优美而简单）的理论进行修改，补缀出一个复杂一些的理论，
使之能包容所出现的错误。看康杜伊特上述引文的最后几句中提到的，牛
顿想附加到引力中的那个混乱的“涡动”力！
很久之后，理论与观察结果之间的矛盾被消除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
论被人们接受，直到 １９１５ 年左右才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代替，后者
在所有物体的运动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极限情形下与牛顿定律严格一致。
在太阳系中，行星与卫星的运动速度在每秒 １０ 英里左右，而光速约为每秒
１８６，０００ 英里。因此，爱因斯坦对牛顿理论的修正非常小，迄今为止只能
在为数不多的一些观察中探测到。在所有已经进行的实验中，爱因斯坦的
理论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在他写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一书中，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描述了这
种情况，即一个优美的理论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所代替。库恩的观点现在在
科学哲学界很有影响，他特别注意“范式的改变”，这里的“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有的人可能说他在滥用这个词！）。

他的方法强调新理论接替旧理论时原理方面的变化。
在引力情况下，库恩指的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牛顿理论应用了“超
距作用”，也就是瞬时作用的引力，而在爱因斯坦理论中，引力作用与电
磁感应一样，以光速向远处传播。在牛顿的非相对论理论中，空间和时间
是独立的、绝对的，引力与几何学没有关系；而在爱因斯坦理论中，空间
与时间联系到了一起（在相对论物理学中总是这样）。可以认为，爱因斯
坦引力与空－时几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牛顿引力不同，广义相对论
建立在等效原理的基础上，它指出，不可能将引力场与所处的加速参照系
区分开来（比如在电梯中）；人们能感觉或测得的是自身的加速度与当地
引力加速度之间的差量。
范式改变法关注的是新旧理论在哲学与语言方面的这样一些深刻差
别。库恩不喜欢强调（当然他还是提及）这样的事实，即旧理论在其发展
的范围以内（在引力情况下为低速范围内）依然能够提供相当好的近似计
算与预言。这里，我愿意特别提请大家注意这一特征，因为我要指出如下
的事实，即，在科学活动的图式竞争中，一个图式对另一个图式的胜利未
必意味着失败者被抛弃和被遗忘。事实上，失败者甚至比那更准确和高级
的胜利者使用得更频繁。太阳系的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力学之间的情形无
疑就是这样。科学理论竞争中的胜利与其说是个失败者被摒弃的问题，不
如说是旧理论的降级与新理论的升级。（当然，这样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即旧理论不再有任何价值，而主要只有科学史家们不厌其烦地去讨论它。）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
G υν = 8πκτ υν
对引力所起的作用与麦克斯韦方程对电磁学所起的作用相似。方程的
左边与时空的弯曲（从而与引力场）有关，右边与不同于引力场的物质之
能量密度等有关。它以一个很短的公式表示了整个宇宙引力场的普适特
征。只要给出物质的质量、位置和速度，就能计算出任何地点与时刻的引
力场（进而得出引力对试验物体运动的影响）。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个
威力无比的图式，它将各处引力的普遍性质压缩成一个简短的信息。
同样，批评家可能会要求，我们的图式不仅应包含那个公式，还应包
括一个对所用符号的说明。我父亲曾试图弄懂爱因斯坦理论，作为一个有
学识的门外汉，他过去常说“你看这个理论多么地优美与简单，可τμν
和 Ｇμν是什么呢？”如在电磁学情形中一样，即便把学习的过程加到图式
中，从压缩程度来看爱因斯坦方程也依然是相当简单的，因为它描述了所
有各处的引力场现象；而且该图式仍然非常短，其复杂性依然很低。因此，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理论是简单的。

第八章

理论的威力

理论科学家的思维方向不仅有益于他们探求宇宙的根本秘密，而且对
许多其他工作也很有用。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相关的；当然，我
们可以将它们看作孤立的实体，并以那种方式去理解它们。但如果将它们
视为一种模式的一部分，那将有着多么大的差别！于是那许多的事物都将
不只是些有待记忆的条款——它们之间的联系使我们能够使用一种压缩的
描述，一种理论，一种图式，于是它变得易于理解和易于记住了。世界将
更加易于理解。
对我们人类来说，模式认知是自然地发生的，毕竟我们自身就是复杂
适应系统。领会模式、识辨规律、在头脑中建构图式，这些都是我们人类
通过生物遗传及文化的传播而获得的天性。但是，作为对选择压力的反应，
那些图式常常会升级或降级，被接受或被抛弃。这里的选择压力与在科学
中起作用的选择压力是截然不同的，那里图式与观察结果的一致性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
从很古的时候起，建构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模型的非科学的方法，在
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类思考的特点，而且这些方法现在仍很盛行。就拿交感
巫术来说吧，它在基于相似事物间必有联系这一观点上大做文章。少雨的
时候，应该举行一个仪式，在仪式中，将从一个特殊地方取来的水浇到地
上，这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似乎都是很自然的事。这一行动与所希望
实现的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使人联想到，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因果联
系。促使这样一种信仰得以维持的选择压力，不包括客观的成功这一在科
学中所使用（至少在科学正常运作时）的准则。这里，起作用的是另外一
些类型的选择压力。例如，可能存在这样一些强有力的个人，他们为了维
护自己的权威而主持这样的仪式，并鼓励这种信仰。
在那种社团里，人们可能还熟知这样一种交感巫术，它通过对人们产
生影响而达到效果，比如吃狮子心会使人更勇敢等等。这种巫术也能取得
一些客观的成功，但纯粹是以心理学的方式来实现的：如果一个人相信他
吃的东西能使他勇气大增，那将使他对自己表现得勇敢有充分的自信。同
样，消极巫术（不管它是否建立在交感巫术的基础上）也可能取得客观上
的成功，如果受害者确信它，并认为它正在起作用的话。比如说，你想让
我遭受痛苦，因而给我做了个蜡像，里面嵌入一些我剪下的头发和指甲，
然后将一些大头针刺入蜡像中。如果我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相信蜡像具有那
种魔力，并且知道你正在干这件事，那么我可能就会由于身心医学
（ｐｙｓ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效应而觉得身体某些相应的部位疼痛，并开始生病（在
一种极端情况下，也许甚至会死去）。交感巫术时而在这样一些情形中取
得成功，从而使人们更加相信这种巫术的作用，即便在除偶然之外不能取
得客观成功的情形，比如求雨仪式，也如此。
我们将在关于迷信与怀疑论的一章中接着讨论非科学模型的问题，以
及使它们具有吸引力的多种原因，但现在我们还是先来考虑以科学方式创
立的关于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理论，看各种联系与运动关系是如何被发现
与阐述的。
“纯理论的”
许多人似乎对理论这一概念颇感困惑，因为他们对这个词（它通常有

两种不同的用法）本身就感到很棘手。一方面，它可以指一个自洽的法则
与原理系统，一个或多或少已被证实或建立，用来解释已知事实或现象的
说明。另一方面，它可以指推想、猜测或猜想，或一个未被证明的假说、
观点或见解。我们这里所用的“理论”一词是第一种意思，但是很多人在
听到“理论”或“理论的”这些词时，都会理解成第二种意思。当某个富
于想象力的研究计划被提出来申请基金时，我在约翰·Ｄ·和凯瑟琳·Ｔ．
麦克阿瑟基金董事会的一个同事可能会这样评论说，“我们应该冒险支持
它，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将钱花到理论性的东西上。”对于一个
专业理论家来说，他说的那些话应当是挑战性的，但我明白，在应用“理
论的”一词时，他和我所指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关于地名的理论
针对我们周围世界中几乎所有方面作出推理，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情。拿地名来说吧，在加利福尼亚熟知西班牙沿海地名的人，对其中许多
地名与西班牙探险者和殖民者通常虔诚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关这个事实，是
不会感到惊奇的。但是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去考究一个地方为什么会起那么
个特别的名字。可要查究一下给某些岛屿、海湾及沿海各地取带“圣”的
名字，如圣迪戈、圣卡塔利那、圣芭芭拉，以及其他一些像康塞普森或圣
克鲁兹（圣十字）这样的宗教名字，其背后是否有某个规律，也并非不合
理。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注意到安纳努瓦（新年）角这么个地名，也许会想
起点什么。其他地名也可能指一年中的日期吗？当然！在罗马天主教历法
中，我们除了找到“１ 月 １ 日”表示安纳努瓦之外，还发现以下与地名对
应的日期：
圣迪戈
（圣迪戈节）
１１ 月 １２ 日
圣卡塔利那
（圣卡塔利那节）
１１ 月 ２５ 日
圣彼得罗
（圣彼得节）
１１ 月 ２６ 日
圣芭芭拉
（圣芭芭拉节）
１２ 月 ４ 日
圣尼古拉斯
（圣尼古拉节）
１２ 月 ６ 日
拉普里西马康塞普森
（圣灵怀胎节）
１２ 月 ８ 日
或许探险家们在一次从东南到西北的航海中相继发现了这些地方，而
且，他们按发现的日期给这些地方——命名。的确，学者们已从历史记录
中证实，探险家维斯凯罗（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Ｖｉｓｃａｉｎｏ）在 １６０２ 年的 １１ 月 １２
日给圣迪戈湾命名，１１ 月 ２５ 日给圣卡塔利那岛命名，１１ 月 ２６ 日给圣彼得
罗湾命名，１２ 月 ４ 日给圣芭芭拉命名，１２ 月 ６ 日给圣尼古拉斯岛命名，１２
月 ８ 日给康塞普森角命名。安纳努瓦角显然是新的 １６０３ 年所看到的第一个
角，但它的发现是 １ 月 ３ 日而不是元旦那天。１ 月 ６ 日三王（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ｇｓ）
节，维斯凯罗给金斯（Ｋｉｎｇｓ）角取名。

命名的背后存在着理论，但这个理论具有普适性吗？它适用于圣克鲁
兹吗？圣十字架节是 ９ 月 １４ 日，这与上述时间序列不相符。那么它是在另
一次不同的航海中被命名的吗？这一图式开始具有一些复杂性了。事实
上，沿海的许多西班牙宗教名称只与几次航海有关，所以有效复杂性就不
是很大了。
在这种推理中，当建构用于描述人类活动结果的概略性图式时，任何
例外的情形都可能碰到，不过幸运的是，这种例外情形不会影响到像麦克
斯韦电磁场方程那样的图式。例如，位于旧金山北部，以其州立监狱著称
的圣昆廷（Ｓａｎ Ｑｕｅｎｔｉｎ），听起来似乎像是早期某个西班牙探险家在圣昆
廷节所发现的。然而，地名专家的研究表明，“圣”是被错误地加上去的，
它本来的名字是昆廷，西班牙语为“Ｑｕｉｎｔｉｎ”，是一个 １８４０ 年在那里被
抓住的印第安酋长的名字。
经验理论——季普夫定律
在上述地名例子中，通过推理，不仅识别出了规律性，而且还得出了
一个关于这些地名的似真的解释及其这一解释的证明。那是个理想情况。
可是，我们碰到的往往是非理想的情况。我们可能发现规律性，预言类似
的规律性将在别的地方再出现，然后发现预言被证实，从而识别出一个强
有力的模式；可是，它可能是一个不易找到合理解释的模式。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使用“经验的”或“唯象的”理论这样一些模糊的字眼来表示我
们察觉到了所发生的但还不理解的事情。这样的经验理论有很多，它们将
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假定我们拿起一本统计资料的书，比如《世界年鉴》。翻开一看，我
们发现一个按人口从多到少排列的城市及其人口数字目录。可能还有关于
某些独特的州及其他国家一些城市的表。表中，每个城市都被排了名次，
若为 １ 则表示是人口最多的城市，２ 则表示是人口第二多的城市，依此类
推。关于所有这些表，存在着一个能描述人口随名次的增加而减少的普适
规则吗？大致说来，答案是肯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人口与名次是成反比
的；换句话说，这些按顺序排列的人口数字大致成 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１１／１０，１／１１ 等等的比例。
下面让我们看看大企业按营业总额（即一年中的总销售额）从大到小
排列次序的目录。有一个能描述售货总量随名次变化的近似规则吗？有
的，它与人口随名次变化的规则相同。营业总额近似地与企业的名次成反
比。
按货币额多少排列某个国家在某一年中出口额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同
样，我们发现上述规则对它来说也是个相当不错的近似。
通过详细考察任何一个所提及的目录表，比如城市与人口目录，我们
很容易证明那个规则，这是一个有趣的结果。不妨让我们先看看每个人口
数目的第三位数字。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第三位数字是随机分布的；第三
位数字分别是 ０，１，２，３ 等的机会大致相等。可是，第一位数的分布却是
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形。第一位数为 １ 的占绝大多数，其次是 ２，依此类推。
人口数以 ９ 开头的百分比是极小的。上面所提到的规则能够预言第一位数
字的分布情况，如果严格遵从的话，它将给出，以 １ 打头的数目与以 ９ 开

头的数目之比为 ４５ 比 １。
如果我们放下《世界年鉴》这本书，而拿起另一本关于密码的书，其
中有这样一个单词表，里面的单词按照某种英语文章中出现频率高低的顺
序排列，那么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每个单词出现频率随名次变化的近似规
则是什么呢？这里，我们碰到的还是同一个规则，这对其他语言也同样适
用。
一个在哈佛大学教德语，名叫季普夫（Ｇ．Ｋ．Ｚｉｐｆ）的人在 ３０ 年代初
就注意到了许多这样的关系。它们都是现在被称之为季普夫定律（Ｚｉｐｆ’ｓ
ｌａｗ）的不同表现形式。如今，我们应该说季普夫定律是所谓的标度定律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ｌａｗｓ）或幂定律（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ｓ）的一个例子，后者在物理、生物
和行为科学的很多情形中都会碰到。但在 ３０ 年代，这样的定律还是挺新奇
的。
在季普夫定律中，被研究量与其名次成反比，也就是成 １，１／２，１／３，
１／４，等的比例。曼德布罗（Ｂ．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已经证明，相继对这一序列进
行两种修改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普适（几乎是最普适）的幂定律。第一个改
动是在表示名次的数上加一个常量，得出 １／（１＋常量），１／（２＋常量），
１／（３＋常量），１／（４＋常量），等等。进一步的修改是，以其平方或立
方，或平方根，或其他次幂来代替这些分数。例如，若选择平方将能得到
序列：１／（１＋常量）２ ，
表 ８－１
名 次 城市

人

（ｎ）

（１９９０）

口

未修正的季普

修正后的季普夫定

夫定律用 ｎ 除

律用（ｎ － ２／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

１

纽约

７，３２２，５６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４，２６５

７

底特律

１，０２７，９７４

１，４２８，５７１

１，２１４，２６１

１３

巴尔的摩

７３６，０１４

７６９，２３１

７４７，６３９

１９

华盛顿特区

６０６，９００

５２６，３１６

５５８，２５８

２５

新奥尔良

４９６，９３８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５２，６５６

３１

堪萨斯城（密苏里州）

４３４，８２９

３２２，５８１

３８４，３０８

３７

弗吉尼亚滩（弗吉尼亚州）

３９３，０８９

２７０，２７０

３３６，０１５

４９

托利多

３３２，９４３

２０４，０８２

２７１，６３９

６１

阿灵顿（得克萨斯州）

２６１，７２１

１６３，９３４

２３０，２０５

７３

巴特鲁日（路易斯安那州）

２１９，５３１

１３６，９８６

２０１ ， ０３３

８５

哈里（佛罗里达州）

１８８，００８

１１７，６４７

１７９ 、 ２４３

９７

贝克斯菲尔德（加州）

１７４，８２０

１０３，０９３

１６２，２７０

摘自《 １９９４ 年世界年鉴》的美国城市人口与原季普夫定律及它的一个修正形式的吻合情况。

１／（２＋常量）２ ， １／（３＋常量） ２ ， １／（４＋常量）２ ，等等。在更
普适的幂定律中，幂 １ 对应于季普夫定律，幂 ２ 对应于平方（律），幂 ３
对应于立方（律），１／２ 次方对应于平方根（律），依此类推。
数学家们也给 ３／４ 次方或 １．０２３７ 次方这样的幂赋予了意义。通常，我
可以将这些幂看作是 １ 加上另一个常数。就如给名次加上一个常数一样，
给幂也加上另一个常数。因而，季普夫定律就是上述两个常数均为零的特
殊情形。

曼德布罗对季普夫定律的推广仍然相当简单：附加复杂性仅在于两个
新的可调常数的引入，一个加到名次上，一个加到幂 １ 上〔顺便提一句，
可调常数通常被称为“参数”（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不过近来，可能受到与之相
像的“周长”（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一词的影响而被广泛地误用了。修正后的幂定
律中有两个附加参数〕。在任何给定情况下，我们可以引入那样两个常数，
并通过调节这两个数而使之与表中数据达到最佳的吻合，而不必拿最初的
季普夫定律去与数据作比较。从图 ８－１ 中我们可以看出，稍经修正的季普
夫定律明显比未修正的规则（即两个常数均设为零的情形）能更好地描述
人口数字的变化。而其实后者已经能够相当好地描述那些数了。“稍经修
正”的意思是，在用作比较的修正幂定律中，所引入的新常数相当小。（表
中的常数纯粹是通过考察那些数据而选择出来的。一个最佳的吻合将能得
到规律与实际人口数字之间的更好的一致性。）
当季普夫最初描述他的定律时，人们只知道极少数其他标度定律。他
试图挑起这样一个重大的讨论，即他的原理怎样使行为科学与物理学区别
开来，因为物理学中不存在这些定律。如今，在物理学中发现了许许多多
的幂定律之后，各种评论似乎倾向于贬损而不是抬高季普夫的声誉。据说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使他名声大降，那就是他对希特勒重新分配欧洲领土
的计划表示出某种同情，但他辩论说希特勒的征服趋向于使欧洲各国人口
更加符合季普夫定律，这也许很能说明他的态度。
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它都教给我们一个关于将行为科学应用到政
策上的重要教训：正因为可能会出现某些特定关系，所以，那些完全符合
标度定律的情况并不总是理想的。在埃斯彭研究所（Ａｓｐ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最
近的一期讨论班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到，福利或收入分布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趋向于服从标度定律。立即有人问我，出现这样一种情
况是否是件好事。我记得当时我耸了耸肩膀。毕竟，决定福利或收入不平
均程度的分布坡度，取决于定律中出现什么样的幂。
图 ８－１ 幂定律（这里是原季普夫定律）的标度性
季普夫定律的基本机制至今还不清楚，许多其他幂定律也一样。在研
究这些定律（特别是它们与分形的联系）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曼德布罗
很坦白地承认，如果说他在科学生涯的早期取得了成功，那么，部分原因
就在于他将重点放在探寻与描述幂定律上，而不是试图解释它们。（他在
《自然界的分形几何》（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Ｎａｔｕｒｅ）一书中，曾提
到“喜欢强调结果而非原因”。）不过他立即又指出，在某些领域，特别
是物理学中，已经提出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非线性动力学中
的混沌现象就与分形和幂定律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其联系方式科学家们
尚未完全弄清楚。曼德布罗也时常建构一些符合幂定律的模型。例如，他
计算了由著名的猴子打出的文章中，单词的出现频率。它们服从修正后的
季普夫定律，其幂随着打出符号的越来越多而趋近于 １（对应于原季普夫
定律的幂值）。（顺便提一句，他也注意到，在用正常语言写出的文章中，
当单词的出现频率符合修正后的季普夫定律时，其幂可能远不等于 １，偏
差量的大小取决于所讨论的文章中词汇量的大小。）
标度不变性

最近几年，在解释某些幂定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些努力之一
涉及到被称作“自组织临界态”（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ｔｙ）的问题。
这一概念是由丹麦理论物理学家佩尔·贝克（Ｐｅｒ Ｂａｋ）和唐超（Ｃｈａｏ Ｔａｎｇ）
与库特·维森菲尔德（ＫｕｒｔＷｉｅｓｅｎｆｅｌｄ）一起提出来的。最初他们将这个
概念应用到沙漠或沙滩上常见的沙堆上，那些沙堆大致成圆锥形，每堆都
具有清晰的斜坡。这是如何形成的呢？假定风不断将沙粒吹到沙堆上（或
者物理学家用容器不断往试验沙堆上滴加沙粒）。随着沙堆的增大，其斜
面变得越来越陡，但这种变化关系只发生在坡度达到一个临界值之前。一
旦坡度达到那个临界值，继续添加的沙粒开始使沙堆崩落，从而降低其高
度。
如果沙堆坡度大于临界值，那么将会出现一种不稳定的情况，这时沙
堆的崩落迅速地使坡度不断减小，直到它回到临界值为止。这样，沙堆自
然而然地被“吸引”到坡度的临界值，而勿需任何特殊的外部调节（所以
称为“自组织”临界态）。
崩落量通常用参与崩落的沙粒数来衡量。观察表明，当沙堆的坡度接
近其临界值时，崩落量相当精确地服从幂定律。
在这个情况中，附加到季普夫定律的幂上的常数很大。换句话说，如
果按从大到小的顺序给崩落量排名，那么参与崩落的沙粒数将随名次的增
大而急剧减少。沙堆中崩落的分布是一个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验上都被
成功地研究过的一个幂定律的例子。由贝克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崩落过程的
数值模拟，不但重现了该定律，而且还得出大指数（幂）的一个近似值。
尽管随着名次的增加，崩落量急剧下降，但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各种
标度的崩落量都存在。一般来说，服从幂定律的分布是一个“标度不变”
的分布。这就是幂定律也被称为“标度定律”的原因。那么一个分布律具
有标度不变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幂定律的标度不变性可以通过原季普夫定律来很好地说明。拿城市人
口来说，根据季普夫定律，各城市的人口数成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100
100
１／５……的比例。为简单起见，将人口数取成 １００ 万，
万，
万，等
2
3
等。让我们用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不妨设为 １／２，去乘那些人口数字；
那么新的以百万计的人口数就变成了 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１／１０……它们
恰好是原来处于第 ２，４，６，８，１０，……位的原有人口数。因此，以 ２ 除
所有的人口数相当于以 ２ 乘城市的名次，使它们从 １，２，３，４，……变成
２，４，６，８……。如图 ８－１ 所示，将新名次与原来名次的关系在图上画出
来，将得到一条直线。
这种直线关系可作为标度定律（其中涉及到的量可以为任何类型）的
定义：所有各个量换算为任意常数倍（在上述例子中为 １／２ 倍）相当于给
原来的那组量编新的名次，使新名次与原名次成直线关系。（新的名次并
不总是整数，但在每种情况下，规模大小与名次之间的关系式都将给出一
条简单的光滑曲线，这条曲线可用作整数之间的插值线。）
在沙堆崩落的情况中，因为崩落量的分布服从幂定律，所以用任一公
因数去换算所有崩落量，相当于对原来的崩落序列的名次进行一个简单的
重编。很显然，在这样一个定律中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标度，但在被研究量
取值范围的两端除外，因为那里存在明显的限制。任何崩落中的粒子数都

不会少于一个；显然，幂定律在单粒子的标度上必然不适用。在取值范围
的另一端，任何崩落中的粒子数都不会大于所讨论的沙堆中的总粒子数。
但是至少最大的崩落可以轻易地挑拣出来，并被冠以第一名。
琢磨这最大的崩落，不禁使人想起自然事件规模的幂定律分布中一个
常有特征。名次极靠前的那些最大或最具毁灭性的事件，即使其或多或少
处在幂定律所规定的曲线上，也仍然可能被当作具有大量显著后果的单个
历史事件，而名次很靠后的那些小事件，人们通常只是从统计角度来考虑。
里氏 ８．５ 级左右的巨大地震都被记载在耸人听闻的报纸标题与历史书上
（特别是当震灾波及到大城市时）。而众多关于里氏 １．５ 级左右地震的记
录只是默默无闻地居于地震专家的数据库中，主要供统计研究使用。然而
地震中的能量释放确实遵循幂定律，这是很早以前被两位现已故去的加州
理工学院的教授，查尔斯·里克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ｉｃｈｔｅｒ）和他的顾问比诺·古
腾伯格（Ｂｅｎｏ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所发现的。（在 １９３３ 年的一天，古腾伯格和爱
因斯坦两人正专心地讨论地震学的问题，以至于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由于
长堤（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地震引起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的震颤。）同样，不断飞
抵地球的极小的陨石主要是由专家们在统计测量中摘记下来的，而在 ６５００
万年以前发生的，促使白垩纪绝灭的巨大碰撞则被认为是生物圈历史中的
重大的单个事件。
因为幂定律已被证明是在自组织临界态情况下生效，所以本已很流行
的词组“自组织”就具有了更大的通用性，它常常与“自然生成”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一词并列使用。包括圣菲研究所许多成员在内的科学家们正力图弄清楚，
在没有引入外部作用的情况下，结构是怎样产生的。在种种令人惊讶的过
程中，具有简单规则的系统形成了显然很复杂的结构。这些系统被说成是
自组织的，它们的性质也被说成是自然生成的。最完美的例子是宇宙自身，
它在简单规则与偶然性作用的基础上，产生出了十足的复杂性。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现代计算机的使用，关于自生结构的研究已经容
易多了。通过计算机的方式比在纸上列方程往往更易于跟踪新特征的自
生。由于自生过程需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计算机的作用往往特别引人注
目，因为计算机能够通过使用一个很大的因子而有效地加速有关过程。可
是计算机计算仍然需要许多步骤，这将引起一个全新的问题。
深度与隐蔽性
到目前为止，在对复杂性所进行的讨论中，我们考虑了关于系统或其
规律性的压缩描述（或用于产生编码描述的短小计算机程序），并将各种
各样的复杂性与那些描述或程序的长度联系起来。可是，我们很少关注为
实规压缩或识别规律所需要的时间、人力或技巧。既然一个理论科学家的
工作严格地包括识别规律，并将有关它们的描述压缩成理论，所以我们对
上述因素的忽视也就等于是藐视了理论家工作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荒诞
的犯罪行为，必须采取措施来矫正这种错误。
我们已经了解到，要完全捕捉住关于复杂性的直觉观念，需要有好几
种不同的概念。下面我们就要给有效复杂性的定义补充其他一些量的定
义，这些量将描述，计算机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从一个短小的程序到给出对
一个系统的描述，反之亦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量必然与一个问题的

计算复杂性相似，后者已在前面被我们定义成计算机产生一个解答所用的
最短时间。）
许多人都研究过这样的附加概念，但唯有查尔斯·贝纳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ｎｎｅｔｔ）是以一种特别优美的方式来处理它们的。查尔斯·贝纳特是 ＩＢＭ
公司一位卓越的思想家，领导给他的任务就是创立新的观点与概念，将它
们发表，并到各处去作关于它们的演讲。我乐意拿他的旅行同 １２ 世纪时期
一些抒情诗人在现在的法国南部，从一个庭院到另一个庭院的游历作对
比。那些诗人们吟诵的是爱情诗，而贝纳特“吟诵”的是复杂性与熵，量
子计算机（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与量子编码（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ｎｃｉｐｈｅｒｍｅｎｔ）。
我有幸与他一起在圣菲共过事，并在帕沙第纳一起工作过一学期，当时他
在我们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小组中作访问学者。
贝纳特所定义的两个特别有意思的量“深度”（ｄｅｅｐｔｈ）与“隐蔽性
“（ｃｒｙｐｔｉｃｉｔｙ）均与计算复杂性有关，并且它们彼此之间也是相关的。
对这两个量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一个系统虽然很明显十分复杂，但由于其
描述可以通过一个简短的程序得出，因而具有很低的算法信息量与有效复
杂性。关键在于下述问题的答案：（１）从一个简短的程序或一个高度压缩
的图式发展到一个对系统本身或其规律的成熟的描述，其艰难程度如何？
（２）从系统着手，将对它的描述（或对其规律的描述）压缩成一个程序或
图式，又有多艰难？
粗略地说，深度是第一种困难的量度，而隐蔽性是第二种困难的量度。
显然，与理论家的工作价值有关的是隐蔽性（虽然关于理论创立过程的更
细致的描述，还应该对人的灵巧与纯粹的艰难作出区别）。
一个假想的例子
为了举例说明许多的简单性怎样与巨大的深度产生联系，让我们回到
哥德巴赫关于每个大于 ２ 的偶数都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的猜想上来。如
前面所提到的，这一猜想从来未被证明或证伪过，但是在某个相当大的范
围内的所有偶数都被核实了，这个范围是根据计算机的容量与研究者的耐
心而设定的。
以前我们允许自己相信哥德巴赫猜想（在数论公理的基础上）是不可
判定的。这次让我们假定它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很大的数 ｇ 是
大于 ２ 但不能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的最小的偶数。这个假想的 ｇ 有一个相
当简单的描述，也就是我们刚刚给出来的。同样，也会有很简短的程序来
求它。例如，你只需有顺序地寻找越来越大的素数，并将所找到的最大素
数加上 ３，然后检验小于或等于所得数的全部偶数，看它们是否符合哥德
巴赫猜想。用这一方法，违背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小偶数 ｇ 将最终被发现。
如果哥德巴赫猜想真是错的，那么用于寻找 ｇ 的任何一个简短程序，
其运行时间实际上可能很长。因而在这种假想情况下，数 ｇ 有着相当低的
算法信息量与有效复杂性，但有很大的深度。再论深度贝纳特对深度的定
义涉及到计算机，与我们讨论算法信息量时所引入的那种计算机相同：一
个理想的多功能的计算机，它的存贮容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按需要扩充（或
一开始就具有无限大的容量）。他从一个用来描述被研究系统的信息比特
串入手。他不仅考虑致使计算机打印出那个比特串然后停机的最短程序，

而且考虑具有相同作用的所有简短程序。对每个这样的程序来说，他关心
的是从输入程序到得到信息串需要多长的计算时间。最后，他使用一个偏
重于较短程序的求平均方法，将时间对程序的长度求平均。
贝纳特还用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重新定义了深度这个概念，他使用了
格里高里·蔡廷的隐喻。假定著名的猴子打出的不是散文，而是计算机程
序。让我们把注意力只集中于那些使计算机打印出我们所关注的特定信息
串然后停机的少数程序。在所有这些程序中，所需要的计算机时间小于某
个特定值 Ｔ 的概率是多大呢？设那个概率为 Ｐ，那么深度 ｄ 将是 Ｔ 的某种
平均值，一个取决于 Ｐ—Ｔ 曲线的平均值。
图 ８－２ 中的曲线给出了概率 Ｐ 随所允许的最大计算机时间 Ｔ 变化的略
图。当 Ｔ 很小的时候，猴子们要敲出一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算出所需结果
的程序，其可能性极小，因而 Ｐ 趋于 ０。当 Ｔ 非常大时，概率必然接近 １。
大致说来，深度 ｄ 等于 Ｐ—Ｔ 曲线上概率上升部分的时间。它告诉我们，为
了挑选出能使计算机打印出信息串然后停机的最佳部分程序，可允许的最
大运行时间需要多大。因此，深度是衡量一个信息串的产生所需时间的粗
略尺度。
图 ８－２ 深度与时间的关系
若自然界的一个系统具有很大的深度，那就表明，它是经过长时期进
化形成的，或者说它滋生于由长时间进化而形成的某种东西。对自然或历
史文物保护感兴趣的人，正试图保护自然群体或人类文化中所显示出的深
度和有效复杂性。
但是，如贝纳特所证明的那样，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深度有被传递
给此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的倾向。我们发现，深度不仅存在于包括人类在
内的当今的生命形式中，存在于人类手工制作的不朽的艺术品中，存在于
恐龙或冰河时代哺乳动物的化石中，而且还存在于沙滩上开启啤酒罐的拉
扣或描绘在峡谷壁上的粗糙的雕刻中。保护主义者不必保护所有具有深度
的事物。
深度与 ＡＩＣ
虽然深度是运行时间对程序长度的平均，它偏重于突出较短的程序，
但我们往往可以通过最短程序的运行时间，来很好地理解深度的概念。比
如，假定信息串是完全规则的，其 ＡＩＣ 接近于零。那么，最短程序的运行
时间不会很长——计算机不必为执行像“打印 １２ 兆个 ０”这样的程序而进
行长时间的“思考”（当然，如果打印机速度很慢的话，打印出这些 ０ 倒
是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所以，当 ＡＩＣ 非常低时，深度也就很小。
对于具有给定长度的信息串来说，具有最大 ＡＩＣ 的随机串的情况怎么
样呢？在计算机方面，从最短的程序——“打印数串…… ”——到实际打
印出该数串，同样不需要“思考”。所以，与 ＡＩＣ 很低时的情况一样，当
ＡＩＣ 最大时，深度也很小。这个情形与图 ５－１ 所示的最大有效复杂性随 ＡＩＣ
变化的方式有些相似。这里，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最大深度随 ＡＩＣ 变化的规
律。在 ＡＩＣ 最小与最大这样两个极限值附近，深度很小，而在有序与无序
之间的中间区域，各处的深度都可以很大。当然，在那个中间区域，深度
并不是非大不可。

图 ８－３ 可能的最大深度随 ＡＩＣ 的略图
注意，这个关系图与图 ５－１ 的那个图的形状不同。尽管两者都只是略
图，但它们显示出，即使 ＡＩＣ 的值很接近完全有序或完全无序，深度也可
以很大，但其有效复杂性却依然很小。
隐蔽性与理论化
隐蔽性涉及的是与深度定义相反的过程。信息串的隐蔽性，是指一个
标准计算机从该信息串开始，到找出能致使计算机打印出该串然后停机的
一个较短程序，所需要的最少时间。
假定该信息串是由一个理论家所研究的数据流编码而得，那么，它的
隐蔽性是衡量该理论家工作艰难的粗略性尺度，这与定义中计算机的艰难
度没有太大的差别。理论家识辨出尽可能多的规律性，也就是将数据流各
部分联系起来的交互信息，然后建构尽可能简单、自洽的假说，用来解释
观察到的规律性。
规律是数据流的可压缩的部分。它们一部分来源于自然界的基本定
律，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偶然事件的某些特定结果，而这些偶然事件本来也
可能导致其他的结果。但是，除规律性之外，数据流还具有随机特征，它
们来自那些没有形成规律的偶然事件。那些特征具有不可压缩性。所以，
当理论家尽可能地压缩数据流的规律性时，他同时也是在寻找一个关于整
个数据流的简要描述，一个由压缩的规律性与不可压缩的随机补充信息构
成的描述。同样，一个使计算机打印出信息串（并进而停机）的简短程序，
可以认为是一个描述该信息串规律性的基本程序，辅以输入用来描述特殊
偶然条件的信息。
虽然我们对理论的讨论仅涉及到问题的皮毛，但我们毕竟已经述及有
关地名、统计表的经验公式、沙堆高度及经典电磁学与引力等方面的理论
创立。虽然这些不同种类的理论创立过程在形式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
它们牵涉到的是许多不同层次的发现，而将这些不同的层次区分开来是非
常有用的。被研究的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还是适用于诸如沙堆之类的混
乱系统的近似定律？是关于城市和企业这些人类社会机构的虽然粗略但很
普遍的经验定律，还是关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所使用的地名有许多
例外的特殊规则呢？很明显，这些不同的理论原理在准确性与普适性方面
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人们经常讨论哪个理论比另外一些更基本，可这是什
么意思呢？

第九章

什么是基本？

在衡量什么是最基本的尺度时，夸克与美洲豹几乎位于相对的两个极
端。基本粒子物理学与宇宙学是最基本的科学学科，而关于复杂生物的研
究，尽管显然非常重要，但却远远没有那么基本。为了讨论科学的分级问
题，至少必须理清两个不同的问题，其中之一与纯粹的习惯问题有关，另
一个则关系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真正联系。
我听说，一所法国大学的科学教授曾常常以一种固定的顺序讨论与各
学科有关的事物：先是数学，其次是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等。从这
一安排来看，他们似乎经常忽略了生物学家的事情。
同样，在设立诺贝尔奖的瑞典炸药界泰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
中，科学奖的排列顺序为：首先是物理学，其次是化学，再次是生理学与
医学。因为这个原因，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中，物理学奖总是被最先
授予。如果只有一个物理学奖获得者，且该获奖者已婚，那么他的妻子将
有幸被瑞典国王挽着手进入宴会厅。〔当我的朋友萨拉姆（ＡｂｄｕｓＳａｌａｍ），
一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在 １９７９ 年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把他的两个妻
子都带到了瑞典，这毫无疑问引起了一些外交礼节问题。〕在外交礼节中，
化学奖获得者排在第二，而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则位列第三。由于某些
未被真正弄清楚的原因，诺贝尔的遗嘱中遗漏了数学。有个一再流传的谣
言说，他痛恨一位叫密他克－莱福勒（Ｍｉｔｔａｇ－Ｌｅｆｆｌｅｒ）的瑞典数学家，因
为这位数学家抢走了一个女人对他的爱情。不过据我所知，这仅仅是个谣
传而已。
学科的这种分级的原因，可以部分地追溯到 １９ 世纪时期的法国哲学家
奥古斯特·孔特（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他认为，天文学是最基本的科学学科，
物理学其次，等等。（他将数学看作一种逻辑工具，而不是科学。）他的
看法有道理吗？如果有，又是从哪方面来说的呢？这里有必要撇下声望的
问题而试图弄清楚，从科学观点来看，这样一种分级究竟指的是什么。
数学的特征
首先，如果科学被理解成一门用于描述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学科的话，
那么数学确实不是一门科学。数学更加关注的是，证明某些假设的逻辑结
果。因为这个原因，它可以从科学的清单中勾掉（就如它被诺贝尔遗漏掉
一样），仅被视为很有趣而且也是科学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应用数学）。
另一个看待数学的方法是，可以认为应用数学研究科学理论中出现的
结构，而纯数学研究的不仅包括那些结构，而且还包括科学中所有可能出
现过的（或可能将要出现的）结构。那么，数学是对假想世界的严密的研
究。从这方面来看，它是一种科学——一门关于目前是什么、将来可能是
什么以及曾经可能是什么的科学。
如此看来，数学就成了最基本的科学吗？那其他学科又如何呢？说物
理学比化学更基本，或化学比生物学更基本，是什么意思呢？物理学中的
不同部分又怎么样呢？难道不是一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基本吗？一般来
说，是什么使得一门科学比另一门科学更基本呢？
我认为，如果 １．Ａ 科学的定律在理论上涵盖 Ｂ 科学的现象与定律。

２．Ａ 科学的定律比 Ｂ 科学的定律更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Ｂ 科学比
Ａ 科学更专门化，Ｂ 科学定律的适用条件较 Ａ 科学定律的更特殊）。
那么，Ａ 科学就比 Ｂ 科学更基本。
如果数学真是科学，那么，根据上述标准，它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基
本。所有可想出的数学结构都在它的研究范围内，对描述自然现象有用的
结构仅只是数学家研究或可能研究的那些结构中一个极小的子集。通过那
个小子集，数学定律的确涵盖了其他科学中用到的所有理论。但是其他科
学怎么样呢？它们之中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化学与电子物理学
当著名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Ｐ．Ａ．Ｍ．Ｄｉｒａｃ）在 １９２８ 年发表
用来描述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时，据说他曾评论他的公式解释了大
部分的物理学与全部的化学。当然，他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我们还是
能够懂得他说这话的意思。尤其在化学方面，因它主要研究诸如原子、分
子之类客体的行为，而这些客体本身即由重的原子核与环绕原子核的轻的
电子组成。电子与原子核及电子与电子之间通过电磁效应而产生的相互作
用，是许多化学现象的基础。
狄拉克方程描述了电子与电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在短短的几年时
间内就导致了一门关于电子和电磁学的成熟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的产生。
这门理论就是量子电动力学，或 ＱＥＤ，它与大量实验的观察结果都符合得
很好（因而用这么个缩写是非常恰当的，这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回想起学生
时代，当时我们在一个数学证明的最后使用“ＱＥＤ”一词来表示拉丁文“ｑｕｏｄ
ｅｒａ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ｄｕｍ”，意思是“这就是要证明的”）。
在原则上，ＱＥＤ 确实可以解释大量化学现象。它严格地适用于这样一
些问题，即其中的重核可被近似地看作固定不动的带电点粒子。对 ＱＥＤ 进
行简单的推广即可用来处理核的运动，也可用来处理核是非质点的运动情
况。
理论上，理论物理学家可以使用 ＱＥＤ 来计算任何化学系统的行为，如
果在原子核内部结构的细节相对来说不重要的话。只要是利用合理的 ＱＥＤ
近似所进行的关于这些化学过程的计算，它们就能成功地预言观察结果。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一个被证明为合理的特殊的 ＱＥＤ 近似能够做
到这一点。它被称为带有库仑力的薛定谔方程，可用于“非相对论性的”
化学系统，在这种系统中电子与核的运动速度与光速相比都非常地小。这
一近似在量子力学发展的初期，狄拉克的相对论方程出现之前 ３ 年就已经
被发现了。
为了从基本物理理论中导出化学性质，可以说有必要向该理论提出化
学方面的问题。你必须在计算中既引入基本方程，又要使用所讨论的化学
系统或化学过程的特定条件。例如，两个氢原子的最低能量状态是氢分子
Ｈ２ 。化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分子的结合能有多大；更精确地说，分子的
能量比组成它的原子单独存在时的能量之和低多少。答案可以从 ＱＥＤ 计算
得到。但首先必须“向方程询问”那个特定分子的最低能量状态的性质。
提出这样的化学问题，其有关的低能条件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太阳中心数
千万度的高温下，氢原子全都分裂成为它们的组成成分：电子和质子。在

那里原子和分子的存在概率小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以说，在太阳的中
心没有化学。
从我们前面提出的关于什么更基本的两条标准来看，ＱＥＤ 比化学更基
本。理论上，化学规律可以从 ＱＥＤ 导出，只要将描述适当化学条件的附加
信息代入方程即可；而且，那些条件是特殊的——它们不能在整个宇宙中
处处成立。
化学在其自身层次上
实际上，即使现在有最快而且最大的计算机可供使用，也只有最简单
的化学问题可以通过基本物理理论计算出来。可以这样解决的问题正在增
多，但是化学中的大多数情况仍然是使用化学自身的而非物理的概念与公
式来描述。
通常，科学家们习惯于直接在特殊领域提出用于描述观察结果的理
论，而不从一个更基本领域中的理论出发去推出相应的理论。虽然在提供
特殊附加信息的情况下，从基本理论出发的推导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
在实际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十分困难或者不可能。
例如，化学家们关心原子之间各种不同的化学键（包括一个氢分子中
两个氢原子之间的键）。他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化学键的具体
观点，这使他们能够对化学反应作出预言。同时，理论化学家们竭力从 ＱＥＤ
的近似出发去推导那些观点。除最简单的情况之外，他们只能取得部分的
成功，但他们毫不怀疑，在理论上，如果有足够强大的计算工具，他们是
可以取得更大成功的。
阶梯（或桥梁）与还原
这样，我们得到了科学不同层次的暗喻，其中底部是最基本的，而顶
端是最不基本的。非核化学位于 ＱＥＤ“上面”的某一级。在很简单的情况
下，一个 ＱＥＤ 的近似被直接用来预言化学层次的结果。但是，大多数情况
下，用来解释与预言现象的定律是在上层（化学领域）形成的，然后科学
家们才尽可能努力地从较低层次（ＱＥＤ）推导出那些定律。两个层次都以科
学为目标，而且科学家们努力建构它们之间的阶梯（或桥梁）。
我们的讨论不必局限于非核现象。自从 １９３０ 年左右 ＱＥＤ 产生以来，它
已被大大地推广了。现在整个基本粒子物理学科已经崛起。基本粒子理论
的任务不仅是描述电子和电磁学，而且还要描述所有的基本粒子（所有物
质的基本构成单元）和自然界所有的力。我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奉献给了
这一领域。基本粒子理论描述原子核内部以及电子之间所发生的现象。因
此，ＱＥＤ 与用于处理电子的那部分化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位于较基
本层次上的整个基本粒子物理学与位于非基本层次上（包括核化学在内）
的整个化学之间关系的一个特殊情形。
用较低层次的理论来解释较高层次的现象的过程，通常被称为“还原”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我没听说过哪个严肃的科学家相信，存在着不是起源于基
本物理力的特殊的化学力。虽然一些化学家可能不喜欢这么说，但事实的
确如此。从理论上讲，化学可以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导出。从这一意义上说，

我们都是还原主义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ｓ），至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是如此。
但是，在允许化学现象发生的特定条件下，化学比基本粒子物理更特殊这
一事实，意味着为了导出化学定律，哪怕是在理论上导出，必须将那些特
殊条件的信息代入基本粒子物理方程。没有这一思想，还原的概念就是不
完善的。
所有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尽管各门科学占据着不同的层次，但它们
都是一个联合整体的一部分。那个整体结构的统一性通过各部分之间的联
系而得以巩固。位于某一层次上的科学涵盖了位于较上层的不那么基本的
科学的定律。但是后者由于更特殊，因而除了前者的定律之外，还需要更
多的信息。在每一层次上，都有一些对本层次非常重要的定律有待发现。
科学工作不仅包括研究各个层次上的那些定律，同时还要从上而下及由下
向上地在它们之间建构阶梯。
上述讨论同样适用于物理学内部。基本粒子物理学定律对整个宇宙
中、处于各种条件下的各种物质都有效。但是，在宇宙膨胀的最初阶段，
核物理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因为密度太大，以至于单独的原子核，甚至中
子和质子都不能形成。不过，核物理学对于了解太阳中心所发生的事情依
然极其重要，在那里，尽管化学反应的条件非常苛刻，但热核反应（与氢
弹中的反应有些相似）仍是产生太阳能量的来源。
凝聚态物理研究诸如晶体、玻璃和液体，超导体与半导体之类的系统，
也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只在允许它所研究的结构存在的条件下（比如足
够低的温度）才适用。即便是理论上要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导出凝聚态物理，
也必须先将那些特殊条件列出。
生物学还原所需要的信息
处于等级中另一层次的生物学，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当今还有哪位严肃的科学家会像过去几个世纪中常见的那样，相信生物学
中存在着不是源于物理－化学的特殊“活力”？如果有，那也是极少数。我
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理论上，生命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就
像化学定律依赖物理学定律一样，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又成了一种还原
主义者。然而像化学一样，生物学依然非常值得按其自身条件，在其自身
层次上来进行研究，尽管阶梯的建构工作仍在进行。
而且，地球生物学极为特殊，这里地球生物学指的是我们这个行星上
的生物系统，它们与那些围绕遥远恒星运行的行星上的复杂适应系统，一
定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宇宙中这样的行星必定存在，但或许这些行星上仅
有的复杂适应系统，是我们见了也未必能将他们描述为活的系统。（举一
个科幻小说中常见的例子。假想一个社会由非常先进的机器人与计算机组
成，它们是很久之前由一个现已绝灭的人种所制造的机器人与计算机发展
而来，而那个绝灭的人种在其生存期间，我们或许可以把他们描述为“活
着”。）然而，即使我们只关注“活着”的人类，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仍然
可能显示出与地球上的人类极不相同的特性。为了描述地球生物现象，除
物理和化学定律之外，还须提供大量的特殊附加信息。
首先，地球上所有生命所共有的许多特征可能是在这一行星上的生命
史早期所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的结果，它们也完全有可能以另外一些不同

的形式出现（那些不同的生命形式也可能很久之前在地球上存在过）。地
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都由 Ａ，Ｃ，Ｇ，Ｔ 四种核苷酸组成，这种规则似乎适用
于当今我们的行星，但在空间与时间的宇宙标度上也未必具有普适性。在
其他许多星球上，也许存在着其他许多可能的规则；而遵循其他规则的生
命在数十亿年前可能也在地球上生存过，后来他们被以常见的 Ａ，Ｃ，Ｇ，Ｔ
为基础的生命所淘汰。
生物化学——有效复杂性与深度的比较
可能具有或可能不具有唯一性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用来描述当今所
有地球生命的某组特定的核苷酸，对地球上所有生命化学的每一条普遍性
质，科学家们也在讨论着同样的问题。一些理论家声称，宇宙空间不同星
球的生命化学，必定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果真是这样，地球上的情形
就是大量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些偶然事件促成了地球上生物化学的规律，
从而使之获得很大的有效复杂性。
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认为，生物化学本质上是唯一的，建立在物理
基本定律基础上的化学定律，使得一种生命化学不同于地球上所发现的生
命化学的可能性很小。持这一观点的人实际上是认为，从基本定律到生物
化学定律的过程几乎不涉及任何新的信息，因此对有效复杂性贡献很小。
但是，计算机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才能从物理基本定律导出生物化
学的近唯一性这个理论命题。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化学即使没有很大的有
效复杂性，也仍然具有很大的深度。另一种表达地球生物化学的近唯一性
问题的方式是，看生物化学是否主要取决于对物理学提出恰当的问题，或
者还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依赖于历史。
生命：高度的有效复杂性——有序与无序之间
即使基本的地球生命化学与历史关系不大，生物学中也仍然存在着巨
大的有效复杂性，远远大于诸如化学或凝聚态物理这类学科中的有效复杂
性。想想自地球上生命产生以来 ４０ 亿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多么巨大数量的
进化性变化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那些偶然事件中的一些（也许只是很小
的一部分，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在这一星球上的生命之后续历史中，及
对于生物圈中生命形式之丰富多彩的特点，起着重要的作用。生物学定律
确实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但它们还取决于大量由偶然事件产生的附
加信息。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在理论上可能进行的那种到物理学基本定
律的还原，与一个缺乏经验的读者所理解的“还原”一词之间，存在着很
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远远大于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或化学到基本物
理学的还原的情形。生物科学远比基本物理学复杂，因为地球生物学的许
多定律不仅与基本定律有关，而且还与大量偶然事件有关。
但是，即使是对所有星球上所有种类的复杂适应系统进行研究，这种
研究也仍然是相当特殊的。外界环境必须显示出足够的规律性，以供系统
用于学习或适应，但同时又不能有太多的规律性，以致什么事情都不发生。
例如，如果所讨论的环境是太阳的中心，温度高达数千万度，那么它几乎
有着完全的随机性，近于最大的算法信息量，而没有有效复杂性或大的深

度，那么任何与生命相类似的事物都难以生存。如果外部环境是一个处于
绝对零度的完美的晶体，算法信息量几乎为零，这时同样不可能有很大的
有效复杂性或大的深度，因而也不会有生命存在。复杂适应系统的运作需
要有介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条件。
地球的表面提供了一个具有适中算法信息量的环境，这里深度和有效
复杂性同时具备，这就是为什么生命能在这里发生、进化的部分原因。当
然，在几十亿年以前地球的条件下，只有极原始的生命形式才能进化，但
后来那些生物本身改变了生物圈的成分，特别是通过向大气中放出氧气这
样的方式，从而营造了一个更接近于现在的地球生物圈的环境，使得具有
更复杂的组织的高级生命形式能够进化。位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条件不仅
是能产生生命的环境的特点，也是具有高度有效复杂性与极大深度的生命
自身的特点。
心理学与神经生物学——意识与脑
地球上的复杂适应系统已经导致好几种位于生物学“之上”的学科的
产生。其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是关于动物，尤其是具有最复杂心理状态的
人类的心理学。同样，现代科学家当中很少有人会相信，存在着本质上不
能归于生物学的，最后也不能归于物理化学的“精神力”。于是，从这一
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人又都是还原主义者。但是对于心理学（有时甚至
生物学）这样的学科，你会听到人们将“还原主义者”当作一种侮辱性的
字眼来使用，甚至在科学家当中也是这样。（例如，我在其中作了近 ４０
年教授的加州理工学院就常被人揶揄地称作还原主义者；事实上，我在对
学院某些方面的不足表示遗憾时，也可能使用过这一术语。）怎么会是这
样呢？其论据又在哪里呢？
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心理学依然值得在其自身层次开展研究，尽管理
论上它可以从神经生理学、神经传递质的内分泌学等等学科导出。跟我一
样，许多人都认为，在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建构阶梯时，最好的策略是不
但要从底部向上，而且要从顶部往下进行考察。但这一见解并没有得到一
致的认同，比如在加州理工学院就是这样，那里很少开展人类心理学研究。
在开展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并致力于建构两者之间的阶梯的地方，
生物学这方面强调的事物是脑（及神经系统的其余部分，内分泌系统，等
等），而心理学方面强调的是意识——也就是大脑及相关器官活动的现象
学显露。每个阶梯都是一座脑－意识桥梁（ｂｒａｉｎ－ｍｉ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的主要是脑（ｂｒａｉｎ），意识（ｍｉｎｄ）方面的研究被
忽视了，有一些圈子里甚至连“意识”这个词都受到怀疑（我的一个朋友
称之为 Ｍ－字）。但是几年以前学院开展过重要的心理学研究，特别是心理
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ＲｏｇｅｒＳｐｅｒｒｙ）和他的同伴在关于人脑的左、右两
部分的智力关联方面做出过著名的研究。他们研究了那些由于事故或癫痫
病手术致使连接左、右两半脑的胼胝体被切的病人。科学家已经发现，左
半脑倾向于主管语言功能和躯体右半部分的运动，而身体的左半部分通常
由右半脑控制。例如，他们发现，一个被切去胼胝体的病人将不能用言语
表达与身体左半部分有关的信息，而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他拥有那方面信
息。

当斯佩里随着年龄的渐增而不那么活跃时，他所开创的研究由他原来
的学生和博士后，以及许多新人在其他学校继续进行。进一步发现的证据
表明，左半脑不仅在言语，而且在逻辑和分析方面具有优势，而右半脑则
在非言语交流、语言的情感方面以及像面容识别这样的整体性任务方面具
有优势。一些研究者将直觉与分辨大图像（ｂｉ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的功能与右脑联
系了起来。不幸的是，在通俗化的过程中，那些结果中有许多被夸大其辞
和曲解了，而且，大部分讨论都忽视了斯佩里如下的警告性评论，即“未
受伤的正常大脑的两个半脑，通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然而，
新的发现是相当惊人的。我对深程度的后续研究尤其感兴趣，例如，业余
爱好者通常主要用右脑听音乐，而专业音乐家则主要是用左脑听，这种说
法我认为是真实的。集中于机制或解释——“还原主义”
为什么如今的加州理工学院，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进行得如此之少
呢？诚然，学校太小，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为什么进化论生物也研究得
很 少 呢 ？（ 有 时 我 开 玩 笑 说 ， 一 个 特 创 派 办 的 学 院（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其研究范围也很少这么狭窄。）为什么生态学、语言学或考
古学都研究得这么少呢？人们可能会由此猜想，这些学科也许有某些共同
特征，这些特征妨碍着我们大多数的教授。
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研究计划偏向机制、基本过程及解释等方面的研
究。当然我是同情这一方式的，因为它也是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特点。的
确，这种强调基本机制的研究方式，已使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
世纪 ２０ 年代，当摩尔根（Ｔ．Ｈ．Ｍｏｒｇａｎ）正在研究果蝇基因时，他被请到
加州理工学院，在这里他发现了生物分裂，从而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
４０ 年代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德尔布吕克（Ｍａｘ Ｄｅｌｂｒüｃｋ），成为分子生物
学的奠基人之一。
如果一门学科被认为描述性与现象性太强，还没有到达可研究其机制
的阶段，那么我们的教授们就会认为它还不能登上“科学”的殿堂。如果
加州理工学院在达尔文时代就已存在，而且带有与上述同样的倾向，那么
它会将他聘为教授吗？尽管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毕竟在阐述其进化
理论时，并没涉及到多少基本过程。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如果非要解
释变异的机制，他可能宁愿选择错误的拉马克观点（拉马克主义认为，将
连续几代的老鼠都砍去尾巴，那么将会导致一个无尾鼠群的形成，或者说，
长颈鹿的长颈可解释为祖先几代为了够着黄刺槐而努力伸长脖子造成
的）。可是，他对生物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他的进化理论为这
样一个简单的统一原理奠定了基础，即，所有现在的生物均由同一祖先进
化而来。这与过去普遍流行的物种稳定的观点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在过
去的那一观点中，每一物种都被认为是由超自然方式特创的。
即使我也认为像心理学这样的学科还够不上称为科学，但我仍然愿意
从事那些领域的研究，以使自己能够分享使它们变得更加科学而获得的乐
趣。除了赞成自下而上地在各学科之间建构阶梯——从更基本的和解释性
的学科到较不基本的学科——这样一个通常使用的规则以外，在许多情形
（不光是心理学情形）下，我也支持从上到下的方法。这种方法从识辨较
不基本的层次上的重要规律开始，到后来逐渐地理解下面更基本的机制。
但是加州理工学院校园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偏见，它偏向于已导致大多数
伟大的成就、从而为学院赢得盛誉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可这一偏见现在却

使学校招致了还原主义这一具有贬损意义的名声。
诸如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语言学和考古学这样的学科均涉
及到复杂适应系统。它们都在圣菲研究所的研究范围之内，而且大量的重
点放在那些系统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在各自层次上研究这些相似性的重要
性方面，而不仅仅是将它们作为更基本的科学学科所衍生的结果。从这一
意义上来说，圣菲研究所的成立有抗议还原主义泛滥的一面。
从夸克到美洲豹的简单性与复杂性
虽然我认为加州理工学院忽视大多数“有关复杂性的科学”是一个严
重的错误，但我还是对他们在基本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这两门涉及寻找宇
宙基本定律的最基本的学科方面所给予的支持，感到由衷高兴。
现代科学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沿着阶梯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到复
杂系统领域，探索兼具简单性与复杂性，规律性与随机性，有序与无序的
混合性事物。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宇宙的简单性、
规律性及有序性怎样导致后期宇宙中许多地方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中间条件
的形成，从而使得诸如生物这样的复杂适应系统及其他一些事物的存在成
为可能。
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必须从简单性与复杂性的观点来考察基本物理
学，并弄清楚，对于具备复杂适应系统进化条件的宇宙，其规律性与随机
性模式的形成，宇宙的初始条件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以及经典混沌的不
可预测性各起着怎样的作用。

第二篇
第十章

量子宇宙

量子宇宙中的简单性和随机性

物质和宇宙的基本定律今天处于什么情形？有多少已经完善地建立起
来了？还有多少仍是推测？还有，这些定律怎样看待简单性和复杂性或规
律性和随机性？
这些基本定律要服从量子力学的一些原理，而且在我们思考的每一阶
段我们都要涉及量子近似。量子力学的发现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
它也是人类智力最难掌握的困难之一，即使像我们这些几十年来天天用到
它的人，也觉得非常困难。它经常违背我们的直觉，或者说是违背我们在
忽略量子力学行为情形下建立的直觉。这种情况使我们更有必要探究量子
力学的意义，特别是在考察近来有关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的进展以后，这
种必要性显得更迫切了。作了这种考察后，我们也许会比较容易明白，为
什么我们的直觉似乎对某些重要的东西不予关注。
物质组成宇宙，不同的基本粒子如电子、质子组成物质。这些基本粒
子缺乏个性——宇宙中的电子都相同，所有的质子同样可以相互转换。不
过，任何粒子可以占据无数不同“量子态”（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ｔａｔｅｓ）中的一个。
基本粒子可分两大类。一是费米子（Ｆｅｒｍｉｏｎｓ），例如电子，它们遵守泡
利不相容原理（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即同一类的两个粒子不可能同时
占据相同的量子态；另一类叫玻色子（Ｂｏｓｏｎｓ），例如光子，它们不遵守
不相容原理，即同一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粒子偏好在同时占有相同的量
子态。光子的这种特性使激光的运作成为可能，在激光里给定态的光子可
以激发更多相同态的光子发射。所有这些光子具有相同的频率和沿相同的
方向运动，形成激光束。“激光”（ｌａｓｅｒ）实际上是“辐射受激发射光放
大”（ｌｉｇｈｔ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的缩写。
玻色子由于喜欢挤在相同的量子态使密度增加，这使得它们的行为十
分像经典场（如电磁场和引力场这样的场）。因此，玻色子粒子可以看成
是这些场的量子（量子化的能量小包）。电磁场的量子是光子。同样，理
论要求引力场也有相应的量子，这种玻色子称为引力子（ｇｒａｖｉｔｏｎ）。事
实上，任何基本的力都必然有与之相关联的基本粒子，即相应场的量子。
有时候量子被称为相应力的携带者。
当我们把物质描述为由基本粒子（即费米子和玻色子）组成时，我们
应该强调在某些条件下玻色子的行为更像场而不像粒子（例如一个电荷周
围的电场）。费米子也可以用场来描述，虽然这些场的行为与经典场不同，
但在某种意义上都与力相关联。
所有的物体都具有能量，所有的能量都与物质相关联。当人们不经意
地提到物质转化为能量（或相反）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说某种物
质转变成为另外一种物质。例如，一个电子和一个称为正电子的相关粒子
相遇时就转化为两个光子，这个过程经常被称为“湮灭”
（ａｎｎｉｈｉｌａｔｉｏｎ），
有时甚至说为“物质湮灭给出能量”。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物质之间的转换，
能量形式之间的转换。

标准模型
所有基本粒子（除了理论上需要的引力子）在当今都暂时用一种所谓
的标准模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来描述。后面我们将对它作一点深入讨论。
虽然标准模型的某些性质尚未被实验证实，但它与观察却似乎非常相符。
物理学家们曾经希望能在高能粒子加速器上（如在德克萨斯部分完成的超
导超级碰撞器 ＳＳＣ）验证标准模型，但美国国会否决了这个计划，原因是
认为它明显违背了人类文明。现在验证这一基本理论思想的唯一希望，只
能依靠设在瑞士日内瓦附近 ＣＥＲＮ 的能量较低的加速器。不幸的是，它的能
量又太低了。
我们这些建立标准模型的人，自然非常为它骄傲，因为它从大量扑朔
迷离的现象中引出了许多简单性。但仍然有许多理由认为，它并不是基本
粒子的终极理论。
第一，各种力有十分相似的形式，它要求用一种理论统一它们，在这
统一的理论里这些力有同样基本的相互作用但却有不同表现；但在标准模
型里，这些力却要看成是不同的力，不能统一。第二，这个模型不够简单；
它包含有 ６０ 种以上的粒子和它们之间大量的相互作用，而且对所有这些又
没有解释。第三，这个模型包含有一打以上描述这些相互作用的常数（包
括产生不同质量和不同种类粒子的常数）；有这么多在原则上不能计算的
重要常数，这就很难认为这个理论是基本的。最后，引力没有包括进去，
任何想把引力以简明方式引进这个模型的设想，都导致灾难性的困难：一
些物理量计算的结果最终都会出现无限的修正，致使它们毫无意义。
所谓的大统一理论
基本粒子理论家们试图用两种办法克服这些缺点。最直截了当的方法
是把标准模型推广到有些人称之为的一种“大统一理论”（ｇｒ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不过这个名称有点名不符实。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种推广如
何解决前面提到的 ４ 个问题。
第一，需要统一的标准模型中，其相互作用在高能情形下事实上可以
看成是统一的，但需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在能量较低的情况下，这些相互作
用又各不相同了。第二，所有的基本粒子都可以分成不多的几组，每一组
的成员关系密切；这样，在简单化方面可以说取得了很大成就，即使不少
种类的粒子还在不断增多（例如有些新粒子的质量非常之大，以至在可预
见的将来无法观察到），也没有影响这种简单的分类。第三，这个理论所
包含的任意常数比标准模型还要多，而且这些常数在原则上也无法计算。
最后，引力仍然不能包容进去，困难和以前完全一样。
这样的一个理论在一个广泛的能量域里，可能近似有效，但上述的第
三和第四点使我们明白，这个理论还不能看成是基本粒子的基本理论。
爱因斯坦的梦
基本统一理论的探索引向了超越标准模型的第二条道路。这使我们回
想起爱因斯坦的梦想：他想创建一种场论能自然而然地将他的广义相对论

的引力理论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统一起来。在他晚年时期，爱因斯坦提
出了许多组方程，他声称它们可以完成统一大业，但不幸的是这些方程组
都只是纯数学的，不能合理地描述引力和电磁力相互作用。１９７９ 年在耶路
撒冷庆祝爱因斯坦诞生百年纪念大会上，我发现在一枚特殊纪念币的反面
把这些错误的方程铸上去了，我对此表示惋惜。一个科学家在年轻时创立
了那么美丽、正确、关键性的方程，老年却提出了这么些错误的方程，实
在令人扼腕叹息。我还时常困惑，爱因斯坦老年的照片、塑像到处都是（例
如在华盛顿国家科学院广场上的塑像），但这个年老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作
过什么重要的贡献，而他年轻时不仅作出了所有惊人的发现，还穿戴整齐、
英俊潇洒。
爱因斯坦建立统一场论的试图最终失败了，这不仅仅由于他的思考技
巧在退步，而且也由于他的研究有某些特殊的缺陷。除了其他原因以外，
他忽略了这个统一理论中 ３ 个重要的特性：
１．除了引力场和电磁场以外还存在其他的场（一般说爱因斯坦也知道
还应该有其他的力存在，但他没有试图去描述它们）；
２．我们不仅仅要讨论由量子力学揭示的由玻色子（如光子、引力子）
组成的场，而且应该把费米子组成的场考虑在内（爱因斯坦认为，比如说
电子，可以通过什么方法从方程中产生出来）；
３．统一场论必须在量子力学的框架里才能建立（虽然爱因斯坦曾为量
子力学作了一些奠基性工作，但他从不接受量子力学）。
但是，我们理论物理学家都曾被爱因斯坦的梦激励过，不过我们在一
种新的形式下思考统一场论：一个统一的量子场论不仅包含光子、引力子
和所有其他基本的玻色子，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电磁场、引力场和其他一
些场，还应该包含如电子这样的费米子和它们的场。这样的一个理论应该
包含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个公式可以对大量基本粒子和它们相互作用
的多样性作出解释，并且在适当近似的条件下，能引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引力方程和麦克斯韦电磁学方程组。
超弦理论——或许可以实现的梦
上面所说的梦，现在也许可以实现了。一种称为“超弦”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ｉｎｇ）
的新型理论似乎具有完成统一的一些正确特性。特别是“杂化超弦理论”
（ｈｅｔｏｒｏｔｉｃ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它是所有基本粒子和相互作用的统
一量子场论最有成效的候选理论。
超弦理论源自一种靴袢原理（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思想。有一句
古老的格言说，人可以用向上提自己的靴袢的办法把自己提到空中。这意
思是说一组基本粒子可以看成是相同粒子联合成的一种自洽态。所有的粒
子都应看成是组成成分，所有的粒子（即使在某种意义下费米子也不例外）
都应看成是把各组成成分联在一起的力场的量子；还有，所有的粒子都要
以组成成分的束缚态出现。许多年以前，当我在休斯飞机公司对一位听众
描述这种想法时，这位后来成为同步卫星计划领导人的工程师——罗森
（Ｈａｒｏｌｄ Ｒｏｓｅｎ）——问我，超弦理论是不是有点像他们在制作一个电路
时试图对一种干涉信号所作的解释？他们假定信号一直存在，而且证明它
们是自己产生的。这种解释十分成功。我表示同意，靴袢的思想的确有些

与此类似：如果假定粒子存在，它们就会产生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力；最后
出现的束缚态就是同样的粒子，它们与携带力的粒子是相同的。这样的一
个粒子系统，如果存在就是自行产生的。
超弦理论的最初形式是施瓦兹（Ｊｏｈｎ Ｓｃｈｗａｒｚ）和勒伏依欧（Ａｎｄｒé
Ｎｅｖｅｕ）于 １９７１ 年提出来的，当时得到雷蒙德（ＰｉｅｒｒｅＲａｍｏｎｄ）的某些支
持。虽然这个理论在当时看来牵强附会，我还是把施瓦兹和雷蒙德请到加
州理工学院，我认为超弦如此之美妙，那一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接
着 １５ 年或更多的年头，施瓦兹与不同的合作者，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谢
尔克和格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
开始这个理论仅仅只应用到一小类相同的粒子上，理论家们试图用靴
袢原理描述它们。只是到了 １９７４ 年，谢尔克和施瓦兹才认为超弦理论可以
用来描述所有的基本粒子。他们之所以有这种自信，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
理论预言了引力子的存在，这当然也就预言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的存在。此
后大约 １０ 年时间，普林斯顿大学的 ４ 位物理学家建立了一种称为杂化超弦
理论的特殊理论形式。
超弦理论，特别是其杂化形式，可能正是长期寻找的统一量子场论。
在适当的近似时，它自然而然地蕴涵着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而且，当它
把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和其他场的理论与量子场论结合在一起时，不会出
现通常都有的无限大的困难。它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基本粒子有这么多的多
样性。不同种类粒子的数量实际上是无穷的，但在实验室里只能发现一定
数量（例如几百种）、质量足够小的粒子。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个
理论不包含任何任意常数或大量的粒子和相互作用，只有在更深入考查
时，才会可能有一些任意性出现。最后，超弦理论出自一个简单而美妙的
自治原理，即最初人们称之为靴袢的思想。
不是解决一切的理论
在所有有关杂化超弦理论重要的问题中，有一个使我们特别感兴趣：
假定它是正确的，它真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有些人认为它能解决一切问
题，甚至用上了 ＴＯＥ（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这个缩写词。这种说法是
不对的，除非将“所有一切”（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仅仅意指基本粒子和它们之
间相互作用的描述。理论仅靠它自身不可能告诉我们有关宇宙和它所包含
的物质的一切。我们还必须有其他形式的信息。
初始条件和时间之箭
其他信息中的一个，就是宇宙在开始或临近膨胀时，宇宙的初始条件
如何。我们知道宇宙膨胀已有 １００ 亿年。天文学家们利用大倍数望远镜观
察远距离银河系的星团，可以看到这种令人惊诧的膨胀；但当我们观察近
处时，这种膨胀根本观察不到。我们的太阳系不膨胀，我们的银河系和从
属它的星团也不膨胀。其他银河系和星团同样不膨胀。但是，不同的星团
都在向后退行，而这正好显示出宇宙的膨胀。有人把它比为烤葡萄面包。
在酵母粉的作用下，面包膨胀了，但萄葡（银河系的星团）虽然相互离开
了一些，但可以认为葡萄本身并没有膨胀。

宇宙从开始膨胀以后，其行为很明显地不仅仅决定于组成宇宙的粒子
所遵循的定律，而且也决定于其初始条件。初始条件只在深奥难懂的物理
学和天文学问题中才出现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它对我们日常生活
的观察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初始条件决定了时间之箭。
我们想像在看一段影片，一颗陨星飞快地坠入地球的大气层，这时它
会由于高热而在天空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陨星的大部分烧成了灰烬，但
也有些不同大小的陨石冲进地球的大地里。如果我们把电影胶片往回倒，
我们将会看到一块岩石，部分埋在土地中，然后它又升到高空，而且在大
气中作弧线运动时大小和重量不断增加，最后又大又冷的陨星离开地球飞
向天空。影片中时间倒退的顺序，实际上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我们可
以立即断言那是在倒影片胶带。
这种宇宙中未来和过去的不对称性，就是人们熟知的时间之箭。有时
我们根据不同的方面来分立地讨论这种不对称性，并因而冠以不同的时间
之箭的名称。但是，它们都是相关联的，它们最初的起源都相同。那么，
这种起源是什么呢？
时间之箭可以用基本粒子的基本定律解释吗？如果改变方程中时间变
量的符号，描述这些规律的方程的形式仍然不变，我们就说这个方程对于
未来和过去是对称的。如果改变时间的符号使方程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那
么就说该方程对未来和过去是不对称的，或者说违背时间对称。这种违背
在原则上可以说明时间之箭。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小的违背存在，但把这
种效应作为引起时间之箭的一种普遍现象来加以肯定，又有以偏概全之嫌
了。
如果我们沿时间的两个方向观看，我们会发觉其中一个方向在 １００ 或
１５０ 亿年以前，宇宙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状态。这个时间的方向我们称之
为“过去”（ｐａｓｔ），而另一个方向则称为“未来”（ｆｕｔｕｒｅ）。在对应
于初始条件的状态中，宇宙非常小，但这个“非常小”也还是不能完满描
述这种处于特别简单的状态。在很远的未来，宇宙停止膨胀，并开始收缩，
最后宇宙又会变得非常非常小，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宇宙的最终态将
与初始态十分不同。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因之也保持下来。
初始条件的一个候选理论
既然出现了一个可行的基本粒子统一理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要求有
一个近似可取的宇宙初始条件的理论。实际上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它是
１９８０ 年由哈特尔（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ｔｌｅ）和霍金（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提出来的。
霍 金 喜 欢 称 这 个 理 论 为 “ 无 边 界 的 边 界 条 件 ” （ ｎｏ－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这是一个很贴切的名称，但对这个建议特
定的“后继信息”，它并没有反映出来。如果基本粒子的确需要一个统一
理论（哈特尔和霍金并没有明确地假定），那么它们的初始条件的近似修
正形式，就能够从统一理论的原理中计算出来，而且，基本粒子和宇宙所
需的两个物理学基本定律，就成为一个单独的定律。
不是一切，只是历史的概率

不论哈特尔－霍金的想法是否正确，我们仍可提出下列问题：如果我们
确定了基本粒子的统一理论和宇宙的初始条件，那么我们在原则上能够预
言宇宙和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行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物理学诸定律都
是量子力学的定律，而量子力学是非决定论的，它只允许理论作出概率性
的预言。物理学的定律在原则上只允许计算各种不同宇宙历史的概率，这
些不同的宇宙历史描述由于给定了初始条件而发生不同的事件。实际上发
生的序列事件的信息只能从观察中收集到，因此这些信息是基本定律自身
外的附加的东西。由此可知，基本定律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的理论。
上图：放射性核在在时间 ｔ 的衰变后，剩下部分的下降指数曲线；
下图：上升指数曲线
量子理论的概率性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个放射性原子核
有一种所谓的“半衰期”，即在这段时间内它有 ５０％的机会衰变。例如 ２３９ Ｐｕ
（钚的最常见同位素）的半衰期是 ２５０００ 年，这就是说一个今天还存在的
２３９
Ｐｕ 还能生存 ２５０００ 年的机会是 ５０％；生存 ５００００ 年的机会是 ２５％；生
存 ７５０００ 年的机会是 １２．５％，等等。量子力学的自然特性就是说，对于
一个给定的 ２３９ Ｐｕ 核，我们所能知道的信息就是它将会衰变，但我们不能
预言它衰变的精确时刻，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对时间的概率曲线。在我们给
出的图中有一条是下降的指数曲线，一条是上升的指数曲线。一条指数曲
线在相同的时间间隔里，在下降时给出一个几何级数 １／２、１／４、１／８、
ｌ／１６……，在上升时则给出 ２、４、８、１６……上升的几何级数。
在发生辐射时，我们对衰变不能作出精确的预言，衰变的方向更是完
全不能预言。假定 ２３９ Ｐｕ 核处于静止状态，并将分裂成两个带电的碎片，
一个比另一个大得多，而且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那么，对于碎片来说，所
有的方向都应该机会均等，我们没有办法说明碎片将向哪个方向运动。
如果对一个原子核的未来都有这么些东西不知道，那么对整个宇宙，
即使给出了基本粒子统一理论和宇宙的初始条件，该有多少东西基本上无
法预言！远远超出这些假定的简单原理之外，宇宙的每一个可选择的历史
还要依赖于不可置信的大量偶然事件的结果。
由冻结偶然事件而得到的规律性和有效复杂性
那些冻结的偶然事件（ｆｒｏｚｅ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将有一些由量子力学来确
定的偶然结果，这些结果帮助我们确定一些独特银河系（如我们的银河系）
的性质，确定一些特殊的恒星和行星（如太阳和地球）的性质，确定地球
上生命以及我们行星上一些进化的特殊物种的性质，确定一些特殊组织如
我们人类自身的性质，以及确定人类历史事件和我们个人生活的性质。任
何人的基因型都要受到大量的量子偶然事件的影响，不仅仅古老细菌的原
生质会因此而发生突变，而且这些量子偶然事件甚至会影响到抹香鲸的受
精卵。
宇宙的每一个可供选择的历史其算法信息量（ＡＩＣ），受简单的基本定
律的影响十分微小，但却会受到进化道路上量子偶然事件很大的影响。应
指出的是，并非仅仅宇宙的 ＡＩＣ 受这些偶然事件的支配。虽然它们只是偶
然事件，但它们的效应却强烈地影响着复杂性。

宇宙有效的复杂性是一种简明描述了宇宙规律性的长度。像 ＡＩＣ 一
样，这种有效复杂性也只受基本规律少许影响，大部分影响来自由“冻结
的偶然事件”引出的大量规律性。这些偶然事件的特殊后果有各种各样长
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来自于共同的起源而都相互关联。
某些这样的偶然事件其影响极为深远。整个宇宙的性质就受到临近宇
宙膨胀开始时刻的偶然事件的影响。地球上生命的性质就与大约发生在 ４０
亿年前的偶然事件有关。一旦结局特定化以后，这样一个事件的长期影响
就可能具有一种规律性的特征，但决不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一条地理学、
生物学或人类生理学的定律可能由一个或几个放大的量子事件引出，每一
个放大的量子事件可能有不同的结局。这些放大经过各种机制才能发生，
其中包括混沌（ｃｈａｏｓ）现象，在某些情形下，混沌现象会出现输出对输入
有无限大的敏感性。
充分理解偶然事件的意义，对深入理解量子力学的意义是十分必要
的，它将告诉我们在描述大自然时，机遇起了一种基本的作用。

第十一章

量子力学的当代观（量子力学和经典近似）

当量子力学刚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因为它的概率
特性和经典物理学的必然性完全相反。在经典物理学里，我们在原则上可
以知道初始情形精确和完整的信息，由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论
和精确、完整的结论。这种决定论完全不适用于量子力学，但在很多条件
下可以近似地应用，我们把这些可近似应用的领域称为准经典性领域，在
这些领域里经典物理学近似地正确。那些只涉及重物体（ｈｅａｖｙ ｏｂｊｅｃｔｓ）
行为的范围，大致上可以称为准经典性领域。例如，为任何实用的目的，
行星绕太阳的运动可以计算出来，不需要量子修正，对这样的问题量子修
正可以完全忽略不计。如果准经典领域没有如此重大意义，那么，物理学
家就不可能发展经典物理学，也不可能将它用来解决任何问题，而经典理
论物理学家如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也不可能取得惊人的成功，不可能预
言观测的结果。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当新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如库恩所
称呼的）被采纳后，旧的范式并不会抛掉，在适当的极限情形下还仍然具
有有效的近似性（这就像牛顿的引力理论在相对于光速很低的速度情形
下，虽然对于爱因斯坦引力理论是一种近似，但却仍然具有巨大的应用价
值）。但是，经典物理学只是一种近似，而量子力学在现在看来才是精确
正确的。量子力学于 １９２４ 年发现后，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只是到现
在才接近了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个解释使我可以深刻了解，为什
么日常经验中准经典领域是大自然更深层的量子力学特性的结果。
被测系统的量子力学近似
当量子力学的发现者最初阐述量子力学时，它经常被描述为受到严格
限制和以人类为中心（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的样子。这种描述方式一直延续
到今天。这种阐述大致上是这样的：某些实验（如一种特定核的辐射衰变）
被同样地一再重复，实验的结果每次都由一位物理学家用某种仪器作了最
好的观测。物理学家和仪器被假定在所研究系统之外，而且这个假定被认
为十分重要。物理学家把实验中出现的各种可能结果都记录下来（例如衰
变的时间）。当实验次数无限制增多时，记录下来的东西就会向不同结果
的概率接近，这个概率就是量子力学理论可以预言的东西。作为时间的函
数，辐射衰变的概率与经历不同时间间隔后留下的未衰变核的数额有密切
关系，如图 １０—１ 所示。衰变的概率归结为一条近似的曲线。
量子力学的这种初始的解释（即限制在外部的观测者要多次重复实
验）由于太特殊，因此不能认为它表达了量子力学的基本特征，特别是现
在意识到量子力学必须用于整个宇宙，就更不能这样认为了。这种初始解
释并没有错，但它只能应用到那些需要描述的情况。而且，在更广泛的意
义上说，这种解释必须认为不仅只特殊，而且是近似的。我们宁愿把这种
解释视为“被测系统的量子力学近似”。
现代近似法
为了描述宇宙，很明显地需要一个更普遍的量子力学诠释。因为在观

测宇宙时，没有外部的实验工作者和外部的仪器，而且我们也没有机会重
复（宇宙不可能有复制品）。无论怎么说，宇宙也许不会不关心在某个模
糊不清的行星上，人类进化到可以研究宇宙的历史；宇宙将继续遵循量子
力学定律，而不会考虑物理学家的观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量子力学的
现代解释在最近几十年发展了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需
要清楚地了解对我们周围世界的两种描述（量子力学的和近似经典的）之
间的关系。
在早期量子力学的讨论中，人们常常暗示，有时是明确地说，除了量
子力学之外还有一个经典的领域，因此，基本物理的理论除了量子力学的
以外，有时还需要经典定律。对于由经典物理培养出来的一代人来说，这
种方案似乎令人满意，但对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方案就显得奇
怪，而且也不必要。在量子力学的现代诠释中，人们提出，准经典领域出
现在量子力学定律里，其中包括宇宙开始膨胀时的初始条件。要想了解这
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最先提出现代近似法的是已故的艾弗雷特第三（Ｈｕｇｈ Ｅｖ－ｅｒｅｔｔ Ⅲ），
他是惠勒（Ｊｏｈｎ Ａ Ｗｈｅｅｌｅｒ）在普林斯顿的研究生，后来成了美国五角大
楼武器系统评估小组的成员。从他以后，有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研究这个内
容，其中有哈特尔和我。哈特尔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和 ＳＦＩ 工作过，
他是一位优秀的理论宇宙学家，还是一位研究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专家。
早在 ６０ 年代当他还是加州理工学院我的博士生时，他的学位论文就是研究
基本粒子理论。后来，他和霍金写了一篇论文“宇宙的波函数”（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这篇日后大有作为的文章对量子宇宙场的
建立，起了重大作用。１９８６ 年以后，哈特尔和我一直在一起研究，想弄清
如何表达量子力学，特别是在有关准经典领域里。
我们认为艾弗雷特的工作有重要价值，但我们又相信还有很多的工作
等待我们去干。像其他成果一样，艾弗雷特对词汇的选择和后来一些人对
他的工作的注释，造成了混乱。例如，他经常用“多世界”（ｍａｎｙ ｗｏｒｌｄ）
来进行解释，但我们相信，多世界的真正意思应该是“多种宇宙可选择的
历史”。除此之外，这些多世界被认为是“完全相等的真实”，我们认为
把它解释为“所有的历史从理论上看都是相同的，但它们有不同的概率”，
这将更加明确而不会引起迷惑。使用我们建议的语言，讲的还是大家熟悉
的概念，即一个给定的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历史，每一种历史有它自己的概
率；没有必要使人们心神不安地去接受都具有相同真实性的多个“平行的
宇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ｓ）。一位有名的非常精通量子力学的物理学
家，他从艾弗雷特阐述的诠释者的诠释中得出一个推论：接受这个理论的
任何人将希望在俄罗斯赌盘机上进行豪赌，因为在某些“相同真实”的世
界里，玩赌的人不仅活着，而且成了富翁。
另一个语言学上的问题是，艾弗雷特在大部分连接关系上避免使用“概
率”这个词，他宁愿使用人们不太熟识但在数学上等价的概念“量度”
（ｍｅａｓｕｒｅ）这个词。哈特尔和我认为这样毫无益处。而且，除了词汇以外，
艾弗雷特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而且主要的挑战并非语言这类
问题，而是要填充我们在理解量子力学时出现的那些空隙。
哈特尔和我都是一个国际理论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试图用不同的方
法来建构量子力学的现代解释。其中有些人作出了有特殊价值的贡献，如

格里菲斯（Ｒｏｂｅｒｔ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和欧姆内斯（Ｒｏｌａｎｄ Ｏｍｎèｓ），后者和我
们一样相信历史的重要；还有，朱斯（Ｅｒｉｃｈ Ｊｏｏｓ）、蔡赫（Ｄｉｅｔｅｒ Ｚｅｈ）
和朱里克（Ｗｏｊｃｉｅｃｈ Ｚｕｒｅｋ），朱里克常常会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量子
力学用历史进行表述，是费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ｙｎｍａｎ）提出的，而这又是建立
在狄拉克早期的工作上，这种表述不仅有助于弄清量子力学的现代解释，
而且对于在量子力学中考虑爱因斯坦引力理论时十分有用，这正如量子宇
宙学中的情形一样。时空几何学将被视为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的主题，而
奠基在多历史上的方法，对这种情形将会作出特别好的处理。
宇宙的量子态
任何处理量子力学的方法都少不了一个基本概念：量子态（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ｔａｔｅ）。我们现在考虑一种简化了的宇宙图像：各个粒子只有两种属性—
—位置和动量，也不考虑所有粒子在一给定型的不可区别性（例如所有电
子的可交换性）。在这种情形下，整个宇宙的一个量子态意味什么呢？我
们最好在考虑整个宇宙之前，先讨论一个单个粒子的然后是两个粒子的量
子态。
在经典物理学里，我们将理所当然地要同时给出特定粒子精确的位置
和动量，但在量子力学中由于不确定性原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粒
子的位置可以精确地确定，但它的动量将完全不能确定；这种情况我们用
一个位置确定的状态来描述单个粒子的一种特殊的量子态。在另一种量子
态的情形中，动量可以精确给出，但位置却完全不确定。除这两种量子态
以外，单个粒子还有无限种其他可能的量子态，在这些量子态里位置和动
量都不能精确地给出，对应于每一种量子态只有一种涂抹成一片的概率分
布。例如，氢原子由一个电子（带负电荷的）位于一个质子（带正电荷的）
的电场中组成，这个电子可以处于能量最低的量子态，这时电子的位置处
于原子尺寸大小的空间中，而它的动量也就有了相关的分布。
现在考虑有两个电子的“宇宙”。从理论上说，在这种状况下每个电
子的量子态有无限的多，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形不会常常发生，因为这两个
电子要相互作用，特别是它们之间有电的排斥力。例如氦原子，它由两个
电子和两个带正电荷的核组成，这两个电子还处于核的正电场之中。在核
原子最低的能态下，每个电子自身不可能有无数个量子态，尽管我们有时
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近似来处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由于电子相互作
用的结果，它们共同的量子态只能是两个电子彼此相关状态的一种。如果
你只对其中一个电子感兴趣，你可以把第二个电子的所有位置（或者动量
或者其他属性的值）“加起来”（ｓｕｍ ｏｖｅｒ），那么你感兴趣的那个电子
就不再处于无限个（纯）量子态，而只有对于各种纯单个电子量子态的一
组概率。这时，你感兴趣的电子就被说成是处于“混合量子态”（ｍｉｘｅｄ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ｔａｔｅ）。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讨论整个宇宙的量子态了。如果宇宙处于一种纯量
子态，这种量子态将是宇宙中所有单个粒子彼此相关联的状态。如果我们
把宇宙某些部分所有状况全部加起来，那么宇宙剩下的（即未加进去的）
部分就处于混合量子态。
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处于一个纯量子态。哈特尔和霍金在作了这种

假定时，提出了纯量子态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存在于临近宇宙开始膨胀的
时刻。如他们早期假说所规定的那样，宇宙的初始量子态是由基本粒子的
统一理论来表述的。此外，这同一统一理论可以决定量子态如何随时间而
变化。但是，一个整个宇宙量子态的完整而详尽的说明，即不仅是初始而
且是所有时间的量子态说明，仍然无法为量子力学提供一种解释。
宇宙的量子态好像是一本书，它包含有对无穷尽各种问题的答案。但
是，如果没有一张表列出这些要问的问题，这本书实际上没有用处。建立
量子力学的现代解释，用的方法是只对宇宙量子态提出恰当的问题，然后
加以讨论。
既然量子力学是概率的而不是决定论的，那么要问的这些问题必然是
有关概率的问题。哈特尔和我，像格里菲斯和欧姆内斯一样，利用这样的
事 实 ， 即 所 问 的 问 题 最 终 总 是 与 宇 宙 可 选 择 的 历 史（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有关。谈到“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我们并不强调过去而忽视
将来，也不意味着我们主要指人类历史那种记录下来的东西。历史仅仅是
一种对事件的时间序列——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叙述。关于可选择历
史的问题可能是以下样式：“这个特定的而不是另一个宇宙历史出现的概
率是什么？”或者是“断定了一种宇宙历史以后，那么，另外那些附加陈
述的概率又是什么？”后一个类型的问题常常以熟悉的形式出现：“断定
了过去和现在，那么，会成为真实未来的那些陈述的概率到底是什么？”
赛马场上其他可选择的历史
在赛马场上我们会碰上一个概率问题，这与我们称之为真正的赌注差
额（ｔｒｕｅ ｏｄｄｓ）有关。如果一匹赛马获胜的真正差额是 ３ 对 １（即赌输时
付 ３，赌胜时付 １），那么那匹马获胜的概率是 １／４；如果真正的差额是 ２
对 １，那么概率是 １／３，等等。（当然，差额是赛马场的喊价，并不是真正
的差额，也不能据此得到真正的概率。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如
果有 １０ 匹马参赛，每一匹都有一些获胜的正概率（或者让人绝望的零概
率！），如果只有一匹马获胜，那么这 １０ 个概率加起来就是 １。这 １０ 个
可供选择的结果互相排斥（只有 １ 匹马获胜），也不会遗漏（总有 １ 匹马
获胜）。这 １０ 个概率有一个明显的特性，那就是它们可以相加：举例说，
无论是第 ３ 或第 ４ 匹马获胜的概率，正好是第 ３ 和第 ４ 匹马单个获胜概率
之和。
进一步将赛马的经验与宇宙历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考虑一系列比赛
的情形，比如说每次 １０ 匹马的比赛进行了 ８ 次。为了简单性，假定只有获
胜事件（不是“前三名”或“表演”）而且每次比赛只有一个获胜者（没
有并列名位）。那么，８ 个获胜者的名单就是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是相互
排斥的、没有遗漏的，这有如每次比赛的情形一样。可选择历史的数目，
是 １０（其中每个 １ 代表一次比赛）的 ８ 个因子的乘积，或者说总数共有 １
亿之多。
不同获胜序列的概率也有同样的可加性，如同所有单个马在一次比赛
获胜的概率一样：这个或另一个特定系列的将要获胜的概率，是两个序列
单独概率之和。在某种形势下，这种或另一种序列都可发生，这种形势可
以称之为“联合历史”（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我们把两个单个可选择的历史分别称为 Ａ 和 Ｂ。可加性指出，
“Ａ 或 Ｂ”
的联合历史的概率是 Ａ 的概率和 Ｂ 的概率之和。这就是说，我明天去巴黎
或留在家里的概率，是我打算去巴黎的概率和打算留在家里的概率之和。
如果不遵守这种规则，就谈不上概率。
量子力学中可选择的历史
假定有一组宇宙的可选择的历史已经确定下来，而且这些历史没有遗
漏而且相互排斥，那么，量子力学总是能对每一种情形赋予一个概率吗？
令人奇怪的是，并不能总是如此。量子力学只能对每一对这样的历史赋予
一个称为 Ｄ 的量，和提供用宇宙量子态计算 Ｄ 的一个规则。成对的两个历
史可以不同，像可选择的 Ａ 和 Ｂ；但它们也可以相同，如 Ａ 和 Ａ。Ｄ 的值可
以由表式 Ｄ（Ａ，Ｂ）给出，Ｄ（Ａ，Ｂ）念成 Ａ 和 Ｂ 的 Ｄ。如果成对的两个历
史都是 Ａ，那我们就得到 Ｄ（Ａ，Ａ）。如果它们中的两个都是 Ａ 或 Ｂ 联合的
历史，那么 Ｄ 的值就用 Ｄ（Ａ 或 Ｂ，Ａ 或 Ｂ）表示。
当成对的两个历史是相同的，那么 Ｄ 的值就在 ０ 和 １ 之间，这和概率
一样。事实上，在某些条件下，Ｄ 可以解释为历史的概率。为了弄清楚这
些规则，我们考察下面一些量的关系：
Ｄ（Ａ 或 Ｂ，Ａ 或 Ｂ），
Ｄ（Ａ，Ａ），
Ｄ（Ｂ，Ｂ），
Ｄ（Ａ，Ｂ）＋Ｄ（Ｂ，Ａ）
头 ３ 个量的值在 ０ 和 １ 之间，与其概率相同。最后的一个量可正可负，
也可以为零，但不是一个概率。在量子力学中计算 Ｄ 的规则是：第一个量
是其他 ３ 个量之和。但是，当 Ａ 和 Ｂ 不同时，如果最后一个量总是零，那
么 Ｄ（Ａ 或 Ｂ，Ｂ 或 Ａ）就正好等于 Ｄ（Ａ，Ａ）加上 Ｄ（Ｂ，Ｂ）。这就是说，
在两个历史不同而 Ｄ 又总是零的情形下，一个历史和那相同历史的 Ｄ 总具
有相加特性，并因此可以解释为是那种历史的概率。
第 ４ 个量被称为历史 Ａ 和 Ｂ 之间的干涉项。如果在组中每一对不同的
历史都不为零，那么在量子力学中，概率性就不能赋给这些历史。因为它
们彼此“相干”。
既然量子力学在任何情形下能做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是预言一种概率，
那么当两种历史相干的情形下，量子力学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仅仅在建
构不相干的联合历史时，这些历史才有用处。
宇宙的精粒历史
宇宙的完全精粒历史（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是指
在时间的任何瞬刻都能对历史作尽可能完备的描述。对此，量子力学怎么
看待呢？
我们继续利用简化了的宇宙图像，在这种图像中粒子只有位置和动量
两种属性，而且在给定情形下粒子之间的不可分辨性不予考虑。如果经典
决定论的物理学完全正确，那么，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在任意给
定的时刻里，都可以精确地给出。因此，经典动力学在原则上可以确定地

预言所有粒子在未来任何时刻的位置和动量。至于混沌现象，即初始位置
和动量最轻微的含糊不清，都会对未来的预言带来任意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情形在原则上不影响经典理论的完全决定论，它仍然是正确的，仍然
可以给出完整的信息。
在量子力学里，经典物理学仅仅是一种近似，那么上述的情形又会怎
么样呢？首先，一个粒子在相同时刻里有精确的位置和动量这种说法不再
有意义；这是由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指出的。因此，在量子力学里简化了
的宇宙在给定时刻的状况，只需给出所有粒子的位置就行了（或者只给出
所有粒子的动量，或者给出某些粒子的位置和另一些粒子的动量）。在量
子力学中，一种简化宇宙的完备的精粒历史，可以由所有的粒子在所有时
刻的位置来确定。
既然量子力学是概率性而不是决定论性的，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一
个对于每种精粒历史的概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精粒历史之间的干涉
一般不会消失，因此不能将概率赋给这样的历史。
但在赛马中，买彩票的人并不会为各系列获胜者的相干项而发愁。这
是为什么呢？买彩票的人只要适当相加就可以得到真正概率，这是怎么回
事呢？而量子力学在精粒层次上提供的量，在相加时却受到干涉项的阻
碍，这又该怎么办？答案是：为了得到实际的概率，还必需考虑足够粗粒
的历史。
粗粒历史
８ 匹赛马的序列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且也可以作为宇宙一种极粗粒
历史（ｖｅｒｙ 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的具体例子。既然只考虑列在单子
上的胜利者，则粗粒指的是以下几点：
１．除了竞赛获胜的时刻以外，宇宙历史所有其他时刻均忽略；
２．在所考虑的时刻里，只追踪进入竞赛的那些马，而忽略宇宙中所有
其他物体；
３．在这些马中，只追踪每次竞赛中获胜的马，而且除了这马的鼻尖以
外，马的其余部分均忽略。
量子力学中的宇宙历史，粗粒化后其意义是说：我们只追踪某些时刻
的某些事情，而且仅达到某种细节的水平上。一种粗粒历史可以看成是一
类可选择的精粒历史，它们在需要追踪的特定内容上完全相同，但在不需
追踪而只需相加的内容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行为。在赛马的情形下，每一
种粗粒历史是这样一类的完全精粒历史，在特定的下午、特定的跑道上，８
匹获胜马享有相同的序列，虽然这类精细历史可以在所有可能选择的、具
有另外特性的宇宙历史中改变！
所有的宇宙精粒历史，可以分成许多类，每一个这样的精粒历史属于
一个类，而且也仅属于一个类。这些没有遗漏和相互排斥的类就是粗粒历
史（例如当 ８ 匹获胜赛马彼此没有关联时有不同的可能序列）。假定一给
定的类仅包括两个精粒历史 Ｊ 和 Ｋ，那么粗粒历史将是“Ｊ 或 Ｋ”，意思是
或是 Ｊ 或是 Ｋ 发生。同样，如果类包含许多精粒历史，那么粗粒历史将是
任意一个精粒历史发生的联合历史。
数学家把这些粗粒历史称之为精粒历史的“等价类”（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每一个精粒历史属于一个也仅属于一个等价类，所有这些类又
看成是等价的。
我们想象宇宙中唯一的事物就是 ８ 匹赛马和某些数量的马蝇，而且所
有的马能做的事就是取胜或不取胜。在这个过分简化以至可笑的世界里，
每个精粒历史只包含获胜马的序列和有关马蝇的一些特别故事。如果粗粒
历史只关心马和它们的胜利，而忽略马蝇，那么每个这样的历史将包含这
样一组精细历史，其中每一历史里获胜马匹有一特别序列、马蝇中有某种
故事。一般说来，每一粗粒历史是若干精粒历史的等价类，这些精粒历史
的特征是对跟踪的现象有特定的描述以及被忽略的各种现象有任意可能选
择的描述。
粗粒可以洗掉干涉项
对于宇宙的量子力学历史，我们如何对精粒历史分组，从而与具有真
正概率的粗粒历史等类？怎么样让适当的粗粒历史之间没有干涉项？答案
是两个粗粒历史之间的干涉项，是所有成对精粒历史（它们属于两个粗粒
历史中的一个）干涉项的总和。所有这些项（它们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
的总和，可以消去大量的项，然后给出一个很小的结果，或正或负或为零。
我们记得，一个历史的 Ｄ 和历史自身，像一真实的概率一样，总是在 ０ 和
１ 之间；当这样的一些量相加，它们是不会相消的。
宇宙中任何事情的任何行为，如果在粗粒历史中被略去，我们就可以
说在这种求和过程中被“加遍了”（ｓｕｍｍｅｄ ｏｖｅｒ），所有被粗粒历史丢下
的细节，所有没有被追踪的时间、地点和客体，都被加遍了。例如，各等
价类可以将所有精细历史（其中有些粒子在每一时刻有确定位置，而所有
的另一些粒子在简化的宇宙中完全没有确定位置）集合到一起。然后，我
们可以说，第一组粒子的位置在每一时刻都被追踪，而第二组粒子的位置
被忽略了，或者说加遍了。
还有一种粗粒历史，可以认为只是在某些时间里追踪了第一组粒子的
位置，这样，在所有其他时间发生的事情就被加遍了。
粗粒历史的脱散——真正的概率
如果每对粗粒历史之间的相干项为零，无论是精确还是极好的近似，
那么所有的粗粒历史就被称为脱散（ｄ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了。这样，每个粗粒历
史的 Ｄ 值和历史本身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概率，同时具有相加的特性。实际
上，量子力学经常应用到脱散的粗粒历史组中，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预言
一些概率。附带说一句，Ｄ 被称为脱散函数（ｄｅｃｈｅｒｅ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函数”一词是指它依赖于历史。
拿赛马场下午的情况来说，粗粒化的意思是可以用如下办法总加起
来：宇宙每个东西的命运都加遍了，只除开一个特定跑道上竞赛的获胜者；
所有时间发生的事件也加遍了，除开 ８ 个竞赛在特定的那天获胜的那一瞬
间。最后的精粒历史脱散了，也有了真正的概率。由于我们的日常经验，
使我们对这种事情如此发生并不感到惊奇，但我们却急于想知道它是怎么
发生的。

缠结和脱散的机制
脱散的机制使得干涉项加起来以后成为零，并允许指定概率，那么这
种脱散的深层解释是什么呢？跟随着粗粒历史中被忽略或加遍以后，出现
了缠结（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竞赛中马和骑手都要与空气中的分子、跑道上
的沙粒和马粪、太阳的光子和马蝇相接触，所有这些在竞赛的粗粒历史中
都要加遍。竞赛的各种可能结果，与在粗粒历史中所有被忽略者的不同命
运有关。但这些命运被加遍了，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加法中只要有适
当条件，涉及不同命运被忽略的历史间的干涉项可以消失。由于缠结，不
同竞赛结果间的干涉项，也可以给出零结果。
如果不考虑那些脱散的粗粒历史，而考虑一种精粒历史的极端情形，
即有非零的干涉而没有真正的概率，我们就会变得犹豫起来。这种历史可
能发生，但得跟踪整个竞赛过程，跟踪马身体内的每一个基本粒子和与每
个马接触过的所有东西。但我们不必走极端，去寻找完全不缠结（即彼此
相干）的历史。举一个著名的实验为例：从一个很弱的光源发出一个光子，
它可以自由通过屏上两个缝中的任意一个，然后到达探测器上给定的一点
——这两个历史相干，也不能给出概率。因此，说光子通过哪一个缝是毫
无意义的。
概率和赌注差额的报价
为了明确起见，有必要再一次强调，对充分的粗粒历史，由量子力学
和一个正确的物理理论给出的概率是最好的概率，它可以计算。对一序列
赛马，这种概率就相应于我们曾说过的真正的赌注差额（ｔｒｕｅ ｏｄｄｓ）。但
是，在一次赛马中实际报出的赌注差额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它们只反映了
参加赌注的人对即将进行的竞赛的某些估计。而且，相应的概率加起来绝
不可能为 １，这是因为竞赛需要获取利润。
轨道上一个物体的脱散
为了说明脱散的普遍性，我们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太阳系里一个物体
轨道的近似描述。这个物体的大小可以从一个大分子到一个行星——一颗
尘埃，一颗彗星，或者是一个小行星。我们考虑粗粒历史，即宇宙中所有
其他物体的命运都加遍了，而且这个物体所有内部特性也都加遍了，剩下
的只是在所有时间里质心的位置。除此而外，还假定位置自身只近似处理，
这样，我们就只考虑很小的空间区域，而在每个小区域内部位置的概率都
加遍了。最后，假定粗粒历史把大部分经历的时间都加遍了，只跟踪在一
小段时间间隔的时间序列中物体的近似位置。
假定轨道上物体的质量是 Ｍ，小空间区域的线性尺寸是 Ｘ，时间间隔是
Ｔ。在 Ｍ、Ｘ 和 Ｔ 值很宽的域值里，物体在太阳系的不同的可能粗粒历史将
会在很高的精度上脱散。决定脱散的主要机制仍然是该物体与其他物体常
见的相互作用，这些其他物体的命运也被加遍了。在一个著名的例子里，
这些物体是构成背景电磁辐射的光子，这种电磁辐射是宇宙膨胀开始（大

爆炸）时遗留下来的。我们观察的轨道上的物体会不断地遇到这些光子，
并让它们散射开去。每次物体和光子相遇，由于它们之间的碰撞，它们的
运动会发生变化。但是，所有光子不同的运动方向和能量都被加遍了，于
是这些方向之间、能量之间的干涉项就被洗掉了（ｗａｓｈ ｏｕｔ）。同样，轨
道上物体不同粗粒历史中的干涉项也洗掉了。
历史（如太阳系里物体质心在某一特定时刻逐次的近似位置）之所以
脱散，是因为物体与那些加遍了的物体（如背景辐射中的光子）不断相互
作用。
这个过程回答了 ５０ 年代早期费米（Ｅｎｒｉｃｏ Ｆｅｒｍｉ）常常向我提出的一
个问题，那时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共事。费米的问题是：既然量子力学是正
确的，为什么火星不从它的轨道上向外散开？习惯的答案是：火星每次都
在一个确定的位置，那是因为人正在看它。这个答案我们两人都熟知，但
我们都认为这个答案太愚蠢。具体的解释是费米死后才得到的。这是由于
有了蔡赫、朱里克和朱斯等理论物理学家，他们研究了脱散的机制，如我
们刚才涉及背景辐射中的光子那样的情形。
从太阳发出的光子被火星散射开以后，也都加遍了，从而促使行星不
同位置脱散，正是这些光子允许人们看到了火星。所以，当我们观测火星
时看见它像一条红色鲱鱼，但使这观测成为可能的物理过程却根本与红色
鲱鱼无关，我们可以认为行星绕太阳运动的不同粗粒历史之所以脱散，其
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物理过程。
脱散的历史形成一棵分枝树
这种脱散的机制，使准经典领域（包括日常经验）得以存在。这个领
域由一些脱散的粗粒历史组成，这些历史又可想像为一种树状结构。玻格
斯（Ｊｏｒｇｅ Ｌ ．Ｂｏｒｇｅｓ）在他的一个聪明的小故事中说，这样一种结构犹如
一个“不断有岔路的公园”。在每一分岔处，都有相互排斥的可供选择的
历史。两个这样可供选择的历史经常用一条路的岔口表示，如弗罗斯特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ｏｓｔ）的诗“不走的那条路”中那样。
这种结构恰好在宇宙膨胀开始之时（或之后）作第一次分岔，进入可
替换的可能性中。每一个分枝很快又分裂成岔，步入进一步可替换的可能
性中，而且一直这样下去。每一次分枝，对可供选择的历史都有定义好了
的概率。在它们之间没有量子干涉。
这种情形在赛马的例子中已经很好地叙述过。每次比赛涉及 １０ 个分
枝，有 １０ 个获胜者可供选择，而每一个获胜者又会在下次比赛中，进一步
分枝为 １０ 个不同获胜者可供选择。
在赛道上，一次比赛对另一次比赛的概率通常没有很大的影响。例如，
一个骑手由于前一次失利会变得十分沮丧而影响下次比赛，这实际上并不
常见。但是不论怎么说，在宇宙可供选择历史的分枝树上，一次分枝的结
果可能深刻影响后继分枝的概率，甚至可以影响到后继分枝中可供选择历
史的性质。例如，物质冷凝为火星可能取决于几十亿年以前的一个量子偶
然事件；在那些不会让火星出现的分枝中，进一步的分枝就会明显地与那
些使火星不会出现的可供选择的命运有关。
宇宙可供选择的脱散的粗粒历史的树状结构，不同于人类语言或生物

物种之类的进化树。在进化树的情形下，所有的分枝都出现在同样的历史
纪录中。例如，拉丁语系的语言都是由一种近期拉丁语分出来的，但拉丁
语系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
大利语、卡特兰语和其他一些拉丁语系的语言，都是今天还一直在说的语
言，即使那些现在已灭绝了的语言，如达尔马希亚①语，也是一度实际使用
过的语言。相反，可供选择的脱散的历史树，其分枝是相互排斥的，而且
只有一枝可以被观察者看到。即使是提出多世界理论的艾弗雷特，他认为
他的多世界都同样真实，但他也没有断言在这些分岔的世界中可以观察到
多于一个以上的世界。
惯性大和近经典行为
仅仅脱散性（起因于历史分枝为不同的而又具有概率明确定义的可供
选择的历史）自身，还不是准经典领域（包括日常经验）唯一重要的特性。
这个领域还显示出大量经典的行为（因此也是“准经典的”行为）。火星
在一序列挨得很近的时间里连续的位置，不仅仅具有真正的概率，而且这
段时间里的位置，还彼此高度相关（概率非常相近）。在很高的近似情形
下，它们相当于一个意义明确的绕太阳转动的经典轨道。这个轨道遵循太
阳和行星引力场中的牛顿经典方程，只需对爱因斯坦改进了的（广义相对
论的）经典理论和行星与轻物体（例如背景光子）相撞引起的很小的摩擦
力作小小的修正就行了。我们曾说过，这些小物体被忽略了，因此在跟踪
火星运动的粗粒历史中这些小物体被加遍了，这也正是粗粒历史脱散的原
因。
当行星不断受到光子任意轰击时，为什么它还能沿着决定论的经典轨
道运动？回答是：轨道上的物体越重，它的不稳定性就越小，它在轨道上
的运动就越平稳。这是因为行星的质量 Ｍ，即它的惯性，抵挡住了打击，
允许行星在很好的近似上按经典规律运动。一个原子，或者一个小分子，
它们都太小，因此不可能在轨道上稳定地运动，太阳系里的任何物体与它
相撞就会将它的平稳性破坏。一粒足够重的尘粒可以在轨道上较平稳地运
动，一艘小的宇宙飞船就更平稳了。但即使是一艘宇宙飞船在太阳风（由
太阳发射的电子组成）的轰击下也会有些振动。飞船和这些电子间的碰撞，
对证实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常精密的实验，足以产生干扰；正是这种原
因，要做这样的实验最好把雷达发射器放到火星上，而非放到空间探测器
上。
虽然我们把准经典行为归因于物体的重量，但更精确地说应归因于惯
性足够大的物体的运动。一罐非常冷的液体氦，它足够大也足够重，但是
因为它内部某些运动的惯性很小，它会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量子效应，开口
罐内的液体竟可以爬出容器。
涨落
物理学家有时想区分量子涨落（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和经典涨落。经典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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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例子有热涨落，它与炽热气体中分子的运动有关。在量子力学中要达
到脱散的粗粒化，这意味着许多变量必须加遍，这些变量很可能包括那些
描述分子运动的一些变量。经典的热涨落试图将自己与量子涨落混为一
团。一个沿经典轨道运动得很好的重物体，可以立即承受住两种涨落的效
应；同样，一个较轻的物体则可能明显受到两种效应的影响。
由轻物体反复碰撞引起的不规则的运动，在 １９ 世纪早期受到植物学家
布朗（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的注意，以后他研究的这种不规则运动就称为布朗
运动。这种运动很容易观察到，我们将一滴墨水滴进水里，然后在显微镜
里观察墨水粒。它们那种极不平稳的运动，被爱因斯坦用墨粒与水分子碰
撞引起的涨落，作了定量的解释。这样，分子第一次被人们有效地观察到
了。
薛定谔猫
在准经典领域里，物体近似遵循经典定律。它们会发生涨落，但这些
涨落是一些叠加在相当经典行为模式上的单个事件。一旦这一情形出现
了，那么，另一个经典物体在历史上的涨落，就可以放大到任意的等级。
一架显微镜可以放大一个墨粒被一个分子撞碰的图像，一张照片可以无限
期保存这放大了的图像。
这使我们想起了关于薛定谔猫的著名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一个量子事
件被放大，使它可以控制一个猫是否会被毒死。这样的放大即使不太精巧，
但是完全可行。将一个装置挂在猫头上，这只猫的生命将决定于，例如，
一块核碎片在衰变时辐射的方向。（在今天，一个人利用热核武器可以用
相同的方法确定一个城市的命运。）
通常对薛定谔猫作如下讨论：描述在死猫和活猫两种剧情中无法断定
的量子干涉。但是，活猫与外界有明显的相互作用，例如呼吸；而且即使
是死猫，它也在某种意义上与空气相互作用。把猫放在箱子里也没有用，
因为箱子要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因此，猫还是与外界发生了相互作用。
因此有大量机会，使猫活着的粗粒历史与猫死了的粗粒历史之间脱散。活
猫和死猫剧情脱散；两种剧情之间不会相干。
也许正是猫故事的相干状况，使霍金声称：“当我听到关于薛定谔猫
的故事时，我就摸我的枪。”其实他是模仿约斯特（ＨａｎｎｓＪｏｈｓｔ）的一句
话：“当我听到‘德国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失去安全感而抓起我的
勃朗宁手枪。”
假定决定猫命运的量子事件发生了，但我们在没有打开装猫的箱子以
前，并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既然两个结果是脱散的，那么这种情况和
一种经典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即一个装有野兽的箱子在长距离空运到达
目的地后，我们在打开箱子时，那可怜的野兽可能死了，也可能还活着，
两者有相同的概率。但是人们浪费了大量的纸张去讨论那猫的假定的离奇
古怪的量子力学状态：猫在同时既死了又活着。没有任何真实的准经典物
体能够呈现出这种行为，因为猫与外界宇宙的相互作用，会使可选择的结
果脱散。
对惯性和准经典性的附加的粗粒化

准经典领域很自然地要求历史足够的粗粒化，以使这些历史能够在高
度近似情况下脱散；但它还要求能进一步粗粒化，使历史上跟踪的对象在
相当程度上有足够的惯性能够抵挡涨落，这些涨落显然与加遍了的事件有
关。然而，相对经典行为来说这儿还是有一个小的偏离，有时候这偏离还
会很大。
对惯性大的物体需要附加的粗粒化，其原因是足够大块的物质可以被
跟踪，而且这些大块物质可有很大的质量。（如果某些稳定或近乎稳定的
具有大质量的基本粒子可以得到，它们将提供一种不同的大惯性源。这些
粒子在实验中尚未见到，但它们很可能存在；如果真的存在，它们将在宇
宙膨胀最早期的时刻起重要的作用。）
测量情境和测量
一个量子事件可能变得与准经典领域的某事件充分相关。这种情形在
猫故事敏感的部分出现过，在那儿量子事件与动物的命运相关。这儿有一
个比较简单而又不那么惊奇的例子：一块不纯的云母晶体中出现一个放射
性核，这个核在衰变时只放射出两个向相反方向运动的带电碎片。其中一
个碎片的运动方向在衰变发生前完全不能确定；但在衰变后它与留在云母
中的一个痕迹完全相关。准经典的历史，像软辐射留下来的痕迹一样将所
有要考察的加遍了，让彼此散开的不同方向彼此脱散。对于那些留下的痕
迹，在通常温度下可以保留几十万年或更长的时间；当然仅仅只有持续的
存在是一个（即使是不重要的一个）经典历史的例子。放射性衰变已触及
到准经典的领域。
由于自发核分裂时留下的蜕变产物，在矿物中累聚起来形成的痕迹，
常常用来测定矿石形成的年代；这种方法称为分裂跟踪测定法（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ｄａｔｉｎｇ），它可以用来测定几十万年以前生成的岩石。假定一个物理
学家要对一个特定的痕迹进行研究。当他或她要测定岩石的生成年代时，
他或她可以被认为在测量放射性核衰变的方向。无论怎么说，那痕迹在出
现之日就一直留在那儿，并不是物理学家注意到它时它才存在（如像某些
笨拙的量子力学描述可能猜测的那样）。当核衰变和痕迹形成之时，一种
测量的情境就存在了；这就是一种与准经典领域的强相关已经建立起来
了。实现具体的测量可以用一只蟑螂或者其他复杂的适应系统。这种测量
包含着“注意”（ｎｏｔｉｃｉｎｇ）一个特定可供选择的对象，它产生于一组具
有不同概率的脱散的可供选择对象。这正像赛马场上发生的事情一模一
样：我们“观察到”一匹特定的马在一次比赛中获胜。获胜的记录已经出
现在准经典领域中，又被进一步记录在观察者的脑子里。但是，有许多敏
感而聪明的解说员记下了有关测量过程中所谓人类意识的重要性。注意和
观察真的那么重要吗？它们到底意味什么？
ＩＧＵＳ——作为观察者的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在这里一种观察是指修剪分枝的历史之树。在一种特殊的分枝情形
下，只有一个树枝被保留下来（更精确地说，在每个树枝上，只有那条树

枝被保存下来！）那些剪下来的树枝被扔掉了，与此同时，长出树枝的整
个树被修剪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核分裂痕迹的云母完成了一种修剪工作、因为
这痕迹记录下分裂碎片具体的运动方向，这也等于记下了所有其他碎片的
运动方向。但一个观察这种痕迹的复杂适应系统，一般用更清楚的方法来
修剪，其中包括观察信息流（这些信息流给出演变的概貌）。系统以后的
行为，就可以反映出系统对特殊痕迹方向的观察。
一个作为观察者的复杂适应系统可以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哈特尔和我
称它为 ＩＧＵ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信息收集
和利用系统）。如果 ＩＧＵＳ 具有某种有效等级的知觉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
可以注意到观察一个核分裂痕迹方向这一活动的自身），那就更好了。这
有什么必要吗？难道任何一个人，那怕是非常弱智的人，他做的观察真的
就比一个大猩猩或者一个非洲人猿做的观察有更大的意义吗？如果不是这
样的，为什么不用一只南美栗鼠或者一只蟑螂来代替猿猴？
当涉及到修剪历史的分枝树时，恐怕还是应该在人作为观察者（他知
道有关量子力学的知识，因此知道树的起源）和其他不知道这些知识的观
察者之间，作一种区别。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要大于一
个不懂量子力学的人和一只南美栗鼠之间的不同。
当一个特定的结果已经知道后，一个 ＩＧＵＳ 除了能删去可供选择的分枝
以外，它还可以利用量子力学提供的概率近似描述，对未来的结果作出大
胆的判断。仅仅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无法作出这种判断。不像一片云母，
一个 ＩＧＵＳ 可以把未来事件的估计概率输入到一个图式中，并以此图式确定
其未来的行为。例如，一只住在沙漠里的哺乳动物，在下雨后的几天里它
可能走很远一段路到一个深的水洞去，但它不会到一个浅水洼去，因为深
水洞仍然有水的概率要大一些。
修剪树枝可以代替通常所说的“波函数的塌陷”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后者是量子力学的一种传统解释。这两种描述在数学上并非
不相关，但“塌陷”似乎常常被说成是量子力学里的一个特殊神秘的现象。
但修剪说则只是承认在一组脱散的可选择对象中，一个或另一个发生了。
这很常见，不令人惊奇。我可以举例说明。我留在家里，根本没去巴黎，
那么，所有与我打算去巴黎的历史分枝，都被排除，它们的概率现在都是
零，而不管它们以前是怎么样。
在讨论所谓塌陷问题时弄不清楚的地方，即使修剪了有关量子事件的
测量，也仍然弄不清楚，它仍然是在脱散的可供选择事件间一个通常的判
断。量子事件只能在准经典领域里被检测到。这种情形正是经典概率的一
种，就好像掷骰子或扔钱币一样，当结果出来以后，概率就改变为 １ 和 ０。
准经典领域承认相当稳定记录结果的可能性；在一种准经典链（每个记录
和前面的一个记录近乎确定地一致的链）里，记录可以放大或再三复制。
一个量子事件一旦与经典领域相关（创造一种测量情境），在一给定历史
分枝中，一个特定的结果就变成了事实。
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
既然意识的问题曾经被提出来了，那就让我们离开一下主题，专门谈

一下意识问题。比起人类的近亲大猿猴，人脑的前部要向前凸出很多。神
经生物学家们曾经发现，前额突出的部分似乎与自我意识、目的和动机有
关，而人类的前额有特别充分的发展。
把人类思想许多有类似过程的部分连结到一起，意识或注意似乎涉及
到一个序列的过程，一种聚光灯似的东西可以把一种想法或敏感输入，迅
速而又连贯地转变为另一种。当我们相信我们立刻注意到许多不同的事情
时，我们可能真的用了一个聚光灯先后照亮我们周围被注意的不同物体。
那些有类似过程的各部分，它们对意识的可接近性彼此不同，因此人类某
些行为的根源，埋在思想的夹层里，很难成为自觉的意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说：意见和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意识的控制之
下，我们的陈述反映的不仅仅是承认意识的聚光灯，而且也反映出强烈地
信任我们有一定的自由意志。选择的可能性是一个重要的性质，例如“不
走那条路”（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Ｎｏｔ Ｔａｋｅｎ）的可能性。
什么样的客观现象可以引起主观上自由意志的效果呢？我们说自由地
作出一个决定，意味着这个决定并不是严格根据以前发生过的事作出的。
这种明显的不确定性的根源是什么？
有一种解释试图认为，根源在于基本的不确定性。大概是这些量子力
学的不确定性被经典现象（如混沌）放大了。一个人的决定，因此有着不
可预言的特性，这种特性我们在日后可以贴上自由选择的标签。但有人会
奇怪，人类大脑皮层的什么特性对量子涨落和混沌有影响呢？
我们不仅仅求助于那些简单明白的物理效应，也可以考虑那些更直接
与脑和心有关的过程。我们还记得，对一个给定的粗粒化历史，所有加遍
了的（不追踪的）现象可以影响表观上的不确定性（如热涨落），这些不
确定性与量子涨落归并到了一起。既然经常有许多组思想没有被意识的探
照灯照亮，那么这些组思想，在被自觉记住了的极端粗粒化历史中被加遍
了。这最后的不确定性，比起仅仅与物理学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就更
像影响自由意志的主观印象。换句话说，人类的行动更多地是起因于一种
隐藏的动机，而并非一种内部随机或伪随机数字发送器的结果。但是，对
整个事情我们还是了解得很少，我们暂时还只能推测。这种推测早已不是
什么新鲜事，而且总是十分含糊。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理由说，我们不
能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讨论各种不确定性的可能作用。这种不确定性在大脑
皮层和相应智力活动中将会出现。
用什么表征熟悉的准经典领域的特征
准经典领域（包括熟悉的日常经验）的粗粒化历史中，有些类别的变
量在其他变量被加遍了（即被忽略了）的时候，仍然被跟踪。这是一些什
么类别的变量呢？大致上说，通常的准经典领域要跟踪引力和电磁场，还
要精确地让一些诸如能量、动量、电量之类的量守恒，同时还要让一些量
近似地守恒，如一个晶体中由于带电粒子的经过而产生的晶格位移数就近
似守恒。当某个量的总量在一个封闭系统中不随时间而改变，那么这个量
就是守恒的；如果这些总量仅仅在一个短的时间间隔里发生改变，那这些
量就是近似地守恒。一个守恒的量（如能量）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它只
能转换。但晶体内晶格的位移，当一带电粒子经过时，却明显地可以创造；

但这些位移可以在数万年内保持不变，在这种意义上这位移就是近似守
恒。
熟悉的准经典领域包含有在一个小的空间范围里，加遍除掉这些场和
保守或近似保守量的值域以外的所有事物；但当空间范围大到其惯性足以
承受涨落，而这些涨落与所有的变量的效应有关，这种情形就不再有上述
例外，而通通被加遍。这就是说，如果涨落被有效地承受下来，那么所跟
踪的量就呈现出准经典的行为。
必须在相隔不太近的时间间隔里跟踪这些量，这样可供选择的粗粒化
历史就能够脱散。一般说，粗粒化变得太精细（因为时间间隔太短，空间
范围太小，或者被跟踪的量值域太窄），历史之间相干的危险就会出现。
让我们考虑一组可供选择的粗粒化历史。我们作了最严格的挑选，这
就使得任何进一步的精细化的行为，会毁灭脱散或历史的近经典特性，或
把两者同时毁灭。小的空间范围里，守恒和近似守恒的量在适当的时间间
隔里被跟踪，因而这个小空间可以包罗整个宇宙，但是如果对时空（和这
些量的值域）进行某种粗粒化，那么这个空间就只适于产生脱散和近经典
可选择的历史。
人类和我们所接触的系统的经验，是一个比最准经典领域更加粗粒化
的领域。从最准经典领域到可以接近的实际观察，还得有大量的附加条件。
这种可接近的领域注意的只是很受限制的时空区域，而且在这区域里变量
的作用范围也时常变化。（恒星或其他行星的内部几乎完全不可接近，而
且它们表面上发生的事，也只能在非常粗粒化的情形下才能探测。）
相反，最准经典领域的粗粒化历史，对人类无法观察的变量用不着加
遍，因此而被忽略。这些历史可以包括那些对发生在任意遥远时空过程的
描述，这种描述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结果。它们甚至可以涉及宇宙膨胀刚开
始发生的事件，那时大概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观察者的复杂适应系统。
总之，一个最准经典的领域是一组周密的、相互排斥的宇宙粗粒化历
史，这个宇宙覆盖整个时空；这些历史彼此脱散，大部分时间近乎经典领
域，并且最精确地与其他条件相符。在我们讨论的这种特殊的最准经典领
域里，那些跟踪的量在一个小的空间里是保守的和近保守的。我们利用大
量附加条件和相应的感官和仪器的能力，才从这样一个最准经典域里得到
人类经验熟悉的领域。
分枝和被跟踪量的依存关系
再次强调下面的结论是十分重要的：在一给定时间里，跟踪某特定的
量可能依赖于一个早先的历史分枝的结果。例如，地球上质量的分布（有
时用行星内大量小空间内的每一个空间所包容的能量来描述），就很可能
用粗粒化历史跟踪到地球存在的遥远时间。假如有一天地球被某种现在无
法预测的灾难击成碎片，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灾难将地球这颗行星化
为蒸气，如某些 Ｂ 级电影上显示的那样，又怎么样呢？假定上述情形在历
史上发生过，那么此后用粗粒化历史方法跟踪的一些量，就将不同于灾难
前。换句话说，用给定的一种历史粗粒法跟踪的量，可能与分枝有关。
单独的客体

我们已经讨论了准经典领域，其中包括一些熟悉的日常经验，我们用
场的值域和在空间范围里精确（或近似）守恒的量来描述这些经验。那么，
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单独的客体（如行星）呢？
在宇宙历史的早期，大量的物质在引力作用下凝聚到一起。当我们这
样描述星体形成时，物质冷凝后各种不同粗粒化历史的故事，就简单多了。
记录一个银河系的运动，比起分别列出当银河运动时在很小很小的空间里
物质密度所有的坐标变化，要简单得多。
当银河里产生恒星、行星、岩石和在某些地方出现复杂适应系统（如
地球上的生物）时，单个物体的存在就越来越具有准经典领域惊人的特性。
宇宙的很多规律性大都可以用这样的客体进行简要的描述。这样，单独事
物的特性就可以代表许多实在的宇宙复杂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定义允许比较少量的物质增减，单独物体的描述
是最简单的。当一颗行星增加了一颗陨石，或者一只猫呼吸，这行星或猫
的密度是不会变的。
但是，单个物体如何被测量？一种办法是用一组可比较的物体，并且
在给定粗粒化限度内，尽可能简单地描述它们不同的特性（就像我见到八
只加利福尼亚秃鹰饱餐一只小牛犊落下羽毛时的情形一样）。这样，描述
一个典型个体的比特数和必须在某一集合中数出这些个体所得到的比特
数，可以相互比较。假如涉及到特殊的粗粒化方法，描述的数目大大地多
于相互比较的物体数目，那么这组物体就呈现出各自的个性。
我们来考虑所有的人类，现在人类大约有 ５５ 亿。给每个人分一个彼此
相异的数，将是 ３２ 个比特①，因为 ２３２ ＝４２９４９６７２９６。但是，即使对每个人
粗疏地看一看，并作一简单采访，我们就可以容易看出，其信息将大大地
大于 ３２ 比特。我们再稍稍深入研究一下，这些人将显出更多的个体性。我
们可以想像，当他们每个人的基因组都能被读出，那该有多少附加信息便
会十分清楚了。
我们银河系的恒星，还不算那些将来有一天会发现的暗物质，大约有
１０００ 亿个，给每颗星一个序列数就得大约 ３７ 个比特。对近处的太阳，我
们所需的信息比天文学家们所得到的还要多很多，但对其他恒星则更粗粒
化一些。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亮度、发射光谱和运动，都可以在某种程
度上测量到，其精确性与距离有关。整个信息的比特数一般不会比 ３７ 比特
大很多，在某些情形下也许还会小些。按今天天文学家的意见，恒星与太
阳不同，它们呈现出某些个性，但不是太多。
今日观察的特殊粗粒化特性，可以用转变为一个最准经典领域的办法
来避免。这些最准经典领域由可供选择的历史组成，覆盖整个时空，这些
历史不仅脱散和近经典，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在给出脱散性和经典性方面，
最精粒化。哪儿有近似，哪儿的历史就可以用单个的物体来表示，这些单
个的物体可以非常仔细地被跟踪，并显示出一种相应高度的个体性。
在一般最准经典领域，与任何恒星有关的信息要大大地大于我们对太
阳已知的信息。同样，有关任何人的信息要比我们今日可得到的信息也丰
富得多。事实上，没有任何复杂适应系统在观察一颗星或一个人时，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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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样巨大的信息量。更有甚者，许许多多资料都将与星球内部或外部物
质密度的随机或赝随机涨落有关。很难想像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在大部分信
息面前利用到些什么。但是，资料中的规律性东西十分有用；事实上，内
科医生在使用 ＭＲＩ（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磁共振成像）或 ＣＡＴ 扫描
（Ｘ－ｒ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ｉｓ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计算机辅助层析 Ｘ 射线摄影）作诊
断时，利用的正是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如通常情形一样，一个由善于观察
的复杂适应系统所形成的描述性纲要，是一张陈列规律性的简明的表，这
个表的长度就是被观察物体有效复杂性的一种测量。
量子力学变化多端的性质
像经典概率的情形一样，例如一组赛马，宇宙粗粒化可供选择的历史
（它们构成最准经典领域），形成一棵树状分枝结构，在每一个分枝上对
不同的可能性有意义明确的概率。那么，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到底有什么
不同呢？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在量子力学里粗粒化必须对理论得出某些有
用的东西，而在经典力学里引入粗粒化，只是因为测量的不精确性或者是
某种其他实用的限制。还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不同之处，即量子力学的变
化多端性可以解释量子力学的违背直觉的性质。我们知道传统神话中的海
神普洛透斯（Ｐｒｏｔｅｕｓ），他是一个难得的预言家，他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
形状。为了抓住他并让他作出预言，必须在他不断改变形状时抓住他。
我们回到简化了的宇宙精粒历史，在这种情形下，宇宙中每个粒子在
任何时刻的位置都精确确定了。在量子力学里，位置是一种任意的选择。
当海森堡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后，要同时以任意精确性同时确定一给定粒子
的位置和动量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在这些瞬间中的某些瞬间，精确
测定该粒子的动量（而不是位置）。因而，选择精粒历史可以用很多不同
的方法，我们可以在某些时间里用动量来描述粒子，而在另一些时间里用
位置描述。甚而言之，可以用无数其他更巧妙的方法来建构宇宙的精粒历
史。有许多不等价的经典领域吗？
对这些组精粒历史的每一个，不能考虑很多不同的粗粒化方法，也不
能问哪一种方法可以（如果允许的话）导致一种最准经典领域，后者的特
点是脱散的粗粒历史，显示出近经典的行为（只有持续小的偏离，偶而出
现大的偏离）。更有甚者，人们可以问在这些领域里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吗？它们是不是多少有些相同？
哈特尔和我和其他一些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除非得到反证，人们
仍然可以相信，的确有很多组不等价的最准经典领域，其中我们熟悉的只
是一个单个的例子。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熟悉的准经典领域与其他准
经典领域有什么区别呢？
那些信奉量子力学早期观点的人可能说，人类已经选择测定某些量，
而这些选择帮助人们决定了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准经典领域。或者更通常一
点地说，他们可能说人类只可能测量某些种类的量，于是准经典领域就必
须（至少部分是）奠定在这些量的基础之上。
复杂适应系统的庇护所

准经典性向所有的人和所有与我们有联系的系统，保证可以比较不同
资料的可能性。这是真的，这样，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相同的领域。
但是，我们真是共同在挑选那个领域？这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像量
子力学在其他方面这时的解释一样，也许是不必要的。
另一种不太主观的方法是从一个最准经典领域开始，并且注意在某一
些时期某一确定空间区域里，沿着某些确定的分枝，最后显示出来的恰好
是规律性和随机性的一种混合的结果，这结果有利于复杂适应系统的进
化。近经典行为提供规律性，而涨落偏离决定论，则提供可能性的要素。
放大的机制（包括混沌情形）允许这其中的某些偶然的涨落与准经典领域
发生关联，并引起分枝。因此，当复杂适应系统发展时，它们的确会与一
个特定的最准经典领域发生联系，我们不要认为这些系统是按能力来挑选
这些领域的。相反，系统的定位和能力决定了附加粗粒化的程度（在我们
讨论的情况中，的确是非常之粗），这种粗粒化应用于特殊的最准经典领
域，以便被系统理解。
假定宇宙的量子力学允许用数学来处理各种可能的最准经典领域（它
们之间真正地不等价）；还假定复杂适应系统实际上发展到利用每个最准
经典领域的某些粗粒化方法，那么，每个领域会提供一组可供选择的宇宙
粗粒化历史，而 ＩＧＵＳ 将在每种情形下，记录可能历史之树上各种概率分枝
的结果。这儿的每棵树在两种情形下将完全不同！
如果在两个不同的准经典领域跟踪的现象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那么
两个 ＩＧＵＳ 彼此会感觉得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通信。但是被一个 ＩＧＵＳ
跟踪的大量现象，不能直接被另一个觉察到。只有通过一种量子力学的计
算或测量，一个 ＩＧＵＳ 可能对另一个 ＩＧＵＳ 感觉到的所有现象作出评估（这
可能使某些人记起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一位利用一个领域的观察者真能意识到其他领域（有它们自己的历史
分枝和观察者），也像宇宙可能历史中可供选择的描述一样有用？这个令
人神魂颠倒的争论曾经被科幻作者提出过，他们有时根据俄罗斯理论物理
学家斯达洛宾斯基（Ｓｔａｒｏｂｉｎｓｋｙ）的提法，用到“小妖精世界”（ｇｏｂｌｉｎ
ｗｏｒｌｄｓ）这种表述。
我们正在努力建构量子力学的现代诠释的目的，是想终止尼尔斯·玻
尔所说的时代。玻尔曾经说：“如果一个人说他可以思考量子物理学而不
会感到迷惑，这只不过说明他一点也不懂量子物理学。”

第十二章

量子力学和傻话

当量子力学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以前，本不必要介绍使
人迷惑但又事实上不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近来有不少人又恰好写到量
子力学中的这些问题。
由于量子力学预言的只是概率，因此在某些圈子里它获得了一个名
声：它只可能知道任何事情的大概情形。这是真的吗？这决定于非常非常
低概率的事件是否包括在内。我记得，当我是一个研究生时，我被指定计
算一个问题，它涉及某个宏观的重物体在某一时间间隔里，由于量子涨落
而跳到空中的概率。我的答案是概率为 １０－６２ 。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这种概
率和零并没有什么实际区别。任何不可几的事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注意到那些具有有意义的概率，因而实际上真正可能发生的现
象时，我们发现很多在经典物理学中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量子力学中实
际上也不可能发生。但是，公众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受到近几年一些轻率
的书籍和文章的误导，其中包括已故的贝尔（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的一些精致的理
论研究和一些相关的实验。
某些涉及两个反方向运动光子的实验报导，给予读者一种错误的印
象，似乎测量其中一个光子的性质时会立即影响到另一个光子。于是得出
了这样的结论：量子力学允许超光速的传播信息；甚至还断言“超自然”
（ｐａｒａｎｏｒｍ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现象（如预言）因此可以接受！这种事情是怎
么发生的呢？
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要从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态度开始。在 ２０
世纪早期，爱因斯坦在关于光子的辉煌的研究中，认真地利用普朗克（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提出的量子假说，从而为量子力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尽管如
此，爱因斯坦却不喜欢量子力学。１９３０ 年，在布鲁塞尔的索尔维会议上，
爱因斯坦提出一个论证，声称量子力学前后矛盾。玻尔和他的同事们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疯狂般地研究爱因斯坦的论证，想找出这位伟人论据中的漏
洞。在会议结束之前，他们终于可以向爱因斯坦证明：爱因斯坦忽略了一
些事情；令人惊奇的是，他忘掉了的正是广义相对论的效应！考虑了这个
效应之后，所谓的前后矛盾就消失了。
在这之后，爱因斯坦放弃了试图证明量子力学内部的不一致性，而集
中精力对他相信（而量子力学违背）的原理，给出一个应该遵守的正确的
理论框架。１９３５ 年，他与另两位年轻的助手玻多尔斯基和罗森（Ｐｏｄｏｌｓｋｙ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们描述了这个原理和一个
假想实验，在这个实验里量子力学不能和这原理一致。这个原理，爱因斯
坦称之为“完备性”（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向量子力学的最本质特性发起了
挑战。
下面我们简略地谈谈爱因斯坦的要求。如果用某种测量方法，可以确
定地预言某一特殊量 Ｑ 的值，而且如果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测量方法，可
以确定地预言另一个量 Ｒ 的值，那么，按照完备性的概念，人们可以同时
赋予两个量 Ｑ 和 Ｒ 精确的值。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成功地找到一些量，这

些量（如同一物体的位置和动量）在量子力学里不可能在同时赋予精确的
值。于是，在量子力学和完备性之间出现了一个直接的矛盾。
一次测量在一给定时间里可以赋予粒子精确位置，另一次测量在相同
的时间里可以精确地给出动量，在量子力学里，这两个测量之间的实际关
系是怎么样的呢？这两个测量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分枝，而且彼此脱散（就
像一个历史分枝中一匹马在一次比赛中获胜，另一个分枝则是另一匹马获
胜）。爱因斯坦的条件相当于说，两个可供选择的分枝的结果必须共同接
受。这显然是要我们放弃量子力学。
隐变量
事实上，爱因斯坦并不想用另一种不同的理论框架替代量子力学。在
另外一些地方他指出，他相信量子力学的成就仅仅是近似正确的理论结
果，并且是另外一种理论预言的统计平均。
爱因斯坦的想法在不同的理论家和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一个更确
定的形式，即量子力学可能被一个决定论的、经典的框架所替代，但在这
个框架里有非常之多的“隐变量”（ｈｉｄｄｅ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这些变量可以想
像成是一些看不见的苍蝇，在宇宙各处嗡嗡地飞来飞去，近乎随机地与基
本粒子相互作用，并影响基本粒子的行为。只要这些苍蝇不能被探察到，
理论物理学家们能做出的预言，最多也只是对苍蝇的运动作出平均的统
计。但这些看不见的苍蝇可以引起无法预言的涨落，而这些涨落又造成了
不确定性。希望在于这些不确定性能以某种方式与量子力学相适应，从而
使这种图式的预言与量子力学的预言相一致，而我们知道，后者的预言得
到了众多观测的证实。
玻姆和爱因斯坦
我知道有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下述两种情况下犹
豫不决：一方面相信量子力学，另一方面又想也许可以用一种像“隐变量”
之类的东西替代量子力学。这位物理学家就是戴维·玻姆（Ｄａｖｉｄ Ｂｏｈｍ），
他用毕生的精力试图了解量子力学的意义。
１９５１ 年，当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做博士后的时
候，戴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我们俩都是单身汉，常常在傍晚绕
着普林斯顿散步，并讨论物理学的问题。戴维告诉我，他作为一个马克思
主义者很难相信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完全决
定论的）。既然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又不与任何观测相矛盾，
他曾经试图承认量子力学在哲学上终究是可以接受的。在试图让量子力学
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相协调时，他曾就量子理论写过一本基础教科书，
强调诠释问题。当这本书快出版时，戴维焦急地想把有关章节拿给爱因斯
坦看，看他能否说服这个伟人的反对意见。戴维请我安排一次会见。我回
答说，我不合适做这件事，因为我跟爱因斯坦很不熟悉，但我可以和杜卡
斯（Ｄｕｋａｓ）小姐谈一下，她是爱因斯坦的秘书，虽然很难对付，但是看她
能做点什么。
过了一两天后，当我遇见戴维时我告诉他，我正在为约会努力，但他

激动地打断我的话，说约会完全不必要了。他的书已经出版了，而且爱因
斯坦已经读过了，并打电话告诉戴维说在所有反对他的论著中，戴维的书
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礼物，并且说他们应该在一起共同讨论一下。当我再次
见到戴维时，当然急于想知道他们的谈话情况，因此我问了他。他似乎很
腼腆地对我说：“他和我作了详谈。我要回到写书以前的我。”从那以后
大约 ４０ 年，戴维试图对量子力学作再次详细阐述和诠释，以消除他的疑
惑。最近，我非常伤心地得知他去世了。
ＥＰＲＢ 试验
多年以前，戴维·玻姆建议用一个改变了的和更实际的试验，代替爱
因斯坦、玻多尔斯基和罗森的假想的“完备性”实验（这个实验这儿不再
多说）。玻姆的实验（又称 ＥＰＲＢ 试验，以纪念这 ４ 位物理学家）涉及一个
粒子衰变为两个光子。假设这个粒子静止，也没有内部的“自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ｐｉｎ”），然后，两个光子向相反方向运动，它们有相同的能量和同样
的偏振。如果一个光子是左圆偏振的（向左旋转），另一个也必将如此；
同样，如果一个光子是右圆偏振的（向右旋转），那另一个也将如此。更
有甚者，如果一个光子沿一特定轴的平面偏振（即电场沿这个轴振荡），
那另一个光子也必然如此。
假定光子在进入探测器以前不受任何干扰，进入探测器后如果测出一
个光子的圆偏振，那么另一个光子的偏振就确定了——相同。类似地，如
果测出一个光子的平面偏振，那么另一个光子的偏振也就确定下来——仍
然相同。爱因斯坦的完备性应该意味着：能够对第二个光子的圆偏振和平
面偏振这两者都给出确定的值。但是，一个光子的圆偏振和平面偏振不可
能同时给出精确的值（正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也不可能同时精确给出
一样）。因此，按量子力学的观点，完备性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也仍然不合
理，如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当年讨论的结果一样。这两个测量，一个是圆
偏振，另一个是平面偏振，是两个可供选择的测量；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历
史分枝上，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同时考虑两者的结果。
ＥＰＲＢ 和隐变量的可选择性
以后，约翰·贝尔（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的理论研究揭示出，用某些测量两个
光子偏振的方法，ＥＰＲＢ 实验的装置可以用来区分量子力学和假定的隐变量
理论。贝尔的定理（也称贝尔不等式）涉及到一个特殊的量，这个量可以
给出两个光子偏振间的相关性。在量子力学里，这个量可以测出它的值，
但经典隐变量理论却不容许。
贝尔的书出版以后，各个小组的实验物理学家都开始做 ＥＰＲＢ 实验。大
家都急切地等待结果，不过实际上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一直断定量子力学是
正确的，因为它已被许多事实所证实。人们可以料到，当世界上所有对这
个实验感兴趣的人听到实验结果后，会轻松地叹一口气，然后又像往日那
样生活下去。但是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有一阵子各种实验报告纷至沓
来，断定量子力学已被证明有一些离奇古怪和令人不安的特性。当然，量
子力学还是原来的那个量子力学。除了进一步证实了量子力学和接着而来

的心慌意乱的傻话以外，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
故事被歪曲了
在新闻媒介和各种各样的书中，主要的歪曲是这些传播暗示，有的甚
至明确断言，在测量一个光子的偏振（圆和平面两者）时，不知由于什么
原因，影响到了另一个光子。事实上，测量并没有引起任何从一个光子传
到另一个光子的物理效应。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历
史分枝上，一个光子的平面偏振被测量了，并因此给出了确定性，那么，
在相同的历史分枝上，另一个光子的平面偏振也就被确定地给出。在一个
不同的历史分枝上，一个光子的圆偏振可能被测量，在这种情形下，两个
光子的圆偏振都被确定地给出。在每个分枝上，这种情形犹如贝尔在他论
文中提到的伯特曼（Ｂｅｒｔｌｍａｎｎ）的短袜。伯特曼是一位数学家，他经常一只
脚穿粉红色短袜，而另一只脚穿绿色短袜。如果你只看到他的一只脚，穿
的是绿色短袜，那你立即知道他的另一只脚穿的是粉红色短袜。这时，并
没有任何信号从一只脚传到另一只脚。同样，在证实量子力学的实验中，
并没有信号从一个光子传给另一光子。没有发生超距作用。
上述测定一个光子会立即影响另一个光子的虚假的报导，引出了所有
各种各样令人遗憾的结论。首先，断定效应是瞬时的，这违背了相对论的
要求：没有任何一种信号——即物理效应，能传播得比光速还快。如果真
有这样一种信号，那么当观察者正要测量这运动中的信号时，信号却正好
归来了！这正如一首打油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少妇名叫布赖特，
走得比光还要快。
今天出门去旅行，
相对论道上向前迈；
可是昨晚已回家，
瞧这事情怪不怪？
其次，某些作者声称在量子力学里可以接受“超自然”现象，例如预
知，即某些“通灵”（ｐｓｙｃｈｉｃ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人可以预先知道一些偶然过程
的结果。无需多说，这些现象会扰乱量子力学，正像它曾扰乱过经典物理
学一样。如果说坦率一点，这些人实际上想如我们所知那样，将自然界的
定律作一次彻底的修改。
第三种傻话的表现是屈服于某些建议，如美国国防部建议利用量子力
学达到在军事上用超光速通讯的目的。人们会奇怪，这些远离常规的新事
物，在比较过时的领域里（如反引力、永恒运动）是否意味着其数量应该
逐渐减少。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处理这类事件的官僚机构在增加。
ＥＰＲＢ 重要的潜在应用
与此同时，严肃的研究者们开始思考，ＥＰＲＢ 效应也许可以实际地加以
利用。他们没有陷入空想，而是提出一些令人神往的潜在应用。例如，贝
纳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ｎｎｅｔｔ）、布拉萨德（ＧｉｌｌｅｓＢｒａｓｓａｒｄ）和埃克特（Ａｒｔｕｒ
Ｅｋｅｒｔ）曾经想发明一种量子密码，在这种密码里 ＥＰＲＢ 效应一再用来让一

根随机弦产生一些二进制码，只让两个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
这种弦因此可用来作为传递信息的不可识破的密码，仅在两个人之间秘密
使用。
这种方法的大致原理如下。假定只有阿丽丝和玻普两人可以得到 ＥＰＲＢ
光子对稳定的供应。每一对光子中，一个光子到阿丽丝那儿去，另一个到
玻普那儿去。他们两人事先就同意对各自的光子，作了长系列的平面偏振
测量，区别两个垂直方向的一半机会称为 ｘ 和 ｙ，区别另两个相互垂直方
向的另一半机会称为 Ｘ 和 Ｙ（ｘ 和 ｙ 轴旋转 ４５°就成了 Ｘ 和 Ｙ 轴，如图 １２
—１ 所示）。阿丽丝随机选择了她的光子，并不关心它将经受 ｘ－ｙ 的测量
还是 Ｘ－Ｙ 的测量。玻普也单独一人作了同样的选择。
上述过程结束后，阿丽丝告诉玻普，她选择了哪种测量她的每个光子
的方式，ｘ－ｙ 或 Ｘ－Ｙ；玻普也给了爱丽丝类似的信息（这种对话可以通过公
用电话，被间谍偷听到了也毫无关系）。他们知道在哪种情形下他们两人
用了相同的测量（大约有一半时间发生）。由于 ＥＰＲＢ 效应，对每个同样的
测量，阿丽丝和玻普得到的结果一定完全相同。而这些同样测量的结果，
却只有阿丽丝和玻普两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当然假定每人都秘
密地进行测量，并且不宣布测量结果）。这些结果可以用一串 １（代表 ｘ
或 Ｘ）和一串 ０（代表 ｙ 或 Ｙ）来表示，这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这些数串
可以作为不可识破的密码基础，在他们两人中使用。
如果他们两人对安全性还不放心，他们可以废弃少数他们共同测量的
结果，在公共电话中比较一下对应的一些 １ 和 ０ 是否真的一致。其他剩下
的 １ 和 ０ 串仍可继续用于秘密通信。任何一个间谍如果设法知道了他或她
的测量光子的方法，这间谍将会破坏阿丽丝和玻普结果的完全一致性。但
只要把这些结果中一部分作一比较，这间谍的破坏就被暴露了。
量子密码并不真地需要 ＥＰＲＢ 效应。后来，由 ６ 个物理学家（包括贝纳
特）组成的一个小组，发明了一个更聪明的程序，这个程序的实质仍然是
利用 ＥＰＲＢ 效应。他们毁掉一个光子，又在另一地方创造一个有相同偏振态
的光子（即利用空间不同的概率分布）。
当我们越来越熟悉基本粒子系统时，在被实验揭示的明显复杂性和理
论所得到的简单性之间，就有一种令人注意的相互关系越来越明显地显示
出来。许多不同种类粒子的发现，以及它们之间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的发
现，使人们产生和加强了一种印象：粒子物理学越来越复杂。但与此同时，
在理论物理学中，在向着粒子和相互作用的统一描述的进程里，发现了越
来越明显的潜在的简单性。虽然粒子物理学还远没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但
我们可能已经处于这样的阶段：粒子物理学的统一已初现端倪，一个单个
的原理可望预言基本粒子已观察到的多种多样性的存在。

第十三章

夸克和其他：标准模型

所有有关基本粒子的值得尊重的理论，都是在量子场论的框架里完成
的，其中包括标准模型和超弦理论两者。量子场论的基础有三个前提：量
子力学的有效性，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不包括引力的狭义相对论和包括
引力的广义相对论）的有效性和定域性（ｌｏｃａｌｉｔｙ，意指所有基本力都由
定域过程引起，而不是超距作用引起）。这些定域过程（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涉及到粒子的发射和吸收。
ＱＥＤ——量子电动力学
量 子 场 论 第 一 个 成 功 的 范 例 是 量 子 电 动 力 学 （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ＱＥＤ），它是电子和光子的理论。电子是一种费米子（即遵
守泡利不相容原理），它具有一个基本电荷单位（用“负号”标记，这是
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光子是一种玻色子（即不遵守泡利不相容原
理），它呈电中性。
在量子电动力学里，在电子间的电磁力起源于一个电子发射光子，而
另一个电子吸收这个光子。如果你懂得一些经典物理学，你一定会反对一
个电子发射一个光子（即一个电子转变为一个电子加一个光子）因为这违
背了能量守恒定律，或动量守恒定律，或同时违背了这两个守恒定律；同
样，你也会反对电子吸收光子。但是，如果你懂得一些量子物理学，你也
许会知道，能量只是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守恒，而不一定在有限时间间隔里
也守恒。量子力学的这一个特点，可以视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用到能量
和时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系统可以先借一点能量让电子发射一个光子，
过一会儿，当另一个电子吸收光子时又归还这借来的能量。这个过程被称
为两个电子间一个光子的“虚”交换（“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光子的发
射和吸收只是量子力学的匹克威克意念①。
对任何量子场论，我们可以画一些奇特的小图，使我们能够形象地了
解正在发生的事。它是由已去世的一位同事狄克·费曼发明的。图中两个
电子正在虚交换一个光子，从而使它们之间发生电磁相互作用力。每一个
电子用 ｅ－ 表示，指出它带有一个单位的负电荷。光子用一个 ｏ 标记，表示
它的电中性。ｅ＋ 表示正电子，它是电子的反粒子。但是，什么是反粒子呢？
正反粒子对称
量子场论的发展，暗示了一种在基本粒子系统中的基本对称性，即粒
子和它的“反粒子”（ａｎｔｉ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之间的对称性。每一个粒子都有一
个相对应的反粒子，反粒子的行为就像该正粒子在时空作退后的运动。反
粒子的反粒子就是粒子自身。如果两个粒子是各自的反粒子，那么它们就
有相反的电荷（电荷大小相等但符号相反）和相同的质量。电子的反粒子
称为正电子（ｐｏｓｉｔｒｏｎ），因为它带有正电荷。有些电中性的粒子，如光
①

Pickwickian Sense，匹克威克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写的《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他天真朴实，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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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它们自己的反粒子。
当狄拉克在 １９２８ 年提出他的电子相对论性方程时，他为量子电动力学
的发现铺平了道路，不久，量子电动力学就迅速发展起来。狄拉克方程的
解释指出必需要有正电子，但实际上狄拉克开始并没有预言这样一个粒子
的存在，他只是指出应该有某种带正电荷的物体，它可能与质子一样。质
子已由实验被证实，但它比电子几乎重 ２０００ 倍。几十年以后，我问他为什
么不直接预言正电子，狄拉克用他通常那种简练的方式回答说：“纯粹是
胆小（ｐｕｒｅ ｃｏｗａｒｄｉｃｅ）。”
以后留下的事是由实验物理学家去发现正电子。１９３２ 年，正电子由我
的已去世的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卡尔·安德森（Ｃａｒ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英国的
布莱克特（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ｌａｃｋｅｔｔ）在实验室中发现了；几年后他们共同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实验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量子场论的正反粒
子的对称性是一种真实的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标准模型可以看作是量子电动力学的一种推广：电子
和正电子被很多其他正反费米粒子对补充，而光子被其他一些量子补充。
正如光子是电磁力的载体或量子一样，其他量子则携带其他一些基本力。
夸克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粒子在基本费米子表上除了电子以外，就
只有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了。但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子和质子不
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家们知道，以前人们认为基本的东西后来被证明是由
更小的东西组成。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虽被希腊人认为是不可分割
的，也被证明是由核和绕核旋转的电子组成。后来，核又被证明是由中子
和质子组成，这是 １９３２ 年在发现中子后才开始明白的。现在我们又知道，
中子和质子也有它们自己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由夸克组成的。现在理论物
理学家们确信夸克类似于电子。（如果夸克被证明还有组成成分，那么电
子也同样还有组成成分。不过在今天看来还似乎不大可能。）
１９６３ 年，当我把核子的基本成分定名为“夸克”（ｑｕａｒｋ）时，我首
先只念出了这个词，并没有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音，这个词似乎应该是
“ｋｗｏｒｋ”（柯克）。后来当我偶然读到詹姆斯·乔伊斯（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的小说《芬尼根彻夜祭》（ＦｉｎｎｅｇａｎｓＷａｋｅ）时，我在“对着马斯特·马克的
三声夸克”这句话中得知了“夸克”这个词。既然“夸克”（只代表一种
鸥的叫声）明显地与“马克”、“巴克”（ｂａｒｋ，狗叫声）以及类似的词
押韵，于是我有了藉口把它读得像 ｋｗｏｒｋ。但乔伊斯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叫
汉弗瑞·欣登·爱尔威克的酒吧老板的梦想，因此正文中的一些词，就典
型地由几个出处引出，就像《镜中世界》（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Ｇｌａｓｓ）
①
里的一些由两个字组成的混合词一样。有时，在书中出现的词竟成了酒吧
喝酒人的呼声。因此，我坚持认为这也许是多种叫声中的一种，“对着马
克先生叫三声夸克”也许是“对着马克小姐要三夸脱（啤酒）”。这样，
“ｋｗｏｒｋ”的发音也不能说完全不合理。但不论怎么说，数字 ３ 完全适合自
然中夸克的状态。
①

《镜中世界》由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作，中译本为《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

由夸克组成一个中子或质子的秘诀，粗略地说就是“叫三声夸克”。
质子由 ２ 个“ｕ 夸克”（亦名上夸克）和 １ 个“ｄ 夸克”（又叫下夸克）组
成，而中子由两个“ｄ 夸克”和 １ 个“ｕ 夸克”组成。ｕ 和 ｄ 夸克带有不同
数量的电荷。在同样的单位时，电子有一个电荷（—１），质子也有一个电
荷（＋１），而中子的电荷为 ０。使用同样的单位，ｕ 夸克的电荷为 ２／３，ｄ
2 2
1
夸克为—１／３。显然，对质子来说， + + ( − ) = 1 ，正是质子的电荷数
3 3
3
1
1
2
量；对中子来说， ( − ) + ( − ) + = 0 ，这也正是中子的电荷数量。
3
3 3
ｕ 和 ｄ 夸克有不同的“味”（ｆｌａｖｏｒｓ）。除了味以外，夸克还有另外
一个重要的特点，称为“色”（ｃｏｌｏｒ）。这儿所说的味，并不是真正冻奶
酪的味，色也不是真正的颜色。色的名称几乎是一个玩笑，只是用来作一
种隐喻。色有 ３ 种：红、绿、蓝，这只是仿效人的色觉理论中有 ３ 种基本
色（在绘画时，３ 原色常常说成是红、黄、蓝，但在人观察混合光的效应
时，黄色被绿色代替）。组成一个中子或一个质子的秘诀是，每个夸克应
有 ３ 种颜色的夸克，即红、绿、蓝夸克各一，这样，各种颜色就消失了。
因为，在视觉里白色可以看成是红、绿、蓝 ３ 种光的混合光，我们可以用
此作为隐喻，说中子和质子是白色的。
被禁闭的夸克
夸克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性质，它永远被囚禁在“白色”粒子（如中子
和质子）之中。只有白色的粒子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观测到。可观测到的
粒子的颜色在混合时消失了，只有在这些白色粒子内才能存在有色物体。
正如可观测物体的电荷总是一个整数（如 ０，１，—１ 或者 ２ 等等）一样，
带分数电荷的粒子只能存在于白色粒子内部。
当我提出夸克的存在时，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它们将以某种方式永远囚
禁着。我把这些囚禁的夸克作为“数学上的”夸克，我对这个术语作了小
心的解释，而且将它与“真实的”夸克相对照（“真实的”夸克可以单独
出现，因此可单个地被探测到）。如此注意语言选择的原因，是我不想面
对哲学上的争论。一些有哲学爱好的批评家会提出：如果夸克总是躲藏着，
怎么能称夸克是“真实的”呢？但这个术语最终还是十分令人遗憾。很多
作者，完全忽视我对“数学上的”和“真实的”两个术语所作的解释，还
忽视下面我将描述的事实（这一事实现在已被普遍公认为是正确的），硬
说我并不相信夸克的存在。一旦这种误解在通俗作品里出现了，就会使误
解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许多作家会简单地相互抄袭。
丰富多彩的胶子
由于夸克被禁闭，那么它们之间的力一定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电磁力。
这种不同是如何产生的呢？
两个电子之间的电磁力是由于光子的虚交换所引起，那么夸克能束缚
在一块一定也是由于交换另一种量子而产生一种力的缘故。这种量子称为
胶子（ｇｌｕｏｎ），因为它能像胶一样把夸克粘在一起，成为像中子和质子一

样可以观察的白色物体。胶子对味毫不理会——我们可以说胶子是“味盲”
（ｆｌａｖｏｒ－ｂｌｉｎｄ），但它们对色十分敏感。事实上，色（ｃｏｌｏｒ）对胶子起
的作用，犹如电荷对光子起的作用，即胶子与色的相互配合和光子与电荷
的相互配合一样。
与光子相比较，色的三色性要求胶子有不同的特性：对不同的色，有
不同的胶子。在图 １３—２（ａ）中，一个红色夸克在虚发射一个红－蓝胶子后
变为一个蓝色夸克，而这胶子被一蓝色夸克虚吸收后，这蓝色夸克就变为
一个红色夸克。在图 １３－２（ｂ）中一个蓝色夸克在虚发射一个蓝－绿胶子后
变为一个绿色夸克，而绿色夸克虚吸收了这个胶子后变为一蓝色夸克。
（顺
便说一下，胶子的反粒子也是一个胶子，例如，蓝－绿和绿－蓝胶子是彼此
的反粒子。）在图中选择不同味的夸克（即上、下夸克），以说明味和发
射胶子的色过程无关。
量子色动力学
大约在 １９７２ 年前后，我们中的许多人致力于系统地阐述一个确定的有
关夸克和胶子的量子场理论。我称这一理论为量子色动力学（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ｈｒｏ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ＱＣＤ），其中 ｃｈｒｏｍｏ 是希腊文一个词根，意思是 ｃｏｌｏｒ
（色）。这个理论似乎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大家都这么认为，但是还有大
量的数学计算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只有做完了这些计算，我们才能得知理
论的定量预计是否与观测相一致，即能否证实夸克、反夸克和胶子（所有
的核物体如中子和质子均由它们构成）真的按量子色动力学的规则运动。
为了比较量子电动力学（ＱＥＤ）和量子色动力学（ＱＣＤ），我们可以作
一个图表来说明。在 ＱＥＤ 里，电子和正电子通过光子的虚交换而相互作用，
而在 ＱＣＤ 中，夸克和反夸克类似地通过胶子的虚交换而相互作用。电磁力
起源于电荷；我们也可以设想色力起源于色荷 （ｃｏｌｏｒ ｃｈａｒｇｅ）。电荷和
色荷都守恒——电荷不能被创造也不会被毁灭，色荷也如此。
但是，这两个理论之间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处：在 ＱＥＤ 里携带电磁相互
作用的光子是电中性的，而携带色力的胶子却是多色性的。由于胶子都有
色，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与光子不同，由此可知，ＱＣＤ 的方程与 ＱＥＤ
的不会相似。现在已经知道，色力与电磁力或其他以前我们知道的力大不
相同，色力在大距离并不衰减。ＱＣＤ 的这一特性可以解释何以带色的夸克
和反夸克以及多色的胶子，总是禁闭在诸如中子和质子这样的白色客体
里。色力的作用有些像一根弦把它们束缚在一起。
虽然夸克永远被禁闭而不能在实验室里被直接探知，但人们在一些漂
亮的实验里，证实质子中有夸克的存在。例如，一束高能电子流可以用来
当作电子显微镜，探测质子的内部情形，而且它使人们确信夸克的存在已
被证实。当我的朋友泰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ａｙｌｏｒ）、肯德尔（Ｈｅｎｒｙ Ｋｅｎｄａｌｌ）
和弗里德曼（Ｊｅｒｒｙ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为这样一个实验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
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只不过想说明，我事先就注意到这个实验是证实夸
克存在的一个好办法。）
ＱＣＤ 显示的简单性

在一个原子核里，中子和质子被束缚在一起（但它们并没有受到监禁，
可以独立地分离，不像夸克那样被囚禁）。现在已经知道，这些粒子由夸
克组成，那么这些粒子间的核力如何描述呢？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时，这
种力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伟大秘密。现在，大部分理论物理学家们都相信，
ＱＣＤ 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有关的计算决不能说完毕了。这种情况颇有点
像原子或分子间的力的情形，虽然人们早就相信这种力，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晚期才由于量子力学的发现而得到解释；这种力绝非基本力，而仅
仅是电磁力（用量子力学方法处理）的间接结果。同样，核力也不是基本
的力，而是色力的一种间接效应，这种色力也是由于夸克－胶子相互作用而
产生。
中子和质子虽然被了解得非常透彻，但它们并非唯一可以观察到的（白
色）核粒子。从 ４０ 年代晚期，首先在宇宙射线实验中粒子高能碰撞时发现
核粒子态，后来在高能粒子加速器中也发现核粒子态，至今已发现几百种
核粒子态了。现在，它们统统可以看成是由夸克、反夸克和胶子组成。夸
克这个图式体现了量子色动力学明确的动力理论，揭示了表面上非常复杂
的态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下潜藏着的简单性。而且，这些态都是用
“强相互作用”（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彼此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
里包括核力。强相互作用的许多表现，都可以看作是基本的夸克－胶子相互
作用的间接结果。量子色动力学揭示了强相互作用和核粒子态（这种相互
作用的参与者）的简单性。
电子和电子中微子——弱相互作用
虽然核粒子和它们的组成部分十分重要，但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例如，电子并不具有色，也不关注色力或由此引起的核力。在一个重原子
里，绕核旋转的最里层的电子，实际上很多时间在核里运动，这样它自然
地要感受到质子由电磁效应引起吸引力，但它感受不到核力。
虽然电子不具有色，但它却有味。正如 ｄ 夸克有 ｕ 夸克作为它的味伙
伴一样，电子也有电子中微子作它的伙伴。电子中微子似乎是一个非常安
静的伙伴，因为它电中性，不仅感受不到核力（如电子那样），而且也感
受不到电磁力。例如，它可以穿过地球，而相互作用的概率很小很小。由
太阳热核反应产生的中微子，在白天像雨一样落到地面，到晚上它们则穿
过地球从地面冒出来。当作家厄普代克（Ｊｏｈｎ Ｕｐｄｉｋｅ）从书中得知中微子
的行为时，他在“宇宙的烦恼”（Ｃｏｓｍｉｃ Ｇａｌｌ）一诗中写道：
中微子多么渺小，
没质量微不足道。
没有电荷，
对谁也不干扰。
地球是个傻大个，
驰骋穿过自逍遥。
无论气体多特异，
还是铜墙铁壁挡，
它进退伸缩真自如，
穿过了地球，

还回头礼貌一笑。
深夜它从床底飞出，
穿过梦中人的身体，
惊动不了一丝一毫！
啊，我说
这宇宙真令人烦恼，
你却道：
世事真无限奇妙！
（为了满足科学性，上面第 ４ 行诗应改为“对谁也几乎不干扰”。）
遗憾的是对太阳中微子的探测，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测得的比率比预
言的要低，这使得物理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的可信程
度也各种各样。我的同事福勒（Ｗｉｌｌｙ Ｆｏｗｌｅｒ）有一次竟然提出，太阳中
心的核熔炉也许在以前什么时候已经熄灭了，而太阳内能量的传递机制非
常之慢，以至熄灭的信息仍未传到太阳的表面。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是一个
正确的解释，但是，如果它真是一个正确的解释，那我们在某一天将会面
临真正的能源危机了。
如果中微子既不受强力的作用又不受电磁力的作用，那么它怎么会在
太阳的中心产生，我们又怎么能在地球上的实验室探测到它呢？这就需要
另一种力，即所谓的弱力（ｗｅａｋ ｆｏｒｃｅ）。电子中微子和电子都参与了这
种相互作用。正因如此，我修正了厄普代克的诗句（“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ａｔ
ａｌｌ”）。
弱力按下面方式引起相互作用：
１．当质子中的一个电子变为一个电子中微子时，这个质子同时就变为
一个中子。这个反应是中微子何以产生的一个范例。这儿提到的质子是一
个重核的一部分，电子是绕核旋转最里层电子中的一个，这轨道上的电子
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核里运动。
２．相反的过程，即一个电子中微子转变为一个电子，同时一个中子转
变为一个质子。这个反应说明一个中微子如何能被探测到，因为中子靶就
在核内。
既然中子和质子都不是基本的，那么，上述反应就还不是基本过程，
最基本的过程应涉及到夸克：
１．一个电子转变为一个电子中微子，同时一个 ｕ 夸克转变为 １ 个 ｄ
夸克。
２．一个电子中微子转变为一个电子，而一个 ｄ 夸克同时变为一个 ｕ
夸克。
在电子转变为电子中微子（或相反）和 ｕ 夸克转变为 ｄ 夸克（或相反）
的这些反应里，都涉及到一种味的改变。如量子场论中任何这种过程一样，
在这些反应过程中一定有一个量子进行了交换。对两个反应中的任一个（其
中第 １ 个反应如图 １３－４ 左图所示）都在相同的费曼图中有两种形式；一种
形式涉及交换带正电荷的量子，而另一种则涉及交换带负电荷的量子。这
种 量 子 的 存 在 在 ５０ 年 代 晚 期 被 提 出 ，２５ 年 后 在 ＣＥＲＮ 被 鲁 比 亚
（ＣａｒｌｏＲｕｂｂｉａ）和范德米尔（Ｓｉｍｏｎ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ｅｒ）在实验中发现，他们
两人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量子通常被称为 Ｗ＋ 和 Ｗ－ ，这是李政道
和杨振宁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定的名称，但我和费曼仍然经常用 Ｘ＋ 和 Ｘ－

来表示。
量子味动力学和中性弱力
电磁力和弱力都可以看作是味力（ｆｌａｖｏｒ ｆｏｒｃｅ），这是因为电荷随
味一起变化，而弱力则涉及到味的改变。在 ５０ 和 ６０ 年代，量子味动力学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ｆｌａｖ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被提出来了，它将量子电动力学和一种弱力
理论综合起来研究。格拉肖（Ｓｈｅｌｄｏｎ Ｇｌａｓｈｏｗ）、温柏格（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和萨拉姆（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对量子味动力学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们利用这个
理论成功地预言有一种新的味力存在，它使得电子中微子在中子或质子上
发生简单散射（ｓｉｍｐｌｅｓ 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在这过程中味不发生变化。
如果用夸克的概念，则这新力引起电子中微子在 ｕ 和 ｄ 夸克上发生散
射，同样，味不发生任何变化。这种散射发生时要交换一个新的电中性的
粒子，称为 Ｚ０（如图 １３－５ 所示）。这个量子的存在同样由鲁比亚、范德米
尔和他们的同事所证实。
费米子家族
下面的图表总结了我们所谈到的粒子和力。这是一个费米子家族，它
由电子和电子中微子、两味三色夸克组成；还有一个相应的反家族，由正
电子和反电子中微子、两味三色反夸克组成。与之相关的色变量是量子色
动力学中的多色胶子；这色变量不存在于电子、电子中微子和它们的反粒
子中。与味变量有关的是量子色动力学中的 ４ 个量子。
事实证明，费米子家族不只一个，还有两个这样的家族，它们有类似
的结构。每一个家族都由一个类似电子的粒子、一个对应的中微子和带有
电荷－１／３ 和＋２／３ 的两味夸克（分别类似 ｄ 和 ｕ）。
e −1

v oe

u +R2 / 3 

d −G1/3 u +G2 / 3  由多色胶子 0所携带的色力量子色动学

d −B1/3 u +B2 / 3 
1 44 2 4 43
d −R1/3

由光子 °, X± , Z °
携带的味力
量子味动力学

我们讨论过的基本粒子和力(为了简单性的缘故,费米子的反粒子从图表
中删除了)

在第二个费米子家族里，与电子类似的粒子是μ介子（ｍｕｏｎ）。１９３７
年它被加州理工学院的 Ｃ．安德森和尼德迈耶（Ｓｅｔｈ Ｎｅｄｄｅｒｍｅｙｅｒ）发现。
μ介子是电子的一种重的变体，比电子大约重 ２００ 倍，它的中微子叫μ子
中微子。这一家族的夸克叫 ｓ 夸克（或“奇异”夸克，ｓｔｒａｎｇｅ，它类似于
ｄ）和 ｃ 夸克（或“桀”夸克，ｃｈａｒｍｅｄ，它类似于 ｕ）。像μ子一样，这

些夸克比第一家族的夸克要重一些。
第三费米子家族也知道了，由τ子（ｔａｕｏｎ，重为μ子的 ２０ 倍）、τ
子中微子、带－１／３ 电荷的 ｂ（或“底”，ｂｏｔｔｏｍ）夸克和至今尚未发现的
带有电荷＋２／３ 的 ｔ（或“顶”，ｔｏｐ）夸克构成①。如果实验物理学家们
在现在得到的能级范围里还找不到顶夸克，那我们理论物理学家就不得不
“把责任落到我们的自来水笔上”（我以前的同事戈德伯格常这么说）。
不过，现在自来水笔已经少见了。除此以外，古代罗马英雄在被打败了后
想自杀时，一个可靠的侍从就会抓住他的剑不让他自杀，现在不大清楚一
个研究生能否把一支笔抓得足够牢靠。
除了已知的费米子家族以外，还有没有额外的费米子家族呢？最近一
个关于 Ｚ°量子衰变速率的实验，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理论物理学家的
预言允许 Ｚ°衰变为三种中微子－反中微子对中的任何一对（这三种分别是
电子、μ子和τ子），实验与这一预言相符。这说明不会有第 ４ 种中微子，
除非它有巨大的质量，不像另 ３ 个那么轻。因此第 ４ 个家族被排除了，除
非它的中微子非常不同于已知的 ３ 种。
有了三个费米子家族和它们的反粒子，以及电磁、弱和胶子相互作用
的量子，关于标准模型的描述几乎就结束了，但还有一个有关 ＱＣＤ 很好的
简单明了的推广。光子伴有其他一些量子，电子伴有其他一些费米子。这
些量子和费米子的图像（包括它们变化的质量和以量子为媒介的力的强度
的变化），显示出某种明显的复杂性。但标准模型还不是基本的理论，只
有在基本的层次上，潜藏的、充分的简单性才可能揭示出来。
零质量近似
有一个办法可以得到标准模型不具有的简单性，那就是对所有我们讨
论过的粒子都采取一种近似的考虑，假定它们的质量都近似为零，这也就
是说这些粒子都以光速运动，而且永远不能静止。当弱相互作用的量子被
视为没有质量的时候，则 ３ 种相互作用就具有基本的相似性。量子味动力
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有相近的数学结构，它们都属于同一类理论，即所谓的
规范理论（ｇａｕｇ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或称杨－米尔斯（Ｙａｎｇ－Ｍｉｌｌｓ）理论（如像
格拉肖和我多年前的推广一样）。
当费米子的质量设定为零时，在费米子的对称性中许多对称性出现
了。特别是 ３ 个家族有了同样的特性。
问题立即又出现了：零质量近似是如何被打破的？在描述产生非零质
量的机制以前，我们先来看看几个实际的数值。
大和小的质量（或能量）
在论及质量或能量时，最根本的是要利用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这
个关系式指出一个非零质量的粒子在静止时，它具有的能量等于它的质量
乘以 ｃ（光速）的平方。质量和静止能量的等价性可以用来确定：能量等
价于任何质量。当中子和质子像这样转化为能量时，这两个粒子都用 ＧｅＶ
①

顶夸克已于 1995 年由美国费米实验室发现——译者注

这样的能量单位表示。这儿的 Ｇ（ｇｉｇａ－）指的是 １０９ ；一个 ＧｅＶ 是一个静
止的电子在电势差为 １０９ 伏电场中加速时所得到的能量。这是一个很方便
的单位，尤其是测定与粒子质量等价的能量时，更是十分方便。
在标准模型中，基本粒子的非零的质量可以彼此很不相同。电子的质
量大约是 ２×１０－２ ＧｅＶ；中微子的质量如果实际上不为零，则为 １０－８ ＧｅＶ；
τ子的质量近似为 ２ＧｅＶ；Ｘ±（或 Ｗ±）和 Ｚ°玻色子的质量接近 １００ＧｅＶ。
最重的夸克是 ｔ 夸克，估计质量为 １７０ＧｅＶ。所有这些质量破坏了零质量近
似所具有的特殊对称性。
自发对称违背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质量成了非零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如此的
不相同？这种作用的机制在标准模型里，至少部分明白了。这与一种（或
几种）新的玻色子的存在有关。至少有一个这种类型的玻色子在现有的能
量下可以观察到，或者不久将会在 ＣＥＲＮ 的加速器上可以观察到。这种玻色
子称为希格斯玻色子（Ｈｉｇｇｓ ｂｏｓｏｎ），也简称为希格斯子（Ｈｉｇｇｓｏｎ）。
这个玻色子不仅仅只是爱丁堡的希格斯（Ｐｅｔｅｒ Ｈｉｇｇｓ）具体讨论过，而且
被几位其他粒子物理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讨论过，其中包括吉玻（Ｔｈｏｍａｓ
Ｋｉｂｂｌｅ）、布劳特（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ｕｔ）、恩格勒特（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ｎｇｌｅｒｔ）。另
外，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我的朋友安德森（Ｐｈｉｌｉｐ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曾概略地提
到过它。安德森是一位凝聚态方面的理论物理学家，现任圣菲研究院科学
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因为在凝聚态方面的工作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但
他关于希格斯玻色子一般性思想的预言，却没得到基本粒子物理学家们的
广泛承认。我不免私下起了疑心，如果他的贡献得到更普遍的承认，他或
许就不会在公众面前反对建造新的粒子加速器。他强烈地反对为寻找安德
森－希格斯或者希格斯－安德森玻色子（至少部分为此）而建造新的加速器，
这里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为了公平起见，我建议“希格斯子”保持不变，但应采用“安德森－
希格斯”表示打破零质量近似对称和造成标准模型中各种不同质量非零粒
子的机制。安德森 －希格斯机制是一种更普遍的自发对称破缺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ｂｒｅａｋｉｎｇ）的特殊情形。
这种过程的一个熟悉的例子是一个普通磁铁的所有很小的原子磁体都
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组成磁铁的基本粒子的方程组（在内部相互作用但
对外部没有影响）使得它们在空间方向上完全对称，这就是说，磁铁的指
向对它们来说毫不相干。但任何外部的影响，无论多么微弱，例如一个非
常弱的外磁场，都可以决定磁铁的取向，而在另外情形下这取向完全是任
意的。
组成磁铁的粒子的方程组具有一种对称性，是因为所有的方向对它们
都一样，但方程组的每一个解，由于指定了一个确定的方向而破坏了对称
性。但是，所有这些非对称的解集却又具有对称性，因为每一个方向对应
一个解，所有的方向集是完全对称的。
在这一特例情形下，自发对称破缺的本质在于：具有一特定对称性的
方程组有各种解，每一个解破坏了对称性，但所有的解集却又是对称的。
自发对称破缺的安德森－希格斯机制的最大功能，是允许费米子和弱相

互作用的量子获得非零质量，并且不会在量子味动力学的计算中引出灾难
性的无限大。粒子理论物理学家曾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寻找这样一个“温
和的”（ｓｏｆｔ）机制，以得到非零的质量，但直到希格斯子出现才做到了
这一点。
时间对称的违背
安德森－希格斯机制不仅能解决标准模型中非零质量的问题，而且对基
本粒子物理学中时间逆转时所观察到对称性的小的背离，也能给出解释。
这就是说，基本理论最基本的一些方程在时间逆转时应该具有对称性。的
确，杂化超弦理论（ｈｅｔｅｒｏｔｉｃ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基本粒子统一理论中
唯一重要的候选者）就有这种对称性。这种对称性的违背是另一个例子，
说明对称性方程组有一个非对称解的对称集，这正如大自然中发现的情形
一样。在本小节所述的情形下，一定有两个解，分别代表不同的时间方向。
在 基 本 粒 子 层 次 上 时 间 对 称 的 违 背 （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ｙｍ－
ｍｅｔｒ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解释时间之箭——最大的不同是在时间
序列上，我们可以连续观察到事件向未来和过去（时间逆转）之间的运动。
这种重大的不同起因于宇宙膨胀开始时特别的初始条件，正如我们已经提
到过和以后还要更加详细讨论的那样。
物质－反物质对称性违背
如果要进行数学运算的话，时间向前和向后的更迭与左和右的转换联
到了一起，物质和反物质的转变也是如此，这两者的合成运算（称为 ＣＰＴ）
在量子场论里严格对称。这样，由于时间对称性的自发违背，那么物质和
反物质对称性之间的违背就完全用不着惊讶了。这后一种对称性的违背能
够解释我们周围世界总体的不对称性吗？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各种物体
都是由物质组成，而反物质只能在高能碰撞中偶而出现。
很多年以前，萨哈洛夫（Ａｎｄｒｅｉ Ｓａｋｈａｒｏｖ）提出了这个想法。已去世
的萨哈洛夫由于（与泽尔多维奇一起）为苏联的氢弹提出了关键性思想而
成为著名人物，后来他又为苏联的和平和人权进行了斗争。萨哈洛夫常常
把别人认为还需要改善的许多思想汇集到一起来考虑，并常常由此得到一
些新想法。这次也是如此。他的结论是在宇宙的最早期，物质和反物质是
对称的，但立即通过与时间对称性自发违背同样的产生机制，产生了现在
已有的物质和反物质不对称性。萨哈洛夫的建议，开始显得十分古怪，但
在接下去的转换中它显得越来越好。这种自发对称违背似乎真是造成物质
绝对超过反物质的主要原因。
自旋
自发对称违背的安德森－希格斯机制中出现的希格斯子，是另一类玻色
子，不同于胶子、弱和电磁相互作用的量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它们
的自旋角动量（简单地称之为自旋）不同。自旋是在数值上描述粒子绕自
己的轴旋转的快慢。在量子力学里，自旋使用的是一个自然单位，用这种

单位一个玻色子的自旋可以是 ０、１ 或 ２ 等等；而费米子的自旋则为 １／２、
３／２ 或 ５／２ 等等。
所有标准模型中的基本费米子的自旋是 １／２；所有量子色动力学和量
子味动力学中的量子，其自旋是 １。但是，希格斯子的自旋一定是 ０。
怎么会有这么多基本粒子？
在观察中发现核粒子态巨大的多样性，一般归因于它们都是按量子色
动力学的规则，由基本的夸克、反夸克和胶子合成的。但是夸克有 ３ 色 ６
味，胶子有 ８ 种（不是 ９ 种）组合色，这样，其数量仍然太大了。而且，
在强相互作用的核粒子领域以外，我们又遇到了电子、μ子、τ子和它们
各自的中微子。所有这些费米子都有与它们自身不同的反粒子。另外，还
有光子、弱相互作用的 ３ 个中间玻色子（ｉｎｔｅｒｍｉｄｉａｔｅ ｂｏｓｏｎｓ）。标准
模型所需要的希格斯子是基本粒子表中最后的一个粒子。
我们把这些数目加起来。１８ 个夸克，３ 个类似电子的粒子和 ３ 个中微
子，总数为 ２４ 个费米子；加上它们的反粒子，则有 ４８。还有我们知道的
量子：８ 个胶子、光子和弱相互作用中的 ３ 个中间玻色子，总数成了 ６０。
再加上希格斯子，总数为 ６１。
对于一个非专业的观察者来说，宇宙所有物质的基本定律竟然依靠这
么大量而且复杂的基本客体，似乎颇令人不安的。基本粒子物理学的专家
只好同意这种看法。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把标准模型并入一个较大的理论
之中，这个理论包含较少的任意性，最好是所有粒子和它们的相互作用的
一个统一理论。标准模型有大量实验事实支持，因此，任何统一理论在现
时缺少观察的直接支持之时，只能看作是纯理论性的。一个统一理论当然
必须是可试验的，这就是说，它应该提出一些可用观测验证的预言。但是，
这样的一个统一理论如何处置标准模型中出现的那么多基本粒子呢？
似乎有 ３ 条路可走。第一，假定今日的基本粒子事实上也是合成的，
物质的终极描述涉及到数量较少的一些新且真正基本的组元。我今天还不
相信有任何理论或实验事实指出了这样一个方向。更有甚者，假定的新组
元为了解释已知基本粒子的大量不同特性，它们的数量一定也相当多。因
此，想减少基本客体的数量的做法，恐怕不会引人注目。
还有一个提出不久的相关想法认为，在上述第一种讨论过程中，即认
为在一个层次上的似基本粒子由更深层次上更基本的粒子组成，可以永远
这样推想下去。
第三种可能性是认为，有一个简单的理论是基本粒子系统的基础，这
一理论认为这些基本粒子可以看成是无限的，但是在现在可以得到的能量
情形下，只有有限数目的粒子可以被实验探测到。超弦理论（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属于这种解释范围。

第十四章

超弦理论：终于统一了？

超弦理论（特别是杂化超弦理论），是历史上首次对所有基本粒子和
它们的相互作用（即自然中所有的力）提出的一个严肃认真的建议。下一
步要从这理论中得出一些预言，并与基本粒子中已知的（或即将测到的）
事实进行比较。比较后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方程中得出了特征能量或
质量（普朗克质量），这样，超弦理论开始直接显出一种近于完整的统一
性。但是，与实验室中可探测现象的能量尺度相比较，等价于普朗克质量
的能量，又太大了。这样，在实验室多少可以直接研究的基本粒子，统统
属于超弦理论中的“低质量部分”（ｌｏｗ－ｍａｓｓｓｅｃｔｏｒ）。
低质量部分
一群数量很大但又有限的粒子（例如 １００ 到 ２００ 种），它们的质量低
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在加速器实验中。这些粒子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
超弦理论中的低质量部分。
所有其他粒子（它们有无限的数量）有巨大的质量，以至它们只能出
现在虚效应里（例如量子虚交换时力的出现）。这些虚效应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中有些可能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例如它们可以使爱因斯坦的引力
理论成为超弦理论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出现不完美的无限性。
标准模型，包括 ３ 个费米子家族和它们的反粒子以及已知的 １２ 个量
子，构成这个统一理论的低质量部分的一部分。引力子和零质量，显然也
属于这个低质量部分，如其他已预言的粒子一样。
标准模型的可重整化性质
标 准 模 型 有 一 个 奇 妙 的 特 性 ， 那 就 是 可 重 整 性 （ 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
ａｂｉｌｉｔｙ），这使它与别的理论（例如引力理论）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非
常好的近似情况下，标准理论不会遇到无限大，而无限大会使计算变得毫
无意义。统一理论的可重整化部分可以用于它自身，这几乎使它像一个最
终的理论。但重整化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出现了超过一打以上的
任意数值，这些数值不能计算出来，而只能由实验确定。这些数值说明这
个模型与其他基本统一理论有依赖关系，包括高质量态的无限集。
与实验比较并非不可能
因为普朗克质量和低质量部分的非零质量之比是如此之大，致使少数
理论物理学家和部分非专业的作者声称，超弦理论很难（或不可能）用实
验检验。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有许多可能的办法使这个理论面对实验
结果。
１．首先，超弦理论在适当的极限情况下，可以预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性引力理论。自动地将爱因斯坦的引力耦合到一个统一的量子场论中
去，而且没有遇到通常的困难（和无限大），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２．另一个挑战是确定超弦理论能否在适当近似情况下，预言标准模

型。
３．我们记得在标准模型中有许多任意常数（参量），它们的数值应该
可由超弦理论预言。
４．超弦理论低质量部分还包含一些额外的新粒子，它们的预言性质可
以由观测检验。
５．特别是标准模型可以嵌入到一个较大的可重整化的模型中，而后一
模型是低质量部分的一部分。这个较大理论的特性（包括描述粒子质量和
相互作用的常数和粒子信息），可以与实验结果相比较。
６．另外，高质量部分的虚效应可以引入对低质量部分的某些可观测到
的修正。
７．最后，超弦理论可以得到一些宇宙学方面的结论，而且可由天文观
测验证。
所以，我们不必失望，而应寻找一些办法来把理论的预言与自然中的
事实进行比较，但是，理论物理学家必须继续完成的困难任务是对这些预
言进行提炼。
能量的基本单位和其他一些量
使超弦理论具有特色的巨大活力是什么？它们来自何处？巨大活力来
源于能量的基本单位，它从自然中 ３ 个基本的普适常数导出：光在真空中
的速度 ｃ，普朗克量子常数 ｈ 和牛顿引力常数 Ｇ。
常数 ｈ 是任意辐射量子的能量与辐射振动频率之比。我们通常使用的
是 ｈ，它是 ｈ 除以 ２π，这儿π是我们熟知的任何圆的圆周长与其半径之比
值。（Ｗ．海森堡经常使用的领带别针上饰有 ｈ 的图形，以表达他发现了量
子力学的自豪感。）物理学家对这个符号是如此的熟悉，以致我的已去世
的朋友、伟大而幽默的数学家乌拉姆（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 Ｕｌａｍ），常常把他的名
字写成 Ｓｔａｎｉｓｌ ａｎ，好像－１ 是 ｌ 除以 ２π。
Ｇ 是牛顿公式中的一个普适常数，这个公式表述任两个粒子间的引
力，这个力等于 Ｇ 乘以两粒子质量的积，再除以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
（牛
顿证明这个公式时，用的是两个球对称的物体，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两球球
心的距离，它可以近似地用于太阳和行星和月亮这样的卫星。）
将 ３ 个普适常数 ｃ、ｈ 和 Ｇ 适当的幂作一些乘除，我们就可以得到任意
物理量的基本单位，如长度、时间、能量或力，这样得到的基本长度是 １０－３３
厘米，将这个长度除以光速 ｃ 就得到时间的基本单位 １０－４４ 秒。
与此不同的是，人们所熟悉的单位都是任意的，它们并不是由自然中
的普适常数构成。虽然英尺（ｆｏｏｔ）不再是 １０ 位在星期天最先离开教堂的
１０ 个穿鞋的脚的平均长度，但它仍然不是基本单位。米也不是基本单位，
它原先是一个特定金属棒的长度，这个棒放在巴黎附近一个拱形圆顶建筑
物里，现在米是氪原子在一特定激发态时发射的波长的某个倍数。
粒子质量和基本单位
质量的基本单位普朗克质量大约是 １ 克的 １０ 万分之一。对人类尺度来
说这质量似乎不大，但对于中子和质子尺度来说（两者都近似 １ＧｅＶ）却十

分大——大约大 ２×１０１３ 倍。改用基本单位后，我们可以认为中子和质子
的质量很小，而电子更小，约为中子和质子的 ２０００ 分之一。为什么会出现
这些很小的数值呢？简短的答案是：我们也不知道。杂化超弦理论并不明
确地包含任何可调整的参量。如果它的确是正确的理论，它就应该由它自
己导出已知粒子质量对质量基本单位的比是一个小的比值。计算检验表
明，杂化超弦理论非常之好，足使它成为经受最严格检试的理论之一。
迄今为止，只有一些线索指明这些小数值如何在理论中出现。一个还
算明显的猜测是，有一个有用的近似，在这近似里所有低质量部分的粒子
都被设定为零质量。对称破缺修正了这种（包括安德森－希格斯机制引入
的）近似，导致这些粒子有很小但不为零的质量。有几个粒子的质量，包
括光子和引力子，根本没有得到修正，故仍然为零。
现在实验中能得到的能量在 １０３ ＧｅＶ 数量级上，很快可以提高大约 １０
倍，但不会再高了。比起大约为 ２×１０１３ ＧｅＶ 的能量基本单位，这仍然太小
了。既然实验家们不能在实验室现有的加速器中产生质量高于现有能量的
粒子，他们就只能一直处理属于低能部分的粒子。
超弦的意义
对于杂化超弦理论有关粒子方面的内容，我们能作出什么一般性观测
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谈到“弦”（ｓｔｒｉｎｇ）这个字和前缀“超”
（ｓｕｐｅｒ－）的意义。
弦这个字指出，这个理论可以用小环（ｔｉｎｙ ｌｏｏｐ）来描述粒子，而不
用点来描述。每个环的典型尺度大约是长度的基本单位，约为 １０－３３ 厘米。
这些环是如此之小，所以在很多情形下我们可以等价地用点粒子进行描
述。实际上有无数种点粒子。这些不同的粒子如何与其他粒子发生关系呢？
在特殊情形下，那些低能部分的粒子如何可以与普朗克质量差不多（或大
一点）的粒子发生关系呢？
用小提琴的弦作类比十分恰当。小提琴的弦有一个最低的振动模式，
还有无数更高的音频振动模式（谐波）。在量子力学里，能量是频率乘以
普朗克常数（ε＝ｈｖ）。低质量部分的粒子，可以形象地设想为是超弦理论
中出现的各种弦环的最低振动模式。而质量与基本质量单位可以相比的粒
子，则可表示为其他一些最低的振动模式，而较重的粒子则表示较高的振
动模式，如此下去以至无穷。
前 缀 “ 超 ” （ ｓｕｐｅｒ－ ） 指 出 这 个 理 论 有 近 似 的 “ 超 对 称 性 ”
（ｓｕｐｅｒｓｙｍｍｅｔｒｙ），这意味着粒子表中的每一个费米子都有一个相应的玻
色子，反之亦如此。如果粒子系统的超对称性是严格精确的，每个费米子
一定有与其相关的玻色子精确相同的质量。但是，超对称要设法使自己“破
缺”（对此我们尚了解得不够清楚），这使得费米子和相应玻色子的质量
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超隙”（ｓｕｐｅｒｇａｐ）。每一对费米子－玻色
子超隙并不完全一样，但可能常常有相同的数量级。如果这超隙有些类似
质量的基本单位，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在试验室里直接观测到已知基本粒
子的超级搭档（ｓｕｐ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超级搭档和新的加速器

但是，如果与超隙等价的能量只有 １０２ —１０３ ＧｅＶ，那么在未来的几年，
应该可能由 ＣＥＲＮ 新建的加速器观测到这些超级搭档（如果更高能量的超导
超级碰撞器建成，观测到的机会要更大一些）。某些实验结果的理论分析
指出，超隙的大小可能正好和 ＳＳＣ（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ｄｅｒ，超
导超级碰撞器）的能量搭界，还可能与 ＣＥＲＮ 的新加速器能量搭界。假设这
些迹象是正确的，我相信发现超级搭档的前景，是建造新加速器所有具体
动机中最令人激动的一个。（还经常有探索未知世界不太确定的目的，以
及看一看是否会有什么未预见到的现象出现。）
应按照两个不同的模式，指定假定中的超级搭档的名称。当已知粒子
是一个玻色子，相关的费米子则在名称的尾部加一个意大利文表示“小得
多”的词尾“－ｉｎｏ”，这种模式首先由费米命名中微子（ｎｅｕｔｒｉｎｏ）。这
样，光子（ｐｈｏｔｏｎ）预期的搭档就是光微子（ｐｈｏｔｉｎｏ），引力子（ｇｒａｖｉｔｏｎ）
的搭档则为引力微子（ｇｒａｖｉｔｉｎｏ），如此等等。既然传递弱相互作用的带
有电荷的玻色子常称为 Ｗ＋ 和 Ｗ－ ，那么预言中相应的费米子就需要一种奇怪
的名称“Ｗ 微子”（ｗｉｎｏｓ）。当我们已知的粒子是一个费米子，其玻色子
搭档就用与费米子相同的名称，但加一个前缀“ｓ”（估计是代表 ｓｕｐｅｒ—
—超）。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些奇怪的术语，如 ｓｑｕａｒｋ、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我应该强调，我对这些名称不负责任，虽然我必须勉强承认，当大家对
已知玻色子的费米子选择后缀为－ｉｎｏ 时，我也在场。）
既然一个玻色子的超级搭档是一个费米子（以及相反的情形），那么
这两个超级搭档的自旋一定总是不同，一个是整数而另一个是整数加
１／２。事实上，两个自旋必需有 １／２ 的差别。希格斯玻色子（或希格斯子，
Ｈｉｇｇｓｏｎ）的自旋是 ０，它的搭档（ｈｉｇｇｓｉｎｏ）的自旋为 １／２。费米子的 ３
个家族自旋为 １／２，那么它们的搭档（ｓｑｕａｒｋ、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等等）的自旋为
０。量子（胶子 ｇｌｕｏｎ、光子 ｐｈｏｔｏｎ，Ｘ、Ｗ 和 Ｚ°玻色子）的自旋为 １，它
们 的 搭 档 胶 微 子 （ ｇｌｕｉｎｏ ） 、 光 微 子 等 等 的 自 旋 则 为 １／２ 。 引 力 子
（ｇｒａｖｉｔｏｎ）的自旋为 ２，它的搭档引力微子的自旋为 ３／２。
在超弦理论中，标准模型被耦合到一个更大的可以重整化理论之中。
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称为超标准模型（ｓｕｐ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ｏｄｅｌ），它包含 １２
个量子，同样的费米子，某些 ｈｉｇｇｓｏｎｓ 以及所有这些粒子的超级搭档。超
级标准模型的有效的预言，为检验超弦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实验。
趋近普朗克质量
当能量增加到比低质量部分（即可直接在实验中探测的部分）的能量
高许多时，超弦理论预言胶子、电磁和弱相互作用在强度上彼此趋近，还
显示它们的紧密关系。归纳现在的高能实验结果，得到了超对称破缺预言
中提出的相同结论（如超隙不会太大）。这样，对超对称来说已经有了某
些直接的证据。与此同时，费米子间的对称性也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能量继续增加。在能量间隔刚刚低于普朗克质量，并在普朗克
质量邻近处显示出第一个激发模态之前，超标准模型可否暂时让位给一个
“大统一理论”（ｇｒ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ｏｒｙ）的超对称形式。
虽然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活着见到在实验室里产生与普朗克质

量（ｍｐ≈１０１９ ＧｅＶ）①相比较的能量，但是，这种能量在宇宙开始膨胀的宇
宙婴儿时期，一定出现过。时间的基本单位 ｔｐ≈１０－４４ 秒，它可以用来测量
这样一个时期：小小的宇宙经历了所有超弦理论预言的物理效应。那么，
宇宙有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证据，以便今日来检验超弦理论的有效性呢？
超弦理论预言的效应从遥远的时代至今，是否会留下痕迹？
理论物理学家尚未能确信会不会有痕迹遗留下来。在膨胀开始一个很
小的时间间隙后，几乎肯定有一个暴胀（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时期，这是一个宇宙
爆炸似的膨胀时期，接着是延续至今和仍将继续下去的平缓的膨胀。暴胀
几乎毁掉了宇宙极早期的许多特征，因此也可能扼制了超弦理论的许多推
论。但是，强加于暴胀的一些制约，也许毕竟可以用宇宙学方法使理论得
以检验。
同样的道理可以用于宇宙的初始条件，按照哈特尔和霍金的建议，初
始条件与统一的量子场论密切相关。假定他们两人的想法和超弦理论都正
确，那么初始条件就被唯一地确定了，但它对宇宙后来的影响被暴胀过程
过滤了一次。
解的明显多重性
除了超弦理论特征能量尺度与基本粒子实验可得到的能量相差太大以
外，还有一个理由使少数物理学家对超弦理论能否检证表示怀疑。这主要
是由于杂化超弦理论的方程有非常多的近似解。
别的暂时不说，只说每一个这样的解都提供了一个粒子表，其质量均
近似为零。我们似乎可以假定，当非零的小质量作了修正后，这些粒子和
理论中组成低质量部分的粒子相同。于是，每个近似解的零质量粒子的主
要内容可以与超标准模型相比较。某些解还的确取得了一致：低质量部分
包含超标准模型和几个额外的粒子如引力子和引力微子。
麻烦的是，已经发现有几千种这样的近似解，而且看来还会不断有新
的近似解发现。因此，被观测到的情形与超弦理论的一个解进行比较，并
非根本不可能，但是，对所有其他解又如何处置呢？
这儿有几个可能的答案。第一，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理论错了，但仅
从有过多的近似解就作这样严厉的结论，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第二种可
能性认为，困难完全起源于近似性（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公正，只不过很方
便），因此一旦改进了这种近似性，那么除了一个解以外，其他所有解均
可认为是虚假的，并予以抛弃（这种可能性的一个修正形式认为，仅仅几
个真正的解可以保留）。
作用
为讨论多重解问题，还有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量“作
用”（ａｃｔｉｏｎ），通常用符号 Ｓ 来表示。很早以前在经典的牛顿物理学中
引入“作用”时，它就很有用处，但到量子力学出现以后，它就不仅是有
用，而且成了不可缺少的量。作用的量纲等于能量乘以时间；而普朗克常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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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除以 ２π，即 ｈ，也有相同的量纲，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作用的基本单位。
我们知道，量子力学中粗粒化历史的概率，是把所有成对的完全精细历史
量 Ｄ 值加遍。量子力学中的一个理论对每一个精细历史指定一个特定的 Ｓ
值，正是作用的这个值（加上初始条件）决定了 Ｄ 的值。
很清楚，我们高度希望在杂化超弦理论中找到确定 Ｓ 值的公式。但至
今为止，这还只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目的。今日我们能做到的，如我以前的
一位学生茨威巴赫（Ｂａｒｔｏｎ Ｚｗｉｅｂａｃｈ）所得的一个结果一样，似乎只能把
作用表示为一个无穷级数之和，而对这种系列求和仍然是一个难以完成的
任务。
如果把上述情形，与我已去世的同事费曼在 １９５４ 年完成的一次学术辩
论作一比较，我们也许会得到启示。（１９５４ 年，我访问加州理工学院并决
定在这儿工作时，费曼和我讨论了他的计划。事实上，我自己也开始了一
个与此类似的计划。）费曼开始设想，假定爱因斯坦在 １９１４ 年前后，他睿
智的洞察力并没有深入到引力的本质中去，也没有了解到引力必需服从广
义相对论的不变性原理并与时空几何有关。这时狄克①问道：有没有可能不
用这种洞察力，用强迫的办法建构这个理论？他发觉可以这样。但是，作
用以一种无穷级数的形式出现，而对这个级数求和在没有几何观点和不变
性原理的情形下，实际上不可能。而（广义相对论的）原理可以直接得出
答案，既不需要任何强迫，也不需要无穷级数。事实上，只要爱因斯坦在
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了解到，为了描述引力他需要什么公式，他是可以从
他的一位老同学格罗斯曼（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得知有关数学知识，并写出
作用的公式，而且，由这个公式可以推出 ８６ 页的公式。
也许超弦的情形有些相似。如果理论物理学家了解超弦理论的不变性
原理，他们也许可以写出短序列的作用公式，而用不着诉诸对无穷级数求
和。（当我们等待这个发现时，我们将怎样称呼这个原理呢？陆军元帅相
对论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大元帅相对论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ｓｉｍ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当然，这个理论会超过相对论。）但无论如何，对超弦理
论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们就会联手前进去发现作用 Ｓ 的公式。
如以前曾注意过的一样，自洽的靴袢原理（“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曾首次激励过超弦理论，这种思想是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思想，但也并没
有用正确的语言详细描述，因而未能发现作用或作用后面完全的对称原
理。当超弦理论用量子场论的语言来描述，当它的作用和对称性被发现了，
那超弦理论就真的已经成熟了。
有效的作用
从作用开始，在原则上我们可以算出一个相关的量，我用 S 符号表示。
理论物理学家可以给它一个 “量子修正欧几里得化的作用 （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ｉｚ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这么一个名称。这个量是作用 Ｓ 修正
型的平均值，这儿说的修正涉及时间变量特性的修改。我们可以把量 S 看
成是“有效作用”（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它对理论的解释起着很大的作用。
首先，哈特尔和霍金可以用 S 表示他们提出的宇宙初始条件。其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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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弦理论真的有许多解，我们可以用量 S 寻求指导。由于某种原因，对一
些不同解计算出的这个量，必须在这些解之间作出区分。
由经典物理学可以推论出，最小作用原理为详细阐述经典动力学提供
了一个美妙的方法，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可以认定，符合物理学宗旨的正确
解——表述真实宇宙性质——也必将是有效作用 S 的最小值。这的确是挑
出正确解的正确判据。
既然我们现在处理的是量子力学，那么，对宇宙来说，最后的结果也
许根本没有单个的正确解，而只有一个概率的情形，所有真正的解只是可
能的候选者；每个候选者都有自己的概率，概率变小时 S 的值就增大。事
实上，用 S 表示的概率公式是一个衰减的指数函数，由图 １０－１ 的一条曲线
来描述。具有 S 最小值的解，因此就具有表征宇宙的最高概率，而其他解
也将具有某种机会。
解的分枝树
应用到宇宙的特定解，将决定基本粒子系统的结构。事实上还可以决
定更多的事情。但应足够注意的是，它甚至可以决定空间的维数。
思考杂化超弦理论空间情形的一条思路是：理论从 １ 维时间、９ 维空
间的空时开始；这样，不同的解对应于某些空间维的坍缩（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留下的仅是可以观察到的维。如果应用 S 的概率解释，那么我们宇宙的三
维空间性质，是超弦方程组一个特定解（例如，包含特定粒子集的特定费
米子家族的数目）偶然出现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概率情形，是解决超弦方程组许多外观解之谜最有兴趣的
可能结果，假定它是一个正确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宇宙粗粒化历史
可供选择的分枝树。每一个分枝是一个概率，从第一个分枝开始就选择了
超弦方程组的一个特定解。
超弦理论的预言，无论它们是否依赖解的这样一个概率“选择”
（ｃｈｏｉｃｅ），这些预言都必须与我们的 ３ 维空间的经验和基本粒子系统所
有特性相比较。
如果杂化超弦理论在所有可以检验的情形下，都做出了正确的预言，
那么，基本粒子的基本理论问题就大概被解决了，宇宙态的演化动力学也
将被知道。但是，宇宙历史的描述依赖于初始条件，同时也依赖于宇宙历
史树的所有分枝的偶然结果。
多宇宙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量子宇宙提出了宇宙可供选择的历史，但我们
将宇宙视为一个单独的整体，它拥有所有各处的物质。但是，量子宇宙学
还在不断改变，还充满一些很有趣的推测性的思想，因此量子宇宙学还存
在许多问题；而且这些思想中的某些想法这样或那样地认为，宇宙不止一
个而是多个（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既然宇宙（ｕｎｉｖｅｒｓｅ）一词的 ｕｎｉ－代
表一，于是多和一就似乎是一个矛盾。也许用一个新词至少可以避开语义
上引起的混乱。只要多宇宙的想法哪怕部分正确，这样做也是划算的。我

们可以用“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ｅ”①代表整个宇宙总体，在这总体中我们熟悉的宇宙
只是其中一员。
多宇宙的引入没有多大意义，除非我们的宇宙基本上大都是自足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的。有人提出，其他宇宙是在量子过程中虚创造、虚毁灭
的“婴儿宇宙”（ｂａｂ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正如量子场论里携带力的虚量子。霍
金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婴儿宇宙的虚创造和虚毁灭改变了基本粒子理论计
算的结果，但在本质上没有向我们宇宙历史分枝树的概念提出异议。
另外一种猜想的可能性是有无数宇宙存在，它们中的许多在尺寸上和
我们的宇宙可以相比较，但和我们的宇宙接触很有限（如果有接触的话），
这种接触也许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有种猜想认为，多
个的宇宙像是“多宙”
（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ｅ）中的气泡，这些气泡在很早以前就彼此分离开来，这
以后各宇宙间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彼此没有交往。如果这种多宇宙图像被证
明有任何有效性，就会有人试图把不同气泡发生的事情与宇宙历史可能的
分枝看成是同一回事情。这样，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就出现了：粗粒历
史之树的许多分枝实际上统统可以实现，但要在不同的气泡里。每种历史
的概率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统计的概率，特定的历史就发生在不同的“宇宙”
中。
现在假定超弦理论的许多近似解的统计诠释是正确的，那么，就会有
许多真实的解，它们与各种基本粒子模式和不同维数的空间发生联系。接
下去，如果许多宇宙真的像气泡一样在一个多宙中存在，那么它们就可以
用超弦理论不同的一些解来说明，这些解就会给出有效作用 S 值的衰减指
数函数。
即使这样的理论推测被证明不是基本的，但是多个基本上独立的宇宙
这个概念，仍然为量子宇宙学提供了一种好的思考方法。
“人择原理”
有些量子宇宙学家喜欢谈所谓的人择原理（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这个原理需要的是在宇宙中要有适合于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原理的弱形
式（ｗｅａｋ ｆｏｒｍ）仅指出：只有特定的历史分枝可以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拥
有特殊的条件，让行星存在，让生命包括人类的生命在这颗行星上繁荣发
展。在这种说法中，人择原理是十分明显的。
人择原理的强形式（ｓｔｒｏｎｇ ｆｏｒｍ）则认为，这个原理应该应用到基本
粒子的动力学和宇宙的初始条件中去，设法把那些基本定律塑造得可以产
生人类。这种想法我认为太不合理，不值得继续讨论。
但是，我曾试图在一种人择原理的想法中找到某种解释，这个人择原
理既不失去价值又不是胡说。我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如下所述。在基本方程
不同的解（如果事实上有多个精确的解）和不同的历史分枝中，某些解和
某些历史在许多地方为复杂适应系统创造优越的条件，使复杂适应系统可
以作为 ＩＧＵＳ（信息收集和利用系统），也可以作为量子力学分枝的观察者
（这些条件包括一种普遍的情形，即适合于在有序和无序间起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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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解和分枝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理论问题，我建议把它称之为寻找一个
ＩＧＵＳ 的原理。这些条件的一个有利于 ＩＧＵＳ 的不重要的偶然性质是，允许
地球的存在、地球上生命和特别是人类的存在，并出现在某些分枝上。
这种理论探索的一个应用，是改善接收信号概率的计算，这个信号是
从 遥 远 行 星 上 智 力 复 杂 适 应 系 统 发 出 的 。 这 在 ＳＥＴＩ （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寻找地球外智慧）计划中有过应用。
有许多因素进入这种计算。其中之一就是因为灾难性的战争或工业技术的
衰微会使我们文明社会完结，那么这个技术文明可能持续多长的时间，使
我们能够和有兴趣发出信号。另一个因素是一颗行星能够让复杂适应系统
暂住（例如人类住在地球）的概率。这里有许多微妙的考虑可能会掺合进
来，例如，莫洛惠兹（Ｈａｒｏｌｄ Ｍｏｒｏｗｉｔｚ），他研究地球大气中的前生命时
期的化学反应，这些反应为产生生命提供条件。他认为有一些非常严格的
条件，才使这些反应得以发生。但另外一些专家，却并不像他那样确定。
为了取代有些可怕的“人择原理”，在给出基本粒子的基本理论和宇
宙初始量子态后，我们在理论科学上似乎面临一系列有趣而又颇常见的问
题，如复杂适应系统在不同历史分枝和不同时间地点演化所必需的条件。
初始条件的作用
我们已经几次谈到初始条件的作用，初始条件将有序输入早期宇宙，
使后续的演化（首先是银河、恒星、行星等天体，而后是复杂适应系统）
得以发生。我们还讨论过初始条件最有戏剧性的一个结果，即时间恒定地
穿过宇宙向前流驶。下面我们更详细地揭示时间的流动。

第十五章

时间之箭——向前和向后的时间

我们回忆一下陨星穿过大气和落到地面上的情形。有一个影片把整个
事件的顺序倒转过来，我们立即知道时间被颠倒了。我们知道，时间单向
性的基本原因是在 １０１０ ～１．５×１０１０ 年以前，宇宙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状
态。我们顺着时间朝简单的组态看去，则我们正在思考所谓的过去（ｐａｓｔ）；
我们朝另一个方向看去，则我们正注视伸向远处的未来（ｆｕｔｕｒｅ）。
初始态（即大爆炸的时刻）的致密性并没有充分描述出它的简单性。
宇宙学家们认为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未来遥远得几乎不可思议的时刻，
宇宙将再次坍缩成非常小的结构。但是，即使这样，宇宙的结构与过去存
在过的致密态十分不同。当再坍缩时，宇宙不会按膨胀的逆方向运动。宇
宙膨胀和收缩彼此对称的观念，被霍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错误”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ｍｉｓｔａｋｅ）。
辐射和记录
时间向前和向后是不同的，这一点很容易用许多方法确认。例如，热
的物体如恒星和银河向外辐射能量，辐射能量最熟悉的形式是辐射光子—
—如光、无线电波、γ射线，正是由它们才出现了光学天文学、无线电天
文学和γ射线天文学等等。除了观测光子以外，中微子天文学正在崛起，
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引力波天文学。这都是建立在探测向外辐射能流
的基础上，其能流形式或为波，或为粒子。同样，当我们看见从火里或电
灯泡里射出的光，我们的眼睛就正探测到辐射的光子流。如果时间逆转，
以上情形中的能将向光源流进去。流出的能流可以携带信号；如果一颗恒
星变为一颗超新星，它会突然非常亮那么一会儿，这个信息，以光速向外
传送。
过去和未来的另一个差别是过去的事有记录，例如，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辐射核衰变时会辐射出带电粒子，而这将在云母上留下踪迹。而未来的
衰变则明显没有记录。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是如此的明显，因此我们不
必详细讨论它。
人类利用辐射送出的信号和记录，知道过去。我们甚至自己制造和保
留记录，但是，信号和记录的存在一般完全不依赖于复杂适应系统（如利
用它们的人类）的存在。
初始条件和因果关系
信号和记录的时间不对称性部分缘于物理学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结
果跟随它们的原因的原理。物理学的因果关系可以直接追溯到宇宙的一个
简单的初始条件的存在。
可以得到宇宙可供选择的概率的物理量 Ｄ，它的量子力学形式已经包
含了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在对应于我们称之为过去的一端，它包含了
对宇宙一个量子态的一个详细说明，我们称之为初始条件。在另一端对应
于遥远的未来，包含了对宇宙所有可能态的一个求和。这个求出的和，可
以描述为一个与遥远未来的宇宙状态完全无关的条件。

如果初始条件也是完全无关中的一个，那就没有因果关系和没有那么
多的历史。但情形恰好相反，初始条件是特殊和单独的一个。也许它正是
哈特尔和霍金描述的那一个，它除了约束基本粒子系统的动力学定规以
外，不需要任何信息。
如果未来的条件并不是完全无关的那一个，违背因果关系的事就会出
现，一些用“过去”这个词无法解释（或至少极不可能解释）的事件也会
出现，但是，却仍然需要（或近乎需要）对未来作详细描述的条件。当宇
宙年龄增加时，这样的事件就越来越多。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没有反映宿命
论的证据，却有相当多的证据反对宿命论；因此，在没有任何可信的新论
据的情形下，我们可以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即未来的条件决不是无关的一
种。但是，当把它归入到科学幻想和迷信时，我们仍然可以把未来的一个
特殊的条件，看成是一个有趣的与事实矛盾的案例，与我们坚决相信是正
确的因果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从历史概率的基本量子力学公式出发，加上一个适当的初始条件，有
可能推演出所有熟悉的因果关系，如信号和记录，它们从过去指向未来。
所有的时间之箭对应于宇宙粗粒化历史的不同特性，而公式则显示出所有
这些箭指向未来的倾向，而不是指向过去的任何地方。
熵和第二定律
在区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之箭中，有一个最著名的箭是称为熵
（ｅｎｔｒｏｐｙ）的量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有增加的趋向（至少不会增加），这个
原理就是人们熟知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按一位老年物理学家说的笑话，
热力学第一定律说你不能获胜，而第二定律说你不能不输不赢。两个定律
都挫败想发明永动机的人。）第一定律只是说能量是守恒的：一个封闭系
统的总能量总是一样。第二定律要求熵增加（或不变），这就有些难以理
解，但其实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熟悉的一种概念。它是无序性的一
种量度，谁不知道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无序性趋向于增加？
如果你整个下午坐在桌子旁把分币按年代分类，或把钉子按大小分
类，后来什么东西把桌子弄翻了，这些不同的分币或钉子绝对会混在一起，
不是吗？如果一个盒子被一个隔层分成两部分，左边的部分放入氧气，右
边的部分放入等量的氮气。抽掉隔板后，两部分的气体将立即混到一起，
不是吗？
对以上现象的解释是，分币或钉子混在一起的方式多于它们分开的方
式；同样，氧气和氮气混合在一起的方式要多于它们分离的方式。这儿机
会在起作用，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有序向无序运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微观态和宏观态
这些可能性如何计算呢？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里，可精确地描述出
大量的态，我们常称之为微观态（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ｅ）。在量子力学里，这就是
系统可能的量子态。这些微观态根据粗粒化区分的不同性质，分类聚集到
一块儿（有时可称之为宏观态）。在一给定宏观态中的微观态可以看成是
彼此等价的，所以我们只关心微观态的数目。

还是以盒子为例。抽掉隔板后，两部分等量的氮气和氧气开始运动。
现在，所有氮、氧气分子可能的微观态都聚集而形成这样的一些宏观态：
盒子右边的氮气少于 １０％，而右边的氧气少于 １０％；含量各少于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等等。两边气体各占 ４０％～５０％（或 ５０％～６０％）的宏观态是最常
见的微观态分布。这显然也是最无序的宏观态，在这种情形下气体在最大
限度上混合在一起。
实际上，在一个封闭系统处于某一特定宏观态有不同的计数方法，这
与熵的专门定义有密切关系（玻尔兹曼常数是最方便的测量单位）。粗略
地讲，一个给定宏观态的系统的熵是信息的总量，它应该详细描述处于这
种宏观态中的一个微观态，这些微观态我们都看成完全相同。
“２０ 个问题的游戏”如果玩得很彻底，那么，除去野兽、蔬菜或者矿
物是否为未知以外，我们还可以得到 ２０ 比特的信息。２０ 比特相当于需要
区别 １０４８６７６ 个不同的信息，即有 ２２０ 种可能的选择方案。同样， ３ 比特
为 ８ 种可能性，因为 ８＝２３ ；４ 比特为 １６ 种可能性；５ 比特为 ３２ 种可能性，
等等。如果可能性在 １６ 和 ３２ 之间，则比特数在 ４ 和 ５ 之间。
这样，如果宏观态中微观态的数目是 ３２，那么这个宏观系统的熵是 ５
个单位；如果微观态数为 １６，则熵是 ４ 个单位，等等。
熵就像是无知
熵和信息有紧密的关系。事实上，熵可以看作是一种无知的度量。当
我们知道的只是一个系统处于一个给定的宏观态，这宏观态的熵测量有关
微观系统无知的程度，其方法是对需要详细阐述附加信息的比特进行计
数，而且如以前所说，宏观态中的所有微观态出现的概率都看成是同样的。
现在我们假定不处于一个确定的宏观态，而是以不同的概率占据不同
的宏观态。那么，宏观态的熵则根据它们各自的概率求出平均值。另外，
熵还有另外的功能，从信息的比特数，熵将引出固定宏观态。这样，熵可
以认为是一个宏观态内对微观态无知的平均，加上对宏观态自身的无知。
详细的阐述相应于有序，而无知则相应于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仅仅
告诉我们，一个低熵（相当高的无序性）封闭系统（在其他情形相同时）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会向较高的熵运动（即更加无序）。既然产生
无序的方法多于有序，所以运动的趋势是指向无序。
最终的解释：过去的有序性
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论证不能用到时间逆转的方
向？为什么一个系统的电影胶片倒转时，不能显示它向可能的无序性运
动，而只能向有序运动？这个问题的最终解释在于几十亿年以前宇宙开始
膨胀时简单的初始条件，这与量子力学概率公式中应用到遥远未来无关紧
要的条件相反。它不仅是时间的因果之箭，使时间从过去指向未来，而且
也包含着有序指向无序或“热力学”的时间之箭。宇宙的初始条件后来导
致物质的引力凝缩，并形成年轻的银河系；当银河形成后，它内部又接着
出现年轻的恒星和行星系统；然后恒星和行星又成熟、衰老。时间之箭从
宇宙那儿传递从银河到恒星到行星的信息。在地球上，它传递的信息是从

地球生命的起源到它进化到各种有生命物体的诞生和衰老。实际上，所有
宇宙中有序的情况都是由过去的有序性和初始条件引起的。这就是为什么
从有序向统计上更可能无序的转变，在任何地方都由过去走向未来，而不
会有别的可能。
我们可以隐喻地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旧式的手表，开始我们把发条上得
紧紧的，然后发条逐渐松开、膨胀，表也因此越走越慢。发条松开的每一
阶段，可以看成是一个新的整体形成，它从已有的结构那儿继承了一些特
性，至少它还部分被缠绕着。我们可以从表发条的松弛情形来辨别每一近
似单独整体的年龄。
银河、恒星和行星在它们逐渐衰老时有什么表现？我们来思考某些熟
悉星体发生的情况。像太阳这类恒星的中心发生着热核反应，其温度高达
几千万度，于是氢转变为氦，其转变时释放的能量最后在太阳表面产生太
阳光（或恒星光）。最后，恒星用完了它的核材料，它的特征也就发生了
改变，而且是以一种戏剧式的方式。如果恒星足够地重，它会突然变成一
颗超新星（ｓｕｐｅｒ－ ｎｏｖａ），然后非常明亮地闪耀两个月后，坍缩为一个黑
洞（ｂｌａｃｋｈｏｌｅ）。显然，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会是无向的吗！？
当人类建立一种有序模式时（例如把分币分类），并让它独自待在那
儿，但可以让某种东西（例如一只狗），与它在一起，狗可以掀翻桌子。
那么，这个封闭系统（桌上的分币加上笨拙的狗）将会变成无序的，因为
无序的可能是如此之大。这种变化到时候总会出现的，因为人类按因果关
系行事，这正如所有的事情都会在时间里向前运动一样。我们首先创造了
有序的模式，然后让它与狗单独呆在一起。这样一种情形熵增加与恒星和
银河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那么很不相同。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首先是有序模式的建立：对分币分类或桌子被打
翻后重新分类。显然，分币分类后它的熵减小了，但这并不违背热力学第
二定律，因为分币不是孤立系统。事实上，第二定律是说，将分币分类的
人和人的周围环境合在一起，熵在增加，其增加的数量至少和分币熵减少
的数量相等。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人在分类时他和周围环境熵增大的征兆
是什么？
麦克斯韦妖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讨论一个假想的小妖很有用处。这个小妖是
麦克斯韦提出来，所以叫麦克斯韦妖（Ｍａｘｗｅｌｌ’ｓ ｄｅ－ｍｏｎ），它专门进行
分类工作。麦克斯韦是发现电磁理论方程组的一位伟大科学家。他讨论一
个最常见（或者说是最容易）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应用情形：让一个热物
体和一个冷物体彼此挨在一起。假定一个盒子用一个可以抽出的隔板分成
两部分，一边放置的是热气体，另一边则是冷的相同的气体。这个盒子是
一个孤立的系统，且具有一定量的有序性，因为热气体的一边气体分子在
统计上运动得快一些，而与它隔离在另一边的冷气体在统计上运动得慢一
些。
首先我们假定这隔板是金属做成的，因此它可以传热。每个人都知道，
热气体会逐渐变冷，而冷气体会逐渐变热，直到两部分气体都达到相同的
温度。显然，这正是第二定律要求的，因为较热和较冷气体分离的有序性

消失了，因此熵增加了。
现在假定隔板不导热，那么冷热气体的隔离就可以保持下去，熵也就
不会变化，这与第二定律不相矛盾。但是，如果有一个小妖它可以把运动
快慢不同的分子分开，会出现什么情形？熵可以增加吗？
麦克斯韦妖守卫着隔板上一个活门，隔板仍然假定不导热。小妖准确
观察着两边运动到活门边的分子，并判断它们的速率。热气体的分子运动
的速率只是统计地快于冷气体，实际每种气体包含有运动速率很不相同的
气体分子。脾气倔强的小妖巧妙地守在活门边上，只允许热气体中运动得
最慢的分子，和冷气体中运动得最快的分子通过活门。这样，冷气体收纳
了运动最慢的分子，变得更冷；而热气体接收了运动最快的分子，变得更
热。这显然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小妖使热从冷气体流向热气体。
接下去会怎么样？
因为这个定律只能用于一个封闭系统，因此我们要把小妖算进去。小
妖的增加的熵，至少应该与盒子里气体减少的熵相等。这个增加了气体熵
的小妖，到底像什么呢？
熵的一个新贡献
１９２９ 年，西拉德（Ｌｅｏ Ｓｚｉｌａｒｄ）在引入熵和信息的关系时，开始回
答上面的问题。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农为信息建立了清晰的数
学概念，法国理论物理学家布里渊（Ｌéｏｎ Ｂｒｉｌ－ｌｏｕｉｎ）又进一步澄清了这
一概念。在 ６０ 年代，柯尔莫哥洛夫、蔡廷（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ｈａｉｔｉｎ）和索洛莫
洛 夫 引 入 了 算 法 复 杂 性 或 算 法 信 息 量 的 概 念 。 最 后 ， 兰 道 尔 （ Ｒｏｌｆ
Ｌａｎｄａｕｅｒ）和 ＩＢＭ 的贝纳特详细地找到了信息和算法信息量如何与人、小
妖或装置相联系的办法，这后三者可以使一个物理系统的熵减少，而同时
自己的熵增加相等或更多的量。
贝纳特证明，如果需要一个某一物理系统适当信息种类的设置，并把
信息记录下来（例如记到纸上或计算机纸带上），那么这个设置就真地可
以利用记录的信息，使热从一个冷物体流向一个热物体，但这只能发生在
设置的记录纸或纸带是空白没写字的情形。由此，由热、冷物体组成的系
统的熵就减小了，但代价是耗完了纸或纸带。在此之前，兰道尔曾经证明，
擦掉记录，不留下任何复制件，就会使熵增加，增加的数量至少要补偿减
少的量。最后，这设置必需填满记录的空间，因此，当记录被擦去以便重
新记录时，热力学第二定律终究会被重新恢复。
我们上面只是提到，擦掉信息最终的拷贝时，熵必然增加到足以恢复
第二定律。实际上擦掉任何拷贝都可能导致一个同样的熵事实上的增加，
但在原则上只是最终的拷贝才行。因为如果至少有两个拷贝，那就有方法
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利用其中的一个逆向地“反复制”（ｕｎｃｏｐｙ）另一个，
而不会使熵有任何增加。
同时，在某种形式下，即使当记录存在和用来修正整个体系的熵定义
的时期，有可能维持热力学第二定律。这可以加一个等同于适当的残存记
录的算法信息量（ＡＩＣ）的项。既然 ＡＩＣ 仅仅依赖于描述信息的最短程序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所以它的值不会因为记录有另外的拷贝而改变。
所有上述情况在于每一个记录至少有一个范例存在。

用这种修正熵定义的必要性曾经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 ＳＦＩ 的
Ｗ．朱里克指出过。关于新的定义，我们可以按下面思路去思考：通常的熵
是一种无知的量度，现在被记录了某些相应信息的 ＡＩＣ 加以修正。这就是
说，一种无知的折衷物代替了记录。当信息被获得和记录下来时，无知减
少了，而与此同时记录中的信息增加了。当记录被擦掉时，记录中的信息
减少了，但整个封闭系统情形的无知至少增加了相同的数量。
擦掉和撕碎
当小妖完成它的分类任务时，它必须知道每个单个分子的某种信息，
在这样的条件下储存信息，它最后必然用完存储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
信息要被擦掉，擦掉的行动增加了小妖和它周围的熵。但是完成擦掉的行
为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以铅笔为例，用普通的橡皮擦掉铅笔写下的符号。橡皮上掉下一
些小末子，每一个小橡皮末子都载有一小部分铅笔的符号，这些小末子散
到桌子上到处都是，甚至散落到地板上。这种有序的散落，实际上增加了
熵。事实上，橡皮擦子的涂抹过程十分典型地使熵增加，大大地大于被擦
掉的信息量，而且熵的产生大都有一个十分熟悉的特性（例如产生热）。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一直忽略这种额外增加的熵，而集中于考虑由于载
有信息的记录在被毁掉时微量增加的熵。
这关系到这种破坏能否可逆。如果这种过程可逆，即把橡皮末子所载
的符号重新恢复原样，那么熵增加就与没发生涂擦行为发生了明确的联系
——但是，不论涂擦发生与否，信息的复制仍然存在于碎末之中。
人们可能怀疑，认为这种重构的可能性在原则上不可能常常发生。这
正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即能从这些小的橡皮碎末中恢复原来的信息吗？这
种情形有一个戏剧性例子。１９７９ 年，“学生们”侵入和占领了德黑兰的美
国大使馆，他们把大使馆雇员在最后时刻撕碎了的保密文件收集起来，然
后耐心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结果文件可以阅读，他们还把文件内容公布
于众。虽然当今的撕碎机可以把文件作二维的撕碎，要想再把它们拼凑起
来就更加困难，但在原则上不能说完全不可能。那么，我们怎么能说涂擦
行为不可逆？或者说信息的散布或任何有序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呢？为什么
整个熵增加或有序向无序转化的想法，不是一种胡说？
没有粗粒化，熵就没有用
我们再回到氧气分子与氮气分子混合一起的例子。我们可以问：在什
么意义上说气体混合就是无序性增加了？因为每一个氧和氮气分子，在每
一瞬间总要呆在某一个地方呀！至少在经典近似上是这样的，因此，任何
时刻的情形应该和前一任何时刻同样有序（假如知道每个分子的位置而不
仅仅知道氧和氮气分子的分布）。
回答是熵像有效复杂性、ＡＩＣ 和任何我们讨论过的量一样，与粗粒化
有关，即与被描述系统详尽的程度有关。的确，一个系统如果所有的细节
都考虑了的话，那么在数学上就可以认为熵不会增加，熵将保持不变。但
事实上，一个分为许多部分的系统常常只用它的某些变量来描述，这些比

较少的变量的有序性会随着时间而散失到其他变量中去，于是后者也不能
再看成是有序的了。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真正意义。
我们可以用微观态这个相关的词来思考粗粒化。一个系统我们开始用
一个或几个微观态来描述，后来由于系统动力学演变，系统内的微观态通
常都会彼此混合起来。后来，由数量最多的微观态组成的宏观态在混合态
中逐渐处于优势地位。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稍后的熵值将会大于熵的初
始值。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粗粒化与量子力学的粗粒化相联系。我们以前讨论
过一种最准经典领域（ｍａｘｉｍａｌ ｑｕａｓ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它们由宇宙可
供选择的粗粒化历史组成，这种历史像细粒历史一样，可能与被脱散和近
经典的领域相一致。以前我们也提到过，量子力学中的准经典领域为此提
供了宇宙粗粒化的理论上的最小值。在描述一单独客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时，这个最小值对应于个体特性（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的最大值。这
个最小值在很多情形下，可以适用于粗粒化，并用以定义熵。当我们这样
做时，那些可以用来定义熵的最精细的宏观态，就是那些在准经典领域遇
到过的。
熵和算法复杂性
小妖在面对储存或擦掉的选择时，这种选择就好像面临任何正在创造
有序的真实机器（或人或其他有机体）。如果需要存储信息，则机器减少
了（传统定义的）熵，减少的熵的量最多和 ＡＩＣ 储存的信息量相等。当信
息被擦掉使存储空间空出来了，宇宙就会取回至少和原来丧失的一样多的
熵。如果熵修正到可以包括存储信息的 ＡＩＣ，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在任
何时候也不能有丝毫的违背。
ＡＩＣ 提供的修正了的熵，可以称之为算法复杂性的熵，它与通常说的
熵很不相同。虽然这个定义对整体的贡献微不足道，但它仍然十分重要，
因为它量化了利用信息的可能性，从而胜过传统的第二定律，至少在记录
被擦掉时是如此。
时间之箭和初始条件
时间的热力学之箭可以追溯到宇宙的初始条件和在量子力学公式里无
关紧要的最初条件，这个公式描述宇宙脱散的粗粒化历史。与向外辐射有
关的时间之箭和我称之为真实的宇宙的时间之箭，都可以有与上面相同的
说法。（Ｓ．霍金用宇宙的膨胀来定义他的宇宙的时间之箭，但按我的定义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时间之箭。如果经历一段不可思议的长时期，宇宙收缩
了，这时就会出现与时间之箭定义相矛盾的情形——正如霍金自己强调的
那样，时效仍然在继续。）
与记录形成有关的时间之箭，最终也起源于宇宙简单的初始条件。最
后，所谓的心理学时间之箭也起源于同样的初始条件。心理学时间之箭涉
及到人类和所有其他复杂适应系统的有关时间向前流动的经验。记忆也是
记录，如同其他记录一样，它们也遵循正向的因果关系。

更大复杂性的出现：
被冻结的偶然事件
随着时间的流逝，复杂性增加的机会似乎更多了。但我们知道，在一给定
系统里，复杂性也可以减少，例如，一个社会由于气候、敌人或内部斗争
等严酷的压力，会迫使自己退到一个较简单的社会模式。这样的一个社会
甚至可以整个消失。（古老的玛雅社会的崩溃肯定涉及复杂性的减少，即
使有许多玛雅人还活着。）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高的社会复杂性
会不断出现，类似的趋势还出现在生物进化中。虽然有些变化可以使复杂
性减少，但趋势仍然是更高的复杂性。这是为什么？
我们讲过，有效的复杂性是一个系统规则性简明描述的长度。这其中
的有些规律性可以溯源到统治宇宙的基本物理学定律；而另一些规律起源
于这样一个事实：宇宙中某一给定部分在某一给定时期内，它的许多特性
与另一些在某些过去了的事件中有共同起源的部分，彼此相关。这些特性
有共同的性质，它们表现出共同的信息。例如，某一给定型号的汽车彼此
相似，因为它们都出自同一设计，这些设计包含有许多出自不同选择的任
意特性。这些“被冻结的偶然事件”（ｆｒｏｚｅ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可以通过各种
各样的方式使它们自己感受到。当我们注视英王亨利八世银币时，我们不
仅仅可以从银币上思考关于他的所有情形，还可以从宪章、大教堂里封存
的文件和历史书上了解到，如果是他哥哥亚瑟而不是他登上王位，一切将
会多么不同！所有这些资料都与被冻结的偶然事件有关。
现在我们可以阐明本书接近开始时所提出的一类相当深刻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发现一枚有亨利八世头像的银币，我们将如何利用物理学的基本
定律推断出，还能找到另外一些这种银币吗？在岩石里发现一块化石，我
们如何从基本定律推断出，这儿还可能有更多类似的化石？答案是：只能
利用宇宙的初始条件和基本的动力学定律。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分枝的历
史之树，从初始条件和由此引起的因果关系推断出，被发现的银币或化石
的存在，说明过去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它们得以产生，这些事件也可能产
生另外一些银币或者化石。没有宇宙的初始条件和物理学的动力学定律不
可能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一样，被冻结的偶然事件也可以解释 ４ 个核苷酸
Ａ、Ｃ、Ｇ 和 Ｔ 可以组成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组织的 ＤＮＡ。绕着遥远恒星旋转的
行星也可能庇护复杂适应系统，它们与地球上的生命非常相似，但它们利
用的是其他分子组成的原生物质。某些研究地球生命起源的理论家们认
为，有几千种可能选择的 Ａ、Ｃ、Ｇ 和 Ｔ 的集。（应该注意的是，其他一些
理论家推测，我们熟识的核苷酸集可能是唯一可能的。）
对于被冻结的偶然事件，有一个更合适的候选者，那就是某些右旋分
子对地球的生命化学起了重要的作用；而相应的左旋分子没发现有这些作
用，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完全没有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不难理解，为什么不
同种类的右旋分子在生物化学中彼此可以相容，同样左旋分子也可彼此相
容，但是，是什么决定这一种或那一种的选择呢？
有一些理论物理学家曾试图把这种左右不对称性与弱相互作用惊人的
性质联系起来，弱相互作用在普通物质（由夸克和电子组成）中显示左旋
性质，但在反物质（由反夸克和正电子组成）中却显示右旋性质。他们的

努力还没有取得成果，但似乎有可能是生物化学的左右不对称性，是地球
上所有还存活生命的祖先的一种被冻结了的特性，这种特性也可以用其他
方式表现出来。
生物学的左右不对称性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说明，许多被冻结的偶然事
件可以被看作是自发对称破缺的例子。可能有一个对称的可能性集（在这
儿是右旋或左旋分子），但仅只有其中的一个在宇宙某一特定部分特定时
间区间内实际上出现了。在基本粒子物理学中，自发对称破缺的典型例子
被认为可以用到整个宇宙。（有可能还有其他自发对称破缺，甚至在基本
粒子物理学中也有，它们只能应用于宇宙中庞大的区域。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个研究课题在某种程度上有了环境科学的特征了！）
树状分枝历史结构涉及到一种游戏，它与每一个分枝的机会有关。任
何一个单个的粗粒化历史，它构成每一次游戏的一个特定结局。当每一种
历史在时间中延续时，它记录下这些偶然结局的不断增加的数目。但是，
有一些这样的偶然事件被冻结了，成为将来的规则（至少在宇宙中的某些
部分）。因此，可能规则的数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可能的复杂
性同样如此。
这种作用并不严格限制在复杂适应系统里。宇宙物理结构的演化显示
了同样的趋向：通过被冻结偶然事件的累加，出现了更多复杂的形式。随
机涨落使早期宇宙产生了银河系和银河系的星团；每一种客体的存在，加
上它们的独自特性，从它们诞生开始，就具有一种它存在于的宇宙的那一
部分很重要的规律性。像恒星凝缩一样（包括聚星和恒星－行星系统），由
这些银河系中的气体云，提供了对大地域重要的规则性。当宇宙的熵增加
时，自组织可以产生局域有序性（ｌｏ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就像在一个旋转银河系
的旋臂上和雪花对称形式的多样性一样。
一个正在进化的系统（无论是复杂的适应系统或非适应系统）在一给
定时间内的复杂性，并不为它自身或后继者未来可能获得的复杂性提供复
杂性层次的度量。为了满足这种量度的需要，我们在早先引入了潜在复杂
性（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的概念。为了定义这个概念，我们考虑系统
未来历史的可能性，并将系统未来每段时间的有效复杂性对这些历史求平
均，这些历史又根据它的概率来加权。（为此，时间的自然单位是系统随
机变化的平均时间间隔。）由此所得到的潜在复杂性是未来的时间函数，
它告诉我们有某种可能性使系统发展到某种更高的复杂状态。在我们稍前
讨论的例子中，潜在复杂性将会把人类的产生与其他类人猿区分开来，即
便他们的有效复杂性在当时并无许多差异。同样，一个行星的表面，在某
一段时期内明显具有产生生命的概率，这行星的表面将与不大可能出现生
命的行星不相同。更大复杂性的出现会永远继续下去吗？
经历一段非常长的时期后（即使用宇宙标准也很长），宇宙由于继续
膨胀将变得和现在大不相同。恒星会死亡，黑洞在变得比现在的大得多之
后，也将衰败，连质子（较重的核子）也会衰变。所有我们今天熟悉的结
构全都消失。因此，规律性很可能越来越少，宇宙将多半只用随机性来描
述。那时，熵将非常大，而算法信息量、有效复杂性将很低，深度也很低
（参见图 ５—１ 和图 ８—２）。
从现在到上述情形之间的时期里，如果上述图景是正确的，那么越来
越复杂形式的出现将逐渐少下去，最终停止，然后又向较低的规律性倒退，

这种后退恐怕势在必行。再继续下去，条件将不再有益于复杂适应系统的
存在。当意义明确的个体变得越来越稀少时，个体甚至可能没落。
这个图景并不是没有争论的。需要有更多的理论研究来探索非常遥远
的未来。虽然这种探索没有多少直接实践的价值，但它将有助于说明复杂
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意义。并且，宇宙在经过
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后会走向再次坍缩，理论物理学家们正在研究这种现
象，试图描述在宇宙收缩时熵继续增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以及当宇宙处
于这种演化阶段时复杂性的前景。
同时，在地球上，我们的行星和我们的太阳的性质曾经提供过被冻结
的偶然事件，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地质学、气象学和其他“环境”科学的规
则。实际上，它们为地球生物学提供了背景。地球、地球表面上气候以及
前生命化学反应的演变，导致生命出现，这一切都说明被冻结的偶然事件
的累积，在严格的时空区域就变成了规律性。特别是生物进化，引起了越
来越高级的有效复杂性的产生。

第三篇

选择和适应

第十六章 生物进化及其他领域中的选择的作用
包括生物进化在内的所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运作，都服从热力学第二定
律。可是，一些反进化论者有时声称，生物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矛盾，
因为越来越复杂生物形式的出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序性不断增加。
这一断言当然是错误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诸如星系、恒星、行星和岩石之类的非适应系统的进化进程
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形式，其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描
述过，与熵增加无任何抵触之处。那些结构的发展变化全都服从第二定律，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性的分布越来越宽广，最大复杂性自然也增加
了。
第二，热力学第二定律只适用于封闭系统（也就是完全自持的系统）。
那些声称第二定律与生物进化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所犯的一个致命性错误
是，他们只注意到某些生物的发展变化，而没有考虑那些生物的外部环境。
生物系统之所以不能成为封闭系统，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它
们需要阳光作为直接或间接的能量来源。严格地说，如果我们不将太阳能
的吸收也考虑进去，那热力学第二定律就不会成立。而且，能量不只是流
进，也有流出，最后能量以辐射的形式散失到天空中（试想一下你的房子
向寒冷的夜空所发出的热辐射）。能量流经一个系统会使其有序性增加。
而且，即使除了上述效应以外，还必须考虑地球环境的信息影响。为
了说明将环境信息包括进来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高度
简化的情形，即假定环境对系统的影响是稳定的，各种不同生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也忽略不计。因此，给定的生物群体是在一个无重大变化的环境中
进化。渐渐地，该群体将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因为群体中的不同基因型
彼此竞争，其中一些在产生可成活与繁殖的表型方面比另一些更成功。结
果，环境与生物在信息上的一种差异逐渐地减小了。这个过程不禁使人想
起这样一种物理现象，即把一个热物体与一个冷物体放到一起时，它们的
温度将以符合第二定律的方式而达到热平衡。生物进化绝不与第二定律相
抵触，它还为第二定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隐喻。适应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群
体在其环境中的一种成熟过程。
在世界各地的硫磺泉（以及海底深处构造板块之间的热泉喷出口）中，
有一种称作圆齿蛇卷螺（ｅｘｔ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ｅ 或 ｃｒｅｎａｒｃｈａｅｏ－ ｔａ）的原始生物
在那里繁衍生存，而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那种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在海
底圆齿蛇卷螺的生命过程中，阳光只起着有限的作用，即只在产生氧化物
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例如，阳光帮助维持浅水区域的其他生命形式，而那
些生物所形成的有机物碎片不断掉落到圆齿蛇卷螺生活的区域。
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表明，早在 ３０ 多亿年以前，就有了至少在新陈代谢
方面与现代圆齿蛇卷螺相似的生物。没人知道是否整个基本基因型也很相
似，或是否基因组的某些部分经历了很大的漂变（ｄｒｉｆｔ），但选择压力在
现实世界中产生的实际结果大致相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说，
在高温、酸性、含硫的恶劣环境中生存这样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在地球
年轻时期得到了解决。圆齿蛇卷螺达到了一种稳定状态，可以说达到了一

种与其外部环境的进化平衡。
然而，外部环境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变化之中。大部分的自然情势都
处于动态之中，从而使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我们
都知道，地球大气的成分就与生命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关系。如今地球大气
中大量的氧气，至少大部分可以归因于地表面上大量生长着的植物。
共进化物种
任何一个生物物种的外部环境中包括大量也在进化着的其他物种。每
个生物的基因型，或作为每个物种之特征的基因群，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
图式，它包含着对许多其他物种及对各种不同行为可能作出的反应的描
述。因而，一个生态群落由大量物种组成，其中每个物种都在进化中“得
知”了其他物种的习惯及怎样对付它们的模式。
某些情况下，使用这样一个理想化模型将非常有益，即考虑只有两个
物种共同进化与应付对方潜在能力发展的情形。例如，在南美洲的森林中
漫步时，我常常碰到这种树，它们为一种带刺的危险型蚂蚁提供营养物。
反过来，那些蚂蚁驱走包括人类在内的、可能以多种不同方法伤害那些树
的所有动物。就像我为避免意外碰到那种树而学会了识辨它一样，其他哺
乳动物也学会了辨认它，而不去咬嚼它的树干或枝叶。这样的共生必定是
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共进化之后才得以产生的。
在同一个森林中，你可能还会碰到攻击－防御型竞争，它们也是通过两
个物种彼此适应的进化过程而进行的。某种树可能通过进化获得这样一种
能力，即能渗出一种有毒物质来驱除某种害虫。那种昆虫则反过来发展一
种化解该毒物的方法，从而使之对自己不再造成威胁。那种树的进一步进
化可能导致毒物成分的变化从而使之重新生效，这种过程不断进行下去。
这种化学武器的竞争可以导致一些在生物学上很有效的化学药剂的自然生
产。其中某些药剂可能在药品、综合性害虫管理及其他领域对人类有很大
的用处。
在没有经过简化的实际情形中，一个生态群落里的许多物种在随时间
而逐渐（有时甚至是迅速）变化的无生物环境中共同进化。这种实际情况
要比只有两个物种共生或竞争的理想模型复杂得多，恰如后者又远比只有
一个物种在固定环境中进化的更加理想的情形复杂一样。在每种情形中，
如果考虑整个系统的话，生物进化过程与热力学时间之箭是一致的；但只
有在圆齿蛇卷螺那样最简单的情况下，进化才会导致一种信息稳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一般来说，就像没有生命的星系、恒星
或行星等复杂物理化学系统的情形一样，进化过程是一种不断发生动力学
变化的动态过程。一切系统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得成熟，尽管是以
一种迂回曲折的复杂的方式来进行的。
在一个生态群落中，通过进化而相互适应的过程是成熟起来的一个方
面。生物进化是那种迂回曲折的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过程，潜在能力
与实际能力之间的信息差异趋向于逐渐缩小。一旦有了复杂适应系统，就
不仅有可能发现与利用机会，而且在实际中极可能进行。因为那是对系统
产生作用的选择压力，推动该系统发展的方向。

中断平衡
生物进化通常不像过去某些专家所想像的那样，以一种大致上均匀的
速率发生，而是常常显示出“中断平衡”（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现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种（和更高级的种类或类群，比如属、科，等等）
至少在表型方面相对来说维持不变，然后在某段短时间内发生比较急剧的
变化。斯蒂芬·杰·古尔德（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在与同事尼尔斯·艾尔
德里奇（Ｎｉｌｅｓ Ｅｌ－ｄｒｅｄｇｅ）一起发表的专题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后
来还在一些很受人欢迎的文章与书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这种中断平衡。
是什么导致了那些平衡中断时比较急剧的变化呢？一般认为与此有关
的机制可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种包括物理化学环境的改变，有时
这是一种普遍流传的变化。在大约 ６５００ 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末期，至少有一
个非常重大的物体同地球发生过碰撞，那次碰撞导致了尤卡坦（Ｙｕｃａｔáｎ）
半岛边缘巨大的契克休鲁布（Ｃｈｉｃｘｕｌｕｂ）坑。由碰撞引起的大气成分变化
促使白垩纪毁灭，在那次毁灭中，大型恐龙与其他许多生命形式一起灭绝
了。早在几亿年以前的寒武纪时期，产生了大量小的适于生存的生态环境，
并被填充了新的生命形式（就像一项新的流行技术导致无数个就业机会一
样）。新的生命形式创造更多新的小生态环境，如此往复下去。一些进化
理论家试图将那种多样性的急剧扩张同大气中氧气的增加联系起来，但这
一假说如今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
可能打断表观进化平衡的另一种剧变主要是生物学方面的。这时自然
环境不必发生戏剧性的突然变化，而是基因组随时间逐渐地发生变化，但
这种变化对表型的生存能力并无很大的影响。作为这种“漂变”过程的结
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群可能向着一个不稳定情形发展，在这种不稳定的情
形下，相当细微的基因变化可使表型发生根本性改变。可能在某个特定时
期，生态群落中一定数量的物种都在趋近于那种不稳定状态，从而为那些
最终导致一个或更多生物的重大表型发生突变，创造了成熟的时机。那些
变化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一些生物变得更加成功，
而另一些生物则灭绝了。整个生态群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小生态环
境。进而，这种大激变使得邻近群落也发生变化，比如新的动物迁徙到那
儿，并与已有的物种进行成功的竞争。一个暂时的表观平衡被打断了。
关口事件
在物理化学环境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特别富有戏剧性的生物
学事件，有时是中断平衡中决定性的原因。乔治·马森大学（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圣菲研究所的哈诺德·莫洛惠兹指出了那些开辟出可能的
全新范围的突破性事件或关口事件（ｇａｔｅｗａｙ ｅｖｅｎｔｓ）的重大意义，这里
所说的新范围有时涉及到高级组织或高等功能。哈诺德尤其强调哪些情况
下只存在或几乎只存在这些关口事件，以及什么情形中还与生物化学变化
有关。
首先，他概括了在生命史前时期的化学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导致地球
生命产生的几种可能的化学关口。那些关口包括：
１．导致利用阳光的能量代谢，并进而使一种能将某一部分物质（诸如

后来被称为细胞的一部分物质）孤立起来的膜的形成成为可能的事件；
２．为酮酸到氨基酸的变迁，进而到蛋白质产生提供催化剂的事件；
３．导致称作二硝基杂环的分子形成，进而使 ＤＮＡ 组分核苷酸形成，因
而使基因组、生物图式或信息包的存在成为可能的事件。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哈诺德强调了关口的狭窄性。通常只有少数特殊
的化学反应才有可能开辟出新的范围；有时这种情形只与一个反应有关（这
些反应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们未必确实——即使是一个唯一的反应也可
能很容易地发生）。
在作为所有现在生物之祖先的生命形式产生之后，生物进化过程中依
然发生类似的关口事件。许多那样的事件导致了新级别组织的产生。例子
之一是真核生物的进化，这是一种其细胞中拥有真正的核（包含主要的遗
传物质）及其他一些“细胞器”（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ｅｓ）——线粒体或叶绿体的生
物。许多研究者认为，另外一些原始生物向单细胞真核生物的转变，是通
过合并其他生物而实现的，被合并的生物成为内共生体（意思是，它们在
前者内部继续生存，从而与细胞形成共生），并进而进化成细胞器。
另一个例子是类动物单细胞真核生物（也许是真正动物的祖先）的进
化。科学家认为，首先是类植物真核生物发生进化，它们每个都能进行光
合作用，不但形成了细胞膜，而且在膜外形成了由纤维素组成的细胞壁。
（膜的形成需要一种生物化学的突发变化，需要固醇的形成，后者与胆固
醇及人类性激素有关。）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进化形成了这样的生物，它
们只有细胞膜而没有细胞壁，因此也就不需要进行光合作用，而以摄取进
行光合作用的植物为生。这种能力的出现是后来形成真正动物的关键。
另一个生物化学变革——将细胞联合起来的胶（ｇｌｕｅ）的出现，使得
从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进化成为可能，也许是通过集聚的方式进行
的。
哈诺德·莫洛惠兹及其他一些人认为，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在经历了
一系列早期变化之后，由一次或几次突变所引起的基因组中的微小变化，
可以引发一起关口事件，从而引发作为打破进化平衡相对稳定性的主要事
件的几场革命之一。进入由关口事件所开创的领域时，生物获得了新的有
重大意义的规律性，使其复杂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如地震（或地球与太阳系中其他物体之间的碰撞）那样的自然破坏一
样，这些事件既可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个事件，也可视为某些分布尾端
的一些非常事件，这个分布由一些规模大都小得多的事件构成。
通过集聚形成更高级的组织
在生态团体、经济或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复杂性增加的机会不断上升，
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并使得最大复杂性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最有意思的
那些复杂性增加涉及到从低级组织向高级组织变迁的进化，这种进化主要
是通过形成复合结构来实现的，比如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植物与动物的
进化。
人类的一个家族或一个群体可以形成一个部落。一定数量的人可以通
过合资成立一个商业公司来谋生。１２９１ 年，３ 个州联合成立了瑞士同盟国，
之后不久又有第四个州加入，同盟国后来演变成了现代的瑞士联邦。１３ 个

北美殖民地组成了一个合众国，然后，通过 １７８７ 年批准的一个宪法又变成
为称作美国的联邦共和国。通过合作产生集合体可以非常有效。
虽然图式之间进行竞争是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特征，但系统自身则可
能在彼此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陷入竞争与协作的混合状态之中。对复杂适应
系统来说，共同组成一个同样也可具有复杂适应系统功能的集体，常常是
有益的。例如当个人或公司在经济中运作时，为了促进全社团利益，而由
一个政府来对它们进行调节。
图式的协作
即便是在众多的图式当中，伴随有协作的竞争有时不仅可能，而且非
常有利。例如，在理论领域中，彼此竞争的概念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有
时几个观点的综合比其中任何单个观点都更接近真理。然而一个特定理论
观念的提倡者，常常能够通过声称他们的观点完全正确或全新，其他与之
竞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抛弃，从而在学术生涯获得荣耀或其他回报。
在一些领域及某些情况下，这种方式可能行得通。可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是
倾向于妨碍达到预期目的的。
例如，在考古学及人类学的某些部分，人们对文化特征的传播性与独
立发明性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可是，两者似乎明显地同时存在。零在
印度的发明（并通过阿尔－花拉子模的工作传入欧洲）看来极有可能与中美
洲零的发明（比如，古典玛雅人所使用的零）没有联系。如果曾经存在过
某种方式的接触，那么为什么在前哥伦布时期的新大陆几乎完全没有轮子
（据我所知，它只是在墨西哥生产的少数玩具上出现过），而在旧大陆却
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呢？这怎么解释呢？弓箭看来是从北美传入中美
的，而许多其他文化成就，比如玉蜀黍的培育，是以相反的方向传播的。
面对这些，学者们怎么还能彼此指责为传播主义者或反传播主义者呢？
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喜欢为部落习俗提出生态和经济方面的理论解释，
这些解释初看起来可能显得很主观或是非理性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一
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但有时他们接着又嘲笑这样一种观点，即非理性与主
观选择在信仰系统和社会行为模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无疑走得太
远，一个合理的观点应将生态和经济决定论与部落图式的不可预测性行为
协调起来。例如，某个特殊的禁食令，比如说禁止猎食一种鹿（ｏｋａｐｉ），
对于一个人群的营养需要及猎鹿所需要的人力，与在周围森林的生态背景
中繁殖其他食物相比而言可能是合理的。然而，这种限制也可能是由于早
先将这种鹿当作部落图腾的原因，或者两种理由都存在。那么，坚持说其
中一个观点永远正确难道是明智之举吗？
圣菲研究所的一个长处在于，它营造了这样一种学术气氛，学者们和
科学家们都能为同伴的观点所吸引，并致力于将那些观点调和起来，而且
只要有可能，就想方设法从中创立一种有益的综合理论。这种和谐性甚至
胜过在他们自己研究所里的情形。有一次，好几位来自同一个大学同一个
系的教授参加了研究所的讨论会，结果他们发现，在圣菲他们能够积极地
讨论一些在自己学校时只能引起争执的问题。
在生物进化中，与图式间协作联系最密切的可能是有性生殖的遗传
学，其中亲本生物的基因型在子代中被杂合起来。我们后面将要讨论有性

生殖的问题，不过首先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步探讨一下向较大复杂性发展的
趋势问题。
存在一个指向较大复杂性的驱动力吗？
我们已经看到，生物进化的动力学可能相当复杂。然而它常常被人们
描绘得非常简单。更复杂形式的出现有时被误以为是通向某种完善形式的
稳定进展，而后者可能被认为是特创的物种，或甚至是特创的种类或种属。
幸而，那种态度正日趋衰微，如今更多可能的是将进化看作一个过程，而
非将它视作是一种目的论的、通向某个终点的方式。
然而，即便是现在，而且即便是在一些生物学家之中，关于生物进化
内部固有一个指向复杂性的“驱动力”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往往更微妙一些。进化一步一步地进
行，在每一步中，复杂性要么增加，要么减小，但它对全部现有生物的效
果是其最大复杂性有随时间增大的趋势。一个类似的过程会在一个不断变
富的社团中发生，即，尽管收入的范围不断变宽，从而最大的家庭收入趋
向于不断增加，但每一单个的家庭可能感到他们的收入或增加或减少，或
维持不变。
如果我们忽略增加的复杂性给物种带来的任何好处，那么我们可以将
不断变化的复杂性的分布，看作是一种传播。这种传播可通过一条线上的
“随机游动”来例示。许多跳蚤从同一个点开始，不断地随机跳跃，每次
跳过同样的距离，要么跳离初始点，要么跳向初始点（当然开始时都是跳
离初始点）。在此后的任何时刻，将有一个或更多的跳蚤跳高起始点的距
离最远。跳离距离最大的跳蚤可能不断发生变化，究竟某个时刻是哪些跳
蚤距离最远，自然取决于哪些跳离初始点的净步数恰巧最多。随着时间的
推移，任何一个跳蚤跳离初始点的最大距离趋向于不断增加。如图 １６—１
所示，随着跳蚤向越来越大的距离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跳蚤距初始点的距
离分布也扩展开来。
朝向更高的最大有效复杂性的运动，尤其是对星系那样的非适应系统
来说，可能是通过一种与扩散相似的方式来进行的。但在诸如生物进化的
复杂适应系统中，常常是由于某些情况下选择压力对较高复杂性有利的原
因。这种情形下，作为随时间而变化的复杂性分布，将在形状上不同于随
机游动的分布图。虽然仍没有理由相信存在一种稳定的驱动力，使生物朝
更复杂的方向进展，但对较大复杂性有利的选择压力却常常是强大的。描
述那些对复杂性极其有利的系统与环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智力挑
战。
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关口事件通常使复杂性大大增加，并创造出具有重
要意义的有利条件。决定性关口的打开导致小生态环境爆发式地形成，而
小生态环境的填充可能看起来很像是由一种指向更大复杂性的驱动力所
致。
既然人类是地球生物进化史上最复杂的生物，那么，我们一些人将整
个进化过程看作是为有智力的人的出现铺路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这个观
点只是愚蠢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其中至少有一点还是说得过去的，即生物
进化的作用在我们这里中止了，或至少现在暂时停滞了。我们对生物圈的
影响如此深远，而且我们改变生命（不仅仅是通过像驯狗这种古老而缓慢
的方式，而且以遗传工程那样的现代方法来进行）的能力不久之后将非常

之巨大，以至于地球上未来的生命确确实实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这
个人种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除非发生大规模抵制技术（由于有非常庞大
的人口需要生存而难以实现），或大多数人类种族的自我毁灭（伴以向野
蛮状态的返祖），否则，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在可预见的将来，自然生
物进化的作用将让位于人类文化及它的进化。
生态群落的多样性
不幸的是，人类的知识、理解力及创造力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
能赶得上——如果它们能赶上的话——历经数十亿年生物进化而获得的
“聪明”。不光是单个生物进化出它们自己独特的、错综复杂的模式和生
活方式，而且，生态群落中大量物种的相互作用在长时期内也经历了微妙
的相互调节。
各种不同的群落各由一组特定物种组成，这些物种随地球区域的不同
而不同，在同一区域里，又随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在陆地上，生态群
落的特征随诸如纬度、降雨及其在一年中的分布、温度及其变化模式等等
之类因素的不同而不同。物种分布与地域差别有关，后者在很多情况下受
数百万年中大陆的漂移运动与古代迁徙及疏散等偶然事件的影响。
因而，即便都是在热带，不同的森林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别。并非所
有热带森林都像过去某些送给新闻机构发表的消息所描绘的那样，都是低
地雨林。有一些是低地干旱森林，另有一些是山地云林，等等。而且，你
还可以区分出数百种不同的雨林，它们包含着大为不同的动、植物。例如
在巴西，既有树种随区域的不同而不同的广袤的亚马逊低地雨林，也有大
不相同的、现已缩减为原来很小一部分的大西洋雨林。在它的南端，大西
洋森林融合到巴拉圭的阿尔托帕拉那（Ａｌｔｏ Ｐａｒａｎá）森林和阿根廷米西奥
内斯（Ｍｉｓｉｏｎｅｓ）省的热带森林之中。亚马逊森林日趋严重的毁坏现象已
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尽管它的大部分仍然存在（不幸的是它有时处于一
种退化状态，只是在空中看来不易察觉），不过保护大西洋森林的剩余部
分更为紧迫。
同样，不同的沙漠也彼此有别。在纳米比亚的纳米比沙漠中，大部分
的动植物都不同于非洲另一端撒哈拉沙漠中的动植物，也不同于马达加斯
加南部灌丛沙漠中的动植物。
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莫哈维（Ｍｏｊａｖｅ）沙漠和科罗拉多沙漠彼此大为不
同，而它们与其他如以色列的内盖夫（Ｎｅｇｅｖ）沙漠又都没有很多共同的物
种（但是要注意，著名的以色列仙人掌萨巴拉是从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引
进的）。到科罗拉多沙漠和内盖夫沙漠游览时，粗一看来，它们在植物外
观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那种相似性大都不能归因于物种之间的亲近
关系，而应归因于进化趋同作用，这种作用是相似的选择压力运作的结果。
同样，东非干旱高原的大戟属植物类似于新大陆的仙人掌，也只是由于它
们适应于相似的气候；它们属于不同的科别。由于进化，对于一个生物群
落在一组给定条件下生活的问题，在地球的不同区域产生了许多不同但很
相似的解答。
面对自然群落如此广博的多样性，人类拥有足够的集体智慧来作出正
确的策略选择吗？在作为一个物种进化到足够成熟以至能自如地应用之

前，我们能够获得实现巨大变化的能力吗？
生物学的适应性概念
由许多复杂个体所组成的生态群落，其中那些个体各属于大量不同物
种，并都发展出可以描述和预言彼此的行为的图式，这种群落是一些不可
能达到或非常接近于一个最终稳定态的系统。每个物种都是在由许多其他
物种组成的、不断变化的集体中进化。这个情况显然与海底圆齿蛇卷螺的
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物理化学环境中进化，它们
与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主要是通过从水上落下的有机物质而实现的。
即便是像圆齿蛇卷螺那样相当简单与近于自持的系统，通常也不能定
出一个有严格数值属性定义的“适应性”，当然也不是一个随进化而不断
增长，直到一个稳定状态为止的系统。即便在这样一种简单情况下，将主
要精力直接集中于选择压力也要安全得多，这种选择压力对几个表型特征
中的一个有利，从而影响不同基因型的竞争。那些选择压力也许不能用一
个有明确定义的被称为适应性的量来表示。它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
描述，即便是在单个物种适应固定环境的理想情形下，也是如此。那么，
给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的生物的适应性设定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测
量方法，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它属于一个由有着密切相互作用并适应
彼此特性的众多生物组成的生态群落时，就更不可能了。
当然，用适应性来对生物进化进行简单讨论常常是很有益处的。适应
性作为生物学概念的基础观点是，基因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传播依赖于生物
幸存到能够繁殖的阶段，而且其后代也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能存活到具有繁
殖能力。不同的存活与繁殖率往往可以用适应性来粗略地描述。根据适应
性的定义，具有较高适应性的生物，通常比具有较低适应性的生物能更加
成功地将基因传递下去。在一种极端情况下，遗传模式使生物不能繁殖，
那么这种生物就只有很低的适应性，并趋向于绝种。
适应性景观
当我们引入“适应性景观”（ｆｉｔｎｅｓ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这样一个粗略概
念时，一个通常的困难便呈现了出来。假定将不同的基因型在一个二维平
面（代表描述实际上可能存在的基因型的多维数学空间）上表示出来。适
应性或不适应性用高度来表示，随着基因型的变化，适应性的变化形成了
一个二维平面，在三维空间则有大量的小山与山谷。生物学家习惯上用较
高的高度表示较大的适应性，所以山顶对应于极大的适应性，谷底对应于
极小的适应性；但是，我将使用在其他许多领域常用的而与上述表示法相
反的方式，将整个图颠倒过来。这样一来，适应性随深度增加而变大，凹
陷处的最底部表示极大适应性，如图 １６—２ 所示。
景观非常复杂，上面有许多深度大为不同的坑（“当地适应性最大
处”）。如果进化的结果总是稳定地向山下移动——适应性不断提高——
那么，基因型有可能被阻滞在一个浅坑的底部，而没有机会到达附近对应
于更大适应性的深洞之中。无论如何，基因型必须以一种比只是向谷底下
滑更复杂的方式变化。例如，它如果能够以一种随机的方式在附近轻微地

上下晃动，那么这样一种晃动将使它获得逃离浅洞而发现附近更深坑洞的
机会。但是，不能有太多这样的晃动，否则整个过程将停止运行。我们已
在前面很多地方分析到，复杂适应系统在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一种中间条件
下运作得最好。
相容适应性
使用适应性概念时，进一步的困难来自于进行有性生殖的较高级生
物。这种生物只将自身一半的基因传递给一个后代，后者的另一半基因来
自于亲代的另一方。后代不是纯系，而只是近亲而已。而且生物还有其他
的亲属，它们之中幸存下来的也能对与自身基因相似的基因传递有所贡
献。因而生物学家提出一个称为“相容适应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的
概念，它将一个生物的亲属存活至繁殖的程度包括了进来，并根据亲缘关
系的远近而有所偏重。（当然，相容适应性也包括生物自身的存活问题。）
进化应该具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主要通过那些能促进生物及其近
亲存活的遗传行为模式）显示出高相容适应性的基因型占有有利地位。这
种倾向称为“亲选”，它与这样一种进化图景符合得很好，即生物只是基
因借以传播自身而“使用”的精巧装置。上述观点已被通俗化为“利己基
因”这样一个名词。
利己基因与“真正利己的基因”
利己基因现象的一个极端形式可能存在于被称作 “分离异常”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的现象中。如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
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ｒｉｖｅｒｓ）所描述的，分离异常可能是由于“真正利己基因”
的运作。他说的意思是，一个基因直接发生作用，而不通过形成生物的方
式发生作用，在与其他基因模式的竞争中获得了成功。存在于雄性动物中
的这样一个基因可能致使负荷它的精子胜过，或甚至摧毁其他的精子，从
而在使雌性动物的卵受精的竞争中更易于获胜。但是，一个真正利己的基
因不必赋予所形成生物以任何有利条件，甚至可能有一定的害处。
除这些可能的非凡例外情形之外，选择压力是通过由精子与卵所产生
的生物而间接地施加的。这与复杂适应系统观念更加相合，在这种系统中
图式（这个情况下是基因组）是在现实世界中（这里是以表型的方式）而
非直接地接受检验。
个体与相容适应性
同时涉及普通的个体适应性与相容适应性的一个有趣情形是某些鸟类
的所谓利他行为。墨西哥鸦或灰胸鸦生活在墨西哥北部、亚利桑那东南部
及新墨西哥西南部的干旱栖息地。几年前鸟类学家观察到，这种鸟类的一
个鸟巢常常有许多鸦在照管，而不是只有产卵的一对。那些鸦在那儿干什
么呢？它们真是在施行一种利他行为吗？杰拉姆·布朗（Ｊｅｒｒａｍ Ｂｒｏｗｎ）
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协助者自身就是那对筑巢鸦的后代；它们是
在帮助抚养它们自己的同胞。这种行为似乎是通过相容适应性而向社会行
为进化的一个显著例子。进化对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很有利，即年轻的鸦延
迟它们自己的繁殖，去帮助喂养与保护比它们更年幼的同胞弟妹，从而有

利于与它们自身基因非常相近的基因传播。
最近，通过约翰·费兹帕特瑞克（Ｊｏｈｎ 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和格纳恩·伍
尔芬登（Ｇｌｅｎ Ｗｏｏｌｆｅｎｄｅｎ）对另一种相近鸦的研究，这幅图景变得更加复
杂。这种鸦叫做佛罗里达丛鸦，它生活在佛罗里达南部正在迅速消失的干
旱橡树林栖息地。直到现在，那种鸦通常还被认为是丛林鸦众多亚种之中
的一种，后者是美国西南部一种很普通的鸦，但费兹帕特瑞克和伍尔芬登
现在提出，根据它们的外观、啼叫声、行为与遗传学等，它们应被看作另
一个种别。其中的行为包括在巢边帮助抚养幼鸦，如同上述灰胸鸦的情形。
这里，协助者同样也倾向于是两位筑巢者的后代，但不同的是，佛罗里达
的研究者所进行的观察表明，那些协助者不仅是为了照顾它们的同胞，而
且还为它们自己的利益。橡树林中的筑巢区域非常大（大约 ３０ 英亩），它
们强有力的防卫使其他动物难以靠近。协助者们是处于一种对继承它们生
活所在的全部或部分领域最有利的状态。至少在佛罗里达，似乎是普通个
体的适应性在“利他”丛林鸦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引入丛林鸦的故事并非为了卷入鸟类学家之中的争议，而只是想说
明一下整个适应性概念的微妙性，不管它是不是相容的。即使当适应性是
一个有用概念时，它也仍然是循环式的。进化对最适应者的存活有利，而
最适应者是那些幸存或其近亲幸存的生物。
性别的适应性
有性生殖现象向选择压力与适应性理论提出了一些特殊的挑战。像无
数其他生物一样，高级动物倾向于有性生殖。但在很多情况下，同样的动
物也能进行单性生殖。在这种单性生殖中，雌性生物生产出遗传物质完全
相同的雌性后代，除非有某些可能的突变，不需要有雄性起作用。即便是
复杂如青蛙这样的动物的卵，也可通过针刺这样的方法得到蝌蚪。在少数
情况下，比如栖息在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鞭尾蜥蜴，整个脊椎动物物种
看来都只是通过单性生殖的方式来进行繁殖，根本没有雄性成员。那么性
别是怎么回事呢？有性生殖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是什么呢？为什么通常会选
择有性生殖而非单性生殖呢？雄性成员在实际中究竟有什么作用？
有性生殖使后代的基因型变得丰富多彩。大致说来，染色体（每条包
含一串基因）是成对出现的，同对的两条染色体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每一
生物个体从父方与母方各承继一条。究竟哪个来自于父方或母方则主要是
个偶然性的问题（对完全相同的双胞胎来说，这些不同的随机选择产生出
了同样的结果）。有多对染色体的生物之后代通常有这样一个染色体组，
它由分别来自于父方与母方染色体对的不同染色体所组成。
来自母方父亲的染色体
（２ 个 ＤＮＡ 链）
来自母方母亲的染色体
（２ 个 ＤＮＡ 链）
来自母方父亲的增倍染色体（ｄｏｕｂｌｅｄ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由 ４ 个 ＤＮＡ 链组成的两条“姊妹染色单体”）
来自母方母亲的增倍染色体

（由 ４ 个 ＤＮＡ 链组成的两条“姊妹染色单体”）
母方第一条新的增倍染色体
（４ 个 ＤＮＡ 链）
母方第二条新的增倍染色体
（４ 个 ＤＮＡ 链）
新的母方卵细胞的单个染色体
（每条包含 ２ 个 ＤＮＡ 链）
图 １６—３ 有性生殖中的染色体交换
而且，有性生殖引入了一个关于染色体变化但不同于普通突变的全新
机制。如图 １６—３ 所示，在称作“交换”（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ｏｖｅｒ）的过程中，分
别来自于父方与母方的两条对应的染色体在精子或卵形成时可能发生部分
变换。比如设交换发生在母方产生卵的过程中。一个卵获得了一条混合型
染色体，其中一部分来源于母方的父亲，其余源自母方的母亲，而另一个
卵可能得到了这样一条染色体，它由外祖父与外祖母的染色体中（除去上
一个卵的染色体组分）所剩下的部分组成。
进化理论家威廉·哈密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现已是牛津大学的
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有性生殖之价值的简单解释。大致说来，他的观
点是，一个物种的天敌，特别是对其有害的寄生物，对有性生殖产生的有
广泛特性的群体的适应，要比适应由单性生殖产生的比较单一的群体更困
难。由于来自父方和母方的染色体的联合及交换过程使后代呈现出各种各
样的新型组合，迫使寄生物去应付大量的寄主与它们所呈现出的各种不同
的身体化学及习惯等。结果，敌人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寄主更安全了。
理论指出，不进行有性生殖的物种应有其他对付寄生物的机制，特别
是在那些数千万年里都没有性别的低等动物群中。蛭形轮虫就是这样一种
群体。它们是一种轮生微生动物，栖息在像青苔丛那样大部分时间都很潮
湿，但根据天气的变化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干涸一次的地方。哈密
顿的一个学生欧里维亚·贾德森（Ｏｌｉｖｉａ Ｊｕｄｓｏｎ）正在研究那些轮虫，并
试图建立有关它们如何对付寄生虫的理论。她提出，它们在周围环境干涸
的时候变干并被吹走的习性，为自身抵御寄生虫提供了足够的保护，从而
使之无需有性生殖所起的作用。
无论如何，有性生殖的好处必然大大超过它所带来的害处，这害处是
打断了存在很长时间因而具备了复制能力的父母与祖父母的成功基因型。
不过，这些有利性不断增加是对整个种群而言的，尽管许多进化论生物学
家坚持认为选择压力只对个体起作用，或许那不必是一个严格的规则。
在圣菲研究所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任教于萨西克斯（Ｓｕｓｓｅｘ）大学的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Ｓｍｉｔｈ）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评论；
接着主持讨论会的布里安·亚瑟（ＢｒｉａｎＡｒｔｈｕｒ）追忆了他和史密斯首次相
遇的情景。他们两人都有工程学的背景知识。梅纳德·史密斯原是一个飞
行器设计师，后来改而从事进化论生物学，在这一领域，他已作出一些突
出的贡献。在贝尔发斯特（Ｂｅｌｆａｓｔ）长大的布里安先是从事军事研究，后
来进行经济学研究，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与圣菲研究所经济计划的创始
人。他们在瑞典的一次科学会议上首次相遇，会议上，梅纳德·史密斯在
演讲过程中谈到，虽然性别对整个群体有着明显的好处，但它对个体所起
的作用还不太清楚。布里安在听众席上大叫，
“多么英国化的一个性别观！”

梅纳德·史密斯立即回敬道：“从口音听得出你是爱尔兰人。好了，我们
英国至少还有性别。”
生物学中的死亡、繁殖与种群
虽然性别在生物学中并不普遍，可死亡却是相当普遍的事情。生物的
死亡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最生动的体现之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
是所有复杂适应系统所共有的。可是，它在生物进化方面很有意义，因为
死亡与繁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适应过程的最前线。不同基因群之间的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翻译成相应生物种群大小的竞争。在生物进化中适应性
有明确定义的范围内，它确实与种群大小有关。
纵观各种不同类型的复杂适应系统，不难看出存在这样一些系统，在
其中死亡、繁殖及种群不像生物学上那么重要。例如，考虑一个正陷入深
思、解决问题的人。这种情况下图式是观点而非基因型，同死亡相类比的
事物是遗忘。谁也不能否认遗忘的普遍存在或重要意义，但它与生物学中
死亡所起的作用很不相同。如果不需要遗忘，不需要“删去录音”，那么
思考的特性将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记录一个观点固然有用，而且是对遗
忘的抵制，但是相同或近似相同的备忘录数量，并不能使一种思想的适应
性，具有生物学中与种群相关联的适应性那种特征。
随着思想在社会（特别是在科学团体）中的传播，共享某一给定思想
的人数的确很重要。在民主选举中，人们关注某些思想的程度，竟然以大
多数人的意见为准。然而，大家都知道，即便是压倒性多数的拥护者也未
必会保证一个观点一定正确，甚至也不能保证它最后能幸存下来。
一个与生物进化情形更加相像的情况，使我们可以转而讨论一下过去
人类社会中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适应性是以人口总数来衡量的。比如
在东南亚，一些民族群体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而另一些人则常常
是通过砍烧森林的方式来种植旱稻。种植水稻的人们，比如中部泰国人、
老挝人或越南人，在每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数比其他人群所能养活的人
数多得多。密集的人口促使他们得以统治种植旱稻的人们，并在许多情况
下把那些人赶到遥远的山区。展望未来，我们很有理由发问，继续像上述
那样以密度或总的人数来决定孰赢孰输是否理想。
小生态环境的填充
从长期来看，强调死亡与种群的生物进化，在小生态环境产生时去填
充它们就显得相当有效。当存在一个以某种方式生存的机会时，某种生物
就很可能进化到可以利用它，即使那种生活方式在人类观察者看来似乎相
当古怪。
从这方面来说，拿生态群落与市场经济进行类比是很中肯的。当经济
中存在一种赢利机会时，个人或公司可能会（虽然不是肯定如此）立即利
用它们。这种情况下与死亡相对应就是破产，财产作为种群个体数的类比
物，是公司适应性的一种粗略量度。
在经济学与生态学中，一种新商业或一种新生物（或者说，一个现有
公司或生物中一种新型行为）的出现，将改变群体中其他成员的适应性景

观。对一门商业或一个物种来说，那个景观是不断变化的（不包括开始时
无确切定义的情形）。
这两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在形成之后为什么能够填充小
的生态环境，在填充过程中又如何能创造出新的小生态环境，以及接着又
怎样去一一填充那些新产生的小生态环境，等等，而且在此期间新的复杂
适应系统不断产生。（如图 ２—１ 所描绘的那样，生物进化产生了哺乳动物
免疫系统，产生了学习和思考，通过人类又产生了能学习和适应的社会，
最近又产生了能充当复杂适应系统的计算机。）
在不断寻找机会、试验新奇事物的过程中，复杂适应系统增加了自身
的复杂性，并偶尔发现一些关口事件，这些事件使包括新型复杂适应系统
在内的一些全新结构的出现成为可能。如果时间足够长，那么智力进化的
可能性似乎就会很大。
天文学家和行星科学家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银河中或宇宙别处一些
相似的银河中，行星系统会那样地稀少。研究生命起源的理论家们也没有
提出任何特别的观点，来说明约 ４０ 亿年前我们行星（地球）上的条件是那
样地恶劣，以至生命（或类生命物）的起源是一个极其不可能的事件。也
许，宇宙中充满复杂适应系统，其中大部分已经发展到或将发展到智力的
进化。前面已经提到，寻找地球外智慧（ＳＥＴＩ）在统计方面的主要未知资
料是单位体积空间中存在智慧人类的行星数量，及他们那拥有无线电信号
发射的技术文明时期通常能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可从地球上各种自然群落
学习到的知识量十分巨大，可从各种人类社会学到的东西也非常多，但是，
想像一下（像科幻小说家有时所做的那样）同地球外生命接触时，你可以
学到的关于复杂适应系统怎样利用大量环境的经验，你将会更加惊讶。
鸟类中的欺骗行为
为了举例说明一个物种在同其他物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机会的利
用，我们可以转而讨论与人类有别的动物的欺骗行为。拟态式的欺骗是人
们最为熟悉的；比如维色丽（ｖｉｃｅｒｏｙ）蝶同王斑蝶很相像，因而前者可以
从后者的不良习性中获益。（旧大陆的）布谷鸟与（新大陆的）牛鸟则是
另一种形式的欺骗，它们将自己所产的卵放到其他鸟类的巢中；外来的小
鸟届时将毁掉或杀死本属于该巢的卵或幼鸟，从而独获养父母的爱心。那
么实际中的撒谎情形如何呢？
我们习惯于听人说谎，不过其他生物的撒谎行为似乎更令人惊异。当
阿根廷海军在议会即将考虑防务预算之前，声称在里德拉普拉塔海湾发现
一种神秘的潜水艇的潜望镜时，我们猜测，海军之所以施行这种欺骗行径，
是为了得到额外的资助，对此我们也并不感到特别的惊奇。但出乎我们意
料之外的是鸟类中也有相似的行为。
最近，我的朋友，鸟类学家查尔斯·芒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ｕｎｎ）在研究秘
鲁马奴国家公园低地热带森林中的混合摄食群时，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例
子。某些鸟类一起在森林植被的底层觅食，其他一些则在中层觅食，上层
的彩色食果裸鼻雀有时也加入到它们之中。（冬天，在那些群体中能发现
几种北美候鸟。在南美与中美靠北部的地方，这样的候鸟更多。我们北美
的居民只知道它们是夏天筑巢的鸟类，而不知它们在遥远的地方过着怎样

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若它们必须年复一年地返回巢穴，那它们在南方的
栖息地就必须得到保护。同样，如果北美森林被砍伐成一片片比现在所幸
存的更小的小树林，那么它们返回到这些国家也将非常地危险。首先，变
小的森林将使寄生牛鸟有机可乘，而进行进一步的侵害。）
在每个混合摄食群中，都有一到两种负责站岗放哨的鸟，它们在附近
飞来飞去，而且通常在接近群体中心或下面的位置。站岗者通过一种特别
的叫声来警告其他的鸟类：附近可能有猛禽。查理注意到，底层群体的站
岗者有时即使在没有什么明显的危险时也会发出警报。经过进一步观察，
他发现，伪造的警报常常能使站岗者抢得一点汁多肉厚的美味佳肴，否则
将被群体中另一个成员所吃掉。更仔细的观察表明，这些站岗者的行骗率
大约为 １５％，并经常从中获利。为探究这种现象是否可能具有更大普遍
性，查理研究了中层群体的行为，并发现那里的哨鸟也有同样的行为。对
这两种哨鸟来说，错误信息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同。或许，行骗率高得多的
话，信号将不被群体中其他鸟类相信（这使人想起“狼来了”的故事），
而如果比例远远低于 １５％的话，那么哨鸟可通过撒谎来获得额外食物的机
会就被部分地或全部浪费了。使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某种数学推理而得出这
个约为 １５％的数字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它能够在一个似真的模型中，以
１ 除以 ２π的方式而得出吗？
当我以这个问题问查理时，他想起了他父亲告诉过他的一件事情，是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基地的加拿大皇家空军部队的故事。他们
发现，在同时出动一架战斗机与一架轰炸机的时候，不时地通过将战斗机
置于轰炸机之下而非相反的方法去欺骗德国空军非常有用。经过大量试误
之后，他们按照每七次行骗一次的方式进行。
小步伐与大变化
在讨论关口事件时，我们列举了生物进化中一些看似巨大跳跃的例
子；但我们同时也指出，这是一些稀有事件，位于具有各种大小的整个变
化分布谱的一端。位于分布谱另一端附近的微小变化比它们普遍得多：不
管事件大小如何，生物进化通常都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已有的器官
可适应于新的用途。例如，人的手臂只是稍经进化的前腿。在整个生物的
革命性再设计中，结构并没有被突然摒弃。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机制对那种
不连续性并不有利，然而革命性变化的的确确地发生了。
在“中断平衡”现象中，我们讨论了这种突然变化可能有哪几种不同
的起源。其中之一是导致选择压力发生重要改变的物理化学环境的变化。
另一种是“漂变”的结果，那些并不妨害（有时是没有显著改变）表型生
存能力的中性突变，逐渐导致基因型的一种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
生物来说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突变才能够引起显著的差别，并能为其他
一系列物种发生一连串变化打下基础。一些微小的变化能引发关口事件，
后者往往是生物化学的，它们为生命形式开辟出新的领域。在有些情况下，
这些革命性的变化是由于多个生物集聚成复合结构而引发的。但在每种情
形中，变化的基本单元都是对已有物质发生作用的一种突变（或重组，不
管其有无交换）。全凭虚构是什么也发明不了的。
对复杂适应系统来说，这一原理的普适性程度如何呢？例如，在人类

思考中，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进行吗？发明过程只需要对所存在的事物作
一系列微小变更吗？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发明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于任何
已有东西的仪器呢？在科学中，为什么不能构思一个与以前的观点彻底不
同的新理论呢？
研究（与日常经验）似乎表明，实际上，人类思想通常确实是以联合
与按部就班的方式发展的，在每一个阶段，对原有思想作出一些特殊的修
改。但是在发明、科学、艺术及其他许多人类作出贡献的领域中，有时确
实也会出现一些极其新颖的结构。这些突破使我们想起生物进化中的关口
事件。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呢？难道人类的创造性思想在这些不同的活动范
围内遵循不同的模式吗？或者还牵涉到某个普遍性原理？

第十七章

从学习到创造性思维

我们先通过一些实例来讨论理论科学的创造性成就，然后揭示它们和
其他领域创造性成就的关系。
一个成功的新理论思想，其典型特征是改变和拓展理论现有的主干，
使之符合被观测到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以前无法说明，也无法与以前的理
论相容。新理论思想可以作出新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有朝一日会受到检
验。
凡新颖的思想几乎总是包含有一种否定的洞察，即认识到某些以前被
接受的原理错了，必需抛弃（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早期正确的思想经常
伴有一些智力上多余的、不必要的东西，它们现在必需抛弃）。无论如何，
我们只有摆脱被接受的那些有严格约束的思想，才有可能前进。
有时候一个正确的思想首次被提出来和被接纳时，常常被解释得太狭
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一些可能的推论还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认识。
以后，无论是最初提出新思想的人，或者是其他一些理论科学家，必然会
又回到那些推论，这一次将比原来的认识深刻得多，于是其全部的意义才
被人们充分了解。
我们可以用爱因斯坦 １９０５ 年首次提出狭义相对论（那时他 ２６ 岁）的
例子说明：反对一个已被接受的错误思想和回到一个正确的思想，一般说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爱因斯坦摆脱了已被人们接受的绝对时空的错误观
念，而后他指出，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中方程组的对称性可以作为一般性原
理，这就是狭义相对论中的对称性。但在当时，人们只是狭隘地将这些对
称性应用于电磁理论，而并没有，举例说，应用到粒子动力学中。
由个人经验得到的一个例证
我很高兴有幸能在基本粒子理论中提出几个有用的思想，这思想当然
和爱因斯坦的不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次个人经历使我有了某些体会：
如何将创造性行动应用到理论科学中去。
有一个例子，来自我的事业极早期，足以说明我的体会。１９５２ 年，我
到芝加哥大学工作，我试图对新的“奇异粒子”（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的
行为作出解释。我们称它为“奇异”粒子，是因为它们具有由强相互作用
产生但却由弱相互作用缓慢衰变的奇异性质。（这儿所说的“缓慢”是说
其半衰期约为 １０－１０ 秒，而强相互作用粒子态正常的衰变的半衰期是 １０－２４
秒左右，大致上是光通过这样一个粒子所需的时间。）
我正确地推测出造成奇异粒子大量产生的强相互作用，被某些定律阻
止诱发某种衰变，这种衰变后来被弱相互作用迫使其缓慢进行。但是，是
什么定律呢？物理学家曾经长期猜测强相互作用中有一个量守恒，这个量
被称为同位旋 Ｉ（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ｓｐｉｎ），它的值是 ０，１／２，１，３／２，２，５／２，
等等。正在这时，由费米领导的一个物理学家小组收集到许多有利于这一
思想的实验证据，而我则决定考察一下，看同位旋守恒是否正是我要寻找
的那个定律。
传统的看法是核（强相互作用）粒子态（如中子、质子等费米子）一
定具有 １／２、或 ３／２、或 ５／２ 等等的 Ｉ 值，这是根据中子和质子的 Ｉ 值是

１／２ 这一事实推演出来的。（这种思想又被下一事实所强化，即费米子的
自旋角动量必需等于 １／２，或 ３／２，或 ５／２ 等等。）与此相似，人们相信
玻色子强相互作用粒子（介子）的 Ｉ 值一定等于 ０，或 １，或 ２ 等等，这是
因为已知的π介子的 Ｉ＝１。（与上面情形相似，玻色子的自旋角动量必需
是一个整数，因而强化了已被接收的思想。）
一组奇异粒子（现在称为Σ和λ粒子）由强相互作用的费米子缓慢地
衰变成的π介子（Ｉ＝１）加上中子或质子（Ｉ＝１／２）构成。我想，可以指
定这些奇异粒子的自旋 Ｉ＝５／２，这样就可以防止强相互作用诱发这种衰
变。但这个想法后来行不通，因为电磁效应（如发射一个光子）可以改变
１ 个单位的 Ｉ 值，因此，用别的方法防止迅速衰变是不可能的。后来普林
斯顿高级研究所邀请我去谈谈我的想法以及为什么这想法没有成功。在讨
论Σ和Λ粒子时，我当时想说“假定它们的 Ｉ＝５／２，那么强相互作用就不
能诱发它们衰变”，然后证明电磁理论毁灭了这种设想，因为 Ｉ 由 ５／２ 变
为 ３／２，这就允许所讨论的衰变在强相互作用下迅速衰变。
但由于讲话时口误，我把“Ｉ＝５／２”讲成了“Ｉ＝１”。突然，我僵住
了：Ｉ＝１ 正是我所需要的呀！电磁理论不能把 Ｉ 由 １ 变成 ３／２ 或 １／２，因
此，奇异粒子的行为用同位旋 Ｉ 守恒的方法，可以得到完全的解释。
但是，众所公认的规则，即费米子强相互作用粒子态的 Ｉ 值，为什么
一定是 １／２，或 ３／２，或 ５／２ 呢？我立即明白，这种规则只是一个假定、推
测，事实并不一定非如此不可。这种多余的、不必要的规则，是与同位旋
Ｉ 这一有用的概念一起提出来的。现在是清除这多余规则的时候了。这样
一来，同位旋的应用比以前更加广泛。
于是，奇异粒子衰变的解释竟然起因于口误。后来证明，这一解释是
正确的。时至今日，我们对这一解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有了一个更
简单的叙述方法：奇导粒子态不同于我们更熟悉的粒子如中子、质子或π
介子，是因为它至少有 １ 个 ｓ（或“奇异”）夸克，取代 １ 个 ｕ（或 ｄ）夸
克。只有弱相互作用可以把一个味夸克转变为另一个味夸克，而这种过程
恰好比较慢。
表达创造性思想的共同经验
１９７０ 年左右，有一小群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画家和诗人聚集在科罗
拉多州的埃斯彭（Ａｓｐｅｎ），讨论获得创造性思维的经验。我是这一小群人
中的一个。我们每人描述各自工作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我举的例子就是在
普林斯顿演讲时发生口误的事件。
会议记事上显示出惊人的一致看法。我们每人都发现，在已经确立的
工作方法和我们必须去完成某件事情之间，有一个矛盾：在艺术上，是表
达一种情感、一种想法、一种洞见；在理论科学上，是解释某些实验事实，
但却面对一种已被接受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不允许这样的一种解释。
首先，我们已经工作了几天、几周或几个月，我们脑子里装满了研究
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试图克服困难的想法。其次，有一段时间继续有意地
去思考，毫无用处，就是整天不停地思考也没用；最后，当我们骑自行车、
刮胡子或做饭时（或者像我说的发生口误），关键性的思想突然冒出来了。
我们撼动了我们熟悉的常规。

我们在我们的故事中表达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后来我知道，这种关于
创造性行动的洞见其实早就有了。１９ 世纪末伟大的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亥
姆霍兹（Ｈ．ｖｏｎ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把提出一种思想分为 ３ 个阶段：饱和、潜伏和
启发（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一个世纪以后，
我们在埃斯彭的一伙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阶段（潜伏）发生些什么事情。根据精神分析的
定位，在所有其他解释中，只有一个解释突然呈现在“前意识头脑”
（ｐｒ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ｍｉｎｄ）中，它恰好在意识外的边缘处。这种情形出现在潜
伏期不断的智力活动中。但我个人的经验，即正确的答案出现在口误的时
候，却很难适用上述解释。有些不相信这种研究方法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另
外一种意见，他们认为在潜伏期没有什么事情真的发生过，但也许对虚假
原理的信心减弱了，而这种虚假原理一直阻碍人们寻求一种解答。于是，
按照他们的观点，真正的创造性思想正好在启发到来之前产生了。无论怎
么说，在饱和和启发之间经历了一段明显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把这段时
间看成是潜伏期，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想像：紧张的思考使我们走向了
无意识状态，或者恰好允许偏见逐渐失去阻碍人们获得一个答案的能力。
１９０８ 年，彭加勒（Ｈｅｎｒｉ Ｐｏｉｎｃａｒé）加了一个第四阶段——验证，这
一阶段虽然非常明显却十分重要。他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即如何提出一类
数学函数的理论。他对这个问题持续不断地思考了两个星期，但毫无结果。
有一个晚上他失眠了，他似乎觉得“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我感到它们不断
地冲突、碰撞，直到它们成对地相联，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联合”。
但他仍然没有获得答案。但在一两天之后，他和一些同事作一次地质考察，
他正要登上马车时，“一个思想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而在此之前我似
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思想就是，我用来定义这些函数的变换与非欧几
何变换是等价的。我没有去验证这种思想就坐到了我的座位上，和旅伴们
开始闲聊起来，但我感觉到我刚才的思想是完全没问题的。待我回到卡昂
之后，为了能问心无愧，我还是证实了这个结论”。
心理学家沃纳斯（Ｇｒａｈａｍ Ｗａｌｌａｓ）在 １９２６ 年正式描述了 ４ 阶段过程，
从此以后，它成了心理学有关分支的标准理论，虽然我们在埃斯彭开会时
从来没听说过。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理论，是偶然从一本由亨特（Ｍｏｒｔｏｎ
Ｈｕｎｔ）写的通俗书籍《宇宙之内》（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里知道的，上
面的引文也是从这本书中转引过来的。
潜伏期可以缩短或绕过去吗？
那么，我们必须经过潜伏期吗？我们能够缩短潜伏期或干脆绕过它，
这样我们可以不必等那么长的时期就得到必需的新思想。我们能找一条捷
径，避开我们习惯了的智力常规吗？
不少人提出传授思维技巧的特殊方案，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提高这些技
巧中的一个，即创造性思维。为了帮助使思维过程脱离常规，有些建议非
常适合于按复杂适应系统来讨论这个过程。一般来说，学习和思维是作为
复杂适应系统在工作中的例证。或许在地球上，这类技巧的最高级表达就
是人类创造性思维。
按一种适应性景观所作的初步分析

就像对复杂适应系统所作的其他分析一样，先介绍适应性和适应性景
观的概念是有益的，虽然这些概念常常过分简化而太理想（即使在生物进
化的情形下也大多如此）。在思维过程中出现的选择压力（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看来不大可能用有明确定义的适应性来表示。
这对于艺术家寻求创造性思想尤其真实。在科学中，这个概念可能更
接近于可以应用。一个科学理论思想，我们说它合理是由于它改善了现有
的理论，例如解释了一些新的观测，而与此同时又维持或增加了已有理论
的一致性和解释能力。总之，我们想像我们有了一个有关创造性思想的适
应性景观，然后我们将继续把正在减低的高度和正在增加的适应性联系到
一起（与图 １６—２ 对照）。
如我们在生物进化中所见的情形一样，假定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仅仅向
下滑到景观中去，这就太简化了。当系统进入一个洼地后，系统将持续向
下滑，直到洼底为止。洼底是局域最合理的地方。这种使系统向下运动到
底部的区域，被称为吸引域。如果系统仅仅只作下滑运动，那么它非常可
能停留在一个浅洼的底部。放大尺度之后，有很多浅洼，其中许多浅洼比
系统发现的那个要更深一点（也就是更合适，更“合意”），如图 １６—２
所示。但系统怎样才能探查到其他那些浅洼呢？
有一个办法可以逃出吸引域，如前面在生物进化中讨论过的一样，这
涉及到噪音，这就是说，偶然运动叠加到下降趋势上。噪音使系统有机会
逃离一个浅的洼地，寻求一个近旁较深的洼地，这种过程一再重复，直到
到达真正最深的底部。但是，这噪音引起的偶然偏移振幅不可太大，否则
会对下降过程的干涉太大，使得系统即使发现了一个深的浅洼也不在那儿
停留。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持续向下蠕动时有一些暂停的间歇，允许系统比
较自由地向邻近处探寻。这样可以允许它们在附近发现较深的洼处。在某
种程度上，这些暂停就相应于创造性思维中的潜伏期过程，在这过程中，
对所需思想有条不紊的探索会暂时停止，而意识外的探寻却仍然在继续。
关于如何逃入一个较深浅域的一些说明
为了加速想出一个创造性思想，有人提出的一些建议很适合这样一种
设想，即控制噪音水平，避免停在一个太浅的吸引域。一个系统可以利用
一种随机扰动逃离最初的域（ｂａｓｉｎ）。例如，狄玻洛（Ｅｄｗａｒｄ ＤｅＢｏｎｏ）
建议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一个问题，即，不论什么问题，只要是今天报纸第
一版最后一个名词所蕴含的问题就行。这可是真正的随机！
另外一个方法与灵机一动相近，这种方法从战后一直到现在都常被人
用到。有些人试图用下面方法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一个小组讨论会上，
鼓励人们在另外一个人建议的基础上寻求答案，但不论这个建议如何古
怪，不能攻击。一个疯狂或自相矛盾的建议可能代表一种不稳定的思想状
态，而这一思想可以导致一个解答。狄玻洛喜欢引用的一个例子是讨论控
制江河污染。有人可能提出：“我们需要真正确定的是，能否让这些工厂
处于自己的下游。”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的建议，但是有人还是可以从中
得出一个更严肃的建议，他说：“你可以按这种建议要求每个工厂的水的
入口，处于这个工厂排污出口的下游。”这个疯狂的想法可以看成是一个

适应性景观的起源，它可以引向一个比讨论开始时更深的域。
思维技巧的转移？
爱德华和许多人准备在学校里开设一门专门课程，传授思维技巧，他
们还想为公司，甚至为邻居们也讲授这种技巧。其中有些技巧与如何获得
创造性思想有关。现在，很多这类课程在世界各地都先后出现了。例如，
现任委内瑞拉总统创立了一个智力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以
鼓励在他们国家里传授思维技巧。在这个新部的赞助下，非常多的学生学
习了各种思维课程。
这些课程的内容多半强调有特殊范围的思维技巧。例如，爱德华留下
的许多练习中都是我应该称之为政治分析或政治学习之类的东西。这些练
习有些是在一些行动课程中作出选择，行动的层次有个人、家庭、组织、
村镇或市、州或省、国家或跨国团体。（举个例子，这样的练习可以这样
开始：假定一个特殊的新法律通过了，然后，对这法律可能的后果也作了
讨论。）这些内容明显地与发现和分析论据以决定赞成或反对各种已知可
自由选择的对象有关，也与发现新的选择有关。
有一个问题常会自然地出现，即在学习思维技巧时，思维技巧在什么
程度上可以传给别人？训练人的大脑去思考如何选择新的政策方针（或判
断旧有选择的相对价值），真能帮助一个人在科学领域发现新的思想，或
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这种大脑训练方式，真能帮助一个人在学校学习
科学、数学、历史或语言？也许有一天会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而现在，
只有非常初始的信息在逐渐被我们利用。
测试各种推荐的方法是否切实可行
当一个人学习了一门思维技巧课程以后，我们很难确定，学生创造性
思维能力是否真的有了改善。一个理想的办法是定下一个标准的测试方
法，使对此有兴趣的参与者如双亲、学校、政府部门和议员们对学习结果
有深刻印象。但是，怎么样才能有一个标准的测试来测度创造性思维？有
一种办法是设计一些问题。例如，有人告诉我，在委内瑞拉学习了思维技
巧的学生，要求他们为一个小公寓设计一张桌子。可以料想到，只要打分
的人仔细一些和富有想像力，那么这种问题的答案就可能给出某些启示，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是否吸收了某些创造性思维的技巧。
哈佛教育研究院的伯金斯（Ｄａｖｉｄ Ｐｅｒｋｉｎｓ）也被涉及到设计桌子的问
题中，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整个讲授思维技巧的课程，而不是那些特别实用
的课程。他强调说，创造性思想的需要不仅仅起因于科学和艺术领域的需
要，而且也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举了他朋友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他与
几个人到郊外野餐，大家都忘了带一把刀来切乳酪，但他的朋友却想到用
信用卡把乳酪整齐地切下来，让大家大为高兴。
大卫指出研究已经证实，一些有特殊性格的人经常取得成功，在思想
领域里如此，在逃离一个吸引域而进入另一个较深的域也如此。这些特殊
性格是什么样的性格呢？是对任务的献身精神，是对陷入一个不合适领域
的一种警觉意识，是习惯于在不同领域边缘作拉锯战，一种详细阐述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性格似乎不可能是生下来就有的，而很可能是反复学
习才能获得。但今日学校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这种学习的重要性。大卫举例

指出，学校成了这样的地方：仅仅去发现那些已经详细阐述过的问题。
问题的阐述和一个问题的真正边界
问题的阐述涉及发现问题的真正边界。为了说明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将以我的朋友、原来的邻居和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麦克里迪（ Ｐａｕｌ
ＭａｃＣｒｅａｄｙ）经常在公共演讲时举的例子，这是关于问题异常解的一些例
子。（保尔是自行车动力飞机、太阳能飞机和模拟扑动翼手龙的发明者，
他还发明了一些其他装置，他自己谦虚地称之为“空气动力学逆向前沿”
的发明。）虽然我用了他用过的相同的例子，但我从中得出的教益与他的
有些不同。
我们来考虑一个著名的问题：“用铅笔把 ９ 个点用最少的直线联起来，
在画线时铅笔不准离开纸面。”很多人都设想画的直线只能在 ９ 个点组成
的方形之内，虽然这种限制在问题中并没有提到过。如果画线的人让自己
把直线拓展到方形之外，那么他只用画 ４ 条直线就可以完成任务（如图 １７
—１ 所示）。如果这是现实世界中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关键的一步是
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要找出有没有任何理由把直线限制在方形之内。这一
步我称之为问题的边界（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如果问题允许直线越出正方形之外，那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自由。如
果我们把纸折叠一下，让 ９ 个点排到一条直线上，那么铅笔只用画一条直
线就穿过了 ９ 个点。不是吗？亚当斯（Ｊａｍｅｓ Ｌ．Ａｄａｍｓ）在他的一本名为《概
念大拍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Ｂｌｏｃｋ ｂｕｓｔｅｒｓ）里，有许多这样的思想测试。
其中最妙的一个是一封信的内容，这是一个小女孩写给他的，下面我们印
下信的复制件。
最紧要的一点是她写的最后一句话：“这不是说你不必用一根粗线。”
这儿的粗线是被禁止使用，或不被禁止使用？现实世界的规则是什么样
的？
像通常情形一样，在对问题进行阐述时边界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在
华盛顿大学物理系卡兰得拉（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ａｌａｎｄｒａ）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气
压计的故事”①中，他对于这一点强调得更明确。
很久以前，我接到我的同事一个电话，他问我愿不愿意为一个试题的
评分作鉴定人。好像是他想给他的一个学生答的一道物理试题打零分，而
他的学生则声称他应该得满分，这位学生认为如果这种测验制度不和学生
作对，他一定要争取满分。导师和学生同意将这件事委托给一个公平无私
的仲裁人，而我被选中了……
我到我同事的办公室，并阅读这个试题。试题是：
“试证明怎么能够用一个气压计测定一栋高楼的高度。”
学生的答案是：“把气压计拿到高楼顶部，用一根长绳子系住气压计，
然后把气压计从楼顶向楼下坠，直图 １７—２ 一个 １０ 岁小女孩写给亚当斯教
授的信（摘自《概念大拍卖——如何获得更好的想法》（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Ｂｌｏｃｋ
ｂｕｓｔｉｎｇ——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Ｉ ｄｅａｓ），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８６，Ｐ．３１）
坠到街面为止；然后把气压计拉上楼顶，测量绳子放下的长度。这长
①

转引自《现代科学》（Current Science）（教师版），Vol.49，No.14，Jan.6-10，1964，——作者

度即为楼的高度。”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但是这学生应该获得称赞吗？我指出，这位
学生应该得到高度评价，因为他的答案完全正确。另一方面，如果高度评
价这个学生，就可以给他物理课程的考试打高分；而高分就证明这个学生
知道一些物理知识，但他的回答却又不能证明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点，我
建议让这个学生再次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同事同意这么做，这当然是意料
之中的事，但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学生也同意再试一次。
按照协议，我让这个学生用 ６ 分钟回答同一问题，但必须在回答中表
现出他懂一些物理知识。５ 分钟过去了，他什么都没有写。我问他是否愿
意放弃，因为我还得去别的班级上课，但他说不，他并不打算放弃，他有
许多答案，正在思考用最好的一个答案。我向他表示抱歉，打断了他的思
路，并请他继续考试。在最后一分钟里，他赶忙写出他的答案，它们是：
把气压计拿到楼顶，让它斜靠在屋顶边缘处。让气压计从楼顶落下，让停
表计下它落地所需的时间，然后用 Ｓ＝１／２ａｔ２ （落下的距离等于重力加速
度乘下落时间平方的一半），算出建筑物的高度。
看了这答案之后，我问我的同事他是否让步。他让步了，于是我给了
这个学生几乎是最高的评价。正当我要离开我同事的办公室时，我记得那
位同学说他还有另外一个答案，于是我问是什么样的答案。学生回答说：
“啊，利用气压表测出一个建筑物的高度有许多办法。例如，你可以在有
太阳的日子在楼顶记下气压表上的高度和它影子的长度，又测出建筑物影
子的长度，就可以利用简单的比例关系，算出建筑物的高度。”
“很好，”我说，“还有什么答案？”
“有呀，”那个学生说，“还有一个你会喜欢的最基本的测量方法。
你拿着气压表，从一楼登梯而上，当你登楼时，用符号标出气压表上的水
银高度，这样你可以用气压表的单位得到这栋楼的高度。这个方法最直截
了当。”
“当然，如果你还想得到更精确的答案，你可以用一根弦的一端系住
气压表，把它像一个摆那样摆动，然后测出街面和楼顶的 ｇ 值（重力加速
度）。从两个 ｇ 值之差，在原则上就可以算出楼的高度。”
最后他又说：“如果您不限制我用物理学方法回答这个问题，还有许
多其他方法。例如，你拿上气压表走到楼房底层，敲管理人员的门。当管
理人员应声时，你对他说下面一句话：‘亲爱的管理员先生，我有一个很
漂亮的气压表。如果你告诉我这栋楼房的高度，我将把这个气压表送给
您……’”

第十八章

迷信和怀疑论

与有特色的选择压力不同的是，在叙述科学事业（至少它的全盛时代）
的特征时，不同的选择也会影响理论思想的进化（这些思想有相同的主题，
目前已形成科学的范围）。一个例子是向权威求助，而不去与自然相比较。
在中世纪和欧洲早期，向权威求助（例如求助于亚里士多德，以及更多地
求助于罗马天主教堂）在当时是这个领域的标准做法，到后来才广泛求助
于科学方法。当 １６６１ 年伦敦皇家学会建立时，那时选择的箴言是 Ｎｕｌｌｉｕｓ
ｉｎ ｖｅｒｂａ，它的意思是“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反对向权威求助，而提
倡求助于大自然，用一种“实验哲学”来训练学生。现在“实验哲学”被
称为自然科学。
我们提到了早期的信仰系统，例如交感巫术，它对选择压力的主要应
答，和预言与观测进行比较十分不同。在最近几个世纪里，科学事业造出
了一个使它繁荣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权威和神秘的思想大部分退出了，
让位给观察和理论的共同合作。但在这个领域之外，旧有的思维方式仍占
有很大地盘，迷信仍然到处泛滥。科学存在的同时迷信也普遍存在，这是
不是人类的一个特殊现象？甚至是否可以认为，只要宇宙中有智力复杂适
应系统存在的地方，都会有相似的倾向？
规律性求证中的错误
复杂适应系统从它们接受的数据流中得出规律性，并把这种规律性去
粗存精地制成一种图式。因为在这过程中容易犯两种典型的错误——把随
机的东西误以为是规律性的东酉，或者相反——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复
杂适应系统将会逐渐适应于一种大致上平衡的状况，在这种状况里某些规
律性正确的证明将伴随着两种错误。
在考虑人类的思维模式时，大致上说，我们会用错误的方式证明一种
迷信，同时又否认另一些迷信。迷信的典型特征是把事实上不是规律性的
东西看成是规律性；而当规律性要放弃一些证据时，迷信又加以拒绝，即
使非常明显地错了也是如此。经过内省和利用其他人的观察，我们中的每
一个人都会察觉在两种错误与恐惧间有一种联系。
在一种情形下，由于我们周围许多事物的不可预见性，特别是不可控
制性，在人们精神上留下了创伤。有些不可预见性从根本上是滋生于量子
力学基本的不可确定性，和混沌指出的预见进一步的限制性。大量额外的
粗粒化，与由此而来的不可预见性，来自于我们的感觉和仪器在范围和能
力方面受严格限制。我们只能偶而获得有关宇宙的一点点信息（在原则上
可以有用的那一点点）。最后，我们受到我们不能胜任的理解力和有限计
算能力的限制。
由于结果的不可理解，使我们感到害怕，于是我们把一些在虚假因果
原理上建立的人工秩序，强加在我们周围世界，甚至强加在一些随机事实
和偶然现象上。我们就这样，用一种虚幻的预见能力，甚至是神秘能力来
安慰自己。我们幻想我们可以操纵我们周围的世界，借助的是我们发明的
想像力。
在否定、拒绝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的模式，但却又被它们震

吓得不知所措，因而我们未能明白它们的进展过程。显然，在我们生活中
最震摄人心的规律性是死亡的确定性。有许多信仰，包括有些最执着的信
仰，都要设法减缓对死亡的焦虑。当这类信仰广泛进入一种文化中时，它
们对个人的安抚效应就会大大增加。
但这类信仰明显地包括一些人为的规律性，所以，否定就伴有迷信成
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看交感巫术这种迷信。我们看到，这其间的信仰
能维持的仅仅是否定他们明显的过失，特别是他们工作中经常出现的错
误。对真正规律性的否定和强制性相信虚假的东西，可以看成是一个银币
的两面。不仅仅是人类对这两者有癖好，而且这两者常有相伴的趋势，而
且它们彼此支持。
如果这种分析是公正的，那么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所有散布于宇宙各
处行星上的智慧复杂适应系统，在用他们的输入数据证实规律性时，也会
在两个方向上犯错误。按拟人学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任何地方的智慧复
杂适应系统，都易于成为一种迷信和否定的混合物。无论我们了解到这一
点与否，从人类经验出发，用减轻恐惧的说法来描述这种混合物，又是另
一回事情了。
我们用稍微不同的方法来查看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迷信，我们也许会
发现迷信比否定还更普遍一些。可以认为这系统大部分已进化到可以发现
模式，于是一个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它自己的回报，即使它对现实世
界没有给予什么特别的好处。像这样的一种模式，可以看成是一个“利己
图式”（ｓｅｌｆｉｓｈ ｓｃｈｅｍｅ），它有些像利己基因或者甚至是真正的利己基
因。
这种例子在人类经验中不难找到。几年以前我被邀请会见一个由著名
大学教师组成的小组，他们想与我讨论一个令人惊讶的新发现。后来我才
明白，他们为最近由 ＮＡＳＡ①拍摄的一张火星的照片激动不已，因为这张照
片上有一个有些像人面孔的图形。我无法想象就这种不大可能的事，与这
些在其他方面很聪明的人进行什么深入的讨论，我能做到的无非是为发现
了一个神秘的规则而真心地欢悦。
艺术和社会中的神话
对于人类，特别是到了社会层次的人类，除了恐惧减少了以外，在人
类证实规律性的时候，还有许多真实世界的选择压力，喜欢歪曲事实。迷
信信仰可以用来加强巫师、祭司、神父的权力。一个有组织的信仰系统，
当它被神话完善以后，可以诱导人们按行动法典行事，并可加固一个社会
成员的团结。
随着岁月的流逝，信仰系统可以把人类划分成不同集团，这不仅可以
使不同集团的人内部团结一致，而且有时使不同集团彼此强烈竞争，还经
常引发冲突或迫害，有时还伴以大规模暴力。不幸的是这种例子，在今日
世界仍不难发现。
但是相互竞争的信仰，仅仅是把人类自身划分为不同集团、使彼此不
能相容的一个基本原因。任何标签（ｌａｂｅｌ）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关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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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ｅｌ，我们引用滑稽漫画中的一段话：“把什么东西给予人类，你就可以
使他们无缘由地彼此仇恨。”）许多大规模的残忍暴行（和个人的残酷行
为）是由于种族或其他原因引起，而和信仰没什么特殊联系。
伴随信仰系统的破坏效应，信仰系统也有非常积极的成就，特别对于
光辉的音乐、建筑、文学、雕塑、绘画和舞蹈，它们由于受到特殊神话的
刺激而意气风发。我们只要看一看古希腊时代画的黑色古瓮，就足以亲眼
看到由于神话影响而释放出的能量。
面对这么大数量有关神话的名画，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查虚假规律性
的意义了。除了对人类的智力、感情及创造辉煌的艺术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以外，神话的信仰很明显还有更深层的意义，超越了字面上的谬误和它们
与迷信的联系。它们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在与自然、与人类文化相互作
用时所得到经验，压缩为神话故事，它们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教训，而且，
至少从隐喻中指出行为的规范。它们是社会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中文化
结构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在艺术中寻找模式
神话中的信仰是艺术中灵感的源泉之一（正如它仅仅是憎恨和暴行的
原因之一），但不仅仅由于与神话有关而使艺术受到联想模式和未被科学
认识到的规律性熏陶。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识别、探索这样一些模式中茁壮
成长。大部分明喻和隐喻都是科学忽视了的模式，而在文学中特别是诗歌
中，怎么能够没有隐喻？在视觉艺术中，一件伟大的作品常常导致观察者
获得一种新的欣赏方式。模式的识别和创造是每种艺术活动的本质。最终
的图式易于受到选择压力的支配，经常（虽然不总是）远离在科学中的那
些操作，取得惊人的结果。
我们至少可以用 ３ 种不同和互补的方法来看一看神话和巫术：
１．作为吸引人但不科学的理论，将舒适但虚假的规律性强加于自然；
２．作为文化图式可以使社会同一，可能不错，也可能很糟；
３．作为大规模探寻模式、创造性联想的一部分，它包含有艺术作品，
而这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生活。
信仰的一种道德价值
有没有什么办法从神话信仰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结果，而不伴随自我
欺骗和偏执呢？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战争的道德价值”这个概念曾被
人们广泛讨论过。就我所知道的，其观点是认为战争可以激励人们对同志
的忠诚、自我牺牲、勇气，甚至英雄行为，战争还为爱情冒险提供一个好
的去处；但战争也非常残酷，具有非常巨大的破坏力。因此，人们就奋起
寻找战争的积极的、正面的特性，而忽略消极的一面。有些组织试图让那
些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的年轻人到户外去冒险，以此完成鼓吹战争可以培
养高尚道德的目的。他们指望利用这种活动不仅可以为战争，而且也可以
为怠工、犯罪提供一种替代物。
人们会问，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战争和犯罪，而考虑迷信，那么我们
能否找到信仰的一种道德上的价值呢？人类能够从神话中得到精神上的满

足、欣慰、社会的凝聚力和伴有神话信仰的辉煌的艺术创作，但如果同时
不把神话看成是真正的真实，那该多好。但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礼仪的威力有可能部分达到这一目的。希腊的一个词 ｍｕｔｈｏｓ 是神话
（ｍｙｔｈ）的辞源，而 ｍｕｔｈｏｓ 在古代就是一个伴随庆典的口头用语。在某种
意义上，这种庆典的中心任务是演戏，而讲话则是第二位的。事实上，礼
仪的原始意义经常（至少是部分）被忘却了，一些幸存下来的神话显示出
一种努力，想利用过去的一些图画来对礼仪作出解释，以及想把古老传统
的碎片聚到一起来表示遥远过去的文化的一个阶段。神话随着岁月的流逝
也不断在改变，而与此同时礼仪的连续性却有助于社会团聚在一起。那么，
只要有礼仪存在，神话中真正的信仰可不可以在不引发太多的混乱、破坏
的情形下渐次衰微下去？
另外一个办法可能与我们察觉出有多少虚幻的故事和戏剧性事件有
关。伟大文学的特征似乎是它有自己的生命，它们的经验经常被人们作为
例子提到，这很像神话的特点，人们把这些例子作为智慧和灵感的源泉。
但与此同时，并没有人把这些幻想的作品当作真正的真实。那么，也许这
儿有某些机会，使许多信仰带来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利益保存下来，而使自
我欺骗的方面逐渐消失。
还有一种办法可能部分由神秘的经验提供。一些由迷信信仰所获得的
精神上的好处，是否可以通过学习技术来替代？也许至少有某些人可以用
学习技术来改善这些经验？
非常不幸的是，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对神话的真正信仰还远未衰
亡，甚至还在加强。不少地方还把神话作为原教旨主义运动聚集民众力量，
向现代社会挑战，强迫人们按过去的行为方式生活，不准自由表达意见。
（更有甚者，甚至在神话信仰力量衰落的地方，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并
未因此而有什么大的改善，因为任何这种信仰之间的轻微差异，都足以维
持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
要对迷信信仰整个论题作一次彻底、认真的讨论，我推荐舒马克（Ｊｏｈｎ
Ｆ．Ｓｃｈｕｍａｋｅｒ）的书《幻想的翅膀》（Ｗ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不过舒马
克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不可能抛弃安慰，也少不了幻想，对此他很有
些失望，但即便如此，他的书仍然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怀疑运动
在刚刚过去的 ２０ 年中，旧式迷信普遍伴有一种所谓新时代信仰的群众
性高潮，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许多这样的新信仰只不过是现代的和伪
科学的迷信，有时甚至是旧迷信加了一些新称呼，例如用“引导”代替“招
魂术”。不幸的是，这些东西经常在新闻媒介和通俗书籍中被描述得好像
是真的，或者是极可能的，于是一个反对这种迷信的怀疑运动（ｓｋｅｐｔｉｃ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产生了。这个运动的地方组织在世界各地形成了集团。（我曾
在 ３ 个这样的组织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可以用一种有益健康的怀
疑主义药剂。这 ３ 个组织分别位于埃斯彭、圣菲和南加利福尼亚。）
地方怀疑运动组织与奠基于美国的一个委员会只有松散的联系，但却
包容着世界各地来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名称是 ＣＳＩ－ ＣＯＰ（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ｎｏｒ－ｍａｌ，超自然现象科学

调查委员会）。ＣＳＩＣＯＰ 出了一本杂志《怀疑的探询者》（ Ｓｋｅｐ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ｅｒ），但 ＣＳＩＣＯＰ 不是一个对公众公开的会员组织，你必须被选中才
能进入这个团体。虽然我对这种组织和它的杂志有一些保留看法，但几年
后我接受了推选，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工作。
所谓超自然的要求在我们四周比比皆是。有些非常滑稽可笑的东西常
常出现在一些小型出版物的大字标题上，这些出版物在超级市场柜台上有
售。这些标题有：
“猫子吃鹦鹉……现在它说话了……小猫想要一块薄饼。”
“几百个人死而复生，描述天堂和地狱。”“难以置信的鱼人可以在水下
呼吸。”“连体双胞胎与他们的双头兄弟见面。”“外星人使我怀孕。”
ＣＳＩＣＯＰ 不在乎这些明显的胡说八道。但是，当一些主要的报纸、杂志或广
播及电视网把这些胡说八道不当回事，认为那是司空见惯、没有挑战性或
很有可能认可（虽然暂时没有完全认可），在这种情形下，ＣＳＩＣＯＰ 的成员
倒会真正地感到烦恼不安了。例如，当宣传媒介声称催眠可以使人回归到
以前的生活中去，心灵哲学或心灵致动（即人的心灵思考可以使外界物体
运动）可以为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帮助等等，就出现过上述情形，致使 ＣＳＩＣＯＰ
的成员们烦恼不堪。这些断言对那些已被人们接受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的科学规律是一种挑战，尤其对那些在仔细研究后却发现非常缺乏证据甚
至完全没有证据的科学规律，更是严重的挑战。他们不断提醒传播媒介不
要把这类规律当作是真实的或可能的，我认为这是很有益的活动。
超自然的要求？什么是超自然？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组织名称的含意，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超
自然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当然，对我们这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来说，大都
首先想知道：任何所宣称的现象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我们对于所要求的内
容是否真实，特别小心认真。但是，一个现象如果是真实的，那又怎么能
够是超自然的呢？科学家以及许多非科学家都相信，自然界要遵循确定的
规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可能存在什么超自然的现象。任何在自
然界实际发生的现象都可以在科学的框架里予以描述。当然啦，我们不能
总是用科学叙述的语式来谈论某些自然现象，例如，我们有时宁愿用诗歌
的描述。还有些时候现象太复杂，用详尽的科学描述不合乎实际。但是，
在原则上说，任何真实的现象必须与科学相容。
即使发现了什么新的现象（并可靠地证实了），这种新现象不能用现
存的科学规律予以解释，我们也不必失望地举起双手。我们应该做的是扩
大或在某些方面修改这些科学定律，以使它能容纳新的现象。这将使人们
处于一个奇怪的逻辑地位，因为他们要对超自然的要求进行科学的探索，
而最终没有任何实际发生的现象是超自然的。也许这种情形与一种含糊不
清的失望感觉有关，我在阅读《怀疑的探询者》这本相当不错的杂志时，
有时也有这种模糊的失望感觉。我感受到一种缺乏悬念的感觉。通常我在
看到文章的名称时，就不打算去看文章的内容了，这就是说无论内容讲什
么，这名称就不真实。这杂志讨论的任何内容，几乎都以贬低其价值作为
结尾。更有甚者，许多作者似乎觉得他们必需把所有问题都解释得不留任
何疑问，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在真实世界里，对任何复杂事物的探
索通常都会留下一些解释不清的东西。说真的，我很高兴看到诸如通灵外
科手术和靠沉思冥想而漂浮起来这类东西被人们抛弃。但我也真的认为这
个组织如果把他们的任务重新明确一下，一定会使这个组织和他们的杂志

更有活力，更吸引人，同时也有更合适的基础。我相信这个组织的真正的
使命是鼓励人们怀疑，科学地审查奇异现象的报导，特别是对那些对科学
构成挑战的报导，更要谨慎地科学对待，但不要用“超自然”这种标签，
因为它暗示要贬低的东西却正是我们更需要的东西。很多这些现象最终被
证明是虚假的，或者用最平淡无奇的解释就行了；当然也有少数现象可能
被证明基本上是真实的，而且很有趣味。超自然的概念对我来说不是一个
有益的概念；而且，贬低一切的精神，一方面在大部分情形下是合宜的，
但另一方面它并不总是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探索方法。
我经常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其中涉及有意识的欺诈行为，例如：轻信
的人被骗去金钱，得重病的人转向骗人的毫无意义的治疗（例如通灵外科
手术）而放弃可能有效的合理治疗，等等。在这些情形下，为了人类的利
益，应该揭露这些欺骗行为。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到被骗
人感情上的需要，这在庸医治病时常会遇到，受骗者常会感到满意，并不
觉得是自我欺骗。
我要劝告怀疑者们应该从他们现在热衷的活动中，匀出一些精力去了
解何以那么多的人需要和少不了信仰。如果人们缺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
力，新闻媒介就会发现强调所谓超自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这不仅仅是
对多么好的证据的误解（这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相信某种现象）。在我与
人们讨论时，这些人相信在每天早餐前有 ６ 件不能做的事，就像《爱丽丝
漫游镜中世界》一书中的白皇后一样，我发现这些人主要特征是把信仰同
证据分离开来。事实上，许多这样的人坦率地承认，他们相信那些由于相
信了而使他们感到好一些的东西。证据在这儿并不十分重要。他们利用证
明规则性不在那儿而减轻对随机性的恐惧。
神经错乱和暗示感应性
在任何讨论奇怪的信仰时，有两个论题必须讨论，那就是神经错乱和
暗示感应性。民意测验显示，在应答者当中有极惊人的百分比不仅仅相信
“外来的飞碟”的存在，而且还希望被绑架以仔细审查飞碟，甚至还希望
被性骚扰。当你和这些应答者打交道时，有理由认为这些人简直处于梦幻
之中，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想。人们自然会提出问题：这些人当
中是不是有的在经受严重神经疾患的痛苦。
人们也可以设想，有许多相信这些不可思议事件的人，可能仅仅是有
一种非常高度的敏感性，容易变得恍恍惚惚，这样他就很容易进入和走出
这种暗示感应状态。于是，当施催眠术的人使他失神时，就可以把这些不
可思议的事件作为信仰强加于他；也许一种相关过程可以多少自发地产
生。高度恍惚的敏感性可能具有一种潜在的能力，这也可以是一种有益的
能力，因为它很容易使人被催眠，自我催眠，或进入深度冥思，从而使一
个人达到有用的自我控制状态，这种状态用其他方法是很难（虽说不是不
可能）达到的。
在很多有古老传统的社会中，有些人天生就十分敏感而常常进入恍惚
状态，这种人常常担任祭司和预言家；而另一些则可能遭受某种不同程度
的精神骚扰。这两类人可能比其他一些人更易于经历神秘的经验。在现代
社会里，这两类人据说在有高度创造性的艺术家中时有发现。（当然，所

有这些相关性必需作仔细的核实。）
现在已经开始研究那些智力上有独特特征的人，他们相信那些荒谬绝
伦的不可能的现象，特别是其中有些人还声称他亲自卷入到这些现象中。
但至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证据证明，这到底是严重的精神疾病，还是高
度的敏感性。更有甚者，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一些用自然现象或用睡
眠、药物感应精神状态即可作出的一般经验解释，高度的信仰可以施加影
响。总之，这个研究课题还处于婴儿时期。对我来说，我希望对人类这些
信仰和信仰系统以及目前还不清楚的原因，加大研究的强度，因为这个课
题最终会对人类的未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怀疑论和科学
部分原因为了研究信仰这个课题，也为了揭露欺骗行为和试图让媒介
保持诚实，我们假定同意怀疑运动正在对神秘现象进行怀疑的、科学的考
察，这些神秘现象似乎完全否定了科学规律。然后，假定怀疑论的等级恰
好能驳斥所宣称的现象已转向被接受的定律。做到这一点必须十分小心。
例如，在复杂领域里如气象学以及行星科学（包括地质学），稀奇古怪的
自然现象可能经常发生，它们可能与该领域里已被承认的某些原理发生矛
盾，但并不违背自然界的基本定律，如能量守恒定律。在这些领域里的经
验定律或现象学定律，有时很难与更基础科学的一些定律发生关联，而新
的观测发现总是要求修正这些经验定律。一个被提出而未经证实的现象违
反这些定律，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不像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现象让人们
感到可疑。
仅仅在 ３０ 年以前，大部分地质学家，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几乎所有著名
的地质学同事，还一直傲慢不恭地反对大陆漂移（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ｄｒｉｆｔ）的
思想。因为我那时经常与这些同事争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不管有多少
证据有利于大陆漂移说，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从学习时得知，大陆漂移
说是胡说八道，其主要原因是地质学界还没有为这种学说找到一个可以认
为是合理的机制。但是，一种现象虽然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却完全可以
是真的。特别是在那些复杂领域里，仅仅因为专家不能很快想出发生的原
因，就驳回未经证实但已发现的现象，这是不明智的。例如，在一两个世
纪以前，行星科学家们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他们极力嘲笑有什么陨石。
他们说：“天上又没有岩石，怎么会落下岩石？”
今天，在我的朋友中（包括物理界的一些同事），在怀疑运动中有一
种强烈的倾向，即太急于驳回别人的一些看法。例如有些人提出，当某些
人在 ６０ 赫兹交流电的比较弱的电磁场影响下，一些稀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
会提高。对此表示怀疑的人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即这种效应是虚假而不
真实的，但并不像怀疑者中的一些人说的那么明显。虽然场太微弱，以致
不可能产生肉眼看得见的效应，例如温度的实质上的上升，但是磁场仍然
可以对某些高度专门化的人体细胞产生非常微妙的效应，这些细胞对磁有
异乎寻常的敏感，这是由于它们包含有可察觉量的磁铁矿成分。加州理工
学院的克尔斯芬英（Ｊｏｓｅｐｈ Ｋｉｒｓｃｈｖｉｎｋ，加州理工学院一位非常有趣的教
授）正在用实验研究上述效应的可能性。他发现了一些初步的迹象，这些
迹象表明磁场和这些罕见的恶性肿瘤的关系，很可能只是一种想入非非的

空想。
球状闪电
许多在大气层中发生的一些未能说明的现象，至今还残留在西印度群
岛一种叫林勃（ｌｉｍｂｏ）的特技舞蹈中。例如，ｋｕｇｅｌ－ ｂｌｉｔｚ——球状闪电
就在这种舞蹈中有所表现。有些观察者声称他们在暴风雨天气时，看见高
空的闪电像一种球形。它可以穿过篱笆很宽的空隙，或者可以穿窗入室，
在室内到处滚动，然后又突然消失，留下轻微的烧痕。各种各样有趣的报
导多得很，但是没有明确和无可辩驳的证据，也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理论
来解释这种奇异的现象。有一位物理学家，阿尔瓦雷兹（Ｌｕｉｓ Ａｌｖａｒｅｚ），
他猜想这种 ｋｕｇｅｌｂｌｉｔｚ 只是一种观察者眼球的反映。但这种解释和明确的
事实不能很好地符合，例如，和一位科学家编纂的他与一个国家实验室的
职员们的访问记就不能很好地符合。有些认真的科学家对这种现象进了研
究。当伟大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卡皮查（Ｐｙｏｔｒ Ｌ．Ｋａｐｉｔｓａ）由于违抗斯大林
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指令，拒绝研制热核武器而被软禁在家时，他和
他的一个儿子写了一篇有关球形闪电假想机制的理论文章。还有一些科学
家也曾经试图在实验室复制这种球形闪电。但我应该指出，这些结果仍然
是不确定的，不能让人们信服。简而言之，还没有人知道球形闪电是如何
产生的。
１９５１ 年左右，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班上，当有人提到球
形闪电时，引起了一种混乱。当时，刘易斯（ＨａｒｏｌｄＷ．Ｌｅｗｉｓ，人们常称
他“哈尔”，他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物理学教授）提到
了他和罗伯特·奥本海默（Ｒｏｂｅｒｔ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共同研究的一项理论工作。
我想，这是罗伯特在出任高级研究所主任之前最后的物理研究工作。当大
家认真地听哈尔的讲述时，罗伯特显得十分焦急，这可能是因为哈尔讲的
研究工作正是他、刘易斯和沃希森（Ｗｏｕｔｈｕｙｓｅｎ）对质子与质子在碰撞时
产生介子的研究。在演讲结束后的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到恩里科·费米曾
经提出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两个质子由于还不清楚的原因粘在一起很
长一段时间，并在一种静止状态下发射介子。我们许多人加入了讨论，猜
想这种行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著名的瑞士理论物理学家菲尔茨（Ｍａｒｋｕｓ
Ｆｉｅｒｚ）突然插话说，事物为什么粘在一起的原因并不总是清楚的。他说：
“例如，ｋｕｇｅｌｂｌｉｔｚ，球形闪电就至今也弄不清楚。”（奥本海默由于愤
怒脸色开始发紫。这是他将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但菲尔茨却用球形闪电
转变了讨论的注意力。）菲尔茨接着说，他有一个朋友受雇于瑞士政府，
这朋友给他一个特别的铁路上用的卡，使他可以在全国到处旅行，以追踪
球状闪电有趣的报导。最终，罗伯特实在忍不住了，低声咕哝说：“火球，
火球！”从那时到今天，我并不认为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有什么进步
（即使哈尔·刘易斯曾就球形闪电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天空落下了鱼
关于神秘现象我最喜欢引用的例子，是从天空落下鱼和青蛙。很多有
关这方面的报告十分详细，而且由可以信赖的观察者提供。下面的报告就

是其中之一，它由巴伊柯夫（Ａ．Ｂ．Ｂａ－ｊｋｏｖ）提供，描述了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马克斯菲尔（Ｍａｒｋｓｖｉｌｌｅ）的一次落鱼事件：
我现在为野生生物和渔业部负责生物研究。在 １２ 月 ２３ 日早晨 ７ 点到
８ 点之间，有 ２～９ 英寸长的鱼落到街上和庭院里，使城市南部的公民们大
惑不解。当饭店服务员告诉我天上落下了鱼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正在饭
店吃早饭。我们立即收集了一些落下的鱼。城市的人们都非常激动。马克
斯菲尔银行的经理巴赫姆（Ｊ．Ｍ．Ｂａｒｈａｍ）说，他起床后发现他家和邻家
约弗里昂（Ｊ．Ｗ．Ｊｏｆｆｒｉｏｎ）夫人的院子里落下几百条鱼。这家银行的出
纳 员 格 里 米 里 昂 （ Ｊ ． Ｅ ． Ｇｒｅｍｉｌｌｉｏｎ ） 和 两 位 商 人 布 兰 查 德
（Ｅ．Ａ．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布鲁伊勒特（Ｊ．Ｍ．Ｂｒｏｕｉｌｌｅｔｔｅ）在他们于 ７∶
４５ 上班时，被落下的鱼击中……〔柯利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Ｃｏｒｌｉｓｓ）引自《科
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４０２，Ａｐｒｉｌ２２，１９４９〕。
所有与我讨论过的气象学家们都极力使我相信，他们从事的科学不能
提供任何明确的意见以否定这种可能性，即由于气象的骚扰使这些动物上
升到天空后，又经相当长距离的转运，最后落下来。虽然人们仅仅可以猜
想有一种特别的机制，如龙卷风，完全可以使这种现象发生。
更有甚者，如果鱼，或至少是它们的卵在落下来时是活的，那就会对
动物地理学（ｚｏ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研究动物物种的分布）造成一种严重的争议。
梅伊尔（Ｅｒｎｓｔ Ｍａｙｒ），伟大的鸟类学家和动物地理学家，在他的一篇论
文中具体提到这种事件，他指出，如果这些动物能够被非常规的方法转运，
如像鱼从空中落下，那么淡水鱼的分布中的许多谜，就可能得以解释。
前面的讨论弄清楚了，如果鱼真的是从天上落下来的，那么，它的过
程一点也不会危及已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定律，事实上也许还会有益于这些
定律。同样，如果这些“隐生动物”（ｃｒｙｐ－ｔｏ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中的一种，例
如想像中的亚马逊森林巨大的地面生活的树獭，被证明是真的，这也可能
不会危害科学的定律，这正如 ５０ 年以前在南非水中发现古代生物空棘鱼一
样，虽然人们曾认为这种鱼早已灭绝。但是，有些未被证实的现象似乎向
我们知道的科学基本定律发起了挑战，我们又如何解释呢？
向已知科学定律挑战的未被证实的现象
虽然这些现象不能因为未被证实而认为它们不存在，但必须对它们有
高度的怀疑。不过，如果它们中的一些被证明是真实的，科学定律将进行
修改，以包容这些现象。
我们现在来考查两个人之间的心灵感应术这一未经证实的现象（顺便
说一下，我不相信这种现象），即两个血缘很近的人（如母与子或同卵双
胞胎）之间可以出现心灵感应。几乎每一个听说过这种有趣故事的人都知
道，其中一个人在非常紧张的一刹那，另一个人即使相距很远，也会立即
惊叫起来。大部分类似这样的报导都伴有许多巧合事件，如选择的记忆（把
那些毫无意义的惊呼忘记了），歪曲对环境的回忆（包括过分夸大同时性），
等等。除此以外，要想科学地考查这些现象，在原则上不是不可能，但非
常困难。例如，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有点残酷，因此从伦理
学考虑将禁止这种实验，但用别的方法也不是不能实现。在这个实验里，
可以雇用很多对同卵双胞胎，把他们分离开很远，然后使每一对中的一个

非常紧张，再看另一个有什么反应。（有很多人易于受骗上当，包括埃斯
彭《新时代》杂志社的许多熟人，他们相信这种实验可以用动物进行实际
表演：把兔妈妈放到《鹦鹉螺》号潜艇之中，然后潜艇潜入极地冰层之下；
兔妈妈的行为可以在潜艇里用监听器监听，当兔妈妈的一个兔宝宝在荷兰
受到折磨时，兔妈妈会发出愤怒的信号！）
假定这样一种心灵感应（例如人类的同卵双胞胎）真的被证明是真实
无误的，这与我的预料虽然相反，但基本的科学定律就必须进行深刻的改
变；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种解释。例如，理论物理学家
可能最终还是要假定某种性质尚不清楚的限制，这种限制、束缚很可能导
致对现在描述的物理学定律作重大修正。这样一种联系两个双胞胎的限
制，可能在其中一个遇到严重麻烦时，会将信号传递给另一个。这种方式
的效应可能与很多有趣的猜测一样，与距离多半没有关系。让我再次强调，
我引用这个例子并非由于我相信心灵感应术，而仅仅是因为想借此说明科
学理论如何有可能修正自己以容纳哪怕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些现象
初看起来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后来却证明的确真实无误。
一种真实的能力——从唱片的凹槽获知信息
有时候 ＣＳＩＣＯＰ 发现，一种似乎是疯狂的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案
例在《怀疑的探询者》杂志上时有报导，在会议上也常有讨论，但我个人
的意见认为，还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十分清楚的是，我们的目的是
把真实的断言从虚假的断言中区分出来，而不是简单地贬低这些断言。
从整体上说，科学家在调查可疑的欺骗者时，成功的记录少得可怜。
有时甚至连很著名的学者都支持那些应该予以揭露的江湖骗子，这种情形
实在太多见了。
ＣＳＩＣＯＰ 主要依靠一个叫兰迪
（Ｊａｍｅｓ Ｒａｎｄｉ）的魔术家为那些声称有超常功能的人，设计了一些测
试方法。兰迪知道如何欺骗观众，而且他也同样善于指出别人如何试图欺
骗他。每当他揭穿别人的欺骗行为并指出他们如何取得诈骗效果时，他就
十分兴奋、激动。
当有一个人声称他能从留声机唱片上的凹槽获知记录的信息时，这件
事引起了《发现》（Ｄｉｓｃｏｖｅｒ）杂志社的注意。杂志社立即派兰迪去查明
这件事。要考查的人是宾夕法尼亚的林特根博士（Ｄｒ．Ａｒｔｈｕｒ Ｌｉｎｔｇｅｎ），
他说他只要盯着一张灌满了后莫扎特（ｐｏｓｔ－Ｍｏｚａｒｔ）经典交响乐的唱片，
就可以知道作曲者、乐曲，有时还能知道表演的艺术家。兰迪对林特根博
士进行了他通常使用的严格的测试，结果发现林特根博士的回答完全正
确。这位医生正确地认出了两张不同的唱片，其中包括斯特拉芬斯基
（Ｉ．Ｆ．Ｓｔｒａｖｉｎｓｋｙ）的《春的礼仪》
（Ｒｉｔｅ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拉维尔（Ｍ．Ｊ．Ｒａｖｅｌ）
的《西班牙舞曲》（Ｂｏｌｅｒｏ），霍尔斯特（Ｈｏｌｓｔ）的《行星》（Ｐｌａｎｅｔｓ）
和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Ｓｉｘｔｈ Ｓｙｍｐｈｏｎｙ）。兰迪按照常规又把另一
些唱片作为对照物给林特根博士看。第一张，他说是“含糊不清的讲话”，
的确如此，是库柏（Ａｌｉ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的讲话；第二张，他说“根本不是器

乐，我猜想是独唱之类的东西”，结果这张唱片灌的是一个人的讲话，题
目是“所以你想成为一个魔术师”。
这一古怪的能力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也并不违背什么重要的原理。
在唱片的凹槽中有必须的信息，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在审视中提取这些信
息。兰迪证实，的确有人有这种能力。

第十九章

适应和不适应的图式

《怀疑的探询者》曾经成功地揭露了“第一百只猴子”这一虚构的故
事。这个记事的前一部分是真实的。在日本一个岛上，一群猴子中的几个
猴子学会了在岛四周的湖里洗净食物上的沙子。它们把这种技术传授给这
群猴子中的其他一些猴子。到此为止，一切正常。但是《新时代》的一个
神话故事中，却把偶然得知的这个故事继续往下推演，说当 １００ 个猴子学
会洗去食物上的沙子这一技巧后，突然，由于一种神秘的手段，各地的猴
子都知道了这种技巧，并开始应用它。到这儿，已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证
据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部分本身就十分有趣，它是在动物中而不是在人类中
进行学习行为的一个文化传播的例子。某种大山雀（与北美一种山雀有血
缘关系的鸟）的行为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种大山雀在几十年前居住在英
国。这种小鸟学会了打开牛奶瓶。后来，越来越多的大山雀学会了这种技
巧，甚至一些其他种属的鸟也学会了。这种由于需要而进行的体力活动已
经成了这种鸟的传统技能；它们所需要的仅仅是知道牛奶瓶里装有合适的
回报。还有很多其他已知的例子表明，一些罕见的动物行为就是这样传播
开来的。
文化的 ＤＮＡ
人类文化的传播当然就更加复杂微妙。这其间的原因也许不仅仅由于
人类卓越的智力，恐怕也与人类的语言有关，因为人类中的每一个都有任
意复杂的语调。利用这种语言，人类社会显现出的群体学习（或群体适应，
或文化进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比起一群灵长类动物，或一群野
狗、一群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种集体行为可以简化到作为复杂适应
系统的个体层次来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可以得到一些结果。但是，如通常
情形一样，这种简化将会失去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在按原来层
次不作简化时本可获得的。特别是过分简单地简化到心理学层次，可能在
除去人类个体一般特征之外，不足以显示在系统中出现的额外信息，包括
特殊的传统、风俗习惯、法律和群体的神话等等。为了利用亨德森（Ｈａｚｅ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形象而生动的语汇，以上这些可以称之为“文化的 ＤＮＡ”
（ｃｕｒｔｕｒａｌ ＤＮＡ）。这个词汇把许多代共享的经验压缩进去，并为社会构
成图式，而社会自身也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而发挥作用。事实上，英国
生物学家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造了一个新的词汇“ｍｅｍｅ”，用来表
示传播文化信息的单位，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 １ 个基因（ｇｅｎｅ）。
适应至少具体发生在 ３ 个不同的层次上，因此有时在应用这个词时会
引起混乱。首先，有些直接适应（ｄｉｒｅｃｔ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是作为在一特定时期
占优势的图式在操作时的一个结果而发生。当气候变得比较暖和、干燥时，
一个社会集体可能会习惯地搬到高山上的新村子去；当然，也可能是为了
求雨而举行宗教的祭典，在僧侣监督下搬到高山上。当领土被敌人侵占时，
这个社会集体可能自动地退守到一个设防完备的城市，那儿有充足的粮
食、饮用水储备，可以长期抵抗敌人的围攻。当人们因日月蚀而惊恐时，
祭司们已经准备好适当的咒语。但所有这些行为不会对当时占优势的图式

有任何改变。
另一个层次涉及图式的改变。在不同图式的竞争中，一个图式的优或
劣取决于现实世界选择压力的作用。如果在旱灾时祈雨的舞蹈不能缓解旱
情，那么有关的僧侣、法师就会失宠，而新的宗教便会取而代之了。对气
候变化的传统应对办法是向更高的地方移动，当这种图式起不了什么作用
时，人们就会采取其他一些办法，如新的耕种方法或种植新的谷物。如果
向森林撤退不能成功地对付敌人一系列的进攻，在下一次敌人入侵时就会
刺激被侵的一方派遣一支远征军进入敌人的腹地。
适应的第三个层次，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ｅｓｔ）。一个社会不能生存下去，也许就是因为它的图式不能应付各种
事件这一简单的原因。这个社会中的人不必都死掉，剩下的个体可以加入
到其他社会集体中去，但原来的那个社会自身将消失，带着它的图式一起
消失。于是，一种自然选择的形式在社会层次上发生了。
图式导致毁灭的例子并不难于找到。有些公社（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如古
巴勒斯坦的苦修教派教徒和 １９ 世纪美国的震教徒）据说实行戒绝性行为。
公社的所有成员（不仅是几个修士和修女）都被告诫禁止性活动。有了这
样一个图式，要想使公社生存下来，只有改变死亡的数目，使生者多于死
者。但这似乎又不可能发生。苦修教派已经消失了，震教徒亦所剩无几。
不论怎么说，禁止性交往是一种文化特征，它是引起这些公社消亡和几近
消亡的明显原因。中美洲热带森林中玛雅高级文明的突然消失是一个最惊
人的例子，说明一种高级文化的消亡。如在本书开篇不久处所指出的，其
消亡的原因直到今日仍在争论之中；考古学家不能确定是什么图式导致它
们消亡，这涉及到社会的阶级斗争、丛林地带的农业、城市间的战斗或文
明的其他方面。但是不论怎么说，据说仍然有很多人在玛雅文明崩溃后仍
然在该地区残存着，这些说玛雅语的人被认为是玛雅社会的后裔。森林城
市中的石建筑走向了尽头，那些为纪念玛雅历法重要日期而竖起来的石
柱，也同样如此。后续的社会比起这些经典时期的社会要简单得多，不再
那么复杂。
一般说来，适应的三个层次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一种现存的占优势的
图式可以在几天或几月之内，立即转入行动。虽然达到最高潮的事件可能
突然出现，但图式的等级制度的革命一般说得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的消亡
则将发生在更长的时间里。
在社会科学的理论讨论中，例如在考古学文献里，不同适应层次的区
分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经常彼此混淆不清。
人类语言的进化
语言的情形如同社会一样，在不同时期会发生不同的进化，或学习，
或适应。如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一个儿童获得语言技能表示一个复
杂适应系统在运作。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语言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进
化，可以看成是另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在几十万、几百万年的时期里，人
类有了用现代模式的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所有这些语言都有某种共同
特性，如长度随意的句子，精巧的文法结构，非常普适的文法特征如代名
词、不同类所有格的结构，等等。）

当我们考虑文法进化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不同的适应层次。由于格
林伯格（Ｊｏｅ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开拓性的研究，有关语法的特征已积累了相当数
量的信息，所有已知的语言都具有这些共同的特征（“语法的普适性”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而且这些特征几乎在所有情形下都可以应用
（“语法的近普适性”，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ｎｅａ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在解释这些一
般特征时，人们显然必须注意被乔姆斯基（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和他的追随者
们一再强调的约束，即与生物学有关的神经学预编程序的约束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ｐ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然而，人们还必须考虑
成百上千年语言进化的结果，这种进化又必需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一些有
利于交流的语法特征。最后，这儿也许有被冻结的偶然事件——“创建者
效应”（ｆｏｕｎ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即所有现代使用的语言均源于古代语言（甚
至一种单一语言）文法特征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着。
（我们记得，在生物学中左旋和右旋分子的不对称性也是一种被冻结的偶
然事件。）在圣菲研究所讨论语言学问题时，为解释语法的普适性和近普
适性时，必须强调所有各方面起的作用都不可忽略。
在研究任何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时，最重要的是要分清这 ３ 个问题：
基本规则、被冻结的偶然事件以及对适应进行的选择。当然，当我们从宇
宙时空尺度观察时，基本规则本身也可以看成是被冻结的偶然事件。
适应性以及什么是适应或似乎是适性
在区分适应性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时间尺度时，仍然留下很多不解之
谜，这些谜与为什么复杂适应系统像社会一样似乎总是与不善适应的图式
紧紧连在一起有关。为什么它们不能只有越来越好的图式，和进步得越来
越高级的适应？有些原因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
社会像其他复杂适应系统一样，经常受到选择的压力，而这并没有用
适应性功能作具体描述。如我们所见到的一样，适应性并不简单地是某种
东西的增加，即使它定义得很完善时也是如此。同样，在适应的特征和由
于不同形式适应性引起的特征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对应。这些问题并没
有限制在社会问题上，在生物学中它们经常出现，有时在单个人的经验中
也显得特别突出。是一些什么样的机制使得不适应的图式在经过磨难后仍
然残留下来呢？
不适应的图式——外部选择压力
对明显不适应行为却能继续存在的一种非常普通的机制已经作过很长
的讨论，特别是在迷信与科学的关系的那一章里。选择压力是促进还是遏
止科学理论的发展，关键要看由此得到的理论在前后一致的解释中能否获
得成功和正确地预言观测结果；至少也要看科学事业是否能够正常地运
行。当科学事业运行不正常时，那是因为其他一些选择压力太强，其中有
许多是源于科学家的人性弱点。
在迷信理论化的情形下，选择压力的非科学方面就会起支配作用。现
在我们简要说明一下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压力。这些压力包括维持有权力个
体的权威，也包括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这对于社会进化有很大益处。另外，

强加于人们的一种虚假秩序的结构和没有联系的随机事件的规律，可以给
人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安慰；对幻觉的认识（特别是能控制）可以减轻对不
能控制事物的恐惧。与这些选择压力有关的是非常普遍的“利己图式”
（ｓｅｌｆｉｓｈｓｃｈｅｍｅ）中的一种：任何复杂适应系统已进化到可以发现模式
（ｐａｔｔｅｒｎ），而这些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对它自己十分有利。
所有这些选择压力的共同要素是，对从科学进行考虑的适应来说，也
就是说在成功地描述大自然时，这些选择压力大都是外在的。就正如在工
程技术上的适应（即为人类某些目的而控制自然）一样，这些选择压力大
都是外在的。虽然如此，这些选择压力在文化 ＤＮＡ 的进化中，仍起了关键
性作用。
显然，这儿有些普通的知识应该知道。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系统经常用
这样一种方式定义：它们不是封闭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选择压力从外界作
用于系统。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由人类语言进化过程得到。假定某些部落
或土著人在相互接触时说一些彼此不同的语言，那么在几代人以后，某种
语言在作了某些修改后保留下来，而其他的语言则逐渐消亡。消亡的语言
主要地并不在于作为交流手段的各种语言谁优谁劣，而更多地在于十分不
同的原因，例如军事力量的强大或不同部落、土著文化的成就。这后者才
是外部作用于语言领域的选择压力。
在 生 物 进 化 的 范 畴 里 ， 选 择 一 般 发 生 在 表 型 层 次 （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ｌｅｖｅｌ），如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也许是一些意料不到的原因直接作用于生
殖细胞（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ｓ）：一个为精子所携带的“真正的利己基因”（ｔｒｕｌｙ
ｓｅｌｆｉｓｈ ｇｅｎｅ）促使一个卵细胞成功地受精，即使那个基因对最后成长的
机体可能毫无益处，甚至有害，事情仍然会这样发生。
所有这些例子使人们联想到，复杂适应系统中不适应图式的继续存
在，其原因很可能简单地由于适应的选择判据太狭窄。即使所有选择压力
都在起作用，仍然如此。
来自有影响个体的压力
在研究人类组织机构的进化时，如果只把组织机构的个体成员简单地
视为同属的行为者，那并不总是有利的。常常有这样的事，特殊的个人作
出的特殊决定使以后的历史大为改观。有时经过一个长时期后，这些个人
行为的影响可能被证明是暂时的越轨，并经过长期的趋势把它“纠正过
来”，但想否认、忽视个体的作用仍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设计的要素进
入了我们的思考范围。一个州或联邦的宪法是由个人执笔写出的。尽管在
起草宪法的过程中矛盾重重，出现大量利益的竞争，但最终有效的和解还
是达成了，并由某一位政治家缓缓向前推进。同样，一家商业公司是由某
些个人指导的，老板或老板娘（有时还是其他某些个人）的性格和想法，
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同时，一个机构的行为在图式和选择压力的很多方面，类似一个复杂
适应系统。一家公司常常根据某一整套常规、习惯和程序运转，给它的各
个部门定下目标，为未来作出规划，为整个企业的有效运作培育思维模式。
这些思维模式，加上目标、计划、常规和程序，组成了图式，形成了直接
压力作用到从老板到领班各种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身上。具体作用于真实

世界里企业的选择压力，不论怎么说，都必须与利润、与市场里的生存相
关；与顾客是否被吸引住和此后的满意相关。一般而言，当组织机构被认
为像复杂适应系统，或被认为像训练个人管理技巧的场所时，有一个问题，
即，决定组织机构生存的最重要的选择压力，和由个体管理人员施加的内
部选择压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出现了。
美国统计学家德明（Ｗ．ＥｄｗａｒｄｓＤｅｍｉｎｇ，他还获得过物理学的哲学博
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对日本工业的重建提出过一些忠告，
结果由于他聪明的忠告，他在日本成了一位英雄。他最近以 ９３ 岁的高龄去
世，在去世前十多年他在美国也最终获得了荣誉；现在，他的思想已被许
多工业企业接受。他最有名的思想也许就是他强调“总体质量管理”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缩写为 ＴＱＭ）。ＴＱＭ 有许多方面，但最有用的是他
对由管理人员（包括中层管理人员）施加的内部压力特别苛求。正是这些
管理人员决定报酬和处罚，能促使职员们按一种特殊的方法显示出积极
性，因此这些人直接影响到组织机构的主要图式。但这些直接的影响能和
真实世界中的选择压力和谐一致吗？职员们由于他们的积极性而使顾客满
意得到了奖赏没有？或者顾客们满意仅仅只是管理人员的想入非非？管理
人员的行为偏向于像真正的利己基因，行动的直接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只是
为了图式的生存，而也许并不利于机体的生存？
循环中有人的适应系统
一个企业里管理人员的例子，说明了适应系统里有一个或更多人在循
环内的更普遍的情形——这时系统经受一种有时称之为直接进化的作用，
这时选择压力将由个人施加给系统。
直接适应（ｄｉｒｅｃ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最简单的情形，是没有不同的图式。
我们来看一看验光医生检查眼睛视力的情形。你用一只眼盯着一张图，上
面横排、竖排都是一些字母。验光医生向你提出一序列双重选择的问题：
在每一对图像中，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一个更清晰一些？用不了多长时
间，你就会得到正确的诊断结论，知道被检查的那只眼睛是散光、近视还
是远视。单独一个视力表的图示，它可以使自己适应于你的眼睛。
一个人在循环中的另一个不太乏味的例子由西姆斯（ＫａｒｌＳｉｍｓ）的工
作提供。西姆斯的工作现在已由思维机器公司继续，这家公司设计和生产
并行处理计算机（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西姆斯利用一个
有 ２５６×２５６ 像素的计算机显示屏，每一个像素的颜色可以在整个光谱上变
化。图形的形成由每个像素的颜色特殊组合而成。利用西姆斯的方案，计
算机利用一种特殊的算法从一种特定的图形开始，而后产生一系列各不相
同的图形。“在循环中”的人，选择对他或她看来最好的变动。然后计算
机又提供另一套选择，如此不断进行下去。不用很久，这个系统就会集中
到一个图形上，这种过程显示出人涉及到选择之中。人们告诉我，其结果
非常令人注目，而且参与这种过程是非常吸引人的。
我们可以想像在这种方法的精心制作中，机遇在估计选择的算法中起
了作用，而这些选择在每一阶段都会出现。或者，在非常相近的情形下，
计 算 机 可 以 作 为 算 法 的 一 部 分 从 事 一 种 伪 随 机 过 程 （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ｄ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在圣菲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兰顿（ＣｈｒｉｓＬａｎｇｔｏｎ）对
西 姆 斯 的 工 作 作 了 一 个 简 要 的 描 述 。 史 密 松 研 究 所（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秘书、考古学家亚当斯（ＢｏｂＡｄａｍｓ）提出，算法自身就要
受变动的支配，而这算法又控制计算机不断提供的各种选择的方式。如果
真是如此，它将变成一种图式，这种图式的每一个变体可以看成是一种不
同的探索过程，在这过程中要通过长长一系列可能图形中追索、被选取的
特殊过程（它可能或不可能包括一种基本的机遇），与被人作出选择引起
的后果一起，将决定计算机显示屏上的图形。
这些图形以后可能会变成一种恒定的中介物，并受选择压力的支配，
例如市场中的推销或评论家的评论。计算机的方案（通过人这一主体）通
常使我们得到较高的价格或较有利的评论，这种图形得到促进，而其他图
形则受到贬谪。同样，人的兴趣、感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可能在价
格或评论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方案、计算机、主体的人，以及市场或评论
家，形成了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而人处于这个循环之中。事实上，这样一
个系统可以作为一种未经加工的漫画，表现出真正的艺术家的创造过程如
何在运作。
另有一种复杂适应系统我们都十分熟悉，那就是人为自身目的而培育
动植物。培育动植物，在现代生物学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达尔
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在红色标题“人工选择”（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一节中反复论及这一内容，而且用它与自然选择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进行比较对照。孟德尔（Ｇｒｅｇｏｒ Ｍｅｎｄｅｌ）基因定律就是在培
育豌豆的过程中，由修道士孟德尔发现的。在 １９ 和 ２０ 世纪之交，当孟德
尔的研究成果被再次发现和广为人知时，丹麦人德·福里斯（ｄｅ Ｖｒｉｅｓ）
在培育郁金香时发现了突变（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培育者在他培育的生物中，仅选择其中的一些继续培育，他们正是靠
这种方法将选择压力作用于生物。当然啦，自然选择也在同时起作用，还
有许多动物和植物不能继续生存或繁殖下去，其原因和培育者的决定毫无
关系。在生物进化中，基因组通常是一种图式，但是这儿的进化部分是直
接的，而培育者的原则也会形成一种图式，虽然是另一种图式。
当一位马的饲养员要将一匹马出售或者让它去进行比赛（或两者兼而
有之），那么他的方法就与卡尔·西姆斯的计算机方案加上主体人的选择
类似，他将受到市场和赛马场的选择压力。于是，一个带有部分直接进化
的复杂适应系统，可以部分地成为一个有序程度较高的复杂适应系统，在
这个系统里人类控制、校正的性质可以由它自身进入系统。
但是，假定一个富有的业余饲养员并不在乎他养的马在赛马场上的表
现，或者不在乎谁想买他的马，那么，在有序性较高的复杂适应系统的情
形下，饲养马的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很可能不适应市场或赛马场的需要。正
如管理人员行为的动机不在于吸引或保有顾客，这一位业余饲养马的人只
是为了使自己高兴，并不按照商人的准则做事。从纯商业观点看，饲养是
失败的，但却仍可继续下去。
不适应图式的持续性：成熟的窗口
不适应的图式有时能持续下去，是因为有关的适应性中止了，或近于

中止。年幼的儿童与他们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人，形成各种关系：双亲、继
父或继母、兄弟或姊妹、奶妈、妈妈的男朋友，等等，等等。按照霍洛威
兹（Ｍａｒｄｉ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的观点，儿童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的态度和行为，由
一种“个人图式”（Ｐｅｒ－ｓｏｎｓｃｈｅｍａ）控制，这种图式与儿童对所提到的个
体的理解、感受有关。开始，这样一个图式还在变化之中，但到了儿童时
期的后期，它就会抵制变化。在儿童成长的时期，这些个人图式可能深刻
地影响他或她与其他人相处的关系。例如我们都熟悉，有些成人在儿童时
期只有一个亲人（父亲或母亲）时，当他成年后会不断用不同的代用人物
来填补那个空缺了的位置。个人图式常常是非常缺乏适应性的，在这种情
形下长大的人常常会神经过敏，而且众所周知很难治愈。
用术语“成熟的窗口”（ｗｉｎｄｏｗｓ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和“可塑性”来考
查上述情形，十分有益。成熟窗口极端的例子是铭记①这一现象。在洛伦兹
（Ｋｏｎａｒｄ Ｌｏｒｅｎｔｚ）的书《所罗门王的环》（Ｋｉｎｇ Ｓｏｌｏｍｏｎ’ｓ Ｒｉｎｇ）中，
对铭记作了充分描述，并因此为世人知晓。一只刚生下来的灰色的鹅会把
首先认为合宜的动物看成是它的双亲，并总是跟着它，在它的周围不愿离
开。如果这个合宜的动物是洛伦兹或者是另一个人，那么这只鹅在某种意
义上就会认为自己也是一个人，而它作为一个正常鹅生活的能力就永远地
受到损害。成熟的窗口是生下来以后很短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小鹅
辨认它的“母亲”，过了这段时期辨认已经固定了。大多数小鹅在早期看
见它的真正的母亲，那么铭记的遗传程序就表型地成功了。对少数小鹅来
说，它把一位生态学研究者（如洛伦兹）当作它的母亲，遗传程序就明显
地失去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由铭记提供的学习图式就不适合于这位特
殊的个体了。由于这种学习图式对大部分个体有良好的结果，因此导致铭
记的遗传图式在生物进化时就没有被消除。还有，遗传图式提供的这种成
熟窗口，必需为生存提供某种共同的利益。估计这种利益来自于这种可能
性，即当窗口关闭时，这种可能性将转而去寻求某种新的信息。
成熟的窗口对人类起的作用也早为人知。例如，有些婴儿一生下来视
力就有问题，如果有可能恢复就应尽可能早地矫正（至少不要让尚未发现
的新问题介入）。在其他情形下，窗口还可以说不那么绝对。在襁褓和儿
童早期这一关键时期，如果对已出现的损害不予矫正，则各种忽略形式所
造成的后果可能十分严重；但在适当的条件下，恢复的可能性很大。这些
可能性在可塑性处作过讨论，神经系统改组自己的能力使模式在作过长期
抵制后，最终还是要改变。
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的结果，尤其是在美国，涉及的范围是在两岁半
以前所需的学习能力如果有缺陷，则可以根据“抢先”（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之
类的方案进行补救，这些补救可以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或更长的时间内给儿
童以特殊的帮助。有些研究人员指出，成熟的早期窗口在这儿起了重要作
用；如不在婴儿时期改善婴儿的学习环境，过了这段年龄的补救方案，从
长远观点来看，就不那么有效了。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指出，事实已经证
明，“抢先”方案如果在力度和时间上得以充分实施，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就可以有足够的可塑性，使学习缺陷得到本质上和持续很长时期的矫正。
这种关于少儿时期学习缺陷的争论，无论其功绩如何，有一点是十分
①

铭记（imprinting）为动物早期就起作用的一种学习机制——译者注

清楚的，在生命的早期获得第一语言是十分关键的。有少数几个已知的案
例指出，由于儿童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与人类语言接触，结果天生具有的
掌握一种语言语法的机能，不再起作用。显然，这与真实的成熟窗口有关
系。
不适应图式的持续：时间尺度
不适应图式存在的最普通（也许是最简单）的理由之一，是它们曾经
是适应的，但原来已适应的条件现在不占优势了。复杂适应系统的环境改
变的速率快于进化过程，于是两者不相配套。（成熟的窗口在某种意义上
是这种时间尺度不匹配的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人类思维领域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情况的迅速变化超过了我
们思维模式变化的能力，使思维模式落在后面。泽西岛（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Ｊｅｒｓｅｙ）
动物园的创始人丢勒尔（Ｇｅｒａｌｄ Ｄｕｒｒｅｌｌ）曾在多次探险中带回一些稀有
动物，对此他还写了许多本富有魁力的书。他还详细叙述过一次经历，那
是他用手抓住了一种西非的蛇。因为他“知道”那条蛇是一种无害的瞎眼
蛇（像欧洲的无脚蜥蝎），所以没有作任何预防准备。突然，那条蛇张开
了眼，但丢勒尔没有及时反应过来，没有从眼睁开这一新的信息想到这蛇
是一种还不知道的而且很可能危险的蛇种。结果这条蛇果然有毒，丢勒尔
被咬了一口，还差一点丢了命。
我们总是试图抓住我们的图式紧紧不放，甚至歪曲新的信息以适合我
们的图式，而不是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很多年以前，有两位与埃斯彭
物理中心有联系的物理学家在 Ｍａｒｒｏｎ Ｂｅｌｌｓ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爬山，当他们下山
时迷失了方向，从山的南面而不是靠近埃斯彭的北面向山下走。他们向山
下看，以为山下面的湖就是刻瑞特湖（Ｃｒａｔｅｒ Ｌａｋｅ），从这个湖他们可以
认出回家的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说，这个湖的边上有一个码头，而刻瑞
特湖并没有。另一个物理学家回答说：
“那一定是我们早晨离开后建造的。”
勿需多说，一个失败图式绝望的防御最终总是错误的。这两位物理学家看
到的是山另一边的阿瓦朗泽湖（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Ｌａｋｅ），结果他们在两天后才回
到家。
再拿那条蛇来说，既然知道那条蛇实际上并不瞎，那么根据我们熟悉
的创造性思想，就应该知道那条蛇很可能有毒，这样，我们就会从一个吸
引域逃到另一个域。湖的情形也一样，既然山下的湖有码头，因此不像刻
瑞特湖，那么就应该另寻道路。现在我们的讨论要强调的是：获得这些思
想的过程，在很多情形下可能与他们的需要不能齐头并进。
众所周知，各个商业公司在判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以便迅速跟上这种变
化时，常常顾此失彼。在当今美国，减少战备经费意味着那些迄今主要为
防卫而进行生产的工厂，应立即转为民用生产。这些公司由于几十年都与
军事部门和相关的政府代理机构打交道，所以他们关于市场的认识就常常
受到这种经历的制约。在与军事部门打交道时，出售一种产品也许只需与
海军上将共进午餐就行了，而不必像民用商业的竞争那样精心策划。更有
甚者，改变这些图式的机制和回应选择压力，常需几年的运作，然而与防
御有关系统的需求却可能在一两年内急剧减少。如果管理人员（或者替代
的新管理人员）不引入一种新的机制，以便能够更快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

那么他们公司的前景就不会光明。
当环境的变化快于一种进化过程而使后者不能与之适应，这是一种挑
战。这种挑战将深刻影响到生物圈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人类文化的进
化，特别是通过技术领域的进步，使得人类有可能在很短的时期里使人口
急剧膨胀，也使得每个人对其他人和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能力大大增
强。人体和其他有机体的生物进化，没有可能跟上文化的进化。我们人类
自身的遗传图式大部分还反映 ５００００ 年以前的世界，不可能通过正常的生
物进化机制在仅仅几个世纪里作出重要的改变。同样，其他有机体和整个
生态群落也不可能迅速变化以适应人类文化引起的改变。
这就意味着，用以对付由强有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巨大人口数量所带
来的结果，文化变化自身是唯一的希望。如果人类想聪明地对待自己的能
力，那么合作（健康的竞争除外）和深谋远虑这两者都是当前最迫切需要
的，可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信任已经建立起来，那么在处
理一些最紧迫的事情，如利用遗传和其他工程的未来进展进行人类或其他
有机体的人工改变时，合作和深谋远虑则更加紧要。
当人类面临无数盘根错节事件显示出的巨大复杂性时，深谋远虑要求
我们具有以下各种能力：认知和收集大量有关的信息；迅速利用由分枝的
可供选择的未来历史所提供的信息；以及聪明地选择简单和相似的信息，
以便不必牺牲那些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功率巨大的计算机在预测未来将起
到重要的本质上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它们把对问题的详细叙述，以
牺牲其重要性为代价，而偏向于可定量和可分析。
在这一点上，我们简略地了解一下计算机对复杂问题能够提供的简化
模型，是十分适宜的。像复杂适应系统运作的计算机可以在以下两方面为
我们尽力：它们自己可以学习或适应；它们可以模仿或模拟真实世界，这
个世界正是它们要学习，或适应，或涉入的世界。

第二十章

学习或模拟学习的机器

计算机可以像复杂适应系统那样发挥作用。可以将硬件设计得能完成
这些作用，也可以为有普通硬件的计算机编制学习（或适应、涉及）的程
序。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这些设计或程序还得依靠模拟一个简化的图像，
这是某些有生命的复杂适应系统如何工作的图像。
神经网络计算
一个计算机复杂适应系统的人所共知的典型例子是神经网络，它可以
实施软件或硬件的功能。我们设计一个大致上的模型，看哺乳动物（尤其
是人）的大脑将如何运作。我们从许多组的结（ｎｏｄｅｓ）或单元开始，这些
结或单元通常称之为神经元，不过我们对大脑中个体的神经元到底对应于
什么，还远没有弄清楚。每一个单元用比特来描述每一时间瞬间的特性，１
个比特（０ 或 １）是用来指出“神经元”是触发了还是没有。每一个单元都
与其他某些或所有单元有关联，而任何单元对任何其他单元的影响的强度
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这决定于这两个单元的运作。如果第一个单元激
发了第二个，就是正；如果抑制了，就是负。在学习过程中，这些影响的
强度不断地在变化。
神经网络计算可以在一般的计算机上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单元和单
元对其他单元的刺激或抑制效应，由软件负责。这时单元仅仅作为计算的
元素而存在。为实现网络，也可以利用特殊的计算机硬件，这时网络将由
分 离 的 计 算 单 元 组 成 ， 而 这 些 单 元 则 按 并 行 处 理 格 式 （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安排。
有许多问题已开始由神经网络计算来处理了，其中一个例子是学习用
正确发音来大声朗读英语课本。因为英语拼音常常不按语音学规则，这是
众所周知的，因此大声朗读的练习十分重要。计算机发现了大量的通用规
则和一些意外的情形，这些意料之外的情形可以看成是特殊的附加规则。
花了足够的时间和朗读了足够的课本之后，不仅那些通用规则而且那些特
殊的规则都会呈现出规律性。利用神经网络来学习大声朗读英语，必须发
挥它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作用。还必须在一批教材中，对各种规律性
东西进行各种试验性识别，把有关规律性的信息压缩成图式，然后把这些
图式用于更多的教材，让它们与其他图式进行竞争，以便尽可能得到正确
的发音。这种学习称之为有监督式学习（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它与
另一种发音图式不同，这后一种图式是用英语讲话给计算机听，看它们能
不能听懂。但这种图式并不为人们提供有用的正确答案。而有监督的学习
则根据一种教材正确的发音与根据图式得到的发音之间的大量差异，指出
什么是合适的发音。
在 ＮＥＴ（网络）对话时，正如赛伊洛夫斯基（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Ｓｅ－ｊｎｏｗｓｋｉ）
和罗森伯格（Ｃ．Ｒ．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在 １９８７ 年改进的那样，输入数据由 ７ 个
连续的字符组成（每一个字符可以是 ２６ 个字母中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空
格、一个逗号，也或者是一个句号），这些字符根据某本书面英语教材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确定。然后在一个移动窗口显示，并逐步对整
个段落进行扫描。输出则是七个字符中间那个字符的发音编码；这个编码

馈入一个语言发生器。
输入与附有一组 ７×２９（＝２０３）单元的比特是一致的，而输出则与 ２６
个其他单元有关的比特相一致。还有 ８０ 个附加单元帮助学习。这个图式用
几组相互作用强度来描述，这儿的相互作用限制在输入单元作用在辅助单
元上的效应，和辅助单元作用在输出单元的效应上。所有其他相互作用强
度选定为零，恰恰只需保持过程易于管理就行了。
网络要被调试成可以利用 １０２４ 个单词组成的字符，伴以“教师”（这
教师是对所有字符编码后的序列）给出教材上的正确的英语发音。
在首次调试操作时，要把整个教材过一次，强度从任意值开始，然后
当 ７ 字母窗口的中心一个字母跟随一个字母地扫过整个教材，在这过程中
改变强度（利用一种专门知识）。在每一步中，输入和强度必须馈入一个
简单的公式，这公式可以指出试发语音的候选输出值。在正确发音和候选
输出之间的差异就被减化到利用一个相关的简单公式来修正其强度。首次
调试操作结束时的强度，被作为用同样 １０２４ 单词作第二次调试操作的初始
强度。以后照此调试下去。
调试成功意味着在最类似正确发音值附近，强度只有小小的偏离，而
不会有太大的涨落。如果 １０２４ 个单词在 １０ 次调试操作后就能清晰地讲话，
那么在 ５０ 次调试操作后，其发音的精确性估计可达 ９５％的水平。在调试之
后，最终的强度可以用于读其他一些教材，而且用不着再教。清晰地讲话，
其精确程度已达到 ７８％了。
神经网络的复制程序还多得很，它们可以用来解决许许多多的问题，
而且通常都取得相当的成功。这些图式常常用一组相互作用强度来描述，
每一种描述都描述了一个单元作用于其他单元的效应。我的一位加州理工
学院的同事霍普菲尔德（Ｊｏｈｎ Ｈｏｐ－ ｆｉｅｌｄ）在 １９８２ 年指出一种情形，如
果人为地对这些强度施加影响，那就不仅允许明确界定的适应性，而且在
学习过程中还会不断增加适应性。我们要求任意单元 Ａ 作用到另外一个单
元 Ｂ 的强度，与 Ｂ 作用于 Ａ 的强度相同。这种情形对真正的大脑来说，几
乎肯定是不现实的，并且也违背了许多成功的神经网络的情形，包括 ＮＥＴ
对话。但是，这种情形很有启发意义，的确在有些情形中，适应性既可明
确界定又可不断增加，而在其他情形下不能如此。
如通常的情形一样，当明确界定适应性这个概念以后，学习过程就是
在一个适应性景观中探索一个凹部的过程。如果适应性还在不断地增加，
则高度不断降低，这样，就会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适应性将落进深谷旁
边的浅洼里，但是可以由引入噪音而得到改善。以上情形可以用轻微改变
强度来实现，改变要经常随机地进行。当人们想寻求创造性思想时，这些
在图式之内的随机变化类似于那些让人们慢慢走出思想常规的建议。如通
常情形一样，这儿有一个噪音的最佳水平。
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遗传算法
既然神经网络是以大致上与较高级动物的学习类似的情形为基础，人
们可能会问：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复杂适应系统，能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与生
物进化的近似呢？密执安大学的霍兰德（ＪｏｈｎＨｏｌｌａｎｄ）在这方面作了开拓
性研究，他还是圣菲研究所的主要支持者。这个系统利用了“遗传算法”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这是一种特殊的“分类器系统”）软件和传统的计
算机硬件。至今为止，这个系统大部分被用来解决那些适应性已被明确界
定的问题，例如为西洋跳棋获胜制定策略，或为最便宜价格设置线路系统
等等。不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系统不能用于其他种类的问题。
对遗传算法软件可以用一种高度简化的描述。每一种图式对一个候选
策略或方法，都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每一个这样的程序都是由许多计算机
指令组成。图式的改变由这些指令的改变来完成，举例说，有两个指令像
图 ２０—１ 所示，正经历一种交叠过程，这种过程在生物的有性繁殖中可以
出现。这两个指令在某一点都可以分成一个开始或者一个结尾这样的两部
分。交叠（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ｏｖｅｒ）则引起两个新指令的产生。其中一个新指令由
第一个旧指令的开始部分和第二个旧指令的结尾部分组成；另一个新指令
则由第二个旧指令的开始部分和第一个旧指令的结尾部分组成。
用新指令代替一个或多个指令的办法修改一个计算机程序，有时可以
改进指令的适应性，但有时也会削弱其适应性。要想判断每种修正的价值，
只有将不同的程序在要解决的问题上进行实图 ２０—１ 计算机指令的交叠验
才行。（所谓“信用测试”（ｃｒｅｄｉ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就是要作出这种困难的
判断。）约翰·霍兰德的分类器系统提供了一种市场，其中竞争指令是买
和卖。那些可以记录改进程序性能系统，比起那些性能没有改进或更差一
些的系统，其价格应该要高一些。在前者的情形下，系统具有有序指令表。
新的指令不断地进入，而指令表底端的一些指令被删除，为新指令留下空
地方。指令表顶部的一些指令用于修正了的程序，这些程序构成变化了的
图式。
这仅仅是对于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最粗略的草图。即使如此，十分清
楚的是，程序逐渐成为一个结果，而适应性则在进化过程中有增加的趋势。
一个程序的性能所具有的反馈不是一个刻板的规则，但是一般说均有受市
场条件影响的趋势。因此，在系统中有足够的噪音允许逃离较小的适应域，
于是附近的深度可以被查明。具有一般性的是，这系统探寻出一个巨大的
可能方法或策略的空间，而并不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一种绝对的最佳
状态。例如在下棋时，最佳策略至今仍未发现。但是，如果我们下的是三
连棋，那么，机器将很快发现最佳下棋的路数，而探寻也就此结束。
虽然遗传算法一直主要用来探寻最优化问题，其中适应性（或“支付”
（ｐａｙｏｆｆ））已被很好地界定，但它也可以用于其他情形，正如神经网可
以用于两种情形一样。神经网和遗传算法两者都可给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
复杂适应系统，它可以在没有人设计的情形下改变策略。人们自然会问，
这两类技术是不是有任何特别之处？它们似乎与大脑和生物进化功能有些
不太明确的相似之处。我们能不能发明另一类系统，其基础类似于哺乳动
物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在事实上有许多明确界定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复杂
适应系统，其中包括那些已知的或假想的和许多其他的系统？我们能用实
用的术语来描述这么多种的系统，以便让潜在的用户能通过各种可能的以
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发现适合于他或她的问题的系统？
这些问题是研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复杂适应系统的学者们极力试图回
答的问题之一。
复杂适应系统的模拟

与复杂适应系统有关的计算机决不仅仅用来改进各种解决问题的硬件
或软件，它的另一些广泛的应用是模拟复杂适应系统的行为。
这些模拟的最令人惊讶的特性，是由一些简单的规则产生复杂的行
为。这些规则意味着一般的规律性，但在个别案例实施的结果中，却呈现
出另外一些特殊的规律性。这种情形有些类似整个宇宙，它由一些简单的
规则支配，却允许无限多的剧情出现，每一种剧情都呈现出它自身的规律
性，特别是在一给定的空间和时期。于是，随着时间的逝去，出现了越来
越复杂的形式。
设计一种易于操纵的模拟的窍门是删掉一些规则，使规则显得更加简
单；但在删减过程中要留下那些最令人感兴趣的突然出现的行为（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ｅｒ）。模拟设计者因此必须知道许多有关以下的情形，即按规则的
变化却会有产生极不相同剧情行为的功效。有些设计者，例如密执安大学
政治学的科学家罗伯特·艾克色诺德（Ｒｏｂｅｒｔ Ａｘｅｌｒｏｄ）发现了一种敏锐
的直觉，它可以帮助设计者们去猜想如何简化规则，但又不至于泼洗澡水
时把小孩也泼出去了。显然，这种直觉的获得部分是基于先验的推论，部
分是基于经验，这种经验的获得是由于经常摆弄规则并观察在规则修改后
使特定的计算机运行发生什么改变。但是，简单模拟的设计带来许多有趣
的结果，这更多的是在艺术方面而不在科学方面。
那么，这些规则的研究和研究的结果能够使模拟更科学化吗？除了对
什么样的规则导致什么样的行为的鼓舞人心的经验猜测进行详细描述以
外，还需要附加的经验。然后，对精确的定理作一些可能的推测，最后，
这些定理中的一部分可能被证实，证实的人估计是数学家。
在上述情形下，一种科学的规则和结果可能会出现，在这过程中计算
机运行发挥了实验的功能，而推测与证实定理则组成了理论的实体。事实
上，随着迅速和功能更强的计算机的出现，越来越简单的模拟正在越来越
多的课题上得到应用。对未来科学所必需的原始资料，已正在积累之中。
最后，至关紧要的是模拟与它们模仿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模拟真
能为真实情形提供有价值的直觉吗？它们关于真实情形的推测能为观测所
证实？它们能够揭示以前没想到过的可能行为吗？它们能对已知现象指出
新的可能的解释吗？
在大多数场合，模拟还仍然太不成熟，无法确切回答上述一些问题。
尽管如此，令人惊奇的是在某些情形下，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则可以洞察真
实世界的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运作。一种生物进化的模拟一个杰出的、现
在非常著名的例子是 ＴＩＥＲＲＡ 程序，它是由德拉威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Ｌ ａｗａｒｅ）和圣菲研究所的托玛斯·雷（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ｙ）制定的。他是一位
生态学家，工作在哥斯达黎加低地雨林一个称为拉塞尔瓦（ＬａＳｅｌｖａ）的生
物研究站。生态学研究之所以吸引了他，是因为他想研究进化。不幸的是，
在人的一生中看不到什么生物进化在发生，因此他发现他的工作在遭受挫
折。他决定在计算机上模拟进化。
他打算分阶段制订一个合适的程序，开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程序，然
后逐渐加入更多的特征，如中断平衡或寄生现象的存在等等。他告诫自己，
要细心地用“机器语言”（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制订一个程序，他后来制订
出一个功能单一的、非常简单的程序，并作了调试。这个最初的程序就是

ＴＩＥＲＲＡ，后来这个程序被逐渐改善，现在它的功能已异乎寻常地齐全。这
个程序在反复运行的过程中，找出每次运行出现的问题，这使得整个程序
被占满了。而且，有许多特征原是他准备以后加进去的（如中断平衡和普
遍的寄生现象），现在却由 ＴＩＥＲＲＡ 自身显示出来。
ＴＩＥＲＲＡ 利用“数字结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这种结构是机器
指令为争得计算机记忆的空间和中央处理机①的时间而得到的结果。由
ＴＩＥＲＲＡ 给出的复杂适应系统的共同性，在某种意义上是退化的，因为每一
种数字结构的基因型和表型都表现了相同的客体，即指令的序列。这种序
列经受着某种突变，也受真实世界选择压力的作用。不过，当考虑到系统
时，把两种功能分开是一种好的想法（如瓦尔特·冯塔纳所强调的那样），
即使这二者被同一实体完成，也仍然以分离开为好。（按照地球上生命起
源的某些理论，这种过程的早期阶段也有相同的退化特性，其中核糖核酸
（ＲＮＡ）扮演了基因型和表型两种角色。）
突变有两种方法引入。第一，信息量比特不时地在整个结构的任何地
方随机（从 ０ 到 １ 或相反）交换（非常像真实的结构受到宇宙射线的影响）。
其交换比率大约是 １ 个比特，交换时有 １ 万个指令被执行。第二，在数字
结构重复的过程中，比特在复制品中随机地交换。这时的比率要高一些，
大约为 １ 个比特的交换时有两千个指令被复制。这是平均比率，错误被不
规则地调节得足以避免周期效应。
在生物中死亡的重要性没有被 ＴＩＥＲＲＡ 的设计所忽略。记忆空间被严格
限制，在缺乏死亡的情形下，自重复的创造物就会立即把它填满。因此“收
割者”（ｒｅａｐｅｒ）将会按照结构的年龄以及在执行某些指令时犯的错误，
根据一定的规则消灭掉这些结构。
托玛斯·雷设计了一个有 ８０ 个指令的自重复序列，它常常被当作
ＴＩＥＲＲＡ 的前身——初始数据结构——在任何运作中使用。当他第一次让这
系统运转时，他原以为会出现一种长周期的故障和故障检修。但并没出现
他预料的情形，相反，有趣的结果立即出现，许多结果对真实的生物进化
颇有启发性，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启示越来越有价值，并广为应用。
经过一个长期进化后，出现了令人极感兴趣的改进，出现了一种对原
型改进了的复制程序。它只有 ３６ 个指令而不是 ８０ 个，而且还可以用它完
成更复杂的计算。当托玛斯把这种压缩技巧表演给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时，
他被告知这是一种称为“展开环路”（ｕｎ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ｏｐ）的已知技术
的一个例子。在 ＴＩＥＲＲＡ 里，进化曾指出如何展开这个环路。托玛斯写道：
“这种优化技术是人类发明的一种非常聪明的技术。但它用一种混合型而
非功能型来实现，因而没有人使用（除非中毒十分严重）。”
那么，这种不同于 ８０ 个指令的结构是怎样兴起的呢？突变不可能直接
地产生这种结构。开始，这系统只包含原型和它的有 ８０ 个指令的下一代。
（下一代倍增到记忆接近填满；这时收割者开始工作。变化的结构总数继
续占据大部分记忆。）最后，突变出现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改变了一个
有 ８０ 个指令结构的表型：当结构审查自己以决定它的规模，使它能将这种
规模传给它的下一代时，答案出现错误，一个新的规模传给了下一代。这
样，结构的总数就会包括许多不同规模的结构。
如果一开始试图用这种方式模拟生物进化就产生这样多的洞见，那一
定会有大量的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模拟如何进化的新方式运转了大量时

间以后，产生了现在储存在结构里的信息，而且遍及世界的天然群体，可
能不仅有助于了解现存的多样性，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这种多样性。
讲授进化的一种工具
ＴＩＥＲＲＡ 和有关生物进化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在未来的发展，能把一种如
何进化的感性知识传递给非科学家的人，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大部分人
发现它很容易被理解，即使没有计算机模拟，只需把比较少的变化与少数
几代的选择联合在一起，就能够产生一种总体上的变化。在饲养狗、虎皮
鹦鹉、马或培植玫瑰时，每个人的经验就很容易使人相信，几乎任何一种
生物都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发生真正的进化。但在一个较长时间尺度上，伴
有新种、属、族或更高分类单位的产生，那就是另一种不同的问题了。对
于很多人来说都难于了解象和岩狸的近亲关系，所以要想形象地表示所有
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在数十亿年间才能出现的巨大变化，至今
仍然十分困难。
对 许 多 人 来 说 特 别 难 于 接 受 的 是 机 遇 加 选 择 压 力 （ ｃｈａｎｃｅｐｌｕ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初始条件导致高级复杂的形式
和由这些形式构成的复杂生态群体。但人们仍然无法由此相信，这种进化
在没有某种指导干预、某种设计的情形下还能发生。（其他障碍中特别要
指出的是意识的进化，其中自我认识是我们人类如此引以为骄傲的，人们
觉得意识是不可能从无意识中产生。）在没有考虑到这些疑虑之前，我只
能从外部考察它们。但对我似乎很清楚的是有一种办法可以免除这些疑
虑，让人们体验几百万年极为随机过程加上自然选择而引起的巨大的变
换。这只能由模拟来实现，像 ＴＩＥＲＲＡ 那样，能在一个易于控制的时期内，
迅速穿过许多许多代；而且更精确和更逼真的模拟，对未来也有用处。
用机遇和选择来描述生物进化时，我们会遇到各种突变过程。为了简
单的缘故，我们假定它们完全是随机的。事实上，它们可能并不完全随机。
有些作者举观察的证据为例，指出有时突变起因于非随机的方式，有时甚
至于偏向于一些有利于增加适应性的方式。但是，这种偶然效应的可能存
在并不会改变基本点，即在没有这些偶然的非随机变化时，就现在所知道
的而言，生物进化仍然如现在实际情形一样有长足的进展。
在托玛斯·雷提出 ＴＩＥＲＲＡ 以前，我在圣菲研究所召集了一小群爱思考
的人开会，讨论我们能否发明一种计算机游戏，它既容易为大家喜爱又能
让游戏者相信发生在许多许多代的进化过程中的巨大力量。这次会议的一
个杰出的结果是，当约翰·霍兰德回家以后他发明了 ＥＣＨＯ，一种有趣的计
算机模拟，它能对简单有机体的生态进行模拟。但这种游戏只能用于教学
的目的，而不能满足进一步的需要。过了不久，托玛斯·雷在完全独立的
情形下发明了 ＴＩＥＲＲＡ，它虽然并不真的是一种游戏，但可能最终产生同样
的效果。
在会议中有些与会者指出，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的《瞎眼的钟
表工人》（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 Ｗａｔｃｈｍａｋｅｒ）一书里有一些软件，是为说明进化的
一种计算机游戏。不过，这种游戏并非我原来设想的那种。其要点是在真
正的生物进化中，进化圈里并没有设计者。但道金斯发明了一种游戏，它
使游戏者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加入选择压力，这些游戏者很有些像为了制作

图画而使用卡尔·西姆斯软件的用户。〔这个游戏的确有一个“漂移”任
选程序（“ｄｒｉｆｔ”ｏｐｔｉｏｎ），有了它游戏者可以让有机体单独存在，但他
们仍然不能向有机体所属的生态群体施予选择压力。〕从（仅部分正确的）
适应性来说，我们可以说在道金斯的游戏里适应性是外界产生的，由外界
提供的；而在自然界中，如同他的书中所解释的那样，适应性是内部产生
的，没有外界的干预，并最终由以下因素决定：地球和太阳的特性及偶然
事件（包括巨大数量特殊种的进化）。一个游戏能设计得像托玛斯·雷使
用 ＴＩＥＲＲＡ 那样，让游戏者仅仅只需要一种初始条件和一组生物进化的规
则，就能够让机遇和自然选择把游戏玩下去。这做得到吗？
适应因素的总体模拟
任何有关进化的系列模拟都必须包括数目巨大种群的相互作用，这些
种群中每一种的环境由所有其他有机体和周围的物理化学情形组成。但
是，当我们试图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没有多少生物进化发
生），了解这样一个生态群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得到一些什么结果呢？
我们将模拟一个生态过程。
许多与圣菲研究所有联系的理论家们利用计算机模型去认识这些复杂
适应系统的性质，这些系统是互适应的适应因素的总体，而这些因素又构
成描述和预言相互行为的图式。这些研究者提出一种与这些系统有关的特
殊见解，它由一些似乎可取的猜测和用特殊模型证实了的结果组成。由此
得到的景象是这样的：在这景象里中间算法信息量的区间（在有序和无序
之间）可能含有一种状态，它类似于自组织的临界状态，可以用沙堆为例
加以说明。在这种状态中，关键量可能按幂定律分布。最紧要的是，整个
系统可能有一种趋势，使这些幂定律向可以应用的方向发展。
斯图亚特·考夫曼（Ｓｔｕａｒｔ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像佩尔·贝克（ＰｅｒＢａｋ）一样，
对这些想法作了许多理论研究。有许多人用术语“对混沌边缘的适应”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ｈａｏｓ）来描述它们，这儿“混沌边缘”
用来暗指一种位于有序和无序之间的临界情形。斯图亚特也是这些人中的
一个。完整的表示首先由诺尔曼·派卡德（Ｎｏｒｍａｎ Ｐａｃｋａｒｄ）在一篇论文
的题目中使用，这篇论文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学习系统
来探讨这样一种临界状态。现在这个术语已在通俗文学中广为使用。在大
约相同的时期里，克里斯·兰顿（Ｃｈｒｉｓ Ｌａｎｇｔｏｎ）也独自作出相关的研究。
在生态学和经济学领域里这种幂定律为人熟知，它们有一些显而易见
的应用，特别是在支配资源分布方面。在市场经济中有名的工资分布经验
定律，较高收入的部分就类似一个幂定律。它是 １９ 世纪由意大利经济学家
维尔弗瑞多·巴瑞脱（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 ｔｏ）发现的，他还发现关于个人财
产的幂定律，也是大致上适用于财富较多的人。
生态学家经常盯着资源的分配，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群体中不同物种的
函数，其中每一给定物种的个体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利用这些资源。
他们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个经验幂定律。例如，美国边界南部柯特斯海（Ｓｅａ
ｏｆ Ｃｏｒｔｅ’ｓ）的北端海岸的岩石地带，生长着许多不同的生物，如茗荷介
和蛤贝，占据着岩石表面不同的面积。被不同种生物所占据的总面积遵循
一个近似得非常好的幂定律。在食物链中较高级的其他动物则捕食这些岩

石上的居住者。在这近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中，有一种有 ２２ 个臂的星鱼。
如果这种星鱼从图景中移走，会出现什么情形呢？由于某种灾害，这种情
形在某些海岸段上可以实际发生，因此生态学家可以观察到上述设想的结
果。结果是残留下来的生物系统将重新调整自己，岩石上将由不同物种的
生物重新占据，所占面积与总面积之比也将为一新值替代。但是，近似的
幂定律仍然有效。因此，互适应因素所形成的体系被一种资源按幂定律分
布为特色的变迁方式所吸引。这种想法得到了某些经验的证实。
以规则为基础的数学和以作用因素为基础的数学
在今日许多有关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中，数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已不是曾在科学理论中占优势的传统数学。假定要研
究的问题与一个涉及时间的系统有关，则系统在每一瞬间的状态将按照某
种规则而变化。许多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都得益
于连续统数学的帮助，在这种数学里时间变量是连续的，所以是描述系统
状态的变量。状态不断地变化遵循一个用连续变量表示的规则，而这变量
要能表征系统的特征。用数学语言说，系统的时间展开将由一个或一组微
分方程来描述。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基本物理学的许多进展都得益于这些
微分方程的帮助，其中有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方程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引力理论方程，以及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等等。
当我们利用一个数字计算机来帮助解这些微分方程时，我们通常用一
个所谓的离散变量逼近于连续时间变量，即把一些值分离成有限的间隔，
以代替我们所研究的由开始到末了那段时间内的所有可能值。而且，那些
可以表征系统状态的连续变量，也可以用离散量来近似表示。于是，微分
方程由一个差分方程代替。当离散变量（包括时间）相邻值之间的间隔越
来越小时，差分方程就越来越像被它所代替的微分方程，于是数字计算机
就越来越接近解决原来的问题。
这种经常用来模拟复杂适应系统的数学，酷似在一台数字计算机上用
来逼近连续微分方程的离散数学，但现在离散数学已不仅仅是一种近似，
它已因自身的目的而被使用。还有，描述系统状态的变量可能只取少数几
个值，并用这些不同值表示可供选择的事件。（例如，一种生物可能或不
可能吃另一种生物；两种生物可能或不可能进行争斗，如果争斗，一个或
另一个将会获胜；一位投资者可能买、握住不放或卖掉一种股的股份。）
在描述一个物种的多少代或金融交易时，时间变量甚至可以迅速地经
历几千个值，这决定于是什么类的问题。另外，在系统每个这些离散的瞬
间，在很多问题中，由这样一种规则来决定，这种规则不仅仅依赖那时的
系统状态而且也依赖一种偶然过程的结果。
我们讨论的离散数学经常称为以规则为基础的数学（ｒｕ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对数字计算机来说，它是一种天生合乎需要的数学，并常
常用来模拟由很多个体适应因素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其中每一种适应因
素自身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一般来说，这些代理——如在生态群体中
的各种生物，在经济学中的个人和商店、企业、公司——都涉及描述其他
因素行为和怎样影响这些行为图式。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下，以规则为基础
的数学变成了以作用因素为基础的数学（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例

如在 ＴＩＥＲＲＡ 中就是如此。
让经济学不再沉闷①
最近学者们利用以作用因素为基础的数学来指导经济学，使它趋近于
一种更加进化式的探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曾经用一种带有理
想平衡的偏见，描述了许多经济理论的特征。这种偏见是以完善的市场、
理想的信息和作用因素的完全合理性为基础的，它完全不顾有些最优秀经
济学家的努力，他们努力想把上述三种不完善性注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新经典综合中去。
在经济学家中有一个故事久为流传，故事说一个新经典的理论家和他
的行为得体的小孙女，在一个美国大城市的街上行走，小姑娘把一张 ２０
美元的钞票放到人行道上，然后礼貌地问她爷爷，把钞票拾起来合适吗？
爷爷回答说：“不行，亲爱的，除非真有某个人已经把它拾起来了。”
在几年里，许多学者（包括圣菲研究所主持的一个多学科网络中的一
些成员）把他们的研究转向经济学，把经济学看成是一些由适应经济因素
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这些因素只具有有限制的合理性和不完善的信息，
并在机遇和感知经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发生作用。此后平衡理论非常成功
地预言了近似于真实的情形，特别是那些在预言附近的涨落与真实情形符
合得相当好；但最近一些研究与这些预言有些出入。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它是由亚瑟（Ｗ．Ｂｒｉａｎ Ａｒｔｈｕｒ）、约翰·霍
兰德和里查德·巴尔末（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杜克大学和圣菲研究所的一位
物理学家）提出的。在这个模型里，单一债券（如一种股票）的投资者被
看成是适应因素，他通过一种中央清洗室（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ｈｏｕｓｅ）与其
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每一股一年付息，这个息可能以不同方式随时间而变
化。运转中的年利率是不变的，股息与利率之比要决定于每一股份的基本
值。每一股的实际价格可以大大地不同于基本值。在股票价格的历史基础
上，每一种因素不断构造出一些基本图式，这个图式告诉他或她什么时候
买进、卖出或坚守不动。在任何时候，不同的作用因素可能采用不同的图
式。更有甚者，一个给定的因素可能同时拥有几个图式，并根据具体情形
不时地掉换图式。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引起价格的涨落，而且经常是狂涨暴
落，再加之基本价值的缓慢改变，于是价格与时间的曲线是一个锯齿状的
逐渐降低的曲线。这样的狂涨暴落，以及真实市场运转的回忆，使我们找
到一种进化模式，这模式中的诸种因素远谈不上完善，但试图努力学习完
善。
在改革经济的运动中，许多参加者已经证实完全的合理性不仅与人类
实际事务有明显矛盾，而且也与市场出现任何涨落的情形相矛盾。许多心
理学家、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在处理人类的各种问题时，有一种把它
们完全或近似合理化的趋势。对此，我常常感到惊讶不止。我个人的经验
是，无论在进行思考或观察其他事物时，合理性仅仅是控制人类行为的许
多因素之一，但决不总是主要的因素。假定人的行为总是合理，这可以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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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容易地建造一个人类如何行动的理论，但这样一个理论经常极不现实。
哎呀，这正是今天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经常犯的主要毛病。当这种毛病进
入复杂现象的理论时，使理论更加便于分析固然会带来方便，但对于更好
地描述现象来说却并不需要如此，有时还很容易使事情变得更糟。
经济理论在了解人类事务方面的伟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一再强调
刺激、鼓励。在任何情况下，对不同的作用过程的刺激到底是什么？当第
一次发现死海古代文书手卷时，考古学家希望发现更多的手卷残片，于是
把注意力转向流浪的阿拉伯牧人。这些误入歧途的学者们对每一块残片提
供固定的报酬，结果牧人们在把残简送给学者们之前，先把它扯破成一块
块残片。经济学家们常常用一种令人迷惑的方式研究刺激如何影响整个社
会运作，他们指出各种不同图式的缺点，指出政府或商业中的缺点，这些
缺点就十分类似死海古代文书手卷使用的报酬方式。刺激为经济学提供了
选择压力，即使当刺激的反响并不充分合理时，甚至如果有其他压力在起
作用时，经济的刺激仍然可以帮助经济学家确定哪种经济行为的图式将占
优势。人类的创造力总可以找到一些办法从已有的刺激中获益，正如生物
进化总是可以最终填满空着的生态学的小生境（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用
一种进化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和承认人类（行为的）有限制的合理性，仅仅
只能够改善经济学家对刺激运作方式的深入理解。
圣菲研究所最成功的活动之一是它的一些研究人员提出的经济计划，
这个计划利用了对新理论的模拟并制作了高质量的模型。当然啦，最终的
成功还有待于证实，像所有理论科学一样，要用对现有资料的解释、为未
来观测所证实的正确预言来证实。这个研究所还太年轻，而研究的问题又
太困难，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还做不到。未来的几年将是对研究所工作结
果作出判断的关键时刻，制作经济模型如同其他努力所获得的成果一样，
其结果要由证实预言来决定。
但是，经济学理论还迫切需要其他一些形式。在圣菲研究所的经济计
划中，原来曾经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但还没有实现。一个极需解决的重
要问题是，我们要适度重视难于量化的价值。
经济学家有时受到人们讥讽，说他们要用卖淫的价格来测度爱情的价
值。有些东西的价值容易用钱来估计，仅仅用成本－利润计算来考虑这些事
物是十分诱人的，但常因此而忽略了其他一些不能这样计算的事物。如果
建议建造一个水坝，以前的成本－ 利润分析要考虑像电力、水流控制这些
利润。另外，坝所造成的储水区可以设计得具有娱乐价值，它由小游艇船
坞和快速游艇的码头所需的成本来测度。由于储水区储满水时河流两旁被
淹没的建筑，其代价可能对大坝设计不利，还有被淹没的植物和因水淹而
离开的动物，以及被毁坏的村落，这些都不利于大坝的设计。对这类事情
指出其货币上的价值，是十分困难的。
忽略难于量化的价值，这种十分精明的做法经常被宣扬为价值自由
（ｖａｌｕｅ－ｆｒｅｅ）。实际上它说明对一刚性价值系统任何分析的利用，只有
益于那些容易量化的部分，而对那些更容易损坏但也许更重要的部分却不
利。我们一生当中，常常因为以这种思想为基础作出的决定而受窘。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劝告人们，要放弃那些政治过程中易于损
坏的价值。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所有定量研究，以及他们对价值易
于量化部分所作的仔细的计算，就必须由决策者掂量一下那些质量上的论

证，可惜这方面还没有大量类似的支持。现今人们的思想正取得具体的进
步，选民们对于改进空气质量，或保存公园以及要有好的周边环境十分重
视。价值的取向进步了。在经济理论中，民众的选择经常被看成是精确确
定的、固定的和已经给出的。这是与民主思想相符合的观点。但是，我们
行星的命运仅仅是一种天真的意见吗？科学不能对此提出什么深刻的意见
吗？
当变化被认为是不可逆或近似不可逆时，自然科学似乎特别有说服
力，它的见解特别中肯。现在的经济学对不可逆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吗？
在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在物理学中追踪能量的
线索有些像在经济学中追踪货币的线索一样。但是，在经济学中什么东西
类似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呢，即在一个封闭系统里熵有增大的趋向（或保持
不变）。熵使我们在物理学中定义不可逆性，许多学者想在经济学中定义
一个对应的概念，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也许这种要求根本
没有希望。但也许这事值得一干，因为它可能对广为人知和几近死亡的概
念作出某种改进，被某些替代品，如塑性树（ｐｌａｓｔｉｃｔｒｅｅｓ）取代。
同时，某些重要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概念，把下面一些事件仅仅视
为易于具有货币性质。“精神报答”（ｐｓｙｃｈｉｃ ｐａｙ）的概念注意到这样的
事实，人们因为帮助他人而获得自尊、骄傲和满足，这些东西难于用金钱
衡量。“信息成本”（ｃｏｓ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是说，如果人们没有必需的
事实和洞见，就可能不知道如何作出合理的决断（例如购买货物）。“社
会贴现率”（ｓｏｃｉ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是用以处理各代人之间的债务—
—一给定代的人对未来给予多少贴现，将深深关系到对未来的几代人准备
留下些什么。
不管怎么说，在商业、政府及国际代办处工作的经济学家们可能发现，
把这些新概念包容到他们的报告、推荐信中并不容易。还有，把这些概念
定量化可能十分困难，即使它们已经被引入了理论。
在理论和实践中都留有改善的余地，使经济学注重易损害价值（特别
是那些有不可逆消失危险）的问题。任何改善的实施都对生物的保护和文
化的多样化有特殊的价值。

第四篇
第二十一章

多样性与持续性
多样性濒临危险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简单的规则（其中包括一个有序初始条件），怎
样在偶然性的作用下，产生宇宙中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大家知道，复杂适
应系统在形成之后，它们将通过一种回路来运作，这个回路由可变图式、
偶然环境、表型结果以及选择压力对图式竞争所起作用的反馈构成。它们
倾向于探测出大量的可能性，开辟出高层次的复杂性与新型的复杂适应系
统。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从自身的经验中提炼出大量兼具复杂性与深度
的信息来。
无论在任何时候，储存于这样一个系统中的信息都包括来自其历史的
因素。不但历经 ４０ 亿年左右的生物进化是如此，而且时间很可能只有 １０
万年的智慧人的文化进化，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这一章，我们将讨论
在保护这两种进化所产生的多样性（至少保护其大部分）的过程中所遇到
的一些难题与进退维谷的情形。
与前面章节不同的是，这里的重点将更多地放在行动与政策方面，而
不放在有关上述两种多样性的知识与理解上。同样，这里的建议与观点不
但是从学者的角度，而且也是从倡议者的角度提出的。在下一章，我们再
进而讨论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在其中可找到一个持续的、理想的未来，
并讨论怎样构想那样一个背景。
尽管我们的讨论大多集中于科学与学者专家的作用方面，但我们必须
牢记住，试图将解决方案强加给人类社会的努力最终常常会导致毁灭性后
果。只有通过教育、参与、一定的舆论，及人们普遍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
与最后的结果有着利害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令人满意的变化。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我们已经指出了向每个人传达（例如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这样一
个观念的重要性，即一个祖先怎样通过传递差错与基因重组及自然选择而
产生出有效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已由当今存在的生命形式惊人的多样性所
显示。那些生命形式包含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地质年代而逐渐积
累起来的，其中包含有地球上生存方式及各种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相互作用
方式。但迄今为止，这些信息为人类所了解的仅是多么小的一部分！
然而，通过大量生育及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富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性影响，人类已经开始导演一出绝灭之剧，最终它的破坏性也许能同过去
的一些大绝灭一比高下。历经如此漫长时期的进化才积累起来的复杂性，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毁灭掉其中很大一部分，这难道合理吗？
难道我们人类将像某些其他动物那样，为生物需要所驱使而见缝插针
地去占据每个可利用的地方，直至饥荒、疾病与战争来限制我们的人口吗？
或者我们将利用我们自己引以为豪的、也是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所特有的智
慧？
随着 ２０ 世纪临近结束，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生物多
样性。这一事业涉及到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我们应该用多种方法来

决定需要做些什么，特别是首先需要做什么。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优先的选
择有所不同，但还是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原理与策略。
热带地区的重要性
最需要保护的地方（尤其是陆地上）似乎在热带地区，那里物种最多，
但同时使用自然资源来养活一个贫穷而又快速增长的人群的压力也最大。
这样一种状况——物种较多，但被毁的危险也更大——使热带地方的生物
保护尤为紧迫。
热带与温带的区别不仅在于物种的数量不同（其中热带许多物种现在
正濒临危急），而且还在于对它们的了解程度不同。在温带地区，通常可
以通过考察单个物种（至少对“高等”植物与动物可以这样）并测定哪些
物种在地方、国家或世界范围处于危急状态，来判断一个地方需保护的程
度。如果考虑生态群落的话（这当然也是应该考虑的），我们可将它们看
作由已知物种所组成的团体。
但在热带地区，还有无数物种尚为科学所未知，甚至还有整个的生态
群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在这种条件下，以基于物种的方式这样一个
通常规则来确立保护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常常需要将精力集中于拯
救典型系统上，这些系统包含着具有代表性的单个物种。但是，如何定义
这些系统也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事。
科学的作用
科学对于热带生物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没忘记科学的目标
不仅是积累事实，而且还要通过发现信息中的结构（即规律性），以及尽
可能探究出现象所反映出的机制（即动力学解释），以此来增进理解，那
么，科学在热带生物保护事业中的作用将更加明了。
有一系列的方法可以用来收集、组织与解释有关整个热带地区自然群
落状态的数据。分类生物学家（那些研究动植物分类与分布的科学家）比
较赞成长期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需要耗费好几十年的时间，所得出的
研究结果也将在未来的长时间内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短期研究则是通过诸
如卫星摄相术与空中摄相术这样的技术进行研究，它们能很快产生出一些
有关地表植被变化的粗略指标。为了弄明白那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后果，还
需要了解“地面事实”，这些事实就得多少要细致一些，通常需要通过探
险活动与大量分类工作才能完成。这种工作是介于长期的地面研究与快捷
的空中及太空考察之间的一种中等时限的研究。
对于在热带地区已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为的绝灭性行为这一事实，
人们已经不再有任何严重的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不应该肆意毁坏经数十
亿年进化而得来的产物是不言自明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需要摆出一
些额外的理由才能使他们相信保护面临危险的事物的重要性。这些理由包
括，我们正在消灭的那些甚至还不为我们所了解的物种对人类具有潜在用
途；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将来几代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相对来说尚处于不那
么恶化的状态的复杂生态系统之运作，有很大的价值。科学家的任务之一，
就是详细地解释这些论据。科学不仅能为优先权的确立提供指导，而且还

能为这些优先权提出易于被人们理解的解释。
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以使保护主义者
对于如何进行保护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而且也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所采取
的行动。正确的、组织得当的信息，能够帮助更广大社会阶层的人们认识
到保护各种不同生态群落的活样本的重要性。我敢断言，在这项努力中，
使用与发展生物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地理学是研究动植物分布，以及那些分布如何演变的学科，其中
还涉及到地质概况与地形的影响。它研究变异、散布、生存及绝灭等过程，
不仅包括那些正在进行的、决定当今各种生物分布区域的过程，而且还包
括过去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生物地理学与分类学和生态学均有着密切的连
带关系，它可以提供一个理论体系，帮助我们将有关动植物物种发生的资
料，作出有效的组织和分类。它还能提供一种生态群落分类法，而且它还
能帮助规划出切合实际的保护区之轮廓，对判断已有系统所存在的漏洞也
有很大的帮助。
快速评估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坚持那种不能提供即时结果但能给出持久性结果
的长期研究是必要的。然而，保护行动显然不能等那些结果出来再进行。
如果等到野外生物学家完成对一个特定热带地区动植物的详细、彻底的研
究，再来推动对那一整个地区或其中部分地区自然群落的保护，可能为时
已晚，因为那些群落可能已不复存在。
如果按照保护行动所必要的科学方法来行事，这将要求人们创造性地
利用所有潜在的资源。尤其是，一些野外生物学家（例如植物学家、鸟类
学家和爬虫学专家），从他们的个人训练、野外经验及科学知识中，学会
了如何对他们所研究的热带区域的物种作一个快捷的、粗略性的普查。他
们对各种生态群落之成分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些快捷的方法来
确定一个环境的退化程度。他们的知识与智慧可以、也应该应用到保护工
作中去。他们不仅能帮助评估一个特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及其自然群落的
保护状态，还能帮助确定哪些生态群落局限在小区域内，哪些处于严重的
危急状态，因而能为那些确立保护优先权的人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这
些野外生物学家不仅能促成分类生物学与生物地理学方面长期研究的成
功，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那些为卫星摄影提供地面事实的短期探险获得
成功。
培养更多像他们那样的科学家非常重要，在热带国家尤其如此。
通过约翰·Ｄ 与凯瑟琳·Ｔ．麦克阿瑟基金会（Ｊｏｈｎ Ｄ ． ａｎｄ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Ｔ．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ａｔｉｏｎ，我在其中任理事），我帮助设立了由国际
保护协会赞助的快速评估计划（Ｒａｐｉ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其中的核
心团体由一个鸟类学家、一个哺乳动物学家和两个植物学家组成。通过与
其他野外生物学家联合，他们成立了几个小组来考察一些特定的地方。
（迄
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美洲地区）。到目前为止，那些小组已经考察了最初在
空中视察时辨认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地域，包括干燥森林、山地云雾林及低
地雨林。考察目的是为了查明它们是否具有足够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它们
是否被保护得足够好。

１９８９ 年，我与当时是国际保护协会官员的斯彭瑟·比伯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Ｂｅｅｂｅ）及评估计划成员鸟类学家特德·帕克（ＴｅｄＰａｒｋｅｒ），一起参加了
一次空中视察。我们在玻利维亚发现了一个非常大而且保护得很好的森林
区，阿尔托马迪的（ＡｌｔｏＭａｄｉｄｉ），并把它确定为评估计划的一个近期目
标。这一地带从亚马逊低地雨林延伸到好几种高山森林（虽然它距亚马逊
河有数百英里远，但其多余的雨水仍然通过亚马逊河支流汇入到主河道
中）。后来，评估小组考察了该地区，并在地面上对它进行了研究，结果
发现它在多样性与质量方面甚至比我们在空中观察时所估计的还要更引人
注目。如今，玻利维亚科学院和玻利维亚政府正考虑将保护区扩大到阿尔
托马迪的的可能性。
与特德·帕克一起穿行在南美森林中，我发现他的确很出色，一点不
负我曾听到的对他的崇高评价。在所有我陪同过的相当熟练的野外鸟类学
家当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记住并能识辨出三千多种新大陆鸟
类的鸣叫声。往往一连几天，他仔细识辨青蛙、昆虫或一个特殊鸟种所发
出的每一种声音。每当我们录下鸟类的叫声，并通过重放它们的叫声而将
鸟类招引过来时，他的判断总是得到证实。但是在以后的某一天，当他听
到发自矮树丛的一种模糊不清的“啪嘶特”声时，他可能会惊呼，“我搞
不清楚那是什么！”必然无疑，它将是当地或该国家的一种新鸟，有时它
甚至可能是科学上的一个新物种。
在黎明时分驻足倾听林中的鸟鸣声，他能估计出该栖息地的鸟类多样
性与质量。他的同事，哺乳动物学家路易斯·艾孟斯（Ｌｏｕｉｓｅ Ｅｍｍｏｎｓ）和
植物学家阿尔温·根特瑞（ＡｌｗｙｎＧｅｎｔｒｙ）和罗宾·福斯特（Ｒｏｂｉｎ Ｆｏｓｔｅｒ），
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也有同样的熟练程度。
最近，一场悲剧降临到这个杰出的小组。特德与阿尔温以及一位厄瓜
多尔同事艾都尔多·阿斯比竹（Ｅｄｕａｒｄｏ Ａｓｐｉａｚｕ），在一次空中视察中因
飞机坠毁而身亡。飞行员也牺牲了。像往常一样，生物学家要求飞行员飞
低一点，以使他们能在空中更仔细地巡察森林（他们正在搜寻瓜亚基尔附
近一小片在其完全消失之前应该加以保护的幸存干燥森林）。突然，飞机
误入云层，能见度突然急剧降低，他们撞到了附近一座山上。
在哀悼我们的朋友不幸去世的同时（他们似乎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
白），我们中间那些参与热带保护的同仁希望，快速评估计划的工作能继
续进行下去。我们希望，他们留下的空缺将被其他差不多具有同等熟练程
度的专业野外生物学家来填补上，也希望训练一批新人，特别是热带国家
的公民。
通常，热带生态多样性保护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热带国家本
地不断壮大的科学家与保护主义者群体的行动。总的说来，重大的保护决
策必须在国家层次上作出，各个国家应有数量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担负起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导作用。温带国家中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有时能施
加有效的影响，但如果没有地方与国家的支持，保护就不可能实现。
地方民众的参与
事实上，保护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既需要大多数来自大城市的颇有影
响力的个人去启动保护计划，又需要广大的地方农村居民来长久维护自然

保护区。如果不得到当地人们的赞同与支持，较大地区的长期保护就不可
能取得成功。这意味着需要强调环境保护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农
业常常依赖于流域的保护，森林物产长期有效地供应也常常需要附近森林
的保护能坚持下去。当地人们必须认清自然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利害关
系，而且他们需要理解那种利害关系。他们可能往往与保护地区有着直接
的关系，例如，可通过自然旅游业创利或具有在国家公园做向导或林务员
的机会。
使当地的土著人，比如新热带的美洲印第安人，参与自然保护具有特
别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形下，他们的文化连续性，甚至他们自身的生存，
所受到的威胁更甚于他们周围的动植物。他们那历经许多世纪而积聚起来
的有关他们环境的知识，不仅能帮助寻找可谋生而又不破坏周围生态群落
的生存之道，还能帮助识辨本地生物对人类的用途。在有些地方的保护行
动中，土著人甚至已经走在了前面。例如，巴拿马的库纳人建立了一个公
园，其面积占他们大陆面积的很大一部分。（很多库纳人生活在圣布拉斯
岛上，他们在当地以制作各种彩色的摩娜斯（ｍｏｌａｓ）而著称，这种摩娜斯
是衣服与手提包的一种很漂亮的装饰物品。）
热带森林中生物谋求生存的斗争导致了化学武器竞争与其他一些过
程，在这些过程中能产生具有潜在生物效应的化学物质，其中许多对人类
（尤其在医药学方面）很有益处。科学家们正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搜寻
这样的化学物质。一种方法是民族植物学方面的，它是利用土著人经历数
百年或数千年的试误法而获得的知识，因而不仅利用了最初产生那些化学
物质的生物进化，还利用了文化进化。另一种方法是直接的化学探测，把
从森林中找到的动植物样本（比如昆虫）带到实验室里，通过现代分离技
术将新的化学物质分解出来。这里，生物进化的结果被直接使用，而没有
借助于土著文化。两种方法都是旨在至少找到几种最终能派上用场的化学
物质，比如被药物制造商使用（通常先在发达国家被使用）。即使是通过
改头换面或人造的形式来使用这些化学物质，我们也应该想办法将其中的
大部分利益归还给森林中或其周围地区的人们。只有这样，研究与使用化
学物质的过程才能使当地人们感觉到森林保护与他们之间有一种额外的利
害关系。对许多出售其他诸如坚果与肉厚多汁的热带果实之类非木材森林
物产的方案来说，也同样如此。跟通常的情形一样，动机创造出了对人类
行为图式产生作用的选择压力。
保护范围
跟树木砍伐一样，某些特定非木材森林物产（诸如那些需要进行捕猎
的动物）的收集，也只能在充其量只需得到部分保护的地方进行。被广泛
采纳并得到联合国认可的一个方案是建立生物圈保护区。一个典型的生物
圈保护区有一个核心区域，通常是一个被全面保护的荒野的流域以及一个
外围地区。在那里，可以允许部分物产采集，但需要特别注意保护。再往
外但仍属于保护区范围的区域，可以从事农业与其他正当的经济活动，但
有一些限制。
显然，建立一个包括某些生物圈保护在内的全面保护的自然区域系
统，仅只是所需要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在那些地区之外还需要实施众多的

保护行为。它们包括树林的再造（在任何可行的地方种植本地树种）；实
施明智的水与能源政策；处理农业、采矿业与制造业的环境问题；解决最
重要的人口增长问题。而且，极需要发展综合性的国家与地区保护策略。
这种广义保护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有巨大的财政开支，这是比较贫穷的
国家所难以承受的。对温带地区的发达国家来说，承担起大部分的责任也
是造福于后代的有见识的利己行为。如果热带的生物资源继续被浪费，那
么，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表面的所有人都将生活得更加糟糕。无论何时，
发达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不管是通过赠送、借贷，还是部分减免的
债务形式，都应特别指定其中的大部分作为广义的保护之用。作为援助条
件而达成的自然保护协议是“星球交易”（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ａｒｇａｉｎ）的一个方
面。最近几年里，实施了许多“债务交换”（ｄｅｂｔ ｓｗａｐｓ），这些借贷给
热带国家的债务，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大大地打了折扣。它们首先由保护组
织提请，然后再经贷方国家政府认可其面值。这笔款项通常只能用于购买
土地，以设立保护区。（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值得追求的目标，
比如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或其国民在国外的高等教育。）债务交换是所
实行的星球交易的极好的范例。
如果你退后一步，去估计一个成功的综合热带多样性保护计划赚钱的
可能性，结果可能并不那么乐观。然而，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的进步不
是由那些不时停下来猜度其冒险之最后成功与失败的人们所推动的，而是
由那些先深思熟虑，看准正确的目标，然后全身心投入该事业中的人所推
动的。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就像在几十年里浪费掉大部分历经数十亿年进化而得的丰富生物多样
性是疯狂行为一样，允许大部分文化多样性消失也是同样狂热的行为，这
种文化多样性是以与生物进化差不多相似的方式经过数万年进化出来的。
然而，人类的联合（以及人类同与我们共享生物圈的其他生命形式和平共
处）现在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目标。那么各方面的利害关系
怎么样协调起来呢？
还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了统一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状态。当
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是否可
以通过只使用一门世界语就能促进普遍的和平？作为答复，他向我描述了
在两百年以前的文艺复兴与法国革命时期，文艺复兴人物与浪漫主义运动
的先驱，德国思想家赫德（Ｈｅｒｄｅｒ）的一段话：有必要为保护语言多样性
而拯救处于威胁之中的拉脱维亚语与立陶宛语，这是两种非常古老而且与
古代印欧语系很相近的语言。在当时本土作家如立陶宛诗人多涅莱狄斯
（Ｄｏｎｅｌａｉｔｉｓ）的帮助下，保护那些大量文化 ＤＮＡ 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如
今拉脱维亚与立陶宛又一次成为独立国家，两百年前从绝灭的边缘拯救起
来的那些语言，现在是他们的国语。
极具挑战性的文化保护问题牵涉到土著人，尤其是那些因为其落后的
技术状态而有时被称为原始人的土著人。许多情况下，这些土著民族要么
受到疾病与暴力的威胁，或遭到驱散与排斥而被迫背井离乡，要么其文化
遭到消灭。一个世纪之前，在美国西部一些地方，少数人仍然在周末射杀

“野印第安人”。如阿尔弗雷德和梯恩多拉·克鲁耶伯（Ａｌｆ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ｄｏｒａ
Ｋｒｏｅｂｅｒ）所记述的那样，最后一个雅希（Ｙａｈｉ）人艾希（Ｉｓｈｉ）就是这样
悲惨地失去了他的家庭和朋友。如今，北美人对其他国家发生的此类暴行
深恶痛绝。让我们期望，这种危险情形在现在能很快得到改善，使那些民
族具有更好的生存与选择机会。要么任他们暂时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要
么帮助他们实现根本性的现代化，但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文化连续性与
传统。
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掌握的丰富
民间知识，构成了一个关于人类组织与思想方式各种可能性的信息宝库。
其中许多民族还具有关于如何在一个热带群落中生存的宝贵知识。（应该
注意的是，另外有些民族还一直在破坏着自然环境，尤其是那些在从前没
有人烟的大岛或小岛上生活还不到一两千年的民族。某些情况下，土著人
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可是，让我们试想一下，某些部落的巫师该掌握多么丰富的植物性能
方面的知识啊！这些巫师有许多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伟大的哈佛大学
的民族植物学家（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ｓｔ）理查德·舒尔特施（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ｕｌｔｅｓ）
花了许多年时间研究亚马逊盆地上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他说，每死去这样
一个巫师，就好比烧掉了一部文库。舒尔特施已经培养了许多年轻民族植
物学家，他们将赶在那些文库全部消失之前从其中抢救出尽可能多的秘
诀。他们之中一个叫马克·普洛特金（Ｍａｒｋ Ｐｌｏｔｋｉｎ）的学者最近出版了
一部名为《一个巫师学徒的故事》（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ａ Ｓｈａｍａｎ’ｓ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的书，记述了那些奇异的经历。
经过数百年或数千年的试误式学习，人类提炼出了大量有关使用生物
来为其衣食及治病服务的信息。学习的过程有时肯定是相当富于戏剧性
的，比如亚马逊雨林中苦木薯被人们认识的过程可能就是如此。森林地被
上生长的植物不多，因为上、中与较低层的树冠挡住了大部分的阳光。在
这种条件下，苦木薯（其块茎可提炼出木薯淀粉）就成了很有营养价值的
食物资源。但是，未经提炼的块茎含有大量的氰氢酸，因而对人类有很大
的毒性。只有通过加热使之分解，除去氰氢酸之后才可以食用。亚马逊丛
林中各种群体或部落里饥饿的人们在学习如何使用苦木薯的过程中，肯定
有无数人为此失去了生命。
通过试误式学习揭示出植物与植物药剂的有益性能的现象，并不仅仅
是在这些比较不发达地区存在。民间医药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
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的民间药方都有效，但至少其中一些已被现代科
学所证实。在我父亲身上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我爷爷曾经是位林务
员，在我父亲小的时候他们居住在奥地利东部接近俄国边境的一片山毛榉
树林中。一次，我父亲不小心用斧子砍断了一节手指。他找到掉落的那节
手指，用水洗净，将它放回原处，然后用面包做成的糊剂将它裹起来。一
个环状伤疤此后一直伴随着他，但那节手指头确确实实接上了。很多年以
后，现代科学才认识到面包霉中的“特异青霉”（一种产生青霉素的真菌
——译注）具有抑制细菌的性能；毫无疑问，正是这一性能挽救了我父亲
的手指。
在人们作出这种有用发现的适应过程中，选择压力必然也与科学一
样，提出了非常相似的一些问题：这一过程真的管用吗？人们能安全地食

用这种食物吗？用这种方式包扎的伤口能愈合吗？这种药草能在预产期过
后帮助妇女开始分娩吗？
起源于交感巫术的民间疗法则又是另一幅不同的图景。建立在相似性
基础上的传统疗法中，有一种是针对黄疸病（实际上是肝病的一种症状）
的，它要求病人盯着一个石制杓鹬的金黄色眼睛。如果我父亲试用那种方
法，那么除了有稍许心身效应之外，很可能不会有什么益处。在普遍存在
于世界各地各民族中的交感巫术的发展过程中，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
的那样，其选择压力通常不同于与在客观上取得成功的那些选择压力。
然而，对那些民族来说，巫术与动植物真正用途的发现这两者之间，
未必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巫医总归是巫医，即便他们的确教会现代人们
使用一些天然药物，比如能从金鸡纳树皮提炼出用于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
（奎宁）。文化传统往往不可能轻易地划分成这样两部分，即其中一部分
容易与现代观点相合，而另一部分则与现代观点相抵触。
启蒙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紧张状态
启蒙所拟想的普遍性需要与我们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关
系，至今依然存在。在讨论地球的未来时，我们利用科学研究结果，并试
图用理性的方法来思考这些结果的含意时，我们深为迷信的盛行所困扰。
坚持错误的信仰更加重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时代性错误，即不能认识到
我们地球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显然，哲学上的不统一，尤其是消极的排
他主义，正以多种方式严重地威胁着我们。这种排他主义仍然以古老的宗
派主义形式而存在于很多地方，但如今它可能还与国籍、语言、宗教差别
或其他一些差异有关。这些差别有时如此之小，以至于局外人几乎察觉不
到，但在适当条件下仍然足以引起极度的对立与仇恨。
但与此同时，文化多样性本身又是应受到保护的宝贵遗产：各种语言
的混杂，宗教与伦理系统的大拼凑，形形色色的神话，政治与社会传统的
大杂烩，而它们通常都伴随有多种形式的非理性与排他主义。人类面临的
主要挑战是使诸如科学、技术、理性及思想自由之类的普遍化因素，与诸
如地方传统和信仰以及资质、职业、地理差异等特殊因素协调起来。
普遍的大众文化
然而，世界各地的地方文化模式所受到的侵蚀，并不全是或甚至并不
主要是由于科学启蒙的普遍化作用所致。大多数情况下，大众文化（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在抹去两个地方或社团之间的差异方面极其有效。牛仔裤、快餐、
摇滚乐以及美国电视连续剧已风靡世界许多年。而且，普遍化影响不能简
单地归类于科学文化或大众文化。相反，它们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个包括
各种不同文化影响在内的整个范围。
占据深奥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一个中间位置的是有线新闻网（Ｃａｂｌｅ
Ｎｅｗ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缩写为 ＣＮＮ）这样一些机构。在某些地方及某些情形，ＣＮＮ
广播能为你提供在别处得不到的很有价值、及时、重要思想的来源，以及
准确公正的信息。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似乎被认为代表一种娱乐形式，是
普遍化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世界各地接收到的新闻广播与许多

国家中日报与周报或周刊上发表的新闻文章，被认为是世界性“信息爆炸”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的一个方面，此外，其他非小说性刊物与书也
大大地增加了，更不用说迅速增加的电子邮件网络与即将到来的交互式多
媒体通信爆炸。
信息（或错误信息？）爆炸
不幸的是，上述信息爆炸很大程度上是错误信息的爆炸。我们所有人
都处于大量资料、信息的包围之中，它们包括数据、观点与结论——其中
大部分是错误的或被误解的，或简直就是混乱的。现在急需更多富有才智
的注释与评论涌现出来。
我们应当高度赞扬这样一种创造性工作，即撰写严肃的评论文章与
书，将可靠的与不可靠的信息区分开来，并以合理、成功的理论与其他图
式形式将看似可靠的东西加以系统化与归类。如果一个学者发表一个科学
或学业知识前沿的新研究结果，那么他或她可能会得到奖赏，或获得一个
教授职位，或得以晋升级别，即便其结果在后来可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仅解释过去已做工作的意义（或将值得学习与不值得学习的东西分
别开来）是不太可能获得晋升机会的。如果对奖励结构作些修改，以使职
业选择压力不仅偏向于信息获取，同样也对信息的分类工作有利，那么人
类的前景将更加美妙。
容忍不愿容忍的——这是否可能呢？
那么，我们怎样对各种思想进行批判性审查呢？怎样带着对文化多样
性的宽容——甚至带着赞美与保护的心态——去识辨与归类错误性的东西
呢？我们已经讨论过每种特殊的文化传统怎样将一些不同的观点与信仰纳
入自己的文化中，作为其艺术的主题，其特有的统一社会的力量，以及作
为面对悲剧时的个人安慰感的源泉。如我们所强调的，这些观点与信仰中
有许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或至少是没有证据证明的），而另一
些则描述了关于自然界、人类个体以及社会发展之可能形式的宝贵发现（或
许还包括开辟神秘主义经验的新领域和促成物质欲望退居精神欲望之下的
价值系统形成）。然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必须设法超越这种差异。作为
文化 ＤＮＡ 要素的图式或模式，不能轻易地划分成值得保护的与不值得保护
的两类。
还有更大的困难。许多地方思想与行为模式不仅与有害的错误及消极
的排他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模式还牵涉到针对那些
支持普遍化科学与非宗教文化、强调理性与个人权利的人们的侵扰与迫
害。不过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你常常可以发现人们在原则上关心文
化多样性的保护。
不管以什么方法，人类必须设法尊重与使用大量的文化传统，同时还
要抵制传统中那些不时引起不团结、压迫与反启蒙主义的思想的威胁。

第二十二章

向一个更加持续的世界转变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与整个生物圈的未来问题分不开，而生物圈的
命运反过来又与人类未来的几乎每一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打算在这
里描述一种关于人类及生物圈其他部分的未来的研究计划。不过，那一计
划并不要求有威力无比的预言。它只要求各机构各行各业的人们一起来考
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个渐进的方案，使 ２１ 世纪能向一个更接近于
持续的世界迈进。这样一个方法更集中于研究将来可能发生什么，而不仅
仅是作些简单的臆测。
为什么要从这么大的规模上来思考呢？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把规划集中
于世界情势的某一特殊方面，以便于更容易实现该计划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专业化的年代，而且这种趋势有足够的理由。人
类不断地从每个研究领域中学得更多的东西；每当一个专业形成，它都倾
向于分裂成一些子专业。这种过程不断发生，而且这也是必要的和值得做
的。然而，专业化也越来越需要以统合作为补充。理由是对于一个复杂非
线性系统来说，我们不可能通过将它们分解为既定子系统或不同方面而完
整地描述它们。如果那些彼此有着密切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或不同方面被分
开研究，即使是非常地小心谨慎，所得结果的总和也仍然不能构成一个有
用的整体图景。从这一意义上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古代格言蕴
含着深奥的真理。
因而人们必须摒弃这种观点，即认为严肃工作仅限于将一门狭窄学科
中一个定义明确的问题推翻，而将大胆的整体性思考放在鸡尾酒会上。在
学术生活、官僚机构及其他一些地方，整体性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可一个机构的头头、一个总统、首相或首席执行官在作出决策时却要装出
一付将情况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都考虑进去的样子。对于领导者来
说，在向下层组织了解情况时，只接触有关专家，并且只是在作最后的直
觉判断时才进行整体性思考，这难道明智吗？
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思想家，他们都来自世界各地，
而且差不多代表了所有学科。他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复杂系统及复杂性怎
样产生于简单的基本定律。这些人除用传统的方式来对系统各部分的行为
进行研究之外，还敢于对整体作一个大致的考虑。或许，圣菲研究所能促
进世界各地致力于世界情势特殊方面研究的机构，在通向一个更接近持续
稳定发展世界的潜在途径方面，进行合作研究。上面所说的那些特殊方面
通常必须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意识观念、人口统计及环
境等问题。一个比较适当的行动已经以 ２０５０ 计划的形式开始实行，该计划
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及圣菲研究所的领导之下，有世界各
地的人们与机构参与其中。
那么，这里所说的持续（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在《镜中
世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ｌａｓｓ）一书中，哈蒂·敦蒂（Ｈｕｍｐｔｙ Ｄｕｍｐｔｙ）
向爱丽丝解释，他如何在每个星期六晚上（１９ 世纪时期工作周的周末）为
一些词汇的使用权支付费用，然后用那些词汇表达他所想要的东西。现在
许多人必然也在为“持续”一词花费薪水。例如，如果世界银行资助某个
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老式大型发展计划，那么那个计划就很可能被冠以“持
续发展”的名称，以指望它能更加为人们所接受。

这使我想起蒙迪·皮同（Ｍｏｎｔｙ Ｐｙｔｈｏｎ）的故事。一个人来到办公室
为他的鱼申请准养证。在被告知没有鱼准养证这样的东西时，这人指出，
他在询问有关猫准养证问题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但后来他却有了一
个。当他出示他的猫准养证时，他被告知，“那不是猫准养证。那是在一
个狗准养证上将‘狗’字划去，再用铅笔将‘猫’字添上去的。”
如今许多人正忙于用铅笔加写“持续”一词。它的定义并不总是很清
楚的，因此在这里给它指定一个意义应该说得过去。该词的文学意义显然
不足以说明问题。地球上完全没有生命的状态可能持续稳定了数亿年时
间，但这里的持续稳定并不是我们所指的。普遍流行的暴政可能延续了许
多代，但我们指的也不是那个意思。假想一个非常拥挤与高度组织化，或
许极端暴烈的世界，里面只有几种动物与植物生存着（它们与人类社会有
着密切的联系），即使这些条件以某种方式持续下去，它们也与我们所说
的持续稳定世界没有联系。很清楚，我们所追求的东西除了持续稳定以外，
还含有不多的可取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什么是人类所期盼的理想，
比如联合国宣言中所体现的那些，如今达成了相当程度的理论一致性。
那么，当我们谈论持续性时，我们为我们的地球与人类设想着怎样一
种未来呢？怎样将我们的理想与某种程度的现实主义调和起来呢？无疑，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停滞不前，并不是指那些忍饥受饿与被压迫人们的生活
没有希望得到改善。但我们也不希望随着人口增加，随着贫穷的人们试图
提高其生活水准，以及富有的人们对环境施加的巨大影响，而日益滥用环
境。而且，持续性并不单指环境与经济事务。
从消极的方面来讲，人类不仅要避免生物圈退化与生物及生态多样性
的破坏，而且需要避免毁灭性的战争，普遍的暴行以及极度贫困的继续普
遍存在。关键的概念是人类生活质量与生物圈状态的改善，并非主要以牺
牲将来为代价而取得。这种改善包括允许相当程度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以
及让更多的生物和由它们组成的生态群落共享我们这个行星的一切。
有些人是技术上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为达到避免灾难性未来的
目的，我们不必大大地改变我们的做法，并认为，我们不需要经过特别的
努力，而只需通过不断发展的技术，即可实现近似的持续稳定性目标。而
另有一些人则根本不相信什么持续稳定性目标。但是，即便是那些不接受
持续稳定性目标的人，也仍然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未来 ５０ 年到
１００ 年的时间里是否有办法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那些方法可能会是什
么样的，由此而致的世界状况看起来又应是什么样的。讨论这一问题并不
要求人们具有与提出那些问题的人相同的价值观。
历史学家很讨厌人们说“这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因为这一句话
已被说了很多个时代了。然而，我们的时代确实在两个定义明确并彼此有
着密切联系的方面很特殊。
首先，人类已经具备了通过巨大的环境效应来改变生物圈的技术能
力。战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它现在可达到的规模却是前所未有的。
人人都知道，一次全面的热核战争能够彻底毁灭地球上大量的生命，生物
与化学战争可导致的灾难就更不用说了。而且，由于人口增长及某些特定
的经济活动，人类正改变着地球的气候，并正在消灭许多动植物物种。实
际上，人类过去所产生的破坏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更大。各种形形色色
的人为森林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土侵蚀与干化，已是存在了数千年的

古老问题了，并早就被人们评论过，比如大普林尼（Ｐ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①。
即便是一万年以前生活在北美的一些规模不大的人群，也可能促成过北美
冰河时代大型动物的绝灭，比如巨象与巨树獭、可怕的狼、剑齿虎，及一
些骆驼与马的种别。（有这样一个理论，它将某些绝灭的原因至少部分地
归咎于人们为了使用动物的肉与皮毛而习惯于将整群动物赶下悬崖绝
壁。）然而，当今整个生物圈遭受破坏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
人类活动已经导致了众多的环境问题，包括气候的变化，海洋污染，淡水
质量的降低，森林的破坏，土壤的侵蚀，等等，而且它们之间又具有密切
的相互联系。许多环境破坏都是古老的问题，但它们现在的规模却是空前
的，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第二，世界人口与自然资源减损的上升曲线，不可能永远都陡峭地上
升；不久后它们必然将经过拐点（这时增长率开始下降）。对于人类与地
球来说，２１ 世纪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从十字路口的本义上说）。在过去
的许多世纪里，总人口随时间的变化很精确地服从双曲线规律，根据这一
曲线，它将在 ２０２５ 年左右达到无限大。在我们这一时代，世界人口显然应
该偏离那一双曲线，而事实上它也已经开始发生这种变化了。但是，人口
曲线是由于人类的远见与朝向一个更持续稳定世界所取得的进展而逐渐变
平，还是由于传统战争、饥荒及瘟疫流行的结果，而使人口曲线发生不规
则的上下波动呢？如果人口与资源减损曲线确实是逐渐地变平，那么，它
们是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呢？它带来的是一个能保证人类正当的生
活质量（包括相当程度的自由），并允许大范围生物多样性继续存在的世
界呢，还是一个资源缺乏，存在严重污染，其动植物也只剩下与人类易于
共处的有限物种的悲惨世界呢？
针对军备竞赛其手段与规模的发展，有人可能会提出类似的问题。人
们是允许大规模的、彻底毁灭性的战争爆发呢，还是他们使用智慧与远见
来限制与引导竞争，平息冲突，以协作来平衡竞争呢？我们将学习、或也
许已经学会用灾难性战争之外的方式来驾驭我们的分歧吗？对于源自政治
蜕变而来的较小冲突，又怎么处理呢？
世界资源研究所（我为自己对其成立发挥过作用而感到骄傲）首任所
长古斯·斯佩斯（Ｇｕｓ Ｓｐｅｔｈ）指出，人类在未来几十年里所面临的挑战是
要完成一系列彼此相关的转变。我打算将他提出的那些转变的概念稍加扩
展，这样，除了他所强调的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之外，将会有更多有关
政治、军事与外交方面的事物也包括进来。在对这些概念加以修改后，本
章剩下的内容将围绕一组粗略但很有用的转变观念来阐述。
人口统计转变
我们已经看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人口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必然
发生历史性变化。许多权威人士估计，下一世纪里世界人口将停止增加，
但总人口大约将达到现在人口（５５ 亿左右）两倍的水平上。今天，高人口
增长率（尤其是由于医药与公众健康状况的改善而出生率并未下降）仍然
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在热带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包括生态上或经济
①

大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今仅存他的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自然史》——译者注

上最不能负担其人口的肯尼亚，尤其如此。而此时，发达国家中的人口通
常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稳定，但移民影响除外，后者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成为
一个主要的问题。
关于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净出生率下降的有关因素，学者们已经进行
了大量的讨论。他们现在提出一些能帮助各热带地方实现类似下降的方
法。这些方法包括改善妇女健康、文化、再教育的状况；增加她们参加工
作的机会，以及其他一些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降低婴儿死亡率（当然，
这一方法开始时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但逐渐地它可以帮助阻止人们通过
生育比他们实际想要的更多的孩子，来补偿可能发生的死亡现象）；为老
年人设立社会保险，等等。不过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
目标。
安全保障与有效的避孕方法自然很重要，但大家庭传统观念的冲击同
样也不可忽视。在世界有一些地方，平均每对夫妇（特别是平均每个男性）
想要的孩子数目仍然较多。能为一个与两个孩子的家庭提供什么奖励呢？
怎样用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劝说人们，在现代世界，小家庭更符合人们的共
同利益，它可以使大家的健康、教育、经济及生活质量水平，比有很多孩
子的大家庭要高呢？时尚的改变对人类事务有着如此大的重要性，那么，
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使小家庭的观点流行起来呢？可悲的是，这些问题在
很多地方仍然得不到重视，即便那些声称将帮助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的组织
也是如此。
如果人类人口真的正在通过一个拐点，并将在几十年内在全球大多数
地方停止增加，那么，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过程，
而且人口开始停止增加的时间与最终的总人口数，也可能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人口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性质与大小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土地保
有模式，就值得各不同地区的人们去认真仔细地研究。不过，就整体而言，
人口增加极有可能加剧环境的恶化，要么由于富裕的人们巨大的消耗率，
要么是因为贫穷的人们以不惜牺牲未来的一切代价而进行的生存斗争。
如果我们只是等待赤贫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来导致净出生率的降低，
而不试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来促进这种降低，那么对环境的影响
可能会更加严重得多。每个人对环境总的影响在经济状况改善后可能要比
改善前大很多，而且，在最终实现相对富裕时，总的人口数越少，人类及
生物圈其他部分的生存条件就越好。
技术转变
几十年前，我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保罗·艾尔里希（ＰａｕｌＥｈｒｌｉｃｈ）
和约翰·霍耳准恩（Ｊｏｈｎ Ｈｏｌｄｒｅｎ），就指出这样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事实，
即假定在一个给定地理区域中，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有效地分解为三个相乘
的因子：人口，以约定方法衡量的人均财富，以及每个人每单位约定财富
对环境的影响。其中最后一个因子特别依赖于技术。只是由于有了技术革
新，今日庞大的人口才能够得以生存。尽管上十亿的人们还处于极度贫困
状态，但由于科学与技术包括医药的进步，另外相当数量的人们已经设法
过上了合乎情理的舒适生活。环境破坏已经非常严重，但如果人类不采取
某种有远见的措施，那么未来可能出现的破坏将更加可怕。

如果利用得当，技术能够促使第三个因子小到根据给定的自然定律可
达到的值。对非常贫穷的人们来说，财富因子可以被提高多少，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第一个因子即人口数的减少量。
在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技术转变迹象，但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然而，即便是表面看来十分简单的技术困境，也仍然可能因陷入极其复杂
的困窘而告终。
我们以人类根除疟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在不远的过去，排干沼
泽仍然是消灭疟疾的主要方法。但现在人们已经懂得，应该尽可能避免破
坏湿地。同时，科学已经发现导致疟疾的疟原虫以及携带这种细菌的蚊子。
通过喷洒化学杀虫剂 ＤＤＴ 来消灭这些蚊子，似乎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但结
果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影响。首先，处于水生食物链上层的鸟类产生了大
剂量代谢产物 ＤＤＥ，这种物质使许多种动物的卵壳变薄，并导致繁殖失败。
这些动物包括美国的国鸟白头鹰。２０ 年前，ＤＤＴ 在发达国家中就已被淘汰，
受到危害的鸟群已开始恢复。但其他有些地方虽然已开始出现具有耐药性
的带菌蚊群，却仍在使用它。
后来又发现，ＤＤＴ 被淘汰后紧接着使用的一些替代品对人类有很大的
危害性。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比那些高级得多的方法来杀灭带菌蚊群，
包括使用专门针对它们的化学药物，与释放不孕性蚊群，及其他一些“生
物－环境控制”（ｂｉｏ－ｅｎｖｉｒ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这样的方法可以在被称为
“综合害虫管理”法中得到协调。迄今为止，如果大规模部署的话，这些
方法所需费用还是挺昂贵的。将来也许能够发展更便宜且同样易控制的技
术。当然，除虫剂仍然可以使用，但它们同样很昂贵，并且会产生一些新
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之有效，那就是使用蚊
帐，在早晨与傍晚蚊子比较猖獗的各半小时里呆在蚊帐中。但不幸的是，
在很多热带国家，那段时间内农村贫穷的人们正忙于户外劳作而无法呆在
蚊帐里。
将来某一天很可能会发展出抗疟疾疫苗，它们甚至可能完全消灭各种
形式的疾病，但那时又会产生另一种难题：那些由于有疟疾流行的危险而
得以保护下来的重要野生地区，容易被人们进行不明智的开发。
显然，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分析这一表面上很简单的例子，为的是
由此揭示它的一些复杂性。在技术向降低对环境影响方面转变时，随时随
地都可能突然出现类似的复杂性，不管是工业生产、矿物开采、食物生产
或能量生产都是如此。
像国防工业向民用生产转变一样，技术转变需要财政支持以及工人的
再训练，因为一些就业机会将逐渐消失，而另一工种的就业机会将被开辟
出来。应当建议政策制定者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转变视作相关的挑战。因此，
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应当被认为与禁止砍伐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成熟原始森
林一样重要。而且，当社会试图减少对人类健康有害物品的消费时，不管
是合法的，如烟草，还是非法的，如可卡因，也会存在同样的政策问题。
然而，从需要这一角度来讲，三种转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问题。在化
学武器的情形中，主要的挑战是要说服政府不再定购这样的武器，探查出
并毁坏已有的库存品。在药品情形中，主要是愤怒与争执的问题。在技术
向低环境影响型的转变中，问题在于发展与使用较易控制技术的动机是什

么。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经济转变的问题。
经济转变
如果空气或水在经济事务中被视作免费物品，那么污染、竭泽而渔，
也就算不上是经济损失；相关的经济活动于是以牺牲环境与未来的方式来
进行。几个世纪以来，权威人士试图通过禁令与罚款来应付这种问题，但
那些处理方式常常达不到目的。现在，某些地方正尝试大规模运用规章制
度的方式，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对政府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还是或多或少索取恢复环境质量所需花的费用。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作的
外在因素内部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通过罚款或其他惩罚
方式，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索费形式。但是，虽然内部化成本促使环境
质量恢复，或首先就避免它的恶化，而规章制度通常还要求污染者以任何
最便宜的方式采取一些特殊保护行动。工业中负责按规定采取措施的人是
那些有关的工程师与会计员，不必用官僚进行微观管理。
从大部分依靠自然的资本（ｎａｔｕｒａｌ’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生活转向主要靠自
然的收入（ｎａｔｕｒａｌ’ｓ ｉｎｃｏｍｅ）为生的经济转变，其主要要素就是试图索
取真实成本。虽然索取成本费只是略为胜过规章制度，但它比单纯的口头
劝告却肯定要好得多。首先，它减少了模糊性。
假定你的职业是给对环境影响小的产品颁发绿色奖牌，那么你很快就
会碰到一个问题。例如，某种特殊的清洁剂所含的磷酸盐可能低于另一种
清洁剂，从而在保证降低湖泊中海藻污染（ｅ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ａｔｉｏｎ，藻类植物增
加）方面略胜一筹，但它可能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因为使用它洗涤时需
要用热水。随着颁奖工作的继续进行，你还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两难问题。
如何权衡这样的两种考虑呢？如果至少作这样一个尝试，即向制造商索取
费用以恢复由他们的清洁剂所导致的海藻污染，并且如果将洗涤所需能量
之费用也清楚地标于包装上，那么消费者可以只凭总的费用来作决策，市
场将体现出它们的价值。绿色奖牌就可能变得不必要了。
当然，索取真实成本的一个大难题在于如何对它们进行评估。我们在
前面已经讨论到，经济学从未真正成功地处理过质量和不可逆性这样的微
妙问题，这些问题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产生的问题。当然，
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于政治范围，并只被当作公众意见问题来处理，但从长
期来看，科学肯定也能对此作出解答。现在，最简单的方法是评估补偿所
破坏环境要花的费用。对于不可替代的环境破坏情形，有必要采取严格地
强行禁止的形式，但在其他方面，质量的持续性则与负担恢复环境所需费
用密切结合起来，而质量的定义将由科学与公众意见两者结合来作出。
任何索取真实成本计划的一个关键性部分，是取消政府给与破坏性经
济活动的补助金。要不是因为有补助金的话，那些经济活动一点也不经济。
在由世界各地著名政治家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隆特兰委员
会）的工作中，委员会秘书长，加拿大的吉姆·麦克尼尔（Ｊｉｍ ＭａｃＮｅｉｌｌ）
指出，要想了解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你必须不仅仅看环境部所采取的
行动，更要了解财政部与预算的政策。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破坏性经济活
动补助金的根源，而且有时能将它们砍掉，即便存在很大的政治困难。
预算的讨论直接将我们引导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经济会计程序

中是否包括自然资本减损。通常它们并不包括这一点。如果一个热带国家
总统与一家外国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为了一个很低的价格与一笔贿赂金而
将国家森林中的树木砍掉一大批，那么国民收支帐户上所显示价格只是国
民收入的一部分，甚至贿赂金也同样只有一部分在收支帐上显示出来，如
果它在家中被花掉而不是存入瑞士银行的话。但是森林的消失，以及它所
带来的好处与潜在价值的丧失，作为相应的损失无法挽回。而且，不只是
热带国家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出卖他们的森林物产，美国太平洋西北部，英
属哥伦比亚以及阿拉斯加的温带雨林的命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很显
然，国民经济会计制度的改革是所有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幸而，实行那
一改革的努力在有些国家中已经开始起步了。我们的例子也表明，同重大
的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实现经济转变的一个关键要素。
对于依靠自然资本生活现象关心程度的另一个晴雨表是贴现率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我获悉，世界银行在为有重大环境影响的计划提供经
费时，仍然使用每年 １０％的贴现率。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未来 ３０
年里一些重大自然资产的损失被打了 ２０％的折扣。下一代的自然遗产的
价值只有现在给定值的 ５％，如果它真被估算过的话。
用这一方法使用的贴现率是对所谓的代间公平（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的一种量度，后者对持续质量的观念很重要。过分地折扣未来等
于掠夺未来。如果以某种方式将贴现率的概念推广，那么它也许能用来包
括持续性所指的大部分意思。
社会转变
一些经济学家极其重视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ｑｕｉｔｙ）
之间可能的平衡，这也就是对将来之关心，与对今天贫穷人们为了生存而
需要利用一些自然资源的关注之间的平衡。虽然当今生物圈某些方面的恶
化是由极度贫困的人们在谋生过程中所致使的，但恶化的大部分原因应归
咎于富裕的人们对资源的挥霍浪费。然而，许多情况下，环境恶化与一些
大型计划联系在一起，这些计划是打算用来帮助比如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
人口的。但这些计划实行的结果，如果不全部是那至少常常是相当低效与
具有破坏性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大量地方性的小型行动来有效地帮助
那些人们，比如以称作微型借贷（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的形式进行。
在微型借贷情形中，由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家，其中许多
是妇女，提供小型贷款，以使他们开办小型企业，从而使当地许多人能藉
此找到谋生的机会。这些商业活动提供的职业对环境的破坏往往不那么严
重，并且既能促成代内公平，又能促使代间公平。幸运的是，支持持续型
经济活动的微型借贷正越来越普遍。
如果生活质量在人与人之间非常地不平衡，如果众多的人们过着缺衣
少食的生活或早早地因病夭折，而他们却看到其他数十亿的人们却过上了
更舒服的生活，那就很难说生活质量最终会达到持续性目标。很显然，为
实现持续性目标，向着代间公平的方向采取大规模行动是必要的。如为持
续发展提供微型借贷的情形一样，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之间的协同性更多
于对立性。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真正有帮助的政策与那些保护自然
的政策之间的相容性，比通常所声称的要大得多。真正对城市贫困人口有

益的政策，当然应该包括避免城市环境灾难的条款，也应该包括解决农村
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移民的问题（其中有些城市已经膨胀到难以管理的地
步）。事实上，社会转变显然必须包括缓和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一些最
恶劣的问题。
如今，比以往更甚的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不考虑国际问题的情况下，
处理好同时影响城市与农村经济活动的难题。全球经济的出现就是现代形
势的一个主要特征，更积极地参与这一经济的愿望是影响世界各地政府与
商业政策的主要力量。全球经济问题的突出性以及快速运输、全球通信与
全球环境影响，都意味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性合作对于处理整个人类所面临
的一系列严重的连锁问题是必要的。这又将我引向机构或管理的转变。
机构转变
地区性或全球性合作并不局限于环境问题，或只限于环境与经济事
务。维持和平，即所谓的国际安全保障，至少也一样地重要。
对联合国来说，组织选举监督或赞助为中止内战而进行的谈判，已是
例行公事。“维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行动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进行。结
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至少这一方法正逐渐制度化。
同时，国家间合作还以许多其他方式进行着，而且，国家的作用势必
被削弱，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中，太多的重要问题逐渐地超出国界。在人类
活动的许多领域中，国家间、甚至世界性（或近似世界性）的机构，不管
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已经在很久之前就发挥起了作用。如今又有了更
多这样的机构。通常，它们将竞争导向持续模式，并使之由敌对型转为协
作型。一些机构比另一些更加有效，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下面列出了几类不同的机构。比如，空中旅行系统；国际邮政联盟；广播
频率协约；国际刑警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ｐｏｌ）；候鸟协约；国际濒危物种贸易
条约（ＣＩＴＥＳ）；化学武器条约；国际理论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国际科学联
合理事会（简称国际科联）；世界数学、天文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等学
科会议；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ＰＥＮ）；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
货币基金；跨国公司，包括麦当劳公司与 ＩＢＭ 公司；联合国机构，比如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ＵＮＦＰ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与联合国教
育、科学和文化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红十字会，
红新月会（土耳其的红十字会——译注）大卫王的红盾会（犹太人红十字
会——译注）与红狮和红太阳会（伊朗红十字会）。而且，英语作为一门
国际性语言其渐增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人类已经逐渐开始在全球或高度国际化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处理一
些有关生物圈及其中的人类活动的控制问题。
并且，关于全球公地——那些未被认定属于谁，因而属于全人类的地
方——问题的磋商正在取得进展。不通过合作而自私地利用那些地方的资
源，只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果。最明显的公地例子就是海洋、太空与
南极地区。
较发达与较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议可以遵循星球交易的模式，后者我
们在前面讨论自然保护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不过，在这里它又显示出了更

广泛的意义：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时规定贫穷方履行这样一项义
务，那就是采取措施推动广义的持续性发展，因而避免增加核武器以及采
取保护野生地区的行动也被包括进来。（温带国家通过为热带国家森林保
护提供费用来抵偿他们在发电事业中排放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
是星球交易的一种形式。）
然而，消极排他主义——具有不同语言、宗教、民族、国家及其他差
别的人们之中的激烈并常常是暴力式的竞争——在近几年里已经比以往更
加突出，特别是当一些独裁政权强加于这些竞争之上的一些管制被解除之
后。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正发生着很多起民族或宗教暴力冲突。原教旨主义
的不同分枝正逐渐发展起来。世界正在迈向联合的方向，而在这种联合之
中又有一种走向崩溃的倾向。
我们已经提到，不管多么小的差异都可用来将人们划分成严格敌对的
群体。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索马里所进行的残酷战争。是因为语言差别吗？
不，他们都说索马里语。是宗教差别吗？不，几乎所有索马里人都是穆斯
林。是由于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不同的教派吗？也不是。那么是宗族差别吗？
有一点，但造成如此大骚乱的并不是它。随着法律秩序的崩溃，挑起与进
行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在敌对军阀们领导下的宗族下的小宗派（ｓｕｂｃｌａｎｓ）。
观念的转变
上述这些倾向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过度纵容早已过时的消极排
他主义倾向，将会发生军备竞争、生育竞争以及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竞争，
这些竞争将使质量持续性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我们的观念似乎需要来一个
戏剧性的转变，包括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图式以及我们的范式的改变。
如果我们人类想要实现彼此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发展的话，我们必需进行上
述转变；如果我们还希望实现同生物圈其他部分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那
就更不用说了。
科学研究还没有弄清楚，人们对其他被认为不同的人们（以及对其他
生物）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很久以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遗传、
硬连线（ｈａｒｄ－ｗｉｒｅｄ）的倾向所支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惯于组成
彼此互不相容的集团并对环境施加不必要的破坏，具有生物学的起源。它
们可能是在生物进化中获得的，也许从前十分适应于大自然，但在一个相
互依赖、拥有毁灭性武器及破坏生物圈的能力大大增加的世界中，这种习
性不再能适应了。生物进化太慢，跟不上这些变化。不过，我们知道，快
得多的文化进化能够修正生物学倾向。
社会生物学家强调，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人类继承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近亲，从而使得我们与近亲能够生存至生育并
将我们的一些基因模式传递下去。但在人类中，那种增加相容适应性的本
能被文化深深地改变。对于某人跳进河里去抢救另一个面临被鳄鱼吃掉的
危险的人这样一种情景，一个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主张，当水中那个人是
近亲时，这种“利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文化人类学家则可能指出，
在许多部落中，某些亲戚，包括相当远的亲戚，是“本族”成员或父母、
后代，他们在很多方面会被当作真正的近亲来对待。或许这样一个部落的
成员，会愿意冒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像救他们真正的兄弟姊妹一样，去救

他们的本族同胞。无论如何，社会生物学家现在同意，人类中的利他行为
模式大大地受文化的影响。冒生命危险去搭救另一个人的某种特定的意
愿，会很容易感染部落里的所有成员。
这样的行为也会发生在更高级的组织中。在国家规模上，它被称作爱
国主义。随着人们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社团，“我们”的概念在范围上不断
扩大。（不幸的是，由于压力的作用，可能会显现出社会结构的一些弱点，
这些弱点致使社会重新分裂成较小的单元。比如，萨拉热窝附近所发生的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地一位居民如此评论：“我们同那些人们和睦相处
了 ４０ 年，我们彼此通婚，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他们并不完全是人。”）虽然
有这样的挫折，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朝向范围越来越广的团结。
最大的观念问题是，那种团结感是否能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影响到整
个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属于的生物圈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
生物。能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长期考虑来补充地方性的短期考虑吗？家庭
意识能经历非常快速的文化进化，从而发展到星球意识吗？
过去的政治联合常常是通过征服而实现的，有时继之而来的是试图压
制文化多样性，因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竞争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对立。
然而，为了满足持续质量的要求，向星球意识的进化必须包容文化多样性。
人类需要多样性的统一，其中多样化传统经进化后能允许彼此之间的协
作，并使许多具有连锁关系的、向持续型的转变能够实现。社团对人类活
动来说是必要的，但只有具有合作动机的社团才有可能适应未来的世界。
同时，人类文化多样性导致了意识观念或范式、图式的多样性，它们
具有地球人类思考方式之特征。其中一些世界观，包括关于什么是美好生
活的特定观点，可能特别有助于持续质量目标的实现。这样的观念最好能
变得更加普及，尽管文化多样性可能由于其他观念的衰败而得到更大破坏
性的后果。通常，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仅能产生与正统观念相抵触的主张，
而且还会导致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冲突。
几年前，我去听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演讲，主讲人是瓦克拉
伏·哈威尔（Ｖáｃｌａｖ Ｈａｖｅｌ），他当时是即将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
和国总统，现在则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他演讲的主题是最近几十年里他
的国家所受到的环境损害，这些损害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
将环境损害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ｅ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特别是其中这样
一个观念，即我们人类拥有地球，并有足够的智慧去学会如何开发它。当
然，哈威尔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作家与人权卫士。大多数普通的政治家
是禁止攻击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选民都是人。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
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实际价值，而不仅将它看成对自称为人这种特殊灵长类
动物的有利用价值之物，可能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信息转变
在地方、国家及超国家层次上处理环境与人口问题、社会与经济问题、
国际安全保障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需要在知识与理
解、以及知识与理解的传播中发生一种转变，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转变。
这里，自然科学、技术、行为科学及法律、医药、教育、外交等各行各业
都必须发挥作用，商业与政府部门当然也必须发挥作用。只有当名流与普

遍百姓对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都有了更深程度的理解时，持续质量才有
实现的希望。
仅将知识与理解专门化那还远远不够。当然，在当今时代，专业化也
是必要的。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讨论到的，对专业化知识进行统合，使之
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同样也非常必要。因此，社会必须比从前更加
重视整体性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旨在通过一种粗略的模仿或模拟，同时
将一个综合性形势的各重要特征及其相互作用整合到一起，因而势必比较
粗糙。早期一些试图对整体进行粗略描绘的尝试曾受到人们怀疑，部分地
是因为那些结果过快地被发表，也因为过分地利用了这些结果。但这些不
应该再成为妨碍人们再次尝试的理由，不过在发表那些难免是试验性与近
似的结果时，态度应当谦逊，不要武断。
那些早期研究比如向罗马俱乐部呈递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限度》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的一个额外缺点是，决定结果的许多关键性假设与
变量并不随参数而发生变化，但读者却能看到结果随假设与数字的变化而
变化。当今，由于有高效率计算机可以使用，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研究随参
数而变化的结果。可以检验，结果对不同假设的敏感性，因而研究结构可
以变得更加透明。而且，部分研究可以采取博弈的形式，比如《西姆城》
（Ｓｉｍ Ｃｉｔｙ）或《西姆地球》（Ｓｉｍ Ｅａｒｔｈ），这是韦尔·赖特（Ｗｉｌｌ Ｗｒｉｇｈｔ）
领导下的麦克斯公司开发出来的产品。博弈法允许批评家按他或她自己的
判断来修改那些假设，并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
彼德·施瓦茨（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在他撰写的《放眼未来的艺术》
（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Ｖｉｅｗ）一书中，叙述了荷兰皇家炮弹公司的规划小组几
年前如何推断出，石油价格不久将会急剧下降，并建议公司采取相应的行
动。董事们表示怀疑，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并不会受规划小组推测的影
响。施瓦茨说，于是这一分析便以博弈的形式提出来，并允许董事们去核
查，比如说，允许他们合理改变他们所认为错误的输入量。根据他的记叙，
最主要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因此，董事们信服了，开始为一个较低石油价
格时期作准备。一些参与者对荷兰皇家炮弹公司所发生事情的回忆有些不
同，但不论如何，这一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建构模型时，增大透明性十分重
要。随着模型中包含越来越多真实世界的特征，并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将它们透明化，告诉人们哪些是假设，以及可对它们进行怎样的改
变，这一任务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和更富于挑战性了。
我们之中那些参加了如 ２０５０ 计划的人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这些计划
可以使下世纪中叶有一个更加持续的世界，可是，这些导向持续质量的转
变如何在将来 ５０ 到 １００ 年间实现呢？我们希望哪怕是粗略地理解各种转变
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尤其是产生由它们引起的敏感的相对与绝对调节的
问题，这一希望有可能实现吗？有希望充分考虑世界各地条件的广泛变化
吗？还有比上述更重要的其他转变或其他看待整套转变问题的方式吗？这
些问题牵涉到 ２１ 世纪中叶左右的那段时期，那时各种转变可能都已部分地
得到实现，或至少已经走上正轨。对那个时代进行有益的思考是很困难的，
但未必不可能。比如易卜生所写的《海达·高布乐》（Ｈｅｄｄａ Ｇａｂｌｅｒ）一
书中，当有人对艾勒·乐务博格写的历史书在描述将来的篇章表示惊奇时，
他说：“尽管如此，仍有一两件事必须被提到。”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在 ２１ 世纪中叶之后，真正接近质量持续性的地球

将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条件呢？对那样一种情形我们有什么设想呢？如果生
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以及感觉到什么呢？我们真
应该设想一番，尤其是对一个质量增长超过数量增长的世界。我们应该想
像这样一个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式的世界，在那里，《世界状况报告》与《世
界资源报告》并不一年比一年坏；在大多数地方，人口正稳定下来；极度
贫困正逐渐消失，全人类更公平地分享财富；索取真实成本的真正尝试已
作出；世界性及其他国家间机构（以及国家与地方机构）开始处理人类社
会与生物圈其余部分的复杂连锁问题；偏向持续性与星球意识的观念赢得
更多的拥护者，而各种各样的民族怨恨与基督教原旨主义作为离心因素而
遭到淘汰，但仍然保持着大量的文化多样性。如果我们甚至不能想像一下
这样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或在定量计算的基础上估计它可能如何运
作，那么，我们一定不能指望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三种时间范围中，让人们对比较遥远未来的更持续世界进行构想，
自然是极困难的，但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克服不愿对这样一个世界进
行具体构想的习惯。只有如此，我们的想像才可能冲出某些习惯与态度之
局限，而那些局限性现在正在导致或行将导致重重困难；也只有如此，我
们才能找到改良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生物圈其
余部分之间的关系。
当试图构想一个持续的未来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哪些技术的、心理学
的或社会的意外之事，可能会使那个相当遥远的未来完全不同于我们如今
可能构想的那样。需要有一个由富于想像的挑战者组成的特殊小组来不断
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小组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当今许多最令人担忧的
现象已被消除的世界中，会出现什么新的严重的问题。几年以前，许多权
威人士并没有预言冷战时期不久即会被一个具有不同问题的新时期所取
代，但即便是那些预言了这种变化的人，也没有认真考虑哪些问题将代替
那些不再占主导地位的常见问题。
关于将来几十年的短期设想是怎么样的呢？不久的将来，哪种政策与
活动可能促成以后更接近持续质量的时代呢？开展关于最近之将来的讨论
一点也不困难，而且对许多观察者来说，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正变得明
朗起来了。需从现代经验中学习的主要东西，或许是我们提到微型借贷的
时候所言及的那些内容。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主动精神比从上向下的更重
要。如果当地人们深深地卷入到一个过程，如果他们帮助进行组织，并且
如果他们感觉到其结果的利害关系，尤其是一种经济利害关系。那么，比
起官吏或强有力的开发者强迫人们行动，这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成功的可能
性就要大得多。在帮助热带地区实现自然保护及至少部分经济持续发展目
标时，保护主义者发现，投资到地方团体与地方领导阶层，特别是投资培
训地方领导者，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虽然可以很容易地说服人们讨论中等时限之将来——在那一时期，如
果要想实现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先大体上完成那些有着相互连锁关系的转
变——但这一挑战的惊人复杂性可能很令人气馁。所有这些转变都必须被
考虑；每一转变的性质与时限都有待确定；它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或许各
不相同，并且彼此缠结在一起。然而，这种高度的复杂性可能会导致一种
简单性。当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它的确更易于分析，但仍然需要一些训

练）中，在一个数学奇点附近的转变中，不妨假设是从气体到液体的转变，
转变的性质确实只依赖于少数几个重要的参数。但那些参数通常不能预先
描述出来；必须对整个问题进行仔细研究以后才会发现它们。极度复杂的
非线性系统的行为通常也确实会显示出简单性，但这种简单性是典型生成
型的，而非一开始就会显现出来。
关于通向一个更接近持续世界的可能途径的整体性政策研究，具有重
要价值。但我们必须谨慎地将这些研究当作“想像的增补物”（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而且要防止夸大它们可能具有的正确性。试图将人类
行为，尤其是社会问题，纳入到某种势必狭窄的严格数学框架中的努力，
已给世界带来了许多痛苦。例如人们就曾以那种方式来使用经济科学，结
果当然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人们常常不严格地根据科学，特别是科学之
间的类似性，来论证一些有损人类自由或福利的意识观念。１９ 世纪的一些
政治哲学家所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但还绝不是
最糟糕的一个。
然而，在适当的精神指导下，许多粗略的整体性政策研究（不仅包括
线性计划，而且包括进化与高度非线性模拟及博弈），可以为人类集体远
见功能的产生提供一些适度的帮助。一份早期的 ２０５０ 文件这样描述道：我
们的情形有点像晚上在一个陌生地带驾驶一辆快速汽车，那个地带非常地
崎岖，布满沟沟坎坎，不远处还有悬崖。要是有某种前灯，即便是很微弱
并闪烁不定的一种，也能帮助我们避免一些最坏的灾难。
如果人类的确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集体远见——对未来的分支历史有某
种程度的了解——那么，一种高度适应性的变化必将发生，但这种变化还
不是一个关口事件。然而，当朝向更大持续性的一组连锁转变完成时，这
将是一个关口事件。尤其是意识观念的转变，这意味着人类意识向全球意
识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种转变或许借助于巧妙驾驭的技术进步，不过现
在还只能朦胧不清地预想这些技术。转变完成之后，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整
体——与栖息或生长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道——将会成为比现在更好的
一个复合的、具有充分多样性的复杂适应系统。

第二十三章

后记

在这简短的一章里，我打算作一个不可缺少的常规性总结，但并不涉
及全书中每一个论题，而只针对中心主题，即简单性、复杂性与复杂适应
系统——这一将夸克、美洲豹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主题。
《夸克与美洲豹》不是专门论著，它是相当非学术性的，它涉及了大
量不能充分或深入探讨的领域。而且，许多被详细描述了的工作大部分仍
在继续研究之中，这意味着，即使用方程以及比现在所使用的更多的科学
术语来全面论述，也仍然会留下大量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显然，本书的
主要目的是引起思考与讨论，起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贯穿全书的是自然基本定律与偶然性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支配基本
粒子（包括夸克）的定律已开始显示出它们的简单性；主宰所有粒子与力
的统一量子场论已经出现，那就是超弦理论。这一优美的理论建立在靴绊
原理的基础上，它要求基本粒子能以一种自洽的方式来彼此构成。自然的
另一基本定律是宇宙在膨胀开始时的简单初始条件。如果哈特尔与霍金的
建议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初始条件就能用统一粒子理论表述出来，从而两
个基本定律就变成为一个。
偶然性之必然进入图景，是因为基本定律是量子力学的，而量子力学
只能给出各种可能的宇宙之粗粒化历史的存在概率。粗粒化方式必须使得
概率具有确定的定义。它也允许对自然进行一种近似经典的、决定论的描
述，这种描述常常是稍稍地偏离经典规律，偶尔也有较大的偏离。这些偏
离，特别是较大的那种，导致历史进行分支，不同分支各有其存在概率。
事实上，所有可能的粗粒化历史构成一个分支树或“有许多岔路的花园”，
这被称为“半经典范围”。因而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远远超出了著名的海
森堡不确定原理的范围。而且，那种不确定性能在非线性系统中通过混沌
现象而被放大，这意味着一个过程的结果对初始条件有一种无法确定的敏
感性，如气象学中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人类所看到的周围世界相当于一
个半经典领域的世界，但由于我们的感觉能力与仪器水平的有限性，我们
仅被局限在那个领域的一种粗糙得多的形式之中。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隐藏
在我们背后，偶然性成分自然更增加了。
在历史的某个特定分支，以及在特定的时候与宇宙中特定的地方，那
些条件有利于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那些系统（如图 ３—１ 所示的那样）接
收信息——以数据流的形式——并找到那一数据流中的表观规律性，而将
其余部分当作随机成分处理。那些规律性被压缩成一个图式，这一图式被
用来描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世界的未来，并规范复杂适应系统自身
的行为。图式可能会经历许多变更，从而产生许多彼此竞争的形式。它们
在那种竞争中会有怎样的结局，依赖于选择压力，这就是来自真实世界的
反馈情形。那些压力可能反映描述和预言的正确性，或反映规范在什么程
度上使系统得以生存。但是，选择压力与“成功”结果之间的这种关系不
是严格的关联，而只是一些倾向而已。而且，对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可能也
并不完美，因而，图式的适应过程只能近似导向系统的“适应”结果。“不
适应”图式同样也能发生。
有时不适应只是表面上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定义何谓适应时忽
略了某些重要的选择压力。在其他情形下，真正不适应性的出现是因为适

应过程太慢，跟不上选择压力的变化。
复杂适应系统在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运作得最好。它们探
寻由半经典领域中近似决定论所决定的规律性，同时从不确定性（可描述
为噪声、涨落、热、不定性，等等）中获益，这种不确定性在寻找“更好”
图式的过程中能提供很大的帮助。适应性的概念能将“更好”一词具体化，
但它常常难以被正确地决定下来。这时，将精力集中于起作用的选择压力
可能更加有益。有时，一种适应性之所以具有确定的定义，是因为它来源
于外部的“外在因素”，比如，设计程序使计算机寻求诸如国际象棋游戏
的战胜策略情形就是如此。当适应性是“内生的”，产生于一种不可预测
的（即缺少外部成功准则）进化过程时，这种适应性通常就很难于明确定
义。然而，如果只是作为一个隐喻，适应性景观的思想仍然是很有用的。
如果适应性变量对应于高度（我随意地设定高度越低对应于适应性越大），
假设代表图式的所有变量在一水平线或水平面上呈现出来，那么，寻找更
适合的图式就相当于在一条波状线或一个二维平面上寻找很低的地方，如
图 １６—２ 所示。如果没有适当数量的噪声〔或服从塞斯·洛埃德（Ｓｅｔｈ
Ｌｌｏｙｄ）称作的金凤花原理（Ｇｏｌｄｉｌｏｃｋ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所要求的热量——不
太热，不太凉，而是刚好〕的话，那种搜寻极有可能被阻滞在一个比较浅
的洼穴中。噪声或热能使系统摆脱一个浅坑，并使它得以发现附近一个更
深的坑。
图 ２—１ 已表示出地球上的各种复杂适应系统。从那个图上我们可以看
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倾向于产生出其他这样的系统。因而，地球上所有
与生物有某种联系的系统都经历了这样一种演变：最先是生命史前时期导
致生物产生的化学反应，经过生物进化与人类的文化进化，到装备有适当
硬件或软件的计算机，乃至科学小说中所描述的未来可能的发展，比如通
过将人脑用金属丝缠在一起而组成的复合人。
当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描述另一个系统（或其自身）时，它要建构一个
图式，即从所有数据中提炼出表观规律性，并用简要的形式将它们表述出
来。这样一个对系统规律性的简要描述（比如由一个人类观察者作出的）
的长度，是我所称作的系统的有效复杂性。它相当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复
杂性的含义，不管是科学惯例还是日常谈话。有效复杂性不是系统所固有
的，而是依赖于粗粒化的程度及观察系统所使用的语言与编码方式。
有效复杂性，不管是不是内部的，本身并不能充分地描述一个适应或
不适应复杂系统的潜在性质。一个系统可能比较简单，但却能够在某个给
定时间内，以很高的概率进化出远比它复杂的事物来。比如，现代人类最
初出现的情形就是如此。人类并不比他们的近亲大猩猩复杂得多，但因为
他们能够发展具有极大复杂性的文化，因而具有大量我所称作的潜在复杂
性。同样，在宇宙历史的早期，当存在某种导致星系形成的涨落时，那些
涨落的潜在复杂性也是相当大的。
应该将一个系统或一个数据流的有效复杂性与其算法信息量（ＡＩＣ）区
分开来，后者与整个系统或数据流的简要描述的长度有关，不仅包括它的
规律性，还包括它的随机特征。当 ＡＩＣ 很小或接近于最大值时，有效复杂
性趋近于零。只有当 ＡＩＣ 为中等大小的时候，有效复杂性才可能具有很大
的值。因此，重要的行为同样也是有序与无序之间的那种中间状态。
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观察输入数据流各部分的某些共同特征，从而

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各部分之间的相似性以所谓的互信息来测度。世界的
规律性来源于简单基本定律与偶然性作用的结合，后者能导致被冻结的偶
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导致某种特定结果，虽然它们本来也可以其他不同
的形式出现，并产生出多样性来。所有这些由先前一个偶然事件引起的结
果，其共同起源可以在一个数据流中产生大量互信息。我引用这样一个例
子，即亨利三世在他哥哥死后继承英国王位，使大量有关亨利国王的参考
文献在硬币、文书与书本上出现。所有这些规律性均来自于一个被冻结的
偶然事件。
许多偶然事件，比如大量分子水平上的涨落，并没有被放大以至于具
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它们也没有导致许多规律性。这些事件可能成为到达
复杂适应系统的数据流中的随机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被冻结的偶然事件同基本定律一同发挥作
用，并产生出规律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级的适应系统趋
向于通过自组织的作用产生，即便如星系、恒星和行星那样的非适应系统
也是如此。但并非所有事物的复杂性都不断增加，更确切地说，是最大复
杂性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对复杂适应系统来说，有利于复杂性的选择压力
大大地加强了这一趋势。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封闭系统的熵（无序性的量度）有增加或
者保持不变的趋势。例如，如果一个高温物体与一个低温物体相接触（但
它们与宇宙其余部分物体没有什么相互作用），那么热量倾向于从高温物
体流向低温物体，从而减弱联合系统中温度有序的隔离。
只有在对自然粗粒化，即重视有关封闭系统的某些信息，而忽视其余
信息或干脆忽略时，熵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总的信息量保持不变，而且，
如果最初它主要集中于重要信息，那么其中一部分信息将倾向于流入未被
计入的不重要信息之中。这种情况发生时，熵就倾向于增加。
自然界的一种基本粗粒化是由历史提供的，它构成一个半经典领域。
对于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所观察到的宇宙来说，有效的粗粒化可以非常地粗
糙，因为系统只能接收到极小一部分有关宇宙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像钟表发条一样越来越松弛，宇宙的一些彼此
多少相互独立的部分也倾向于越来越松弛。各种时间之箭都永远指向未
来，不仅对应于熵增加的箭头是如此，而且那些对应于因果关联、向外的
辐射流、对过去而非将来的记录（包括记忆）形成等的箭头也是如此。
一些反对生物进化论的教条主义者试图证明，越来越复杂生命形式的
出现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它跟银河规模的复杂结构之产生一样，当然
并不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且，在生物进化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生
物越来越适应其周围环境，一种“信息”熵不断增加，因而使信息上的差
异缩小。这里的信息差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高温物体与低温物体之间的温
度差别。事实上，复杂适应系统都显示出这种现象——真实世界给系统施
加选择压力，图式倾向于根据那些压力来调节它们所容纳的信息。进化、
适应以及复杂适应系统所进行的学习，都是宇宙膨胀式发展的一些方面。
我们可以问：进化系统是否能与周围环境达到平衡，像高温物体与低
温物体达到相同温度那样。有时它们确实能达到平衡。如果设计程序使计
算机演化出游戏策略，那么，它可能会找到最理想的策略，于是搜寻即告
结束。如果游戏是一种儿童玩的三连棋（ｔｉｃ－ｔａｃ－ｔｏｅ），那情形就无疑正

是如此。如果游戏是棋类，计算机可能也会在将来某一天发现最好的策略，
但那一策略迄今为止仍未发现，而计算机继续在一个抽象的巨大策略空间
寻求最好的对策。这种情况非常地普遍。
我们可能会看到少数这样的情形，即，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适应问题
似乎在生命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得到了最终解决，至少在表型层次上如此。
生活在海洋深处地壳板块交界处的高温、酸性、含硫环境中的圆齿蛇卷螺，
很可能至少在新陈代谢方面非常类似于 ３５ 亿多年前生活在那种环境中的
生物。但是，其他许多生物进化问题一点也不像三连游戏，事实上甚至也
不像棋类游戏，后两者毫无疑问可在将来某一天成为已解决的问题。首先，
选择压力根本就不是恒定不变的，在生物圈的许多部分，物理化学环境不
断发生着变化；而且，在自然群落中，各种不同物种一起构成其他物种的
环境的一部分，这些生物共同进化，可能达不到任何真正的平衡。
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系统似乎的确会达成暂时的近似平衡，对整个
群落来说尤其如此，但不久之后，那些平衡即被“打断”，有时是由物理
化学环境变化所致，有时则是长期“漂变”之后的少数突变所致。这里的
长期漂变是指这样一系列基因变化，它们只对表型有细微的影响，对生物
生存没有大的影响。漂变可为很微小的基因型改变作准备，而那些基因型
改变将导致重大表型变化。
这种比较适度的基因型变化时常会导致关口事件，导致一些全新的生
物种类产生。单细胞真核生物的出现就是例子之一。称它为真核生物是因
为它的细胞拥有一个真正的核，还有其他细胞器，如叶绿体或线粒体等，
它们被认为是由原来独立的生物被合并入细胞后形成的。另一个例子是由
单细胞生物发展成多细胞动物与植物，它们大抵是通过一种胶状物质以集
聚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胶状物质是由于一种生物化学的突破而产生出来
的一种新物质，它能将细胞连结起来。
当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不管是以集聚还是其他方式，产生出一种新的复
杂适应系统时，这一过程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关口事件。常见的例子是哺乳
动物免疫系统的进化，其运作有点像生物进化自身，只是时间标度小得多，
入侵者能在数小时或数天内被识辨出来并被消灭，而进化出新生物物种则
需要数十万年时间。
生物进化的许多显著特征也能在其他诸如人类思想、社会进化及适应
性计算之类的复杂适应系统中发现，而且它们具有非常相似的形式。所有
这些系统都在不断探究新的可能性，开辟新的行为方式，发现关口事件，
并不时地产生新型复杂适应系统。恰如生物进化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小生
态环境一样，经济中也不断发现新的谋生方式，科学活动中则不断发明新
的理论，等等。
多个复杂适应系统集聚成一个复合复杂适应系统，是开辟更高级组织
的有效方式。此后，复合系统的组成成员，通过建构图式来解释与对付彼
此的行为。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生态群落也是如此。
关于这种复合系统，科学家们正在进行广泛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
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与不同领域的经验进行比较。大部分研究表明，这种
复合系统倾向于进入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一个有明确定义的过渡区，在那
里，它们能够有效地适应环境，并按幂定律分配资源。那一区域有时被比
喻为“混沌边缘”（ｅｄｇｅ ｏｆｃｈａｏｓ）。

没有迹象表明太阳系里行星系统的形成或包括地球那样的行星有什么
特别之处。也没有证据表明，导致地球生命起源的化学反应在任何别的行
星不可能发生。因此，有可能在散布于宇宙之中的无数行星上，都存在着
复杂适应系统，并且，其中至少有一些复杂适应系统与地球生物进化及其
产生的生命形式有许多共同特征。然而，关于生命的生物化学是唯一或近
乎唯一的，还是只是大量可能结果中的一种，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换
句话说，它是主要决定于物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历史，还没有定
论。
地球上近 ４０ 亿年的生物进化，通过试误的方法，提炼出大量关于生物
不同生活方式的信息，这些生物都生活在生物圈中，彼此相关。同样，经
过 ５ 万多年的时间，现代人揭示了非同一般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显示了
人类在彼此之间及与自然界其余部分相互作用中生活的方式。不管是生物
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现在均受到严重的威胁，努力保护这两种多样性
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其他目标之间呈现出大量的矛盾与冲突。其中一
个挑战是使多样性与全世界人们联合起来的迫切需要协调起来。现在人们
面临许多全球的问题，但这种协调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挑战是由许多教
区文化对普遍化的、科学的、非宗教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敌意所引起的，
后者熏陶出了许多保护文化多样性最有力的倡导者。
迫切需要进行自然保护，保护尽可能多的生物多样性，但除非将它置
于更广阔的环境问题背景中来考虑，否则这种目标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这些环境问题也必须与人类所面临的人口、技术、经济、社会、政治、
军事、外交、机构、信息以及观念问题放到一起考虑。尤其是所有这些领
域中的挑战，可以认为是需要在 ２１ 世纪完成的一系列通向更持续发展的连
锁转变。如果能实现的话，更大的持续性将意味着全球及大多数地区人口
停止增加；实行鼓励索取真实成本、质量提高甚于数量增加、靠自然的收
入而非其资本为生的经济政策；具有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技术；更加公平分
配的财富，尤其是极度贫困现象不再普遍存在；有更加强大的世界性与国
际机构来处理紧急的全球性问题；公众更加了解未来多种彼此相互牵连的
挑战；还有，也许是最重要与最困难的是普遍赞赏多样性的联合——各种
不同文化传统和国家合作与无暴力竞争，以及与我们人类共享生物圈的其
他生物持续共存。这样一种情形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也许不可能实现，但
值得我们去建构未来的模型——不是作为蓝图，而是作为想象的辅助手段
——并看是否能设想出可导向 ２１ 世纪后期这样一个理想的持续发展世界
的途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将比现在在更
大得多的程度上发挥复杂适应系统的作用。

译后记
Ｍ．盖尔曼教授（１９２９—）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１９２９ 年他出生于
美国的纽约， １９４８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１９５１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
学位。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工作过，１９５５ 年起在加州理工
学院任教，１９５６ 年晋升为教授，年仅 ２７ 岁。此后一直在加州大学任教，
直到退休。
１９６１ 年，盖尔曼根据他提出的理论预言有两个新粒子存在，３ 年后这
两个粒子被实验发现了，这使盖尔曼声誉大振。接着，为了对日益增多的
“基本”粒子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深入了解基本粒子的性质，盖尔曼破天
荒地假定存在一些带有分数电荷的粒子，他称它们为“夸克”（ｑｕａｒｋ），
并认为夸克共有 ６ 种。
１９６９ 年，盖尔曼“因为关于基本粒子的分类及其相互作用方面的贡献
和发现”，荣获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１９７７ 年，除了顶夸克（ｔｏｐ ｑｕａｒｋ）
外，其他 ５ 种夸克均先后被实验证实；又过了 １８ 年，到 １９９５ 年（本书英
文版出版后的一年），顶夸克也终于被人们用实验证实。
盖尔曼退休后，对宇宙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和社会）的复杂性与简
单性的关系有浓厚的兴趣，并作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写
作并出版了这本《夸克与美洲豹》。
我是 １９９６ 年春才知道这本书的。我哥哥杨建军从美国纽约回武汉探
亲，送给我 ４ 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夸克与美洲豹》。我一看见这本书就
十分惊奇：夸克和美洲豹风马牛不相干，怎么被盖尔曼拉到一起来了？这
种好奇使我决定把这本“奇”书翻译出来，幸运的是李永平先生恐怕也有
与我相同的好奇心，立即支持我翻译这本书，并以最高的速度谈妥了版权。
这真是我们译者和中国读者的幸运！
盖尔曼在前言中清楚地说明本书的写作目的。他说：
“研究已经表明物理学、生物学、行为科学，甚至艺术和人类学，都
可以用一种新的途径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有些事实和想法初看起来彼此风
马牛不相关，但新的方法却很容易使它们发生关联。”
是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呢？说起来话长，最好请读者自
己去看、去思考、去下结论，我在这儿实在用不着赘述。我只指出两点：
一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受到好评。普洛特金博士
（Ｄｒ．ＭａｒｋＪ．Ｐｌｏｔｋｉｎ，《一个巫师学徒的故事》的作者）说：“这是一
本与作者一样十分有趣的书。他把那些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如
黑猩猩的行为、雪崩力学、超弦理论以及莎士比亚等等，都编织到一个迷
人的故事当中。真是神奇极了！”著名学者萨根（Ｃａｒｌ Ｓａｇａｎ，《布鲁卡
的脑》的作者）说：“能够在这本书中看到第一流的学者与最大的秘密较
量，而且坚决反对神秘主义，真是令人十分振奋。”所以，读者可以相信，
这本书值得您认真一读。
二是这本书涉及面之广，令我惊讶，其中涉及宇宙学、基本粒子物理
学、量子场论、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文
学艺术等等，而且讨论也比较深入。因此，看这本书恐怕不能很消闲地去
看，得伏桌认真地看才能看懂，才能大有收获。当然，您也不必担心看不
懂。盖尔曼在前言中保证他的书一定能为广大读者看懂。诚哉斯言！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除了应该感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感谢我
哥哥杨建军把这本书的原版送给我以外，我还应该感谢华中理工大学物理
系的张端明教授和吴颖教授，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他们许多有益的帮
助和建议；我还理所当然地要感谢李湘莲和周雁翎两位同志，如果不是他
们两位鼎力相助，这本书至少现在还不会在读者手中。李湘莲翻译了第一
篇和第四篇的全部以及第三篇的第十六章；周雁翎翻译了第三篇的十七、
十八两章；其余的是我翻译的。全书审校、统稿、索引等，均由我完成。
这本书涉及面太广，很不容易翻译，我们在译的时候真是如鲁迅先生
在译《死魂灵》时所说的那样：“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尽管我们
冷汗出了不少，恐怕错误之处仍会不少，我们诚请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指正。
杨建邺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于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宁泊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