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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 
         基础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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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敬献师尊谨以此文，敬献师尊谨以此文，敬献师尊谨以此文，敬献师尊 
并，全体大法弟子及一切众生并，全体大法弟子及一切众生并，全体大法弟子及一切众生并，全体大法弟子及一切众生 

摘      要 

        本文尝试按照《转法轮》中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指导思想，以及关于空间与生命
的论述，从多个空间的角度，和一切都从生命的角度去探讨一些现象，从而试图为当

前走入困境的科学寻找更加广阔的出路。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法，善与恶，粒子，能量，空间，规律，归纳、演绎，相对论，量子理论，物质与精
神，空间与生命，五行学说，古代汉语。 

主要论述：主要论述：主要论述：主要论述：  
    A. 现代科学的重要成就和根本局限。 

    B. 对一些现象的探讨。 

    C. 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一切都是生命，所以道德内涵如何决定了科学的境界， 

       对科学至关重要。 

    D. 在未来的科学中，如何重新注入道德的因素，本文提供了两个有价值的参考例子。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我们仅仅谈论我们同等层次的、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空间相临的一些个空间。

其他的人不能知道，我们也不谈论。人要想知道，那唯有修炼。因为未来世界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基本粒子，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现在所认识到的一切知识，除非也

同样注入新的内涵，否则很快就要消失。  

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肯定或者否定现在的科学。是尽量根据它现在的认识程度和

阶段，在它和未来世界之间搭起一架桥梁，让这一切都能够平缓、自然地过渡。也就是

说，它是我们走向未来科学的出发地点，不是方向，不是过程，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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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与能量粒子与能量粒子与能量粒子与能量    

细胞、分子、原子、电子、质子、夸克、中微子等，面对这些，现在的科学家们

已经充分接触了这些不同的粒子，认识到了这些粒子的存在和它们的一点点规律。也充

分认识到了，每一层粒子所能够认识到的规律，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广义相对论里，E=mc2
。认识到了物质就是能量，能量就是物质。粒子只不过是

场的局部凝聚，时聚时散的能量集合。  

现代科学的"功绩"在于， 

1. 认识到了宇宙的运动是有客观规律的，  

2. 认识到了宇宙万物是由不同层次的粒子组成的，  

3. 认识到了一切粒子都是能量的一种表现方式，  

4. 还认识到了，物体没有确定的长度和大小。 

这几点十分重要，因为这可以是人类突破目前狭隘认识的起点，可贵。  

困境与出路困境与出路困境与出路困境与出路    

现代科学中，真正的障碍是， 

1. 1. 1. 1. 观念：割裂、组合；物质、精神是分离的；空间的概念是“维”。观念：割裂、组合；物质、精神是分离的；空间的概念是“维”。观念：割裂、组合；物质、精神是分离的；空间的概念是“维”。观念：割裂、组合；物质、精神是分离的；空间的概念是“维”。        

任何事物都可以用割裂、组合的方式去认识研究的观念，导致了现代科学其他所

有观念的一切。现在的所谓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天文、地理等的区分，就

是这种割裂的观念导致的。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认识观念，我们将会陈述这一点。尽管

现代的高能物理研究已经开始意识到，企图寻找更加基本粒子的努力已经力不从心，物

理学家们还是为以往研究成果的辉煌所陶醉，在这种陈旧观念的驱使下，继续努力。  

现在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的盲区之一就是不探讨生命（精神），它们更不认为

物质和生命（精神）其实是一回事，而所谓的生命科学也严重依赖这个科学，所以其认

为精神和物质是不同的也就是必然的了。现在，我们哪怕仅仅是简单地把这些个被割裂

的概念合并起来，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宇宙的繁荣和生命的庞杂。  

因为把空间假想成为尺度概念的“维”，使得对空间的认识陷入虚空，几乎要变

成了纯粹的数学游戏。  

2. 2. 2. 2. 指导思想：归纳、演绎指导思想：归纳、演绎指导思想：归纳、演绎指导思想：归纳、演绎    

归纳演绎思想直接对映着割裂组合的观念。20世纪 90年代以来，现代的科学、特

别是相关的基础理论，已经停滞不前了。归纳不出什么新的理论、也演绎不出什么突破

性的进展。  

特别是数学、理论物理研究的停滞。由于那些基本的物理规律只能处理简单的模

型，而不能描述象地震，气象那样复杂的现象，有些物理学家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提出了

复杂系统的概念，包括象混沌，分形等学科。但是这些学科的研究现在几乎都停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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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根本原因在于其指导思想太局限。以气象预测为例，通常要解几百万个微分方程。

而这些数学方程本身就无法精确描述这些复杂现象。目前的生物科学已经流于哗众取

宠。  

1996年美国权威科技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资深专业撰稿

人约翰�霍根（John Horgan, jhorgan@highlands.com）在走访数十位各领域的世界性

的杰出学者之后，写出了一本书《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 Published by 

Penguins），在世界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这本甚至被大名鼎鼎的霍金先生斥之为

“垃圾”的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从两方面得出了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已经终结的结

论： 

A. 那些大牌科学家们不甚大牌的人格和对科学发展往昔辉煌大牌的夸夸其谈； 

B. 目前科学发展已经停滞不前的大量事实。 

面对过去科学以及观念的局限性，理智的科学家们都始终努力让自己的观念去适

应客观的科学发现，用现实的发现和现象去修改不足的理论，这是现代科学家们的可贵

之处。认识不到自己指导思想的根源和局限，这是可惜之处。一直以来，灵感和直觉都

是科学家们的思想源泉，依赖于灵感和直觉，这是可悲之处。  

灵感和直觉没有过错，而是首先人一直都不能知道这灵感和直觉来自何处。并

且，在无法辨别其来源的情况下，人没有值得信赖的标准去衡量。  

3. 3. 3. 3. 表达方式：数学工具是最佳的、最终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数学工具是最佳的、最终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数学工具是最佳的、最终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数学工具是最佳的、最终的表达方式  

现在科学的困境之一在于，始终用陈旧的数学工具提供的概念、规律和观念左右

着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现在的科学家根本不能突破的障碍。所以，现在的科学在走到

了尽头的时候，大家还仍然懵懂不觉。现在的科学家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企图寻找象爱

因斯坦所寻找的“统一场论”那样的公式化理论去一统天下。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

好，根据自己的时空认识，一旦创造或者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马上就带来了一种全新

的、突破的科学。可是现在的数学，已经不能再为科学提供崭新的、有真实意义的世界

观了。  

当然不是说，未来的科学也同样需要一种数学工具。而过去中国古老的学说就并

不仰赖这样的数学工具。周易的演算与其说是一种数学，不如说是一种宇宙万物演化的

缩影；因为他确实不讲什么假设、没有什么限制。这里不判定孰优孰劣，而只是要说

明，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表达世界。  

与数相对应的，是不同的个体；与演算相对应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是，个体是分为许多范畴的、许多层次的、许多种类的；相互关系也是分为许多范畴

的、许多层次的、许多种类的。现在的科学，其实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规律究竟是什

么？绝对不止是玩弄什么数字的加减乘除等，也不应该是只有现在人类的语言能够表达

它们，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表达方式。  

现在物理学所研究的亚原子基本粒子，一直到中微子，所表现出来的现在科学所

能认识到的个别表现，可能都已经到了这个时空的边缘了，所以往下也不准现代的科学

再探究。我们所认识到的，由分子组成的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粒子，或许是真实的；可

是我们对原子的认识、特别是对亚原子粒子的认识，就很可能不是正确的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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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为在量子理论中，一切我们所能够预测的，只有概率。也就是说，只能用概率来

描述被观测系统。在这里，精确的规律已经全然消失，或者说不能被认识了。概率理论

是一个数学小玩具，一个纯粹的观念的产物。如果事实本身可以比作一幅精致的画，那

概率只能比作给他蒙上的一层马赛克，严格地说，那是对事实的一种扭曲或者误解：以

牺牲真实为代价换取美感。爱因斯坦说的对，上帝绝对不会去掷骰子的。  

那么，有两点根本性的认识：  

4. 4. 4. 4. 物质与精神物质与精神物质与精神物质与精神  

物质＝精神。能否认识到这一点，必然是科学出路的根本。如果能够重新把物质

与精神划上等号，没有了隔阂，一切的不解之谜都将随之烟消云散。  

物质是生命的存在状态的一个侧面，是粒子以及粒子的不同组合；精神是生命的

表现方式的一个侧面。现代科学所认识的物质是越往微观基本粒子的种类越少，这同我

们谈论的物质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越往微观里认识物质组成的粒子种类越多，也因此说

它是本末倒置的认识观念。这里，就不是完全否定现代科学对物质的认识，而是完全可

以涵盖它，同时也就是彻底的超越。尽管如此，我们所谈论的物质仍然主要只是同等层

次上的微观到宏观纵向不同空间之内的物质。  

现在的人所理解的精神，很模糊。精神是什么？这是现代科学的死角。我们对精

神的认识，就是生命的一面。还包含着现在的人所认识的各种规律：日升月落（天）、

秋去春来（地）、生老病死（人）等等一切，为什么呢？不同物体、不同物质体现出来

不同的规律。这规律有别、有类、有属，这所谓的规律其实是不同层次的物质存在的体

现。  

物质的结构（成分粒子的组合方式、组合规则）就是精神（包括规律）的根源；

或者说精神（包括规律）决定着物质的结构。物质、精神的一切，都在于其结构，都是

结构的一种体现方式。这结构，有着不同层次的内容和区别。  

5. 5. 5. 5. 空间与生命空间与生命空间与生命空间与生命  

同一层次粒子的存在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或者说时空。这和现代科学所

认识的时空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使是我们同等层次的空间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物质空间极

为相似，如果我们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谈论清楚的话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空间的

无穷无尽和空间结构复杂多样，因为个人认识的局限。所以，我们这里无论说得多么具

体，也只能是十分概括地说。换言之，我们把他作为重新认识世界的指导思想。  

关于时空的法，请拜读《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这里不再妄言。  

我们所处的分子所组成的世界，处于一个空间，现在科学所研究的原子粒子等，

已经是另外的空间以及物质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的表现了。所以这些粒子所表现出来的

特性和我们日常观念格格不入。现在量子理论所涉及的亚原子粒子，又是一层截然不同

的空间，而这些粒子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一开始简直让科学家们不知所措。最显著的例

子是：测不准原理、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  

现在的高能物理，已经接触到了起码是另外空间与物质的表现现象。发现有分

子、原子、电子、质子、夸克和中微子等。也同样发现了、认识到了中微子层次的所谓



                                                                            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FSC-015)                  
 

 5 

“基本粒子”其实是不存在的：现在已经认识到，其实所谓的亚原子粒子只能被认为是

确定实验条件和相应测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现在这种认识手段，物质可以无限

分割但不能变得更小。已经用现在的手段无法分裂、无法认识了。可是却完全没有认识

到，这已经涉及到不同的时空。是什么原因呢？通过我的了解，我觉得主要是，时空在

他们的眼里是所谓的“维”。  

空间的存在与结构取决于其中所包含的一切组成粒子（也就是不同结构物质）所

组合成的结构。时间是隶属于不同空间的一类结构的物质。  

不同空间的生命之间，互相以物质的方式体现。换一句话讲，那就是物质也同样

是生命。  

中国古代的人，一直在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并不是现在人所理解的那种概念上

的东西或者意境。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表达意思的一方面就是不同生命、不同空间生命

之间的互相交错和互相含有。（当然，天人合一这是修炼界的一句话，其内涵远远不至

于此。）一切都在整体之中，是整体的一部分；一切个体都是生命，生命必然是由生命

组成的，生命组成的也必然是生命。  

有了以上两点根本认识的转变，人类的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当这一切都画

上等号了，就可以重新合一，重新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宇宙。  

探索尝试探索尝试探索尝试探索尝试 

对于人来说，有生命就有善与恶、好与坏、生与死。一切都在生与克的制约下，

生与克的内涵改变之后，人间一切的内涵都会发生变化。人不就是需要一个实实在在

吗？人不就是一个见则信吗？因此我们要切切实实地展现这一切给人。  

化学、医学化学、医学化学、医学化学、医学 

现代化学，是原子周围主要由电子导致的原子粒子重新组合的科学；古代的化

学，是另外空间（气所贯穿的空间）的“气”所导致的比较微观粒子的重新组合的科

学。在广义相对论里，物质和能量是一回事，粒子只不过是场的局部凝聚，时聚时散的

能量集合。这完全和中国古老的认识——气相吻合。不过，现代科学这里的能量却是不

分什么层次和空间的。我们知道，不同层次的时空的能量其实不是一回事。  

不同时空之中的化学反应过程，不一定都会直接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但是其结

果一定会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所表现。现代的医学依赖现代的这个空间的化学，中国

古老的中医依赖涵盖许多空间的五行学说。  

现代科学的衡量标准，主要就是人觉得他是否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是否有用，也

就是欲望。欲望肯定是局限的、自私的，没有善可言的。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则完全不

是这样，其衡量标准就是气是否通畅协调，也就是是否符合道。道当然就是天理了，天

理当然就要衡量、区分、制约善恶、好坏，以断生死。  

测不准原理与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与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与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与波粒二象性 

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无法同时精确测定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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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在微观粒子所在时空的里面，我们目前这种基于自己所在时空衡量标
准的观测方式永远不可能更加全面地认识这微观的时空；在我们作为宏观世界

的观察者对微观世界进行观察的时侯，我们不可能使用宏观的尺度，用大量宏

观粒子组成的仪器、观念去观察、思考组成我们宏观世界的微观粒子。  

二， 我们现在位置和动量的概念在微观世界其实已经不能适用了，不能这样直
接适用于另外的时空。 

测不准原理是同光量子、亚原子基本粒子等的波粒二象性相关的。由于我们对这

些物质的了解和观测，只能局限于其表现，却完全不能观测到这些粒子本身，而这些粒

子的表现呢，就是既有波的表现形式、又有粒子的表现形式。我觉得，波的表现很有可

能是粒子运动时不同相关联空间所带来的“回声”（比喻为回声）：因为任何一个粒子

的运动都必然会带动相关联无数空间的变化，而这每一种变化都会对映着一层空间的粒

子的变化，各个层次空间粒子的变化再反馈回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来——这就是我们所

认识的波。 

也就是，不存在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而是不同另外空间的粒子运动和这个物质空间

的粒子存在的表现重叠在了一起、综合表现了出来。那么我们目前所认识的粒子的表

现，却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观测仪器所能感应到其中的仅仅一种粒子；否则，就会观察到

几乎是无数的大小不同的粒子，那么，进而看到另外空间的展现也就指日可待了。 

 

 

 

 

 

 



                                                                            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FSC-015)                  
 

 7 

全息与鞋绊理论全息与鞋绊理论全息与鞋绊理论全息与鞋绊理论 
 

 

 
图示 13 种不同的粒子，其中后面灰色的表示相应的反粒子。该图有助于我们理解

下面一些稍微显得专业性的叙述。其中的 3 种介子，顾名思义是产生和存在于相互作用

过程中的粒子，不是独立存在的基本粒子。  

下图是量子物理中一个质子和π介子通过交换一个π０而相互作用的 S

（Scattering）矩阵示意图。（其中的圆不表示粒子，而是表示粒子的过程） 

 

 

 

在图中，P＋和π＋是初始粒子，π０是被交换粒子，P－和π－是最终粒子。  

鞋绊理论（Bootstrap theory，又名核民主理论）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被广泛

接受的基本粒子理论。在描述强相互作用的场论中，引入费曼图所带来的问题导致了鞋

绊理论的产生。在现代高能物理学里，在两个强子的相互作用中，不能辨别到任何单个

的粒子对传递相互作用负责。事实表明，所有的强子都参与了强相互作用，既非作为初

始粒子或者最终粒子、亦非作为被交换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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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绊理论取代了以往标准的基本粒子模型。该理论的提出者 Geoffrey Che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认为，基本粒子不具有内部结构，是相互组成、完全平

等的，也就是所谓的“核民主(Nuclear Democracy)”。  

根据这个理论，组成这个世界的每个基本粒子，都是被所有其它基本粒子以一种

自洽（self-consistency 自包含）的方式组成的。π介子、K 介子、Σ粒子、核子（质

子 p、中子 n）都是强子。π介子可视作核子-反核子的束缚系统，核子可视作 K 介子-Σ

粒子的束缚系统。 

 

 

 

到这里，如果能够以多个空间的角度来看待，勿需赘言，全息的现象已经可以一

目了然了。  

对于人来讲，全息现象的来源应该有两类。  

一类就是一个物体、或者粒子所在那一层空间同等大小的其他粒子所构成的不同

大小的较大的物质（当然也是粒子），和这个粒子互相重叠、互相包含、互相关联。在

某些程度上，彼此之间都是对方的“影子”。鞋绊理论所描述的，就是这种全息现象之

中的一种现象。难道同一层次空间、大小同等的粒子互相重叠、互相包含吗？是的，同

一层次空间结构迥异的两大类别粒子之间，即使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也可能是互不可见

的。  

一个人的遥视功能，可能就同这种全息现象有关系。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要想人

不知，除非己莫为；还讲，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切都是生命嘛。  

另一类就是一个粒子(P)自身的各个微观层次的组成粒子(p)，其实在微观上包含

有该粒子(p包含 P)的所有结构。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中的微观到宏观各个层次的粒子，同

样是互相重叠、互相包含、互相关联。  

修炼人的宿命通功能，可能就同这种全息现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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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通功能宿命通功能宿命通功能宿命通功能    

大家都知道，在地球上我们所观察到的遥远宇宙天体，都是若干万年前的景象，

不是现在那个地方的景象，而且在可见光波段和红外线、紫外线波段，观察到的景象也

完全不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就在那某个星系的过去。那么，对于我们地

球，在宇宙中肯定有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过去。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巨大得跨越

我们所有这些星系的生命，那他绝对可以一下子就观察到我们的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

去，而且是轻而易举。因此，宿命通功能其实一点都不神秘，我们可以说人人都有，只

是这个情况下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遥远的星系。还有，当我们想起过去的某个时

刻时，那种“记忆犹新”的感受是不是也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宿命通功能呢？可以说，记

忆就是这种功能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方面。  

时间和空间是不能分别谈论的。空间仅仅对其中的粒子，也就是生命，才有实际

的意义；或者说观察者必须置身其中才能真实地进行“观察”。时间也同样是一层空间

中的最基本组织成分，因此也可以叫做粒子吧，所以同样观察者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去有

意义地衡量。不然的话，我们无论如何去认识，都是奇怪而难解的，永远也找不到出

路。用法来衡量，那就是你必须同化那一层的法才能到达那一层。对于同等层次的，最

为接近人类的若干个空间，因为和人这里完全一样，那人类只要按照大法的指导，“重

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论

语》）  

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相互作用    

在高能物理学中，力的说法已经被相互作用的说法代替，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力

其实质不过是各种粒子之间的一种表现，用相互作用来表述这种表现更加符合事实。下

图是量子物理中一个质子和π介子通过交换一个π０而相互作用的 S（Scattering）矩阵

示意图。（其中的圆不表示粒子，而是表示粒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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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  

一， 我们空间的相互作用--力，是瞬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是不受我们这个

空间的时间制约。尽管这在亚原子世界需要一个极为短暂的过程，可是我们仍

然注意到，在这两个粒子决定交换粒子的时侯，是哪个粒子“首先”作出反应

的？其实是同时的。也就是说，不管这个粒子交换的过程有多么的短，可是这

相关规律进行的判决是完全不受我们这个空间的时间制约。或者说，不受我们

目前所认识到的时空中时间的制约。就是说，有一个更微观的裁决者，不但早

就在这两个不同的粒子上注入了一旦相遇就要发生什么事情的“缘”--规律，

更是时时刻刻都注视着、操纵着这一切。  

二， 在量子理论中，我们所认为的力，其实是微观上粒子交换的一种表现。

所以，在量子理论中，不再谈论什么作用力，而是用“相互作用”的说法来取

代了。原来，“力量”不是什么虚空的东西，就是物质演变、组合以及所产生

新物质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力是这种变化的规律。  

三， 可是呢，物质同时还是生命。如果我们这粒子是属于不同的生命，这不

就像两个人，你打我一拳，然后走了。表面是两个人摩擦，其实却付出了德，

得到了业力。可是这个图表明，量子理论目前仅仅能认识到德和业力这两种物

质在我们这个空间的一种表现，应有另外一种还没有发现。  

两个电子通过交换光子而表现出“相斥”；电子的相斥导致原子以至分子的相

斥；最终表现位我们认为的“力”。作用力其实是更微观物质的变化。高能宇宙线（高

能粒子）冲击地球的大气层，轰击大气层的粒子，产生许许多多的新粒子、新物质，给

地球带来新的能量。阳光普照万物，催动着这个环境的一切生生不息。地球的能量以热

能辐射的方式散发出去。这却使我意识到，其实那些高能粒子就是高层空间被打下来的

生命，进入地球这个环境就被解体了，成为地球环境中的粒子。大家知道，大气层还分

为若干层次，这些粒子必须一层一层地往下降。这就是生命转生的一种方式。黑洞的表

现，跟生命进入三界、地狱的过程很吻合，就是进去的一切就几乎绝对出不来，而且里

面物质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以上对新科学的探索，都是十分初步的尝试，值得探讨的还有光与光的传播、不

同空间物体的度量尺度、物质运动规律的表达等。 

展展展展                望望望望    

新科学有待寻找到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进行更加具体翔实的描述和进行

更加深刻的描述；而这种表达方式应该涵盖更加广阔的范畴、应该能够表达物质的真实

规律与精神，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够区分善与恶、好与坏。  

科学和善恶、道德有什么关系？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心“生”恶念的时候，他会感到那种不愉快、阴暗的坏

情绪充斥着整个身心，还弥漫在他身体的周围。你看，他被很坏的情绪给支配了，脸色

阴沉、举止异常等，他的身体相应地直接就会产生不好的反应。这个时候，就会在他头

脑中出现许多正常情绪下一般不会出现的各种强烈的、不好的念头不请自来。这些念头

虽然有可能随着情绪的恢复而一时消失，可是大多数都沉积在了头脑之中。这些东西，



                                                                            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现代科学的出路(FSC-015)                  
 

 11 

会是不时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浮现，从而反过来支配我们的情绪，甚至是行为。而且在这

种情况下，他几乎看什么都不顺眼、都别扭、都跟他过不去。原本看那个人一举一动都

还不错，可是现在怎么看人家都是别有用心，看身边的东西也是一样显得碍手碍脚的。

你看，当我们平静的时候、具有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他人、其他东西的善的

一面，当我们充满恶毒的时候，我们的眼里变得也只有邪恶。也就是说，就像墨镜一

样，这种不好的情绪、坏的东西，轻易地把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划上一道虽然看不

见、却感受得到的鸿沟，让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阴暗的世界。  

用不相信一切都是生命的观念包住自己，当然很难看到一切都是生命的体现。不

用善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就很难看到事物善的表现。规律、物质、万事万物，一切都是

生命；你不喜欢、不相信的不会到你身边。礼尚往来，你不把别人当人看，谁还把你当

人看？在社会上我们都还讲个起码的客气，才能和别人很好地沟通、和睦相处。修炼界

一直强调德、心性。  

而现在初步地看，中国古老的五行学说、阴阳生克学说就具备这种区分善与恶因

素——一切都按照道的规律运行；而与此相关的易学演算理论就具备这种反映真实规律

的能力——不是用数字的运算来表达规律，而是将数字的运算隐含在规律的演变中。  

数字和规律有什么区别？是表和里的关系。现在的数学，是纯粹的数字和抽象运

算的规律，并不属于事物和其规律。1+1=2和 1+1=3或者 4没有矛盾，各自有其不同的适

用范畴，这就是易学理论让今人最为不能认可的一个地方。还有，事物之间的规律不局

限于数字表示、运算表达。关于易学理论： 

A. 卦相其实是文字，和象形汉字有异曲同工之处。 

B. 变卦之变包括着数字运算的方面（反之不能成立）。 

古老的汉语象形文字也能够给我们以启迪。我觉得叫他象形不如叫形象更合适。

汉语古老的象形文字和其所描述的事物本身之间，有很深层次上的结构上的一致性；汉

语文言文里，表达事物与过程的方式十分特殊，也反映出另外一种很深层次的结构。汉

语的内涵之所以很深，可能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A. 古老汉字的结构直接源自五行、阴阳。古老汉字的结构直接源自五行、阴阳。古老汉字的结构直接源自五行、阴阳。古老汉字的结构直接源自五行、阴阳。其五行、阴阳属性和对应事物的根

本属性是一致的。  

B. 汉语字词的意思和词性会随着上下文汉语字词的意思和词性会随着上下文汉语字词的意思和词性会随着上下文汉语字词的意思和词性会随着上下文而有着十分大的差异。而有着十分大的差异。而有着十分大的差异。而有着十分大的差异。因为字词位置

不同导致整个句子的五行、阴阳属性就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是过去所

说的意境、气势。赋比兴手法、对仗等，追求的就是这种平衡。  

C. 文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如其人。不同道德品质、不同属性的人，不可能通过表面的掩盖而隐藏

得住自己的内涵：真实思想。如果真的要掩盖，就象肌肉表现得像骨骼一样

坚硬，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病态了。 

但是完全照搬这些是不行的，因为里面更加深层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所以这些学说、理论也必须经过同样的净化之后才有可能具有价值。大法是根本之根

本，进行衡量的标准就是法。  

综上所述，能够兼备以上优点的崭新科学表达手段的出现，值得期待；对这种新

科学的探索，值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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