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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质真的可以无中生有么？

真相总是带着那么一种极大的震撼力，因为你必须为此抛弃一些曾经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多时候当我

们了解了真相之后，我们宁可选择永远被蒙在鼓里，然而在知道真相之前，却总有那么一种好奇心迫使我

们去解开谜底。我相信宇宙的这个真相具有绝对的震撼力和杀伤力，那么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去面对它了

呢？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宇宙大爆炸学说，因为它是关于宇宙形成的最有影响的一种学

说。但像其他学说一样，它也不可避免地天生具有一个无可忽视的弱点。相信很多人已经对大爆炸学说有

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所以在这里不再对它做简单介绍，而直接进入问题的讨论。人们总是喜欢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大爆炸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宇宙学家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大爆炸

之前”。霍金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回答：“这个问题就像在问北极以北有什么一样毫无意义。”这个回答是

巧妙的，但也是不彻底的。其实“大爆炸之前”不同于“北极以北”，因为前者蕴含的本质问题是“物质

是怎样无中生有的？”而霍金并没有回答这一点。很多宇宙学家相信宇宙是无中生有的，尽管他们并不能

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其实体现出我们在两个“常识”上的矛盾，我们在生活中同时了解到两件事情：

物质不能“无中生有”，而我们的世界又是“存在”着的。如果二者只能取其一，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要么物质可以无中生有，要么我们的世界并不是“真实”存在。相信人们都会倾向于前者，而大爆炸学说

的支持者也试图让人们相信，对于大爆炸这一特殊事件，我们根本不能用常理对待。然而这并不能丝毫减

少人们的怀疑：既然大爆炸之前什么都没有，又如何会发生大爆炸？其实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有另外符合逻

辑的解释，但这种解释给人的震撼性却远胜于大爆炸。这篇文章只是作为一个开篇，接下来的几篇文章里

将会带领大家去揭示宇宙的本质，这一篇仅仅是在提出问题。宇宙从何而来？物质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

确实是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科学界至今仍没有给出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答复。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没有

答案，而仅仅说明我们没有领悟其中的含义。当然也许曾经有人意识到了真相，但是因为真相过于让人失

望，甚至极易让人产生误解，所以他没有说出来。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最有

可能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所坚信的东西让他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我不相信他没有跨出这一步，也许他

只是不想让人们失望。认识到了真相又能怎样？他无法作出终极的证明，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根本无法证

明，而只会让不求甚解的人们加深误解而已（这涉及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后面的文章中将会作出解释）。

其实令人失望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我们心中那些固执的天真的愿望。宇宙的真相无意要伤害我们，它只

是太冷酷了。或许正如爱因斯坦说的，“上帝是微妙的，但他绝无恶意。”

2 决定论

要揭示宇宙的真相，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也许看了后面的内容之后，你会感觉这和宇宙的

真相毫不相关，但是我认真地告诉你，只有在完全理解这些内容的前提下才能触及宇宙的真相。那么现

在，让我们先回到牛顿的辉煌时代，看看从那时就留下了的一些痕迹。自万有引力被牛顿发现的那一刻，

人类的世界就变得明朗起来。物理规律接替了宗教信仰，成为人类认识世界、认识宇宙的可靠途径。牛顿

曾把世界比喻为一个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切机械而精确地运行着，某一时刻宇宙的完整信息能够决定它

在未来和过去任意时刻的状态。对此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的比喻，即世界就像一部庞大的影片：正在放映的

影片或者剧照是现在，已放映过的影片构成过去，尚未放映的构成未来。在影片中，未来和过去并存；在



和过去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未来是确定的，尽管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不知道未来。这个比喻

有些繁琐，但它大致表达出了决定论（Determinism）的含义，即世界的因果性。而我们对于宇宙真相的
揭示就以决定论为重点来展开，最终会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系列文章的最后才会揭晓）。历史上

不乏决定论的支持者，从牛顿到拉普拉斯，从斯宾诺莎到爱因斯坦⋯⋯列举这些人物没有其他的目的，而

只是想告诉大家，当你们在下面的文章中看到了你所不相信的东西时，请不要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去轻易

否决它。耐心地看完我的解释，也许你会有新的收获。关于决定论我们能够初步得到的最浅显的结论是：

世界是确定的，万事万物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坦白地说，这意味着未来是确定的。举个例子，

当我们掷骰子的时候我们认为骰子的点数是未知的，但是如果知道了关于骰子的形状、质量、抛出时的初

速度、角度、空气阻力、桌面的质地、摩擦系数等等一切所需要的初始条件，假设我们拥有足够的计算能

力去处理所有这些数据，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预知骰子的点数呢？如果你去问拉普拉斯，那么他会不假思索

地做出肯定回答：“是的。”拉普拉斯甚至断言：假设有这样一位智者，他能够了解到宇宙某一时刻所有粒

子的运动状态，并且他拥有无限的计算能力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看到将

来发生的一切。后人把拉普拉斯假想中的这位智者称为“拉普拉斯妖”。抛开这句话本身的对错，它至少

表现出决定论在 18、19 世纪的科学界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肯定有人会对拉普拉斯发出诘难：“嘿，老兄！
除非你能预测未来给我看看，否则我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也许拉普拉斯会这样回应：“你相不相信我管不

着。我不是那个智者，我没有能力预测未来。就像我无法搜集到宇宙中所有星系的运动情况来证明万有引

力是普遍适用的，但我相信即使是那些我看不到的遥远星系，它们也在遵循着引力定律。”到底拉普拉斯

是不是正确的呢？客观地讲，拉普拉斯的“智者”是存在技术问题的。他的那句话可以理解为：假设我们

拥有一台理想的超级计算机，我们就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事实上这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因为在计算的

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无限不循环的数据，例如圆周率 �。在现实中，不管计算机的运行速度
多快，它的每一步运行都必定花费一段有限的时间（即使这段时间非常短），而在处理像 � 这样的数据时，
由于小数点后面有无限位，那就意味着在我们知道了一个圆的半径去求它的精确周长时将会耗费无限的时

间。要想进行计算，必须截取到小数点之后的某一位才行，这样的话就必然会在大量的计算数据中引入误

差，并且许多误差会在后面的一步步计算过程中被“放大”，甚至导致最终的计算结果和事实相差很远。

这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初始条件中的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就给结果带来了巨大变化。

拉普拉斯是错了，他再伟大也不是上帝，也有犯错的时候。但是话说回来，对拉普拉斯的否定并不能等同

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决定论（很多科普作品中总是草率地拿它作为否定决定论的证据），因为数学计算只是

我们描述物体状态的一种工具而已。在大自然中，我们不需精确计算一个圆形物体的周长，因为它的周长

是本身就存在的（先于 � 的存在）。我们也不需要计算一把直尺的精确长度，它该有多长就有多长。在一
个小球和其他物体发生力的作用的时候，它受怎样的力就怎样去运动，这可以看作它的本质属性，本身就

不需要经过数学的运算，因而不存在数据必须截取到某一位的尴尬。至于蝴蝶效应，其实它并不能作为

混沌理论的支持。因为在决定论的观点下，某一时刻的状态（这一状态指的是宇宙中所有物体的状态）确

定了，其余时刻的状态也被确定下来。换句话说，在蝴蝶扇动翅膀之前，它扇动翅膀的动作就已经被决定

了，它根本没有机会去制造所谓的混沌。否定决定论的其他证据还有无规则运动、概率和偶然，在下一篇

文章里将会对这些证据进行一次“大清洗”。

3 无规则运动、概率和偶然

我们最早接触到“无规则运动”（random motion）这个词大概是在学习“布朗运动”的时候。1827
年，英国植物学家布朗用显微镜观察悬浮在水中的物质微粒时，发现微粒在不停地迅速运动着，并且运

动轨迹杂乱无章，这便是布朗运动。其实“无规则运动”这个词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

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无规则运动”，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我们知道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

是因为它受到了外力的作用，悬浮在水中的微粒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布朗运动的“无规则”到底从何而来

呢？每立方厘米的水中大概有 3.35×1022 个水分子，每个水分子每秒钟都和大量的其他分子不停地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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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庞大”的微粒悬浮在水中，那么它在接触水面的各个面上都必定受到难以计数的水分子的不断

撞击，当微粒足够小的时候，它在各个接触面上受到的力会非常不均衡，当这些力的合力足以明显地改

变它的运动状态的时候（并且合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微粒就表现出了“无规则运动”。之所以被认

为是“无规则”，只是因为导致现象发生的细节过于繁杂，而我们又根本无法掌握它。但是虽然我们不能

预测出微粒的轨迹，但微粒却毫无疑问是遵守规则的——物体之间力的相互作用。其次是概率，常见的例

子有掷骰子、抛硬币、伽尔顿板实验。关于抛硬币可以参考上一篇文章中关于掷骰子的讨论，在这里简单

说一说伽尔顿板实验（见文章末尾处的注释）。为了节省篇幅，把它简化一下吧。设想一个对称的细口瓶，

如果我们在瓶内放置一块挡板将瓶底一分为二，然后从瓶口往下扔小球，那么小球要么落在挡板左边，要

么落在右边。当我们进行大量重复实验的时候，落在左边的小球和右边的小球数目大致相等，人们就会这

样说，小球落到左边和右边的概率相等，都是二分之一。但是概率只是一种表象，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很

显然，瓶口的直径必须大于小球的直径，这样小球才能够落下去。让我们用挡板所在的平面将瓶口一分为

二，如果小球是垂直下落的话（简化处理），那么它下落初始时刻的重心偏于瓶口左侧就最终落于左侧，

偏于右侧则落在右侧，这毫无概率可言。因为是随意地放入小球，所以我们并不在意把小球放在瓶口的哪

一个位置去下落，这导致了大量小球在瓶口的下落点基本是均匀分布的，从而最终导致小球落在挡板左侧

和右侧的数目大致相同。当我们抓上一把小球塞进瓶口的时候就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点，重心在瓶口左侧的

小球和右侧的小球数目相当。在这里暂不讨论更为复杂的情况，只想借此说明一点，所谓的概率只是一种

表象的规律（当然个人认为这也包含着后面一篇文章中要说明的量子力学的概率），是我们对某些成因过

于复杂的现象所进行的一种简单的归纳化的处理，毕竟我们在技术层面根本无法对伽尔顿板实验中的每一

个小球进行准确的受力分析。最后是“偶然”，关于这个争议很多，我也不想多费太多的文字。我只能说，

假如你相信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由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并且它们遵循确定的力的规律的话，那么一切都被其

“初始状态”（这里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这一点在后面的文章中将会进行讨论）

决定了，只有必然，没有偶然。万事万物不过是数量庞大的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它造成的表象常常

复杂得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说到这里，你也许会辩驳说，微观粒子并不遵循确定的力的规律。这一点

必然要涉及量子力学，在下一篇文章里将重点围绕波尔和爱因斯坦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展开。

注释：伽尔顿板是一个竖放的扁平长方盒子，盒子前面是一块透明玻璃，上端有一个落小球用的漏口，

中部钉了许多钉子，靠下一排的钉子都是钉在上面一排两个钉子的中垂线上，盒子底部是许多等距槽格等

构成，如图所示。当小球从漏口落下时会不断地碰撞钉子，最后落在下面的某一个槽格内。大量的小球一

起落下后，小球在槽内的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

4 爱因斯坦的上帝、决定论和宿命论

人类曾经有很多疑惑：为什么会有潮起潮落，为什么星星总可以挂在天上，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球

另一端的人们却不会“掉下去”⋯⋯在牛顿之前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于是便诞生了“上帝”。这就是

人类曾经的弱点，在实在无力解释某些现象的时候就倾向于引入一些含混不清的概念。事实上它确实很

方便，因为你可以说是上帝控制了潮汐，也可以说是上帝把星星挂在了天上。但牛顿不相信上帝，他发现

了万有引力定律，从而迫使上帝退居二线，让物理规律成为世界的主宰。牛顿相信这个世界是确定性的，

爱因斯坦同样相信。很多人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最终都走向了神学，这种观点实在是肤

浅至极。牛顿的时代过于久远（很多东西已经无法考证）所以暂且不提，只说爱因斯坦。他曾经说过一句

话：“上帝不掷骰子。”很明显这是针对量子力学说的，而这里的上帝当然是指客观而明确的物理规律，而

不是教义上那个人格化的上帝。但即使这样，爱因斯坦的上帝也遭遇到了挑战。二十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

量子理论把不确定性带入了物理的领域，这一点是爱因斯坦不能接受的，后来还引发了他和波尔长达半个

世纪的著名争论。爱因斯坦希望用一些思想实验推翻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都没有奏效，波尔每一次都

能够自圆其说。很多人说爱因斯坦输了，这就像我起兵攻打你的城池，如果你暂时坚守住了，那么你便是

赢家，而我就被认为是输掉了。爱因斯坦在本质上并没有输，他只是和波尔打了个平手。波尔认为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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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本质就是随机和偶然，爱因斯坦则认为概率的背后必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在这里拘泥于这

个问题其实毫无意义，波尔和爱因斯坦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而我们现在的技术和理论水平也远未达到完

全证实谁对谁错的程度。爱因斯坦站在了确定性的一方，他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倒向了量子

力学。他们都是些实用主义者，不管那波函数公式是如何得来的，只管它是否符合实验结果。就好像伽尔

顿板实验，实验的背后仅仅是小球的受力运动，但是大量小球下落后的测量结果却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律。

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正态分布，即使那只是必然的表象。他的好友埃伦费斯特曾经这样说：“爱因斯坦，我

为你感到羞耻！你对待量子力学的态度就像当初那些反对相对论的人一样。”波尔也一直试图说服爱因斯

坦，但直到爱因斯坦死去他都没有能够做到，这成为波尔一生的遗憾。其实爱因斯坦完全有理由怀疑量子

力学的不完备性。我们在微观领域无法解决的疑问远远多于那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还未了解它的全

貌之前就把某些现象归于概率的做法实在太过肤浅和武断。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探索继续下去，直到认识到

更为本质的规律。现在再把话题转回到决定论上面，很多人把决定论称为“科学宿命论”，这并不是很恰

当。决定论和宿命论的本质差异就在于决定论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是由物理规律决定的（物理定律导致

了一切因果关系，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而宿命论则把这一切归咎于人格化的神的意志。决定论是清晰

的，而宿命论是模糊的。也许你会说他们的结论相同，那就是“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必

须对“命运”下一个定义。我们通常理解的“命运”其实仅仅是指事物表面上的发展趋势，它就是可以被

改变的。比如你生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如果你肯努力，你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你并不能改变

真正的未来。如果一切都遵循明晰的物理规律，那么“初始时刻”的状态就决定了将来的一切。爱因斯坦

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幻觉，尽管这种幻觉有时还很顽固。”你以为你可以改变未

来，因为你并不知道未来的具体模样。也许会有人说，如果未来是被决定了的，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和工作

还有什么用，倒不如整天去睡大觉。是的，你完全可以去睡大觉，物理规律并不会去阻拦你。但如果你真

的选择去睡大觉了，这也是被决定了的。这样说倒像我们都成了规律的“傀儡”，但有谁不是呢？我们无

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规律，尽管很多规律我们还无法理解。但是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决定论并不能成为

堕落的理由，因为个体必定是有局限性的。也就是说，你只是一个人，只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极其微小

的组成部分，你不是整个宇宙，你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所以，即使未来是被决定了的，也并不妨

碍你去做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情。未来是确定的，但对你来说是未知的，所以狭义上你有做出选择的权

利。至于这个选择是不是被决定了的，对个体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爱因斯坦从来不会无端地去强调决定

论，更不喜欢强调未来是确定的（这会给不明就里的人产生误导）。其实决定论的意义只有两点，其一是

肯定了事物的因果性，另外就对无中生有的解释（几乎现有的一切都不能判定爱因斯坦和波尔的对错，只

有在这一点上可以初见端倪）。关于“无中生有”只放在最后一个章节来谈，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用一个

章节讨论一些电影（黑客帝国、异次元骇客等），做为最后的准备工作。

5 真实性

说起黑客帝国，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但恐怕很多人只是冲着火爆场面去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电影

中炫酷的电脑特技和紧张刺激的情节。这一点可以从票房中看出来，一句“终结史上一切追车戏”的豪言

为黑客帝国 2 带来了远远高于其他两部的票房。在所有虚构背景和情节的电影中，黑客帝国无疑是最成功
的一类。庞大的架构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并没有给它带来太多逻辑上的硬伤，这是尤为难得的，而很多人指

出的 bug 其实是由于没有完全理解电影内容的缘故。关于黑客帝国实在有太多内容值得讨论，但在这里仅
仅就“真实性”做些探讨，因为这有助于对宇宙最终真相的理解。黑客帝国 1 有一个典型的情节，当尼奥
知道自己进入一个运行中的电脑程序里的时候，他摸着沙发，仍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只是程序运转的结

果，于是问莫菲斯：“这不会是真实的吧？”莫菲斯回答：“什么叫做‘真实’？你怎样定义‘真实’？如果

说是你能感觉到的东西，你能闻到的气味，你能尝到的味道和你能看到的东西，那么所谓的‘真实’就是

你大脑做出反应的电子信号。”是的，我们对世界真实性的理解通常是借助我们的主观感受来完成的，而

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复杂的物理规律之上。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握住一块石头的时候，力的作用使得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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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细胞受到刺激，产生电位差，然后沿着神经传到大脑，随后大脑做出相应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则对

应着我们所感受到的石头的硬度。一切的背后都潜藏着物理规律，即使我们还对它知之甚少。那么问题就

来了，当我们的大脑接受到和现实经历相同的电子信号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什么反应，我们会把虚拟当作

真实吗？毫无疑问会的，就像 matrix 中的人们那样，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因为他的
感受让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世界是否真实？这个问题不免会让一些人感到可笑，他

们认为这个世界当然就是真实的。然而这种判断终究无法超脱于人类的主观感受，我们只能感受这个世

界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就像莫菲斯的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样，很多人曾经做过逼真的

梦，在梦境里你感觉一切是如此真实。如果你无法从梦中醒来，你如何知道那只是个梦境？我们当然不是

生活在 matrix 里面，因为我们世界极高的复杂程度。这一点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还会仔细讨论；从另一
个方面来讲，matrix 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这意味着存在真正的现实物体来控制这种虚拟的存在，所以
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对我们的真实性提出挑战。现在来说说“异次元黑客”，它的知名度远不如黑客帝国，

但也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它的大致内容是：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批科学家开发出了一个完整

的系统，通过这个系统，科学家们可以完美地在电脑中再现 30 年代的洛杉矶。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虚幻的
城市中，不知道自己的世界是电脑创造出来的⋯⋯这部电影里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使是“虚拟”出来的

人，他们也是建构在一定的逻辑体系之上，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情感，他们会对发生的事情做

出反应，就像那些生活在真实世界的人们一样。那么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仅仅是一

个生活在“虚幻”中，而另一个生活在“真实”中？如果对双方而言拥有的感觉是等价的，那么真实和虚

幻又有什么差别呢？历史上有不少人对“真实性”感到困惑，因为它很难从客观的逻辑上直接得到证明或

是证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判断“真实性”的所有线索。在一个完善的逻辑体系中，我们总是

可以通过自洽性来排除一些错误的论断。下一篇文章里，将揭示建立在决定论之上的宇宙真相，揭示物质

的“无中生有”。

6 关于“无中生有”的最终解释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写这一篇文章的难度明显比前五篇文章的难度大，因为要寻找一种恰当而便于理

解的叙述方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此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如果现在不写，今后恐怕就没有时间和

心情去写了，所以只能尽力而为。需要在此说明一点，这里关于“无中生有”的最终解释是建立在决定论

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理解决定论，就请不要再往下看了）。虽然我们对爱因斯坦和波尔的争论

尚且无法下一个定论，但是至少对于“无中生有”这个问题上，决定论可以给出一个自恰性的解释（尽管

这个解释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却是唯一自恰的解释），而量子论却不能。让我们回到第一篇文章中那

两个常识性的矛盾上来，在生活中我们同时了解到两件事：物质不能“无中生有”，而我们感受到的宇宙

却又是存在着的。这两个常识看似是矛盾的，因为既然不能“无中生有”，我们的世界又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原本什么都没有，如何能够凭空产生物质？现实世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悖论，所有的悖论都是因为

概念不够细化或理解不够透彻而导致的 �。那么“无中生有”又该怎么解释呢？其实我们一直误解了我们
的宇宙，因为我们过于相信和依赖自身的感觉。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宇宙是完全真实地存在着，然而这种真

实性却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为了便于理解，先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存在一个“虚拟”的宇

宙和我们的宇宙在某一时刻完全相同（拥有相同的物质，并且每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运动状态都相

同），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决定论告诉我们，在那个“虚拟”的宇宙中，一切都会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一

样，我们世界发生什么，那个虚拟的宇宙中就应该发生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你认为你自己是真实存在

的，同样虚拟世界中的那个你也认为自己是真实存在（如果不理解可以再去看看第五篇文章）。假如我们

就生活在那个“虚拟”的世界中呢？说到这里，恐怕已经有人想到了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

体。如果我们的世界真的就是那个“虚”的宇宙，那么“无中生有”便不会为我们的世界带来矛盾，因为

如果一切物质的本质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存在，就没有了无中生有的悖论。我们的宇宙其实就是一个

逻辑体系，只要有一个“初始时刻”（任何时刻都可以看作初始时刻）的物质和基本规律，那么一切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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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在这个逻辑体系中按照既定的规则发展。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存在”这个词，从本质上说，没有绝对

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在本质上具有相对性。宇宙的本质虽然是无，但是这种“无”对我们而言却没什么

意义，因为我们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是这个逻辑体系的产物，是相对于这个宇宙而存在着的。理论上存

在无数的宇宙，而我们的宇宙仅仅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一把沙子也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宇宙，但这样的宇宙

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庞大而复杂的宇宙当中。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平行宇宙理论，

但它比现有的平行宇宙理论更深刻。现有的平行宇宙理论只是为了应付量子力学中暂时难以解释的现象，

而不是基于决定论所做出的推论。为了说明两者不同，有必要举个例子。时空旅行会遭遇“外祖母悖论”，

假如你回到过去杀死了自己的外祖母，你就不会降生，如果你没有降生，怎么回去杀死外祖母？现有的平

行宇宙理论给出的一种解释是，有两个平行宇宙，你回到了另外一个宇宙杀死了外祖母，而原来那个宇宙

中你的外祖母安然无恙。本质上说，这种理论对于这些平行宇宙之间的联系含混不清。而在决定论的宇宙

中，所有的平行宇宙之间绝对毫不相干。就算真的能够回到过去，也无法改变过去 �。对于决定论的宇宙
而言，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看作“初始时刻”，向两个方向（过去和未来）无限

延伸。我们观察到宇宙是膨胀着的，这被很多人当成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论据。在一个计算机模拟宇宙回

溯的实验中，最初宇宙是汇聚的，密度越来越大，然而它并没有缩回所谓的“奇点”，而是开始反弹膨胀。

收缩、膨胀，循环往复，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

注：文章中的 �、� 两处均和终极理论有关，今后还会作出具体解释。这篇文章并不是终点，接下来还
会有几篇后续文章，主要针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修正”和说明。

7 光的本质是粒子还是波

碍于科技水平和认知范围的限制，在不同时代的人们会对同一个问题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类对光

的探索史是非常曲折的，也是非常典型的。关于光的本质的争论，起初大部分人相信牛顿的说法，认为光

是一种粒子，后来一些实验现象的发现又让主流观点倒向了光的波动说，最后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光的波粒

二象性。至此，多数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其实我们对光的了解实在太少，所有的讨论都注定

要局限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但即使这样，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澄清。首先，一部分人应该是误解

了爱因斯坦的意思，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对于时间的平均值，光表现为波动性；对于时间的瞬间值，光表

现为粒子性。他仅仅是说，光在宏观上可以表现出波动性和粒子性这两种性质。但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性质

都是光的本质。曾经有人反驳说，如果光是粒子，那么一束光在垂直照射到镜面后就不能原路返回且不受

任何影响，而且在夜晚的时候，两只手电筒发出的光束不会因为光路在某一空间内的重合而改变光的传播

方向。他们把光束想象得太密集了，以为光粒子充满了整个光束的空间，但这样的光束其实应该是非常

“稀薄”的。就像我们以为一块钢铁的密度非常大，然而它内部原子核的分布其实却非常稀薄。在非常大

的空间里，稀薄的光束即使原路返回，相互碰撞抵消掉的光子也是微乎其微。所以这并不能反驳粒子说。

让我们再看看最初对波的认识。当我们抖动一条绳子的时候，会看到波沿着绳子传播。风吹动湖面形成水

波，当水波碰到一个宽度适当的狭缝时会产生衍射现象⋯⋯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绳子和水既是一种粒

子，又是一种波呢？绳子和水都是由粒子组成的，当被施加了外力作用之后，粒子必然会因受力而运动，

这种大量粒子的特定条件下的运动在宏观上就表现为我们所看到的波。同样地，水波的衍射也不过是特定

情况下大量水分子运动的宏观表现而已，它的本质仍然是粒子之间的力的作用。对于光来说，如果它是一

种粒子，那么大量的光粒子在经过特定的狭缝的时候也可能像水那样表现出干涉或衍射的特性，难道我们

就可以据此认定光的本质就是一种波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光的本质是粒子，波不过是一种宏观表象。而

那些光的干涉和衍射的实验其实并不能作为波动说的证据。真正能为光的波动说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的

是麦克斯韦，他发现了电磁波，并指出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形式，而电磁波是一种能量。所以这个问题的本

质其实应该是：光到底是一种物质，还是一种能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大概超出了我们的时代，讨论起来

可以有非常繁多的可能性，只有到此为止了。总之，因为物质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所以能量可以看

作物质的一种形式。这个世界的本质还是物质的世界，而不是什么波动之类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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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霍金名言：“我注意过，即便是那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且我们无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之前

都会左右看。”。霍金显然没有分清楚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区别。

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不可能被同时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和动量的不确定

性是不可避免的。海森伯发现，量子力学对基于经典力学的那些物理概念，如位置和速度，施加了一种应

用限制。人们不再能同时谈论电子的位置和速度，因为它们不能以任意精度被同时测定，并且这两个量的

不确定度的乘积将大于普朗克常数除以粒子的质量。这一关系后来被称为海森伯不确定关系。

可以这样来通俗理解波粒二象性及测不准关系：一个测量器件只能小到这种程度：它可以小到同一个

亚原子粒子一样小，但却不能小于亚原子粒子。它所使用的能量可以小到等于一个能量子，但再小就不行

了。然而，只要有一个粒子和一个能量子就已经足以带来一定的变化了。即使你只不过为了看到某种东西

而瞧它，你也得靠从这个物体上弹回来的光子才能看到它，而这就已经使它发生变化了。这样的变化是

极其微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把它们忽略掉，而且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变化仍然存

在。不过，要是你所碰到的是极其微小的物体，这时就连极其微小的变化也显得挺大，那又会出现什么情

况呢？例如，如果你想要说出某个电子的位置，那么，为了“看到”这个电子，你就得让一个光量子（更

可能是一个 � 射线光子）从它上面弹回来。这样一来，那个光子就会使电子的位置发生变化。具体地说
吧，海森堡成功地证明了，我们不可能设想出任何一种办法，把任何一种物体的位置和动量两者同时精确

地测量下来。你把位置测定得越准确，你所能测得的动量就越不准确，你测得的动量越准确，你所能测定

的位置就越不准确。他还计算出这两种性质的不准确度（即“测不准度”）应该是多大，这就是他的“测

不准原理”。

由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 玻尔和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 海森堡于 1927 年在哥本哈根合作研究时共同提
出的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此诠释主张用概率来说明粒子在量子力学系统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经

典物理的牛顿力学中，对一辆直线行驶中的汽车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初速度和加速度已及初始位置而

准确预知汽车在一定时间之后的位置及速度。而在量子力学系统中我们不可能预知某一时间的粒子所在，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概率来估计它可能但不确定的位置。这个看起来十分牵强的理论确实在一段时

间内遭到了不少的批判。爱因斯坦在这个理论刚被提出时曾说：“上帝不通过掷骰子来做决定”。爱因斯坦

就不喜欢这个派，除了“上帝不会掷骰子”，他还有另一句讽刺哥本哈根诠释的名言“月亮是否只在你看

着他的时候才存在？”

薛定谔的猫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 薛定谔试图证明量子力学在宏观条件下的不完备性而提出的一
个思想实验。实验内容如下：把一只猫放进一个封闭的盒子里，然后把这个盒子连接到一个包含一个放射

性原子核和一个装有有毒气体的容器的实验装置。设想这个放射性原子核在一个小时内有 50％的可能性
发生衰变。如果发生衰变，它将会发射出一个粒子，而发射出的这个粒子将会触发这个实验装置，打开装

有毒气的容器，从而杀死这只猫。根据量子力学，未进行观察时，这个原子核处于已衰变和未衰变的叠加

态，但是，如果在一个小时后把盒子打开，实验者只能看到“衰变的原子核和死猫”或者“未衰变的原子

核和活猫”两种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系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处于两种不同状态的叠加态而成为其中的一种？在打开

盒子观察以前，这只猫是死了还是活着抑或半死半活？这个实验的原意是想说明，如果不能对波函数塌缩

以及对这只猫所处的状态给出一个合理解释的话，量子力学本身就是不完备的。

这个思想实验的意义是，将量子力学理论从微观领域带到了宏观领域，而导出和一般常识相冲突的结

果。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当观察者未打开盒子之前，猫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状态，该状态可以

用一个波函数来描述，而波函数可由薛定谔方程解出。一旦观察者打开盒子，波函数会坍塌 (Collapse)，
猫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只会是“生”或“死”的状态之一。这导致了对世界的客观性和人意识的作用的讨

论。

顺便提一下量子力学多世界诠释对这个试验的解释：当观察者打开盒子的一刻，世界会分裂成多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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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而观察者只能进入众多的世界其中的一个，所以观察结果因此只有一个，猫是“生”或“死”。而在

其他世界里猫的状态会由薛定谔方程决定。原子核衰变的概率越小，拥有活猫的世界就越多。

１９５７年，埃弗雷特提出的“多世界诠释”似乎为人们带来了福音，虽然由于它太离奇开始没有人

认真对待。格利宾认为，多世界诠释有许多优点，由此它可以代替哥本哈根诠释。我们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埃弗雷特的多世界诠释。

格利宾在书中写道：“埃弗雷特⋯⋯指出两只猫都是真实的。有一只活猫，有一只死猫，但它们位于不

同的世界中。问题并不在于盒子中的放射性原子是否衰变，而在于它既衰变又不衰变。当我们向盒子里看

时，整个世界分裂成它自己的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在其余的各个方面都是全同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其中

一个版本中，原子衰变了，猫死了；而在另一个版本中，原子没有衰变，猫还活着。”

也就是说，上面说的“原子衰变了，猫死了；原子没有衰变，猫还活着”这两个世界将完全相互独

立地演变下去，就像两个平行的世界一样。格利宾显然十分赞赏这一诠释，所以他接着说：“这听起来

就像科幻小说，然而⋯⋯它是基于无懈可击的数学方程，基于量子力学朴实的、自洽的、符合逻辑的结

果。”“在量子的多世界中，我们通过参与而选择出自己的道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隐变量，

上帝不会掷骰子，一切都是真实的。”按格利宾所说，爱因斯坦如果还活着，他也许会同意并大大地赞扬

这一个“没有隐变量，上帝不会掷骰子”的理论。

这个诠释的优点是：薛定谔方程始终成立，波函数从不坍缩，由此它简化了基本理论。它的问题是：

设想过于离奇，付出的代价是这些平行的世界全都是同样真实的。这就难怪有人说：“在科学史上，多世

界诠释无疑是目前所提出的最大胆、最野心勃勃的理论。”

“薛定谔猫”像所有的悖论一样，考验人来智慧的同时，也给人类洞开了另外一扇知识的大门，人类

可能将因此向前大踏一步。人们能够容忍这样一只“猫”毫无顾忌地蹦来蹦去么？恐怕，也很难有谁敢于

理直气壮地给予肯定的答案，因为，谁也不能无视，这只“猫”的身上，的确带有让人战栗的“邪恶”，

它引起的动荡，绝不不亚于当年“日心说”在欧洲大地引起的惊恐。然而，每当人类经受一次自我否定的

阵痛，又预示着人类正要踏上一个通往崭新天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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