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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禅】电子禅悟集[1]：序言 

   

  我们的祖先大都是学文科的。几千年来，研究最多的就是修身养性和仁义道德，给我们

后人留下的不乏对客观世界及自身的感悟和精彩的诗篇，但类似牛顿三大 定理的东西却不多

见。天道循环，适者生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被世界抛在了身后，倍受理科出身的西方

人的折磨和欺辱，如果不是我们人多势众，恐怕现在早 已属于“濒危物种”了。这个教训实

实在在让我们懂得了“偏科”的危害，所以现在中国学生都喜欢学理科。我也没有例外，虽

然我不爱数学，却也在当今最热门的 电子科技中淘金，上完了硕士还要上博士。在上大学

时，宿舍夜话中我们把祖先骂得一文不值以后，回过头也是认真的想了一想，祖先到底给我

们留下了什么？ 

   

  翻了翻祖先留下的资料，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要数佛道儒的经典了，经过一番思索与参

悟，我才发现，中华文明历来都是开放的文明，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 想，崇尚天人合

一、仁义道德、慈悲济世、和谐统一、兼蓄并包。佛道儒精神虽然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

可惜现在被扭曲和误解的居多，以致于在一般人眼里他们 已经成为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代名

词了。我不禁要为祖先叫屈，为我们不能理解祖先的精神而羞愧。 

   

  本来我是不愿意写书的，因为书是要留给后人的东西，自己才疏学浅，悟到的东西不

多，实际证到的就更有限了。可是在如今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思想不断 的渗透到我们的

生活当中，各种庸俗不堪的东西已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比如性开放，杀生，暴力，物欲横

流，金钱至上，破坏掠夺自然等。盲目地追求人类贪欲的 满足成了我们发展的原动力，结果

我们人类的发展是加快了，而且加速度越来越大，可是带来一连串的问题：人心的混乱，环

境的恶化，灾害频繁发生，物种的灭 绝，资源的消耗殆尽等等，发展越快，压力越大，人活

得越累。人类社会正象开足了马力的汽车在越来越快的向前飞奔，如果缺少理智，这样下去

只会导致人类快速 的毁灭自己。人类急需要有一大批的人来提倡恢复理性，以改造推动人类

发展的原始的动力装置，使之以一种更安全平稳详和的方式运作。 

   

  而我们祖先开创的中华文明恰恰符合这种条件：佛家对宇宙及自身的认识，可以使我们

明白宇宙于自身的本质，知道善恶是非；儒家的中道仁义，可以使我们重 建人类的道德规

范；道家的天人合一可以使我们协调的与宇宙万物共同发展。其实佛道儒的精神精髓一点都

没有过时。本人不才，试总结如下： 

   

  佛家精髓――众生平等，这里的众生也包括动物，他们也是有情众生，有喜怒哀乐等七

情六欲；人人皆有佛性，也就是人人皆有可觉悟自己的本来与宇宙的本质 的能力，人人都可

以达到完美的境界；慈悲为怀，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心怀慈悲，则可少做亏心之事，利于

社会及众生；心物一元，世界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 物的，而是心物一元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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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精髓――道为万物功德母，道即规律，万物存在运行无不遵从其道；德是为人之根

本，无德则人类妄称大自然的精灵，只能变成自然界的妖孽，破坏自然的凶手；天人合一等

等。 

  儒家精髓――儒家教人们过正常的人的生活，子不语神怪力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等等。 

   

  我水平有限，所感悟的属于佛学基础的范围，书中提到的东西可能有不妥之处，还望各

位大德不吝赐教。作为投石问路，我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出来广发议 论。能引起广泛的

争论也是一件好事。许多时候想说服别人很不容易，但只要谁提出的观点是正确，它迟早还

是要产生影响的。正如佛家有一句话“一入耳根，永为 慧种”。愿中华文明在争论中发扬光

大。如果大家的努力能使得世人心向善、向理性的境界更前进一分，则此事比其他任何事情

都有意义。 

   

  世界需要中华文明重新发光，中华文明一定会重新发光！ 

   

   

   

  【电子禅】电子禅悟集[2]：电子禅简介 

   

  人类存在于荒凉寂寞的宇宙中确实是个奇迹。每当我们从天文望远镜中面对茫茫太空，

观察着灿烂的星系近似静止不动的生灭变化，或从电子显微镜中看到构成 我们自己的高速旋

转着的原子世界，相信每个人都会心潮澎湃、暇思万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为什么会有我？宇宙的实相是什么？有没有其他形式 的生命？有没有极终真理？”。 

   

  自从有了人类以后，这些问题被无数的人们思考过、解释过。然而,“千江有水千江月，

千江月同影不同”，宇宙的实相如月亮只有一个，而我们每个人乃至不 同的物种对它的认识

却千差万别。人类毕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种，我们的眼睛并没有经过任何校准，我们怎能知

道我们认识的世界是扭曲的还是正确的呢？到底人类 能不能认识到宇宙的实相呢？有没有认

识宇宙人生实相的方法呢？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叹服我们伟大的导师——释迦牟尼佛

祖，他不仅给我们介绍了宇宙人生 的实相，也给我们开示了认识自我和宇宙的方法——

“禅”。 

   

  那么什么“禅”呢？“禅”即“禅定”，是梵文音译而来的，意思为是“静虑”或“思

维修”。“禅”就是般若直观的智慧——现观万物本来面目的智慧。万事 万物虽然各以原本

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眼前，但由于人们执着于经验、观念、见解、理想、抱负、愿望等各种局

限性遮盖而无法看透。而使人穿透重叠的“烟雾”，现 观到诸法本来面目的就是禅。用一个

比喻能更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的心仿佛是一杯水，心在接受眼耳鼻舌身等传来的信息在

不停的识别这个世界，就如同水在不 停的搅动，运动的水反映出月亮的影子是扭曲的，所以

许多我们自认为“客观”的真理往往夹杂着人类本身的立场和局限性。而“禅定”如同停止

搅动，让水自然恢 复平静，这时水便能正确的反映出月亮的本来面目了。 

   

  佛祖在菩提树下入禅定四十九天，彻悟了人生和宇宙的本来。后来禅作为一个佛门宗

派，随达摩祖师传进中国，到六祖惠能时禅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禅”慢 慢也成为了一门

学问，其含义范围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如何从现代科技的角

度看待佛学？这里我们介绍“电子禅”以抛砖引玉，它的 含义有二：一是从电子的角度去禅

悟世界，二是利用电子技术传播禅学。下来我就从几个方面简单谈谈“电子禅”吧。 

   

   

  从电子的角度看物质世界和人文社会 

   

  世间万象，在人的眼睛看来是纷繁多彩，而从电子的角度来看，不过是原子的不同组合

方式而已。人眼中大浪滔滔，只不过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秧氧原子结合起来跳舞而已。人眼

中火车奔跑，只不过是一队铁原子夹杂一些硅等其他原子移动而已。 

   

  透过纷繁的物质外相如软硬红黄蓝绿等，其实大家都知道原子核外的电子的运动有三种

形式：一种是只围绕自己的核转动，这是普通的核外电子；一种是不光围 绕自己的核转动，

也围绕别的核运动，这是共价电子；还有一种是从不围绕一个固定的核转动的，这是自由电

子。 



   

  正是由于核外电子顽固的绕核运动的存在，才是物质世界能基本稳定存在的基础。而我

们的地球也类似太阳的核外电子。太阳地球如果从比他们大亿亿亿亿倍的 角度看，也只不过

是清凉带电的原子核。从人文社会的角度看，家庭正是一个原子核，而家庭成员围绕家的运

动，才是我们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 也只顽固的围绕自己的家转。 

   

  而共价电子的存在，使物质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多彩，如果大家都围绕自己的核转，那就

如惰性元素一样，也不会形成分子，乃至大分子，各色的化合物，有机体 等等。而这些原子

的核外电子只是最外层的电子参与了围绕别的原子的运动，就如我们不光为自己的家服务，

我们还有一部分精力投放到家庭以外，而且还同时担任 各种社会角色如教师工人司机等等。 

   

  最值得称颂的是自由电子，它们的存在使得电流成为可能，生物体的神经通讯也靠它。

在当今的科技时代，我们接受的所有电子信息都是他们的功劳。它象出家 人及那些不顾自身

小家而献身科学和正义的人们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核，或者并不执着于自己的核来运动，

但却没有离开世间，所有的运转都是为了所有的核服 务。他们的存在是物质世界升华产生生

命和现代科学的基础。看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相通的啊。 

   

  大象有诗赞曰： 

  核外电子功劳大，物质稳定得靠它。 

  若不绕核自古转，也无地球众生家。 

   

  共价电子也不差，世界多样全凭它。 

  献得一点微薄力，率众穷尽诸变化。 

   

  自由电子最须赞，舍弃私核为众转。 

  徜徉电器人脑中，遍传信息在世间。 

   

   

   

  从电子与行星看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原子与恒星的模型如此相似，不能不使人想象是否有同一个规律支配着他们。我们知道

万有引力定律和库仑定律其形式如出一辙，只是其中的系数不同。我曾以 氟原子对应太阳系

为例，计算了万有引力与库仑力力的比值，约等于他们的空间体积之比，证明了它们的本质

相同，只是人们认识它们的角度不同。 

   

  这也就是说，万有引力与库仑力的本质是一样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了一个相同的

规律。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认为太阳在发光，但在比我大亿亿亿亿倍的角 度，可能认为太阳

也是个带正电的原子核。而如果电子上有“人”，从它们的角度上看，也许原子核就是一个

发光体，他们能感受到的不是电，而是光。实际上我们 早已知道，光与电的本质是一样的。 

  所以说，宏观其实是微观，微观其实是宏观。比如冷热，软硬，红绿现象是大量分子原

子的宏观表现：冷热是原子的运动剧烈程度不同而已；软硬只是原子之间 结合的键强弱不

同；颜色只是物体对光线反射和吸收的频率不同而已，原子本身并没有颜色。而我们平时认

为是宏观的天体，我们能把握的反而只是它微观的特性，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银河系的形状，

却不能知道它的冷热软硬及颜色是红还是蓝？ 

   

  我觉着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我们大脑内，各种信息的存储和传播据说是依靠更精微

的生物电流携带。有趣的是，我们所称的慧星，难道真的是类似于大脑中 携带和存储传播信

息的载体？有人说彗星只是一些云雾冰块，但我们大脑内传播信息的元素本身也并不带生命

和智慧啊！有人说彗星运动太慢，其实我们只要把时间 和空间联系起来，快慢只是相对的。

彗星每隔多少年来地球一转，难保不能收集到相应的信息。起码人类现代工业活动对大气层

作用产生的信息会被慧尾收集：慧尾 中带去的有机污染越少，表示人类还没有大规模的开采

应用石油煤炭；慧尾中捎带去的有机污染越多，表示人类的物质进化越发达。这虽然只是一

种联想，但只要我 们打破我们对微观与宏观的“常识”，就很容易理解佛经上说的“于微尘

中现宝王刹”的说法。 

   

  大象叹曰： 

  一轮红日出东方，万物蒙恩唯敬仰。 



  大象痴话无边际，口吞日月亿万双 

   

  宏观特性本微观，微观宏观相对参。 

  倘若彗星携信息，当知人间诸变换。 

   

   

   

  从大爆炸理论看佛家的宇宙观 

   

  佛家认为宇宙无始无终无生无灭，宇宙中有“恒河沙数”此生彼灭的世界。佛家讲一个

佛国土包括三千大千世界，相当于 3000*1000*1000*1000个太阳系大小。而佛家又讲可以容

三千大千世界于一粒粟，于一毫末端现大千世界。在佛家表示大的时间概念用“劫”来 表

示，139600年为一劫，1000劫为一小劫，20小劫为一中劫，4中劫为一大劫（当然也有其他提

法，但都是很久远漫长的），一大劫就是一个世界的生 灭周期，一小劫就是人类社会生灭的

周期。但佛家又说一念可以过无量劫，时间的概念也是相对的。难怪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

惊叹唯有佛教能与现代科技并存了。 

   

  而目前科学家所说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当今比较公认的可以解释宇宙生成的理论，它认为

我们现有的一切起源于一个质量无穷大体积无穷小的“奇点”，宇宙的形 成宛如大爆炸，直

到现在我们周围的星系都还在膨胀——远离我们。科学家也许并没有理解佛所说的“空”的

概念。而是用“点”、“爆炸”这样的字眼形象地说 明：用“点”就是表示不可琢磨的

“空”的特性，用“爆炸”说明“真空妙有”来得突然。当然这在物质有相的层面显得突

然，但在佛家，原始的“一念无明”便开 始了“行”(注意：佛家说世界的生灭也是“念念

相续”，有时“念”不特指人脑的念头)，行的时候有很长时间的“空劫”，就是虽然没有任

何东西的相，但有转 动酝酿变化（这可能是妙色的一个临界阶段），然后是微细色（比原子

电子等更小的多的多的能量团），然后是细色出现（我理解就是能量凝结为原子电子），然

后 是粗色出现（我理解是能量凝结成团星系的出现），这时候才可以观察，所以科学家惊呼

“爆炸”，就是好象无中生有，凭空出现了这么多东西，其实他们看不到 “无相”的时期。

因为是眼睛的局限加上人造物理仪器的局限，不可能测到比测量仪器范围之外的微细色。 

   

  因为大小的概念和时间的快慢完全是相对的，取决于其中生命体的感受，我们感受的地

球绕太阳一圈为一年的漫长，其实与电子表面上存在的微小的生命感受到 电子绕原子一圈的

感觉应该一样。而宇宙中又是全息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寻访到与宇宙形成时期“大

爆炸”相似的状况，这里我们用一个假设可以形象的 说明大爆炸理论：比如水就是无所不在

的虚空，水里刚生成的小泡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假设的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泡泡逐渐上升长

大,就是我们感觉周围星系都远离 我们（如果认为银河系是一个大分子，我们所观测的宇宙

星系科学家已经证实它们与气体密度差不多），小泡泡出生到长大这短暂的一瞬，其实我们

就是感觉宇宙在 生成包括太阳地球在形成到如今这样漫长的岁月，因为我们实在太小,所以

感觉承载我们的星系几乎不动。所谓的"奇点"也一点都不奇，虚空(也就是水)任何一 处都可

以生成，我们认识的"宇宙"只是一个虚幻的泡泡，等泡泡长到水面破裂,我们也许又过去了地

球形成到现在的100亿年了，其实100亿年也不过电子绕 原子100亿圈，也是一瞬间的事。 

   

  大象于是叹曰: 

  时间空间无定性，大小快慢在心境。 

  电子日月亿万颗，瞬间多少世界成? 

   

  粉碎虚空无有情，真相假相何处成？ 

  更叹本原从未动，唯心识得万象生。 

   

   

   

  从微电路的电迁移看人心与战争 

   

  微电路中电路的连接大部分是用特制的铝薄膜，铝原子一般平时都呆在原位不动，担负

着电流传递的作用，当由于温度的升高或电流的增大，铝原子的能量升高，大于他的激活能

（摆脱束缚所需要的能量），铝原子就开始随着电子而漂移了，这时候电路就很快失效了。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平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束缚着，传递着信息流或物流，当美国人轰



炸了我们的大使馆后，当台湾在偷偷摸摸的明独暗独时，当美国好战者入 选总统后，当日本

叫嚣再次用武力征服中国后，我们每个人的温度都升高了。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到一定程

度，相信许多人都会摆脱岗位的束缚，顺应潮流而动—— 去参加战斗。 

   

  人心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万事因缘生，万事因缘灭，在人类社会刚形成的那一

天，就注定了他的灭亡。有生则必有灭，宇宙中无一例外。然而就如一个人 一样，尽享天年

与少年夭折毕竟不同。我不禁对战争感到担心，如果在原始社会，打一仗死几百个人，冷兵

器时代，一次死几千人，热兵器时代，一次死几万人，现 在原子时代，一次可就不是几十万

人了，任何时候轻启战端，有可能导致人类玩火自焚。从美国“911事件”以后世界的局势看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人类的命运掌握的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里，自称是拥有最高智慧的人，应该没有讲不通

的道理。如果每个人心里都熄灭了贪嗔痴，增长了戒定慧，那就定能还一 个清清世界，朗朗

乾坤。我们不希望我们本是地球上的泥土变的，然后我们再把自己变回泥土。所以我们应该

用理智熄灭地狱之火，保卫和平，免得我们的社会因 “电迁移”而“失效”啊！ 

   

  大象叹曰： 

  善法衰微邪恶行，暴戾贪嗔娑婆中。 

  大象今开电子禅，愿于山河普宗风。 

   

   

  以上几个例子我们试着从电子的角度来参悟我们熟悉的世界。宇宙是一副全息的图卷，

从很小的一个局部可以反映出整体的信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 们从计算机的角度

可以看到人身的构成精妙难得；从操作系统软件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平时所执着的“我”只

是大脑中管理身体的一段程序；从自身仅为各种原子的 组合可以更好的理解佛说的“四大无

我”；从牛顿力学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业力”作用在我们身上如何改变我们人生的运动轨

迹；从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可以更好的 理解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等等。结合现代科技的参

悟佛法，我们就能更加理性认识自己，更加珍惜人身，爱护生灵，远离战争，远离颠倒迷

茫，为人类拥有更祥 和、美好和神奇的明天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限于知识和修证的匮

乏，这里所参所悟的不一定正确，不妥之处，伏请善知识批评指正。 

   

   

   

  【电子禅】电子禅悟集[3]：运动与静止 

   

  在现代人的世界中，关于运动和静止的问题有一种统一的看法。那就是唯物主义所说的:

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对于这种提法的适应范围，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一点看

法。 

   

  要想认识一个事物，必须朔其本原，才能知其全貌和来龙去脉，不然只能犯盲人摸象那

样的错误。 同样，我们讨论运动与静止，就必须考察宇宙的本来。这里对于宇宙的本体，我

们是认为它应该是浩瀚无边的虚空呢?还是悬浮在其中的日月星辰呢？我认为应是前 者，而

后者只不过是由前者而来，又在其中变化发展的一种“相”而已。我们知道，宇宙是无始无

终的，而这些“相”是有来有去的，之所以人们对任何事物都想当 然地想找个始终，这只是

人本身就是由有始有终的东西构成的。人们生活的太阳系有它的开始和结束，地球有它的诞

生与消亡，人类和地球上的万物都有它的产生发 展，毁坏和灭亡，凡是有开始的东西 ，它

必定有变坏变来的那一天，而对于没有开始的宇宙，我们能说它的结束是什么时候呢？也就

是说，我们宇宙本身是从无到有，有始有终的变化发展着的，那么它 就应该有其“相”，来

显示其发展，如果有“相”， 则这个“相”就是一种“有”，如果有“有”，那么它就应该

有个“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宇宙”，就必定有其变到坏来的那一天，哪

怕是亿亿亿 亿年以后，而如果说这个宇宙有变坏变来的那一天，那么我们这个宇宙就应该是

个被包容的东西，而宇宙的定义是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的总称，是无始无终的至大无外 的，它

包容一切，面不被任何东西所包容。所以说我们这个宇宙的本体，应该是无“相”的，因而

也是永恒存在的，它是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总称。我们如果能用科学 实验测得宇宙的年龄，那

只能说明我们所测得的“宇宙”只不过是真正的宇宙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我们的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一开始太阳系要形成的这块宇宙空间是宇

宙恒常存在的宇宙本体，是无相的，它的总能量为零，在出现正物质的同时，也出现相应的



负物质。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中，有“相”的日月星辰出乎其中，又入乎其中， 变换着各种各

样的“相”，所有的变化都出乎其中，又入乎其中，这种东西才有资格称为宇宙的本体。 

   

  所以说，“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这种说法只是在局部是正确的。只是看到

了宇宙内部运动变化发展着的相，而没有看到宇宙的本体，即这些相的来 源及其产生，存在

和发展的场所，而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运动是有相世界的本质特征，在有相世界，运动是

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而在无相世界，动和静都 找不到依据，所以是无所谓动也无所

谓静的。 

   

   

  【电子禅】电子禅悟集[4]：神游微观与宏观世界 

   

  你见过电子吗？你知道银河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我认识路，让我带你走一走吧。有

人也许会问：电子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银河外面的世界我们有生之年不可能去旅行，那我

们怎么能看见呢，该不是骗人吧？ 

   

  不，虽然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我们用肉体不能达到，但我们的心却可以，佛经上说，心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心是可以周遍大千世界的，可能平时我们只用心在 现实的事物上面，

而对现实以外的事物没有用心去体会。这次，我带大家的这次的旅行只是精神的旅行，所以

叫神游。 

   

  首先，凝神定气，精神放松，最好能打坐，让思绪离开目前现实的纷扰。放松之后，反

观自己，想象自己已经从身体里出来了，自己的肉体只是一个躯壳在这 里。思想既然已经自

由，想大就大，想小就小，可以随意飞驰变化。我们不妨变小，先看看微观世界吧，我们发

现，在自己变小的时候，脚下的土地慢慢起了变化， 泥土的分子结构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

我们再变小，我们已经能看见无数的电子在一些原子周围高速旋转，电子太多了，就象一团

云雾。我们再变小，这时候，因为 我们已经跟电子一样小，我们可以跟上他们运动了，所以

发现他们并不快。我们继续变小，小的比电子还小几千万倍。现在，我们发现电子已经很大

很大了，居然象 一个行星一样大，这时候，我们的视野内只能看见几个原子，我们突然感到

原子核居然如此的明亮且灼热，不行，我们得找一个比较阴凉的电子歇歇脚，我们飞啊 飞，

终于看见一个蔚蓝色的电子，我们开始降落，在降落的过程中我们惊奇的发现，电子的上面

不是平坦的，也有山川河流，居然也有智慧生物！他们的一天也是由 他们的电子绕原子核旋

转一周为一年，电子自转一周为一天。天哪，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曾觉着他们太小，速度

太高，当我们变得如此之小的时候，我们居然也觉 着电子上也是日出而作，挺悠闲自在的，

与我们的地球上的感觉居然一模一样，我们给他们说我们是地球来的，他们居然还不相信，

我们认识了一个小孩，我们姑且 叫他电子人吧。我们在他家休息休息。他很热情好客，却不

相信我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大的无法想象的世界。他说他们

都相信唯物 论，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么经过几百万年进化过来的，现在他们已经掌握了航天技

术，开始星际旅行了，他们也没有发现除了行星恒星之外的任何东西。天哪，在我们 的世界

看来，他们的几百万年不过是电子绕原子核转了几百转而已，在我们地球人看来，也许只有

几秒钟的时间，他们的星际旅行也许在原子与原子之间运动而已， 他们认为的恒星不过是原

子核，他们的银河系只不过是一个泥土一个小甲虫身上的分子而已，小甲虫每天都在动，但

难怪，电子人永远是看不见的，他们永远不可能 把几千万个银河系放在一个视野中，看看他

的宏观结构，因此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是在甲虫的身上，在他们的参照系中，周围永远

是这几个星星，几百年没有动 过。看来，由于随着我们变小了，时间也明显变慢了。我们已

经理解了佛经中的“坐微尘中看大世界”的含义了。 

   

  算了，微观世界的旅游到此为止吧。我们开始变大，再变大，变得与电子一样大，变得

比电子还要大得多，我们又看不见电子了，只看见一团云雾似的东西。那 是由于电子无数的

电子在绕原子核高速旋转带给我们的假象，我们知道那里有我们一个朋友，名叫电子人，不

过，现在现在他们所居住的电子已经绕原子核几百圈 了，他们已经过去几百年了。我们的朋

友电子人可能早已经死了，可是他的世界仍然在延续，不过很快他们的世界就会毁灭，不复

存在了，但他们也经过了世世代代 的努力，也实现了他们祖先的梦想。 

   

  我们又回到了地球。我们发现我们的躯壳居然没有动，在这几秒钟的时间内，电子的世

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可是我们除了用心而外，永远是无法沟通和相互看 见的，也是不能相

互理解和证明的。其实，他们虽小，我们又何尝大呢，他们的生命短暂，我们在茫茫宇宙中

又何尝不是昙花一现呢？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只有在一定 的时空中才是意义的。 



   

  既然如此，我们在去宏观时间中看看，我们想象我们变大，大得跟地球一样大，我们已

经感觉银河系中不是我们平时看起来那么仿佛是静止的，我们再变大，我 们现在已经大得看

见太阳成为一点了，太阳也没有那么热了，九大行星在他的周围既然也象疯了一样高速度的

旋转，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大了，时间也相对变快了。因 为我们现在与银河系一样大，银河系

中的一天，也就是银河系自转一周，地球还真不知绕太阳转了多少转了呢。因此我们现在咳

嗽一下，也要花地球转几百圈的时 间，也就是几百年啊。我们再变大，大得比银河系还要大

得多，这时，我们原来看见的不连续的星系已经连成一片了，我们已经分辨不出他是由许多

并不靠在一起的 星星组成的，只是看见了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再变

大，这回看清楚了，原来他是一个小鸟，还在飞来飞去到处找吃的，远处有个猎人正在用 枪

瞄准他呢。我们赶紧劝阻，不想让他把小鸟打死。不过仔细想一想，小鸟的死活丝毫对我们

没有影响，哪怕猎人把小鸟煮了，吃了，再变成粪便拉出来，对于我们 地球人来说，我们只

不过是小鸟身上的一个原子上的电子上的小东西，谁能消化一个电子呢？除非他们把小鸟身

上的每个原子都能分解，不然，奈何不了我们半根豪 毛，我们也永远感觉不到。我们作一个

最坏的打算，即使他们这里的科学家刚好把我们的银河系做成他们的原子弹中的一个分子，

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命 呜呼了，但是，我们的时间与他们不一样，他们的原子弹

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地球已经有几万代人已经过去了。因为他们动一下，相当银河系动了一

圈，银河系动一 圈，太阳系的地球已经不知动了多少万圈了。 

   

  好了，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不看了，旅游到别处，也是文明程度有些差别，绝大多数星

际没有文明，我们再变大，也不过是简单的重复而已。世界到处都有，我 们的旅游此为止，

我们回去吧。我们变小，变小，再变小，现在变到同地球一样大了，现在变成同人一样大

了。哎呀，不好了，我们的躯壳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在宏 观世界旅游一会，地球早都过了几

万年了。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人了，有迹象表明世界已经毁灭，原因是人类太幼稚，各自

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竞争激 烈，私欲横行，不思护佑众生，不保护环境，唯我独

尊，在利益争斗过程谁也不肯让步而启动了核按钮。我们只好找紫霞仙子借了一个月光宝

盒，乘时光隧道再回来 吧。 

   

  现在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了，实际他在这里并没有动，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身体中。一切

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哎，身体总有一天会按他既定的规律死亡，倒是我们的思想能超越时

空。我们要是只有个能独立存在的思想该多好啊。 

   

   

   

  【电子禅】电子禅悟集[5]：分级世界假说 

   

  引言 

   

  世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科学界与宗教界都有自己的看法。本文讨论的“世

界”是狭义的，不是我们经常理解的“宇宙”的概念。为了不致引起混 淆，我们不妨先引入

“分级世界”的概念：分级世界定义为有一个提供能量的核及多个分布在核外的物质组成的

相对稳定的不依赖外界作用而存在的独立系统。比如 太阳系算一个分级世界，一个原子也算

一个分级世界。宇宙中有无数的分级世界，分级世界层层迭套，大到无穷大，小到无穷小。

当然，绝大多数的分级世界是荒凉 的，没有生命存在的。我们定义原子的分级世界为“小分

级世界”，以我们的太阳为原子的世界为“大分级世界”。同时定义以太阳系的体积与氟原

子的体积之比的 为一个“大数量级”，约为10e60。下面我们进行具体讨论。 

   

  一、从原子与恒星模型谈起 

   

  原子与恒星的模型如此相似，不能不使人想象是否有同一个规律支配着他们。我们知道

万有 

  引力定律和库仑定律其形式如出一辙，只是其中的系数不同。我们可以计算地球到太阳

的万有引力，与电子与质子的库仑引力进行比较。原子的体积一般约为 10－27米3，而太阳

到地球的距离为1.5×1012米，体积约为4.7×1036米3，两者相差1063倍，约为一个大数量

级。太阳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经计算约为3.5×1024牛顿。太阳系有九个行星，氟原子核外有

九个电子，我们将他们进行对比。氟原子中电子与质子的库仑力经计算约为2.×10－30 牛

顿。两者相差1054倍，也约为一个大数量级。考虑到计算中的原子体积和太阳系体积的不精

确，能出现这样结果，应该说他们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说，万有引力与库仑力的本质是一样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了一个相同的

规律。在我们的分级世界中，我们认为太阳在发光，但在我们的上一级分 级世界，他们可能

认为太阳也是个带正电的原子核。而在电子的分级世界里，从电子上看，也许原子核就是一

个发光体，他们感受到的不是电，而是光。实际上我们 早已知道，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我们现在物理学中许多问题就可以大大简化，许多的宏观规律

可以对应到微观世界。因此，强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应该是统一的，只是因为作用于不同

的世界，其系数因世界的大小不同而不同。 

   

   

  二、分级世界的时间与空间 

   

  宇宙中各世界应该有各自的时间和空间定义。地球自转一圈为一天，绕太阳转一圈为一

年。那么电子自转一周也是一电子天，绕原子核一周也是一电子年。凭什 么要以我们的地球

绕我们的太阳转一圈的时间来作为宇宙中时间的标准呢？而时间与空间应该是联系在一起

的，离开空间谈时间，和离开时间谈空间同样没有意义。 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的世界中一年与

电子世界中的一年。电子速度我们假设认为是光速，绕原子核自转一周约为10－16秒，而我

们的一年约为3×107秒。两者 相差约1023倍，约等于一个大数量级。考虑到行星绕太阳速度

不一致，我们可以说，电子绕核旋转的速度也不会是恒定的。 

   

  我们从数学上很容易理解这样的问题。大和小是相对的，长与短也是相对的，再小的数

也可以找到更小的数来组成它。再大的数也有比它更大的数来包含它。因 此时间和空间只有

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电子再小，凭什么不能再有比它小百亿倍的物质呢，虽然我们看

不到也测不到，但我们不能断言说没有。比电子小亿亿 倍的东西看电子，是不是感觉电子也

象地球一样大呢，在它看来，电子上还能是平坦的吗？它对时间的感受会同我们一样吗？同

样的道理，当我们在银河系以外看地 球，能看见地球上的海洋吗？地球不也是象一个电子一

样微不足道吗？你能相信地球上有人吗？ 

   

  世界的大小也是大数量级上的差别，相邻两个世界的大小和时间都相差一个大数量级。

比如原子与太阳是两个大数量级的东西，而地球与太阳在大数量级上应该是一样的。 

   

  宇宙中，虽然各级世界的大数量级不同，但我认为他们应该服从同一规律。比如我们要

总结一个人的生活规律，从他肚子里的寄生虫的角度与云端上的小鸟的角 度总结出的规律应

该是不同的，但左右我们人类的规律应该是一个不变规律。我们看过无数的原子，并没有发

现他们之中有电子在原子核周围静止不动的，或者在核 外划着三角形。有趣的是，他们与天

体一样，划着同样的椭圆。其实我们从混沌理论的角度，就很好理解这样的规律。混沌理论

已经给我们揭示了这个宇宙中最本质 的规律。宇宙应该也是全息着的，每一小部分也包含着

这个宇宙的全部信息。所以我们不用非要到银河系以外或者钻到电子内才能理解一些规律。

规律就在我们周 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我们看不见的规律作用的结果。 

   

  三、分级世界中的速度极限 

   

  光速应该不是宇宙中唯一的速度，但它是我们这个级别的分级世界的速度的极限。每一

个分级世界都有一个速度的极限。如果超越这个极限，就进入了另外一级 的分级世界。如果

我们能超越光速，也许我们会发现电子的运动实在太慢，就象我们的感觉地球绕太阳转一

样，一天很漫长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秒，就约等于下一 级世界的10e30秒，即三千万亿亿

年。如果我们的身体能比太阳系大一个大数量级，也许看到银河系不是现在的样子，而是一

个实在的东西，或许就象一个毛毛 虫。那时我们也许看不到太阳系，借助仪器，也只是看到

一片电子云围绕原子核高速旋转。那时的一秒，又就相当与地球的三千万亿亿年。 

   

  四、分级世界的生物 

   

  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外星人，但如果我们将来能见到与我们处在同一级时空中的外

星人，我认为他们的身体及形貌应该与我们相差无几。生命的进化也应遵 从同一规律，同样

也是使用他们世界中的最大粒子作为天体，以最小粒子作为原子，用原子来构成身体。因为

他们与我们处于同一个级别，那么他们一定是与我们一 样使用的是同样的原子构成身体。既

然在地球上演化成灵长类生物的形状没有出现差别，就象人与猩猩形状差别不大一样，他们

与我们应该遵从同样的规律。因此人 类所能见到的外星人与人类的形貌不会相差很大。不会



出现我们所见到的外星人象恐龙，外星也许也有恐龙，但同样也不会进化到具有智慧。 

   

  当然，如果他们是与我们不在一个级别的世界，我们是不可能见到他们的。这在下面讨

论。但我相信，不是同一级别的生物，也不过是大数量级上的差别。作用在他们世界的规律

与作用于我们世界的规律应该是相同的。 

   

  我们的上一级世界和下一级世界我们是永远用仪器无法联系的。就拿下一级的世界来说

吧，设想我们发射了一个电磁波来检测他们是否存在。当我们的电磁波到 达有智慧生物居住

的电子时，他们发现过来的是一串天体，比如象我们看到的彗星吧，他们见过几十代人才见

过一次，他们的也许发了个原子弹打击了其中的某个彗 星，使这个彗星偏离了一定的轨道，

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一定能检测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世界的原子弹的威力比起我们这个

的世界的干扰来说简直太小了。就象 我们不可能用一把用太阳作的尺子去度量人类的身躯一

样，我们无法观测到他们的存在。但我们可以从理性上分析，他们为什么不能存在呢？而我

们又为什么能存在 呢？就象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数，只要它是一个确定的数，总是可以分成

比它更小的数，它总是可以由许许多多比它更小的数组成。数轴的任何一小段都可以无限细 

分，已经揭示了世界的本质。 

   

  对于如此浩渺的宇宙，如此大与如此小的世界，能出现智慧生物的概率应该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应该不是唯一存在的智慧生物。但相对来说，智慧生物能相见 的概率实在是太小

太小了，因此我们又可能是孤立的。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头顶某个原子中在某几分钟的时

间里出现了智慧生物，我们的脚底也有某个原子在某几 分钟里出现了智慧生物，他们要在同

一时间达到同一文明程度，还要通过几十亿光年的路程，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不死，才能互相

见到对方。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结论 

   

  不幸的是，本文提出的某些观点可能无法用试验证实，这使得本文似乎是一篇科幻小

说。然而本文无疑为人类探索宇宙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更自由更开阔的思路，为许多学科的研

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万有引力与库仑力的本质是一样的，原子即恒星，电子即行星，他们都服从同一规律。

电子上也许会有智慧生物，银河系也许只是一个分子。，在电子上看，原 子核发的是光而不

是电。强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应该是统一的，只是因为他们作用的分级世界不同，人们认

识的角度不同而导致他们相差一个大数量级。 

   

  时间与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随空间的不同而不同。年月日的定义也应该不同。不

同分级世界中的生物对空间和时间的感受不同。分级世界有大有小，层层 迭套，大小都可以

到无穷，同一级的分级世界也是无穷的。但各分级世界服从统一的规律，全息率是其中之

一。许多数学规律也揭示了这个的本质。 

   

  每个分级世界都有自己的运动速度的最高及最低极限，光速不是宇宙中所有运动的极

限，它只是与同一级的我们这个量级的分级世界中的极限，超越它就可以通往下一级分级世

界。我们这个分级世界的速度最低极限还没有找到，但它一定存在。 

   

  外星人应该也有，而且应该与人类形貌差不多，身体的尺寸取决与大分级世界与小分级

世界的比值。从概率上说世界应该是孤立的，无法互相联系，感知和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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