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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自然观与现代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Natural Outlook of Changeology and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odern Physics

 ZHOU Ji-shan (Beizi School of Yaqiao Township,Jiyuan City,454650,China)

 

　　内容提要：　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物质观，解决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其理性价值在于把神学

的哲学成分从社会科学领域驱逐出去，但并不能作为研究纯客观世界的物理学的哲学基础，因而不应

把两者混为一谈。易学中包含着一种两系统结构的自然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对于

客观世界静态性的解答，“阴变阳，阳变阴，其变无穷”是对客观世界动态性的解答。依据两系统结

构论的自然观，正可以讨论变与不变的问题，所以两系统结构论的自然观极有可能成为物理学哲学的

基本构成。依此对物理学的理论和范畴进行新的整合，有可能将物理学带出当前的困境。

　　Matter outlook of materialist monism solves the proble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Its rational value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drives out the

philosophical component of theology from the social scientific fields.But it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to study physics of the pure objective

world.Therefore,the two cannot be confused with each other.Changeology contains a

natural outlook of dual systematic structure,saying that"these ten thousand

creatures cannot turn their backs to the shade without having the sun on their

bellies,and it is on thisblending of the breaths that their harmony depends,"which

explains the stat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ive world;saying that"shade changes

to sunlight,in turn,sunlight changes to shade;the changes are endless",which

explain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ive world.Based on the natural

outlook of dual systematic structure,people can discuss the changing and unchanging

problems;hence the theory of the dual systematic structure is much more likely to

become the essential component part of physical philosophy.Therefore,re-integration

of physical theory and category by means of the dual systematic structure is likely

to bring physics out of the difficult position at present.

　 　 关 键 词 ： 物 理 学 / 易 学 / 物 质 观 / 两 系 统 结 构 论 的 自 然 观 / 物 理 学 哲

学 /physics/changeology/material outlook/natural outlook of dual syst matic

structure/physical philosophy

 

　　由于现代科学内部产生的新自然观，使得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新观念的发展方向与东方古典哲

学基本一致。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认为：过去数十年间现代物理学引起的这些变化，好像走向了类似

东方的世界观：宇宙的全部现象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和谐的整体。不少人把现代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要求

回到中国古代自然观的这种发展趋向，称之为“科学重新发现了易学”。《周易》的范畴体系不但曾

为中国传统科学奠基了宇宙论和方法论，而且易学中的理性思维也能为现代物理学提供某些重要的营

养。易学与物理学两者如何沟通，已是一个现代意义的话题，本文即要对此进行探讨。

　　一、易学自然观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实际上是上古巫文化演化出的符号、周初时期占筮验

词集锦和战国末年理性诠释的统合。作为《易传》的十篇释文已经完全脱离卜筮，建立起一套以阴阳

为纲阐释变化的理论体系。汉兴，《周易》作为官学传习和研究的对象，被尊称为“五经”之首；汉

易已经纳入阴阳五行学说，隋唐时期易学即以其理性向科学领域渗透；进而逐渐形成以符号系统与以

阴阳为纲纪相结合的范畴体系和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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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学对宇宙的基本观点是：阴阳相涵相因、流变会通，构成一个和谐互补的有机整体。张立文教

授在《王船山易学思想略论》[1]中指出：船山形上学本体哲学，统体会通于和合。所谓和合者，就

是“阴阳未分，二气合一，氤氲太和之真体。”《易传》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作者认定道器是虚实范畴，虚与实的主要差异在于隐与显。“形而上者”是隐也，隐不是无，

而是潜在，是形而下所以存在的根据。“形而下者”是显也，指有形质的东西，“即形之成乎物而可

见可循者也”。即此可知，显指可见可循的事物和现象，隐指寓于“器”而起作用的现象背后更本质

的东西；而隐又不是虚无，“道不虚生，则凡道皆实也”。从而推定道乃实存之体，得出道器交与为

体、相涵相因、流变会通的两系统结构论。

　　道和器的关系究竟如何？就逻辑上讲，“形上者乃形之所自生”，因为凡器皆有形，由“形”逻

辑上得出对应于“形下”必然存在着“形上”。就二者的主从关系讲，“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喻之

天则，天以之化”，依此概括二者的关系为：道是器存在的依据，道通过器而表现自己，一切显性的

运动变化之因皆源之于道。再就孰先孰后的角度讲，是“理不先而气不后”，二者既不存在先后、本

末之别，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天理、神创的观念。

　　张教授立足于人文（兼及自然）阐述问题，认为“王船山道器、理气关系，充分体现和贯彻了

《周易》和合人文的精神”，本文专门讨论自然而不涉及人文。依据形上学本体哲学，自然界的物理

客体应该分两类，即“形之已成乎物”和“未形”，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形下之“显”和形上

之“隐”。

　　总之，易学自然观是两系统结构论。从静态角度讲，“万物（包括宇宙自身）负阴而抱阳，冲气

以为和”；从动态角度讲，“阴变阳，阳变阴，其变无穷”。所谓的易，就是讲阴阳变化之理的学

问，即“易以道阴阳”。

　　二、两种物理学理论

　　物理学作为一门学术的名称，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延续下来的，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探

讨自然的秩序和原理的“自然学”，亚氏又称其为自然哲学。

　　大约到18世纪中叶，由于学科内容的分化，自然史和化学从物理学中独立出来，18世纪后半叶法

国讨论过留下的物理学意味着什么，结果是把物理学分为一般物理学和特殊物理学。前者指牛顿力学

或由《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导出的以数学描述质点运动的传统，后者包括声、光、电、磁等广泛领

域。通常都把这种划分说成是数学科学传统和实验物理学的分离。

　　1829年，泊松把当时法国物理学的思想倾向归为两类：物理力学和解析力学。他把前者的特征描

述为“它的惟一的原理是把一切还原为分子运动，而这些分子是把力的效果从一点传到另一点并保持

这些力之平衡作用的核心”，即期望用天体运动的牛顿平方反比定律数学格式，精密地描述宇宙一切

现象，称牛顿范式；而后者则强调现象的解析格式，轻视对物理原因进行讨论，称非牛顿范式。1840

年以后，牛顿范式的地位被非牛顿范式所取代；与此同时，拉格朗日原理被泊松和哈密顿予以发展，

使力学成为完全分析的形式，并且以能量取代力的概念体系，本应该由之意识到“根本不存在纯粹的

力学现象，实际上运动总是结合着热和电磁的变化，它们也规定运动”，[2]从而结束牛顿的“力学

神话”，可惜的是西方哲学没有能够为物理学提供合适的自然观，以后的物理学就在迷茫中走了许多

弯路。对两种范式的本质差异，一般都视为用几何法还是用解析法的数学问题。

　　19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实验物理学的成熟，出现了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之区分，物理学的

理论又分原理理论和构造理论两类。前者是先使用分析法在经验中发现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

理），然后给出各种过程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比如牛顿力学；后者又叫“假说—演绎”法，

即先确立“想像的原理”（即“假说”），然后采用反证法通过由原理导出的结论对原理进行证明，

导出的内容与经验所显示的现象吻合得愈多愈一致，特别是能够从假说来预言现象并得到证实，这种

构造理论就愈成功。依据这种分类方法，一般都承认17世纪牛顿的《原理》和惠更斯的《论光》就分

别代表了原理理论和构造理论。对这两种理论划分的依据主要在于思维方式，即前者采用分析法而后

者采用综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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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自然观与现代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三、两类物理客体

　　牛顿的《原理》和惠更斯的《论光》，从近代物理学奠基开始，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分别传承为

两种体系，即牛顿范式——原理理论，惠更斯范式——构造理论，其本质差异不在思维方式和数学形

式之不同，也不在是采用数学方法还是实验方法之别，而在于研究的客体分属于根本不同的两类。

　　以质量对物体进行计量，并假定质量都集中在一个质点，以相互传递力的作用描述运动，是牛顿

范式的核心观念；非牛顿范式研究的光、热、电、磁等现象，都不能以质量进行计量，最终认识到了

这种现象都与“能量”直接相关，并且以能量取代了力学概念体系。而今首当其冲应该明确的是物理

学根本就不直接研究“物质”，正像无法品尝水果一样，因为二者都是抽象的类概念。物理学只研究

质量、能量、电量、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两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同，前者是关于质量系统的理

论，后者则适用于能量系统。以往不适当地把能量说成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如“能即运动”），[3]

是产生混乱的肇端。现代物理学已经确认物理客体分两类：宇观上有分立的天球和连续辐射，微观上

分粒子和场，粒子物理学分费米子和玻色子，理论物理学称其为物质粒子和相互作用；物理学理论也

分用质量计量和时空描述、用能量计量和位形描述两个系统。“我们首先把宇宙的物质内容分成两个

部分：“物质”即诸如夸克、电子和缪介子等粒子，以及“相互作用”诸如引力和电磁力等等”。

[4]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居然会说出如此不合逻辑的荒唐话，不难看出“物质”这个误用概念带来

的混乱是何等严重。

　　物理客体不能用“物质”这个概念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应该分为质量和能量两个系统，二者的本

质差异有三：(1)分立和连续；(2)有无静质量；(3)能量传递时物理客体仅只振动而不发生运动方向

的位移。确认能量系统存在的依据有五：(1)德西特从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得出没有物质的宇宙时空

解；(2)无限的（负能电子）海的发现，(3)爱因斯坦说：“依据广义相对论没有以太的空间是不可思

议的”；(4)3K微波背景辐射证明“空间”不空；(5)粒子物理学的实验发现，绝大多数粒子为瞬息亿

变的动态网络。

　　“全空间充满着相互作用着的各种不同的场”，[2:387]这种分布着某种物理量的空间，不同于

经典物理学中作为参量的空间。“场从数学上表述了能量局域性概念”，“是一个具有无穷多自由度

的动力系统”。[2:353]即此可知，一切自然现象虽表现为质量系统单元个体的运动和变化，动变之

因却源于能量系统的作用；而能量系统本身不通过作用于质量系统的效应也根本就无法观测。

　　物理学早已将物理客体分为弥散态粒子和凝聚态物体，3K微波辐射发现之后，就应该从分类学的

角度再增添一种连续态网络；进而将弥散态粒子分为质量子和能量子，如此一来，物理世界图像就会

变得非常清晰。

　　物理客体分物体、粒子、网络三类，分别用质量、电量（或荷质比）、能量计量；人类生活的现

实世界属于质量系统（从天球到原子乃至质子、电子），能量系统则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动力之源；所

有酌共振态、复合态粒子均属于能量系统的动态网络，只有那些稳定的能量子才有现实意义；不同能

量子的有序组合构成信息（从质量系统讲，传递信息必须有载体，而对能量系统，信息和载体则合而

为一，于此无暇展开讨论），可以用于操作质量系统的变化和存储一切自然现象。

　　总之，物理客体分两个系统三种态。质量系统和能量系统确实属于“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的状态；作为两系统“中介”的弥散态，是演绎世间万象的“大舞台”，何以产生质量和电量，

是现实世界存在的最根本机制。

　　四、时间和空间

　　无论哲学还是物理学，时间和空间都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同时又是亘古至今争论最多直到今

天还没有取得共识的两个概念。16世纪之前，基本上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关注的重要论点；牛顿为了创

立完整的力学体系，不得不提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时空构架。他认为物质是在绝对空间中运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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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跟任何物质对象相关、自身等速地在那里流，时间和空间各自独立互不相关。亦即是说时间和空间

仅只是描述运动的参量。

　　现代物理学的发现则是：“广义相对论用空时结构的几何性质来表示引力场”，[2:328]场不

但“是某种物理量的空间分布”，还是“一个具有无穷多自由度的动力系统”。[2:353]很显然，时

空结构应该被理解为改变物体或带电粒子运动状态的作用量。

　　依据质能两系统结构论看待，即使在牛顿力学体系中，时空结构也是作用量而不是描述运动的参

量。比如牛顿力学的第一号自然力——重力G=mg，如果没有g作用于m，物体就不会自由下落，很显然

g是使m自由下落的作用量。如果用电磁作用相类比，g可以被称为引力场强，其作用效应跟电场作用

于电量没什么两样。自从发现了动量和能量守恒之后，牛顿力学方程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足以说明

牛顿力学非常片面，能够沟通三个领域最基本的物理量只有动量和动能，根本就不需要力这个概念。

　　时间和空间究竟指什么？答曰：二者分别是对能量系统单元个体持续性和广延性的计量，恰如用

质量计量物体、用电量计量带电粒子那样。

　　“空间—时间未必是一种可以认为离开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物理客体不是在

空间之中，而是这些客体有着空间的广延性”。[5]爱因斯坦如果对中国古典哲学稍有理解，就会再

说一句：这些客体还有着时间的持续性。这种“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即指能量系统而言。

　　能量系统虽是连续态，探究其具体作用时却需要量子化。假定其最小单元为h，由ε=hν=h/T可

知，只要测出周期T，即可以知道具体的能量值，同理测出波长即可知动量。故而可以说时间和空间是

对能量系统两种属性的计量。

　　董光璧教授猜想对于不同的相互作用，应该“各有其时空结构”，是有道理的。用于电动力学的

时空结构已经非常成功，“对于电磁相互作用，相对论提供的时空结构和量子论提供的能量结构，既

在逻辑上自洽又与经验相符”[2:429]；s而对于质量，发挥作用的时空结构有和两种，对行星的运行

则有R[3]/T[2]=K。

　　总之，时空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用于计量能量系统属性的概念构架。对于物体或带电粒子，不

同的时空结构作用于质量和电量可得能量和动量；对于能量系统，只需要用T和λ对基本单元个体计

量，即是能量和动量。

　　五、两种运动

　　讨论过物理学不应该使用“物质”这个哲学范畴，明确了物理客体分质量、能量两个系统，确立

了质量、电量、能量和时空是基本的物理量，并且弄清了时(T)空(λ)可以直接作为计量能量和动量

的基本量，不同时空结构又分别是驱动质量或电量的基本作用量之后，还应该讨论一下运动形式问

题。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自然运动和强迫运动区分之必要，物理学界至今都没有认真对待。所谓自

然运动，应该是不受人的干预，不准附加任何人为条件的运动，比如自由落体、自组织系统的变化和

行星运转等（下文称绝对运动）；所谓的强迫运动当指人为增添了特设条件的运动，比如将物体抬

高、摆钟和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许多运动。

　　牛顿力学除自由落体之外，几乎都有附加条件，将运动定义为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位移，运

动的基点建立在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即力）之上，并将物体看作一个质点等，基本上都属于质量系统

的相对运动。现代物理学发现的因果关系被破坏，基本上都产生于对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的作用机制

之混淆。

　　“一个钟所处的引力势越低（深），它走得越慢，而那里发出的光在引力势较高处去接收就会发

生红移”，[5:92]亦即是说原子钟在那里发出的光频率较小，周期变大。如果是摆钟，依据，由于g

变大，周期就必然变小。两种钟的结果居然完全相反，基于什么原因呢？这就恰好能够说明相对运动

和绝对运动的作用机制不同，显示的结果就必然会适得其反。由于原于钟的频率直接决定于能量子的

频率，属于绝对运动，而摆钟的周期则由作用量g与弹性势的平衡决定，属于相对运动，g变大时相对

而言等于固定不变的弹性势变小，故而钟的周期亦随之变小。

　　“量子理论和每一种合理的真实世界观念都冲突”；[6]“量子力学改变了古典物理学的因果观

和实在论”。[2:328]这些观念产生于发现了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效果迥异，感到困惑的原因是没有

树立起时间和空间“不再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被动的背景”，“相反的，它们现在成为动力学的

量”，[4:53]根源在于没有突破“物质”一元论的樊篱。

　　问起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意义，通常的回答是：“物质和能量要使时空向其自身弯曲”，[4:60]

反过来弯曲时空的曲率又决定着物体运动的路径。这种表述本来存在一个因果互易的逻辑循环，只需

要将误用概念“物质”去掉，就变成了非常明晰的单因（能量）决定单果（质量运动路径）的关系。

再如“势函数V表示质量系统对空间任意点的引力作用”，[2:361]实质上则是势函数表示任意时空点

对质量的趋动作用。作用和被作用的因果关系弄颠倒的原因，许多都出在用相对运动的观念去解释绝

对运动；产生这种观念的根源又非常久远和牢固，先是哲学上把物质说成第一性，继而近代科学一开



始就决定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外加担心宗教神学找麻烦，所有物理学理论就都必须把物

质或质量说成是运动变化的起因。依据两系统结构论，动因仅来源于能量系统。

　　宇观上的星体都是绝对运动，很早很早之前就受到许多哲人的关注，他们的不少观点由于跟相对

运动的理论不合，都受到了冷遇。欧拉认为“一切物理过程都是以太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2:180]欧多克斯认为“日、月和行星分别固定在想像的匀速转动的天球上，星体本身不动，它们随

着天球运动”，[2:51]笛卡尔的观点更明确：“宇宙空间充满媒质的旋涡运动，天体被媒质的旋涡推

动”；[2:145]最直观形象的描述莫过于那个阴阳互动的太极图，那是华夏先民无数代人仰观俯察智

慧的结晶。天空中所有星系或星系团无不都是一个涡旋，其中不少涡旋的中心根本就找不到质量（被

称为质量丢失的暗物质）。很显然这些涡旋都是能量积累形成的畸变时空，那些特定的R[3]/T[2]=K

的不同旋线上，都可能会有星体在做自然运动，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引力作为向心力，自然也就没有必

要去找切线力的源。

　　易学中虽说没有“自组织”这个词，王船山却早就讲清了自组织的作用机制。“阳变阴合，乘机

而为动静”，“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如果将质量子和能量子类比为阴阳，

这种说法还满有道理的。

　　总之，运动有相对和绝对之别。因果关系被破坏的原因大都生之于用相对运动的理论去解释绝对

运动，根源在于物质一元论不能作为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六、唯物宇宙观

　　科学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各地都是沿着自己的传统在发展；从16世纪

开始，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希腊传统的科学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所说的近代科学，主要

指希腊科学传统的扩展，其间也不乏阿拉伯、中国和印度等地科学成果的积累。物理学思想的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跟古希腊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古希腊哲学的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分离。

　　在古希腊文化传统中，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创立开始，就出现了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的纷争，

科学思想的发展亦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知识服从信仰”成为教会的基本准则

之一，于是就有人提出“学问来源于经验”与之抗衡。

　　基督教创立不太久，某些护教派发现那些愚昧贫乏的教义抵抗不住古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哲

学，就开始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寻找为教义辩护的依据，从而发展出貌似科学的神学，进而宣布真

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和信仰先于理性的原则。中世纪的欧洲几乎一切学术都在宗教神学的

桎梏之下，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伽利略遭受终生监禁，都因为他们的理论对神学

不利。

　　唯物主义宇宙观针对信仰先于理性提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自然科学总算找到了哲学基

础。这把自然科学从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一元论自然观解决的是意识

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此其真正意义在于把神学自然观的哲学成分从社会科学领域驱逐出去。而近代

科学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动量，因此近代科学尤其是作为近代科学最核心代表的物理学的哲学

仍有待于建立。当我们反思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时发现，不应该把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的唯物主

义哲学与物理学哲学混为一谈。物质和意识对立，对立的双方是自然和人，这是古希腊自然与人分离

自然观的延续。这种哲学适用的范围应该是人天系统，即探讨的中心课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物理

学则属于纯客观地探讨自然界的秩序和原理的学问，亦即是说它只研究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联系、相互

作用和运动变化规律等问题，丝毫不涉及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内容。故而我们认为，唯物主义宇宙观虽

说使物理学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能作为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探讨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就不应该将所有的物理客体用“物质”一个

概念概括。因为变化只能发生在至少两种客体之间，如M→N和N→M；而M→M则是永远无法观测

的。“科学史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寻找历史来龙去脉的做法有误入歧途的

危险，转而采取从原来的境况中重新阐释科学思想”，[7]不少人发现了《周易》中保留着自然哲学

的原初形式，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启迪。本人沿着这条进路摸索多年，探寻的心得是，物

理学只有依据两系统结构论的自然观，才可以讨论变与不变。

　　易以道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变阳，阳变阴，其变无穷，阳变阴合，乘机而为

动静；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依易学中的上述格言，对物理学中的物质、时

间、空间、运动和因果关系等重要范畴进行重新理解，就可以理出一条新的思路。依据两系统结构

论，对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一次新的整合与梳理，极有可能会将物理学带出当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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