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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环结构的宇宙》作序 

屠屠屠迪迪迪先先先生生生（（（笔笔笔名名名夜夜夜穹穹穹）））要要要我我我为为为他他他的的的新新新书书书《《《双双双环环环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宇宇宇宙宙宙》》》作作作序序序，，，我我我感感感到到到无无无比比比欣欣欣慰慰慰。。。   

   
王德奎 

   
四川绵阳   

（作序者系研究员，2005 年从绵阳日报社退休，曾任该报记者、编辑） 
y-tx@163.com    

   

AAAbbbssstttrrraaacccttt:::   一种是把奇点看成为不可穿透的球，是一种智慧。一种是直接把奇点扩容到环面，是另一种智慧。

我感受很深要说到 1958 年大跃进，当年在穷乡僻壤的四川盐亭县，由于每个区都办起了初中，招生的扩大

使我这个脑子笨的农村孩子也进到中学，受到西方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一些启蒙。不想第二年自然灾害就袭

来，饥荒中的分切红薯，多想一块红薯可以无限可分下去，越分越多，但刀子不能进入红薯以外的虚空。所

以虚空相对实体，实际类似不可穿透的球。 

由于有这点原生态的感受，我在半个多世纪的学习能理解西方自然科学在这两种智慧的基础上，完成的整个

数学和物理学的现代结构。而且20世纪后期西方的科学家正是基于此，创造了奇点、视界、黑洞等三个概

念。但奇点主要还是指环面，这是出于球面与环面直观的区别，在微分几何和拓扑学上称为不同伦。所以当

我认真读屠屠屠迪迪迪先先先生生生寄寄寄来来来的的的书书书稿稿稿后后后，，，想想想到到到他他他说说说的的的“““偌偌偌大大大的的的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口口口 111333 亿亿亿之之之众众众，，，应应应该该该有有有自自自己己己的的的‘‘‘原原原创创创理理理论论论’’’，，，

没没没顾顾顾及及及到到到‘‘‘是是是否否否能能能被被被承承承认认认’’’的的的后后后果果果”””时时时，，，越越越看看看越越越觉觉觉得得得他他他的的的“““双双双环环环”””是是是奇点的原生态，且精彩自然纷呈。   

   
[王德奎. 为《双环结构的宇宙》作序. Academia Arena, 2011;3(11):35-38]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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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原原原生生生态态态自自自然然然的的的精精精彩彩彩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吴新忠等翻译

的波士顿大学物理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曹天予教

授的《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一书，讲环面是奇

点有两种智慧。 

一种是把奇点看成为不可穿透的球，是一种智

慧。一种是直接把奇点扩容到环面，是另一种智慧。

我感受很深要说到 1958 年大跃进，当年在穷乡僻壤

的四川盐亭县，由于每个区都办起了初中，招生的

扩大使我这个脑子笨的农村孩子也进到中学，受到

西方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一些启蒙。不想第二年自

然灾害就袭来，饥荒中的分切红薯，多想一块红薯

可以无限可分下去，越分越多，但刀子不能进入红

薯以外的虚空。所以虚空相对实体，实际类似不可

穿透的球。 

由于有这点原生态的感受，我在半个多世纪的

学习能理解西方自然科学在这两种智慧的基础上，

完成的整个数学和物理学的现代结构。而且 20世纪

后期西方的科学家正是基于此，创造了奇点、视界、

黑洞等三个概念。但奇点主要还是指环面，这是出

于球面与环面直观的区别，在微分几何和拓扑学上

称为不同伦。所以当我认真读屠屠屠迪迪迪先先先生生生寄寄寄来来来的的的书书书稿稿稿

后后后，，，想想想到到到他他他说说说的的的“““偌偌偌大大大的的的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口口口 111333 亿亿亿之之之众众众，，，应应应

该该该有有有自自自己己己的的的‘‘‘原原原创创创理理理论论论’’’，，，没没没顾顾顾及及及到到到‘‘‘是是是否否否能能能被被被承承承

认认认’’’的的的后后后果果果”””时时时，，，越越越看看看越越越觉觉觉得得得他他他的的的“““双双双环环环”””是是是奇点

的原生态，且精彩自然纷呈。现摘采几朵如下： 

1、粒粒粒子子子是是是环环环不不不是是是点点点。。。互互互生生生的的的电电电环环环与与与磁磁磁环环环，，，称称称为为为

双双双环环环。。。双双双环环环可可可以以以形形形象象象的的的比比比喻喻喻是是是变变变压压压器器器。。。变变变压压压器器器的的的线线线

圈圈圈是是是电电电环环环，，，变变变压压压器器器的的的铁铁铁芯芯芯是是是磁磁磁环环环。。。   

111）））双双双环环环结结结构构构 DDD 环环环称称称为为为电电电环环环，，，首首首尾尾尾不不不相相相接接接，，，在在在空空空

间间间它它它则则则展展展开开开为为为螺螺螺旋旋旋线线线状状状，，，是是是开开开环环环状状状态态态。。。CCC 环环环称称称为为为磁磁磁环环环，，，

首首首尾尾尾相相相接接接，，，在在在空空空间间间它它它是是是管管管环环环状状状的的的闭闭闭环环环状状状态态态，，，如如如车车车轮轮轮

内内内胎胎胎。。。   

222）））DDD 环环环与与与 CCC 环环环的的的运运运动动动方方方向向向相相相互互互垂垂垂直直直，，，并并并按按按着着着电电电

磁磁磁感感感应应应的的的右右右手手手规规规则则则互互互动动动。。。DDD 环环环在在在其其其内内内部部部张张张力力力作作作用用用下下下沿沿沿

CCC 环环环轴轴轴向向向伸伸伸展展展，，，可可可以以以将将将磁磁磁性性性空空空间间间归归归束束束为为为 CCC 环环环。。。CCC 环环环沿沿沿

着着着赤赤赤道道道散散散开开开成成成苹苹苹果果果状状状，，，似似似抽抽抽象象象的的的龙龙龙卷卷卷风风风。。。随随随着着着 DDD 环环环

的的的展展展开开开，，，空空空间间间磁磁磁弦弦弦向向向内内内收收收拢拢拢；；；在在在 DDD 环环环的的的缠缠缠绕绕绕下下下空空空间间间

磁磁磁弦弦弦完完完全全全收收收拢拢拢成成成为为为 CCC 环环环，，，这这这时时时的的的 CCC 环环环已已已与与与空空空间间间完完完全全全

封封封闭闭闭。。。由由由于于于 DDD 环环环与与与 CCC 环环环是是是共共共生生生的的的，，，互互互为为为因因因果果果，，，所所所以以以

波波波动动动性性性与与与粒粒粒子子子性性性不不不能能能分分分开开开，，，这这这符符符合合合波波波粒粒粒二二二象象象互互互补补补原原原

理理理。。。   

222、、、单单单个个个双双双环环环的的的运运运动动动，，，是是是光光光子子子。。。多多多个个个双双双环环环的的的耦耦耦合合合，，，

即即即可可可构构构成成成各各各种种种物物物理理理粒粒粒子子子。。。   

111）））空空空间间间的的的电电电磁磁磁环环环，，，电电电与与与磁磁磁在在在运运运动动动中中中相相相互互互感感感应应应、、、

相相相互互互翻翻翻转转转，，，本本本底底底能能能量量量类类类似似似孤孤孤粒粒粒子子子对对对空空空间间间的的的相相相互互互作作作用用用、、、

相相相互互互转转转化化化。。。   

222）））光光光子子子类类类似似似空空空间间间电电电磁磁磁的的的“““龙龙龙卷卷卷风风风”””，，，即即即是是是光光光波波波

球球球。。。光光光波波波是是是光光光子子子把把把电电电磁磁磁弦弦弦不不不断断断地地地向向向空空空间间间发发发散散散出出出去去去，，，

又又又收收收回回回来来来的的的过过过程程程，，，波波波动动动是是是断断断续续续的的的。。。电电电磁磁磁感感感应应应不不不停停停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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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翻转转转，，，光光光子子子则则则不不不停停停的的的向向向前前前行行行进进进，，，光光光是是是光光光子子子的的的群群群体体体效效效

应应应。。。   

333、、、自自自然然然界界界中中中可可可见见见到到到的的的双双双环环环结结结构构构龙龙龙卷卷卷风风风，，，是是是大大大气气气

的的的扰扰扰动动动、、、是是是凝凝凝聚聚聚能能能量量量的的的载载载体体体，，，是是是孤孤孤粒粒粒子子子。。。龙龙龙卷卷卷风风风，，，

风风风眼眼眼的的的周周周围围围是是是高高高速速速旋旋旋转转转的的的气气气流流流，，，这这这是是是个个个环环环状状状的的的气气气流流流。。。   

111）））这这这个个个气气气流流流可可可以以以抽抽抽象象象为为为一一一个个个环环环，，，称称称为为为 DDD 环环环。。。风风风

眼眼眼的的的内内内部部部，，，由由由下下下面面面向向向上上上吸吸吸入入入气气气流流流。。。在在在高高高于于于 DDD 环环环时时时，，，

这这这股股股气气气流流流开开开始始始向向向空空空间间间散散散开开开，，，然然然后后后以以以苹苹苹果果果表表表面面面的的的形形形状状状

向向向下下下，，，并并并返返返回回回到到到风风风眼眼眼的的的下下下面面面，，，如如如此此此循循循环环环，，，形形形成成成一一一个个个

稳稳稳定定定的的的球球球体体体。。。   

222）））风风风眼眼眼的的的上上上方方方如如如同同同苹苹苹果果果的的的柄柄柄根根根，，，风风风眼眼眼的的的下下下方方方如如如

同同同苹苹苹果果果的的的花花花蒂蒂蒂。。。顺顺顺着着着苹苹苹果果果表表表皮皮皮垂垂垂直直直的的的由由由柄柄柄根根根向向向花花花蒂蒂蒂

切切切开开开一一一个个个口口口子子子，，，然然然后后后沿沿沿着着着苹苹苹果果果的的的赤赤赤道道道线线线（（（柄柄柄根根根与与与花花花

蒂蒂蒂中中中间间间的的的圆圆圆周周周，，，如如如同同同地地地球球球的的的赤赤赤道道道））），，，向向向某某某一一一点点点归归归束束束起起起

来来来，，，也也也会会会形形形成成成一一一个个个环环环，，，这这这个个个环环环称称称为为为 CCC 环环环。。。   

444、、、云云云层层层中中中的的的卡卡卡曼曼曼漩漩漩涡涡涡或或或涡涡涡街街街，，，则则则类类类似似似多多多个个个电电电磁磁磁

环环环耦耦耦合合合的的的结结结构构构。。。卡卡卡曼曼曼漩漩漩涡涡涡实实实际际际上上上就就就是是是一一一个个个条条条形形形结结结构构构

的的的粒粒粒子子子。。。长长长条条条形形形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粒粒粒子子子不不不稳稳稳定定定，，，原原原因因因是是是受受受到到到碰碰碰

撞撞撞，，，容容容易易易断断断开开开。。。   

555、、、化化化学学学物物物质质质的的的分分分子子子也也也多多多有有有环环环形形形的的的结结结构构构，，，如如如：：：环环环

己己己烷烷烷、、、芳芳芳香香香族族族物物物质质质。。。画画画图图图多多多一一一些些些形形形象象象思思思维维维，，，环环环作作作正正正

视视视图图图，，，侧侧侧面面面看看看，，，环环环就就就是是是一一一条条条直直直线线线。。。   

“““双双双环环环”””把把把微微微观观观基基基本本本粒粒粒子子子与与与整整整个个个宇宇宇宙宙宙从从从牛牛牛顿顿顿

论论论、、、相相相对对对论论论和和和量量量子子子论论论等等等传传传统统统物物物理理理，，，只只只是是是换换换了了了个个个原原原生生生

态态态的的的角角角度度度，，，它它它的的的意意意义义义也也也正正正如如如屠屠屠迪迪迪先先先生生生所所所说说说，，，这这这个个个假假假

设设设简简简单单单、、、形形形象象象，，，其其其基基基本本本概概概念念念及及及现现现象象象的的的物物物理理理意意意义义义，，，是是是

使使使认认认知知知物物物理理理更更更接接接近近近本本本质质质物物物理理理变变变得得得简简简单单单易易易懂懂懂；；；它它它不不不破破破

坏坏坏现现现有有有的的的物物物理理理学学学公公公式式式，，，却却却能能能统统统一一一能能能量量量与与与时时时空空空、、、宏宏宏观观观

与与与微微微观观观、、、结结结构构构与与与性性性质质质之之之间间间的的的关关关系系系，，，解解解释释释诸诸诸多多多物物物理理理学学学

中中中难难难以以以解解解释释释的的的现现现象象象。。。   

二二二、、、模模模具具具量量量子子子学学学的的的自自自成成成   
曹天予教授在《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中说，

几何纲领和量子纲领之间虽同为实体，但量子起伏

的产生和湮灭，却颠覆了几何图像原有的变化概念。

如量子真空起伏的正负虚粒子对的产生和吸收；同

位旋概念的膺电子交换，电子的真空极化或元激发，

或能级跃迁，而出现的虚粒子包括虚电子-正电子对

介质的产生和湮灭过程、虚发射和再吸收等被称为

的鬼场（ghost field）、鬼态（ghost states）的

现象。 

据说鬼场、鬼态、鬼圈、鬼顶点、鬼自由度等

量子性质实体模拟，难倒了所有大量子物理学家，

威滕的弦/M论，斯莫林的圈论，霍金的膜论，才在

引领前沿科学新的潮流。而这个潮流的本质是，弦

论、圈论、膜论是一种模具模拟。即如果使用的实

物模具模拟，还不是量子世界真实面目的忠实描述，

那么也是为把所有理论实际存在物，当作只是为了

经济描述观测到的现象的相似构造的。屠屠屠迪迪迪追追追求求求使使使

认认认知知知物物物理理理更更更接接接近近近本本本质质质物物物理理理，，，变变变得得得简简简单单单、、、形形形象象象、、、易易易懂懂懂，，，
使用双双双环环环模具模拟，也许和这个潮流类似。 

但但但我我我看看看重重重屠屠屠迪迪迪先先先生生生的的的双双双环环环编编编织织织态态态，，，是是是看看看到到到双双双环环环

很很很有有有可可可扩扩扩容容容挖挖挖潜潜潜创创创新新新。。。例例例如如如，，，屠屠屠迪迪迪说说说电电电环环环 DDD 环环环首首首尾尾尾

不不不相相相接接接，，，为为为螺螺螺旋旋旋线线线状状状，，，是是是开开开环环环状状状态态态。。。实实实际际际也也也可可可扩扩扩容容容

为为为 CCC 环环环磁磁磁环环环的的的闭闭闭环环环状状状态态态。。。昂尼斯 111999111444 年年年把铅丝闭合

圆环，浸在液氦中降温进入超导态去掉外磁场，圈

内感生的循环流动不止的电流就是闭闭闭环环环状状状态态态。而且

它又会沿着圆环自发感生出一组穿流内圈循环流动

不止的磁力线。这里扩扩扩容容容能能能挖挖挖潜潜潜创创创新新新的的的是是是，，，由由由于于于整整整

个个个磁磁磁场场场其中每一根单独的磁力线也是闭合成圆环的

量子，取其中单独的一根磁力线，叫做磁单极量子，

实际它是暗物质的候选者。再以整个铅丝闭合圆环

感生磁场 N和 S极取向，磁单极量子的自旋可分为 N

子和 S子两种。根据双双双环环环 DDD 环环环与与与 CCC 环环环互互互感感感、、、翻翻翻转转转共共共

生生生的的的理理理论论论，，，由于磁单极量子的存在，类类类似似似电电电子子子对对对粒粒粒

子子子的的的四四四周周周会会会存存存在在在无无无数数数条条条飞飞飞舞舞舞的的的更更更微微微观观观的的的单单单链链链。。。这这这类类类

单单单链链链还还还可可可选选选择择择编编编码码码，，，有有有组组组成成成双双双链链链式式式的的的孤孤孤子子子链链链的的的概概概率率率。。。 

由此量子起伏的产生和湮灭类似的真空鬼场、

鬼态、鬼圈、鬼顶点、鬼自由度等，就能得到孤孤孤子子子

链链链模模模具具具的的的演演演示示示。。。由于磁单极量子涉及暗物质，即使

捕捉不到它们，但实验也能测量到它们的物理、化

学、生物等效应。所以屠屠屠迪迪迪的的的双双双环环环说说说到到到底底底，，，还还还是是是类类类

似似似模具量子学，而且是受到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这种

传统的影响的。例如我国古代自有的“阴阴阴阳阳阳五五五行行行”””

学学学说说说，，，阴阴阴、、、阳阳阳类类类似似似具有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能量

和自旋的两个电子形成束缚的电子对，这里电子对

实际类似一个小环圈；而五五五行行行金金金、、、木木木、、、水水水、、、火火火、、、土土土

相相相生生生相相相克克克，，，实际也类似一个大环圈。因此这种圈论、

环论互互互感感感翻翻翻转转转共共共生生生，，，被被被称为我国原生态的模具量子

学。 

像像像中中中医医医“““阴阴阴阳阳阳五五五行行行，，，相相相生生生相相相克克克”””这这这种种种孺孺孺幼幼幼皆皆皆知知知

的的的原生态的模具量子学，即即即使使使几几几千千千年年年中中中在在在贫贫贫穷穷穷偏偏偏僻僻僻

的的的地地地方方方，，，也也也能能能给给给普普普通通通老老老百百百姓姓姓一一一点点点实实实际际际的的的好好好处处处，，，并并并能能能

在在在新新新中中中国国国创创创造造造出出出对世界抗疟灭疟做出挽救上百个国

家数百万人生命发现的青青青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医学

创举。我支持屠屠屠迪迪迪模具量子学解现现现代代代量量量子子子力力力学学学之之之难难难，，，

更更更企企企盼盼盼能能能创创创造造造类类类似似似石石石破破破天天天惊惊惊的的的技技技术术术。。。 

寻寻寻着着着这这这思思思路路路来来来看看看屠屠屠迪迪迪的的的足足足迹迹迹，，，他他他说说说：：：“““在在在中中中国国国，，，

只只只要要要有有有一一一个个个基基基础础础物物物理理理理理理论论论能能能‘‘‘成成成功功功’’’，，，就就就是是是胜胜胜

利利利！！！”””“““《《《双双双环环环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宇宇宇宙宙宙》》》是是是个个个‘‘‘形形形象象象思思思维维维’’’的的的

产产产物物物，，，与与与现现现代代代理理理论论论物物物理理理的的的运运运作作作相相相去去去甚甚甚远远远，，，很很很难难难得得得到到到

学学学院院院派派派的的的认认认可可可。。。与与与其其其荒荒荒废废废，，，还还还不不不如如如作作作为为为‘‘‘素素素材材材’’’或或或

许许许还还还有有有借借借鉴鉴鉴作作作用用用”””。。。其其其实实实屠屠屠迪迪迪的的的模模模具具具量量量子子子学学学是是是自自自成成成

的的的。。。我我我和和和屠屠屠迪迪迪并并并未未未谋谋谋面面面，，，认认认识识识也也也才才才是是是从从从2011 年 3.

月通过电子邮件开始的。由于我们经经经历历历相相相同同同，，，爱爱爱好好好

相相相同同同，，，研研研究究究相相相同同同，，，观观观点点点相相相同同同，，，从从从他他他零零零星星星的的的透透透露露露中中中，，，

我我我能能能勾勾勾画画画这这这种种种模模模具具具量量量子子子学学学自自自成成成的的的足足足迹迹迹也也也许许许是是是：：：   

111、、、屠屠屠迪迪迪工工工作作作在在在上上上海海海，，，222000000333 年年年退退退休休休在在在上上上海海海。。。但但但也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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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许他他他出出出生生生在在在东东东北北北，，，那那那里里里有有有一一一种种种“““穆穆穆陵陵陵煤煤煤”””，，，块块块大大大有有有

的的的如如如半半半个个个人人人头头头，，，却却却很很很轻轻轻；；；片片片状状状的的的煤煤煤可可可以以以用用用火火火柴柴柴直直直接接接

点点点燃燃燃。。。在在在这这这种种种煤煤煤块块块上上上，，，经经经常常常可可可以以以看看看到到到清清清晰晰晰的的的树树树叶叶叶痕痕痕

迹迹迹，，，使使使他他他很很很小小小就就就知知知道道道煤煤煤是是是树树树变变变的的的。。。可可可见见见他他他从从从小小小就就就聪聪聪

慧慧慧。。。   

222、、、上上上小小小学学学时时时，，，父父父亲亲亲就就就给给给他他他买买买了了了《《《十十十万万万个个个为为为什什什么么么》》》、、、

《《《思思思索索索五五五分分分钟钟钟》》》、、、《《《玩玩玩具具具制制制造造造》》》，，，以以以及及及父父父亲亲亲的的的电电电子子子管管管、、、

无无无线线线电电电、、、电电电动动动机机机等等等书书书籍籍籍和和和各各各种种种工工工具具具书书书，，，够够够他他他看看看。。。他他他

也也也经经经常常常玩玩玩矿矿矿石石石收收收音音音机机机、、、模模模型型型飞飞飞机机机、、、焊焊焊接接接铁铁铁皮皮皮小小小船船船、、、

组组组装装装磁磁磁铁铁铁式式式的的的直直直流流流小小小电电电机机机等等等等等等，，，使使使他他他好好好奇奇奇心心心有有有增增增无无无

减减减。。。   

333、、、上上上了了了中中中学学学，，，开开开始始始玩玩玩电电电子子子管管管收收收音音音机机机。。。因因因此此此电电电磁磁磁

波波波是是是怎怎怎样样样在在在空空空间间间传传传播播播的的的问问问题题题，，，始始始终终终浮浮浮现现现在在在他他他脑脑脑中中中。。。

高高高中中中时时时，，，兴兴兴趣趣趣就就就收收收敛敛敛到到到了了了理理理、、、数数数、、、化化化。。。后后后来来来接接接触触触到到到

了了了相相相对对对论论论、、、波波波粒粒粒两两两相相相性性性、、、基基基本本本粒粒粒子子子、、、时时时空空空、、、黑黑黑洞洞洞、、、

孤孤孤立立立子子子等等等报报报道道道。。。   

444、、、大大大学学学后后后期期期经经经历历历文文文革革革………………。。。工工工作作作后后后，，，《《《自自自然然然杂杂杂

志志志》》》、、、《《《高高高能能能物物物理理理》》》、、、《《《科科科学学学画画画报报报》》》，，，定定定阅阅阅了了了 222000 多多多年年年。。。

他他他爱爱爱好好好提提提琴琴琴制制制作作作，，，爱爱爱好好好体体体操操操、、、游游游泳泳泳、、、举举举重重重、、、中中中长长长跑跑跑

等等等，，，但但但对对对物物物理理理学学学中中中的的的一一一些些些想想想法法法始始始终终终没没没有有有放放放弃弃弃。。。   

555、、、他他他爱爱爱好好好物物物理理理，，，直直直到到到 222000000333 年年年退退退休休休后后后才才才有有有了了了“““大大大

块块块”””的的的时时时间间间。。。每每每天天天洗洗洗衣衣衣、、、烧烧烧饭饭饭、、、作作作家家家务务务，，，还还还看看看电电电视视视。。。

有有有时时时有有有灵灵灵感感感了了了，，，就就就记记记录录录下下下来来来或或或整整整理理理一一一下下下。。。这这这样样样他他他将将将

长长长期期期以以以来来来对对对基基基础础础物物物理理理学学学的的的探探探索索索与与与研研研究究究的的的心心心得得得，，，几几几十十十

年年年积积积累累累的的的结结结果果果，，，加加加以以以整整整理理理，，，“““东东东西西西”””从从从零零零星星星凑凑凑出出出产产产

生生生了了了一一一个个个全全全新新新思思思路路路的的的《《《双双双环环环结结结构构构的的的宇宇宇宙宙宙》》》书书书稿稿稿。。。   

三三三、、、盼盼盼石石石破破破天天天惊惊惊的的的技技技术术术   
屠迪先生说体现本书的价值，是目的面对中学

生更具可读性；写成“科普”是为了扩大普及面；

书中对基础物理探索的假设和猜想，目的在于唤起

普通国人对物理的兴趣，乃至参与探索物理。。。并并并说说说

“““在在在国国国内内内学学学术术术界界界不不不学学学有有有派派派，，，霸霸霸气气气十十十足足足的的的人人人并并并不不不罕罕罕见见见，，，

好好好像像像他他他自自自己己己难难难学学学的的的东东东西西西别别别人人人就就就必必必然然然不不不懂懂懂”””。。。又又又说说说

“““一般的说，物理爱好者如果对物理学涉入较深、

时间较长、又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那么他无

疑会偏爱自己的理论，想要相互‘说服’是困难

的”。可见屠迪是很低调和很实在的人。 

 屠迪先生要我为他写序，也曾称赞我的三三三旋旋旋理理理

论论论“““并并并不不不落落落后后后于于于国国国际际际主主主流流流，，，是是是个个个好好好的的的范范范例例例”””。。。我我我先先先

感感感到到到惶惶惶恐恐恐。。。222000000222 年年年我我我积积积 444000 多多多年年年业业业余余余探探探索索索的的的成成成果果果出出出版版版

了了了《《《三三三旋旋旋理理理论论论初初初探探探》》》一一一书书书，，，西西西方方方《《《新新新语语语丝丝丝》》》网网网站站站论论论

坛坛坛发发发表表表一一一篇篇篇“““深深深刻刻刻”””解解解剖剖剖的的的文文文章章章，，，题题题目目目是是是《《《一一一本本本“““旷旷旷

世世世奇奇奇书书书”””？？？》》》，，，作作作者者者是是是   pppeeennngggxxxhhh。。。他他他因因因学学学习习习需需需要要要查查查资资资

料料料，，，在在在网网网站站站搜搜搜索索索到到到我我我的的的工工工作作作环环环境境境和和和经经经历历历介介介绍绍绍，，，感感感到到到

“““作作作者者者现现现在在在仍仍仍然然然任任任《《《绵绵绵阳阳阳日日日报报报》》》编编编辑辑辑，，，实实实在在在不不不合合合情情情

理理理”””。。。因因因为为为他他他认认认为为为现现现在在在是是是个个个“““高高高校校校和和和科科科研研研院院院所所所都都都求求求

贤贤贤若若若渴渴渴”””的的的时时时代代代，，，“““以以以如如如此此此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条条条件件件做做做出出出这这这样样样的的的

成成成就就就令令令人人人生生生疑疑疑”””，，，“““作作作者者者有有有欺欺欺名名名盗盗盗世世世之之之嫌嫌嫌”””。。。   

他他他说说说该该该书书书作作作序序序的的的李李李后后后强强强、、、金金金吾吾吾伦伦伦、、、刘刘刘粤粤粤生生生三三三位位位

老老老师师师中中中，，，可可可恶恶恶的的的是是是刘刘刘粤粤粤生生生说说说了了了“““这这这是是是一一一部部部旷旷旷世世世奇奇奇

书书书”””。。。他他他说说说，，，不不不用用用说说说中中中科科科院院院院院院士士士，，，“““就就就当当当时时时国国国内内内的的的

科科科研研研大大大环环环境境境和和和其其其工工工作作作环环环境境境来来来看看看，，，有有有如如如此此此建建建树树树恐恐恐怕怕怕不不不

易易易”””，，，“““以以以如如如此此此的的的研研研究究究条条条件件件做做做出出出这这这样样样的的的成成成就就就令令令人人人生生生

疑疑疑”””。。。   他他他问问问道道道：：：“““不不不知知知作作作者者者的的的百百百余余余篇篇篇论论论文文文发发发表表表在在在何何何

处处处。。。但但但愿愿愿不不不是是是《《《绵绵绵阳阳阳日日日报报报》》》”””。。。他他他“““唏唏唏嘘嘘嘘不不不已已已”””，，，

“““希希希望望望真真真正正正的的的专专专家家家来来来客客客观观观评评评价价价评评评价价价这这这本本本专专专著著著”””。。。

pppeeennngggxxxhhh 希希希望望望已已已经经经快快快十十十年年年，，，刘刘刘粤粤粤生生生教教教授授授“““旷旷旷世世世奇奇奇书书书”””

的的的说说说法法法，，，引引引起起起不不不少少少“““反反反伪伪伪”””专专专家家家的的的共共共讨讨讨之之之。。。PPPeeennngggxxxhhh

是是是代代代表表表，，，他他他入入入木木木三三三分分分地地地总总总结结结时时时代代代的的的部部部分分分特特特征征征是是是“““死死死

要要要面面面子子子的的的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没没没有有有人人人能能能“““经经经住住住高高高薪薪薪和和和良良良好好好科科科

研研研环环环境境境和和和条条条件件件的的的诱诱诱惑惑惑”””。。。   

我我我是是是第第第一一一次次次给给给人人人作作作序序序，，，借借借此此此作作作序序序我我我要要要回回回答答答的的的是是是，，，

那那那百百百余余余篇篇篇论论论文文文，，，没没没有有有一一一篇篇篇是是是发发发表表表在在在《《《绵绵绵阳阳阳日日日报报报》》》上上上

的的的。。。一一一个个个人人人在在在基基基层层层凭凭凭借借借自自自己己己的的的条条条件件件和和和能能能力力力，，，444000 多多多年年年

的的的日日日日日日夜夜夜夜夜夜把把把所所所有有有的的的业业业余余余时时时间间间和和和爱爱爱好好好，，，都都都投投投入入入到到到科科科

学学学探探探索索索上上上，，，搞搞搞一一一些些些模模模具具具量量量子子子学学学类类类似似似东东东西西西，，，没没没有有有什什什么么么

奇奇奇怪怪怪的的的。。。我我我曾曾曾在在在人人人民民民网网网强强强国国国论论论坛坛坛上上上发发发表表表过过过一一一篇篇篇博博博文文文，，，

题题题目目目是是是《《《重重重识识识易易易经经经与与与生生生态态态文文文明明明》》》，，，其其其中中中说说说：：：“““把正

义、非正义与科技创造联系起来组合研究，从远古

到现今有八种情况：    
1、 我们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

侵略了别人； 

2、我们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

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3、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

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4、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

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5、别人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

侵略了我们；  

6、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

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7、别人用我们创造的科技原理，他们自己生

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8、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我们生产的

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易经，是我们

中国古代人的科技原理到实物的创造，我们强大了

十多个世纪。后来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

易经传到了西方，西方终于改变这些科技原理，火

药变成了现代枪炮，造纸变成了现代音像设备，指

南针变成了现代陀螺遥控，印刷术变成了现代信息

技术，易经变成了电子计算机。虽然我国目前在这

些方面也有科技原理的创造，但我们终究强大不过

西方。而近几个世纪，西方更多的还是用自己创造

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侵略了我们。因此，

我们要自强、自卫，有后劲，要用自己创造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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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侵略者。这也是杨振宁、

陈省身教授他们这些走出国门，获得公认大成就后

的中国人，认识到要从本质和方法上改变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的意义”。 

这篇博文，被《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22000000444

年年年第第第 111222 期期期收收收入入入发发发表表表，，，题题题目目目改改改为为为《《《吹吹吹响响响重重重识识识易易易经经经的的的号号号

角角角》》》。。。我我我的的的百百百余余余篇篇篇论论论文文文也也也正正正是是是得得得到到到这这这类类类国国国家家家刊刊刊号号号杂杂杂

志志志和和和杂杂杂志志志领领领导导导的的的主主主动动动关关关爱爱爱发发发表表表的的的。。。我我我和和和 pppeeennngggxxxhhh 先先先生生生

的的的人人人生生生道道道路路路不不不同同同，，，我我我不不不反反反对对对 pppeeennngggxxxhhh 等等等先先先生生生死死死要要要面面面子子子、、、

名名名利利利，，，但但但我我我的的的动动动力力力来来来源源源对对对祖祖祖国国国的的的热热热爱爱爱和和和对对对生生生育育育养养养育育育

我我我那那那片片片贫贫贫瘠瘠瘠乡乡乡土土土的的的眷眷眷恋恋恋。。。我我我追追追求求求科科科学学学理论的创新和

发现，但更追追追求求求变成石破天惊的技术。科学原理当

然重要，但各人站的角度不同，会出现很多不同的

声音，很很很难难难统统统一一一。。。所所所以以以最最最后后后以以以“““盼盼盼石破天惊的技术”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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