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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变到质变》是对宇宙中事物之《生长衰亡根本规律》的佐证 - 关于《从量变质变规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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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量的增减引起性质的改变，或者说，量变到一程度时引起质变。只有事物本身内部各部分的‘突

变’才能使事物整体的结构产生‘质变’，即由原来的旧事物旧结构‘质变’为新事物新结构。我们宇宙中

任何事物，包括宇宙本身，都符合‘生长衰亡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其‘生和死’都是‘突变’和‘质

变’，其‘长和衰’都是由‘突变后的量变造成的’。只有物体内部各部件结构不断有序地‘突变’，才能最

后达到物体整体结构的‘质变’。因此，‘突变’是事物‘质变’的动因和必要条件，而‘量变’可作为‘突

变’后‘增强或减弱’事物‘质变’结果的补充条件。现在科学界用‘系统工程，耗散理论，突变论，蝴蝶

效应等’解释、分析、比较、总结各种事物的‘突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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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科学中的‘突变论’和‘蝴蝶效应’

简介 

 现代系统论主要有三大思想体系：耗散结构理

论、协同论和突变理论。其中，突变理论可以为系

统组织提供一系列关于组织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

对其影响的系统分析。 

 谈到突变论时，有必要指出早前托姆和德弗里

斯以及他的突变进化论。[1] 多年以来，如何看待世

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达尔文主要从“渐

变”或“连续性”的角度考察世界，认为自然界的

演变是十分缓慢的，这种“渐变论”是当时学术界

的主导思想。19 世纪末，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

连续变异进化观，既无法解释古生物学中大量存在

的“化石断层”现象，亦无从说明变异的遗传本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荷兰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

(Hugo De Vries，1848-1935)建立了以“物种的突发

产生”为主要内容的进化学说突变论。他在 1889

年出版了《细胞内泛生论》，以批判的眼光回顾了

以前在遗传方面的研究提出了细胞核的成分“泛生

子”（Pangenes）决定遗传特性。1901-1903 年，他

撰写出版了《突变论》一书，集中阐述了他的生物

突变论思想。德弗里斯证明，达尔文强调的那种微

小变异不是形成新物种的真正基础，物种起源主要

是通过跳跃式的变异—“突变”来完成的。他解答

了达尔文学说中许多使人迷惘的问题，回击了一些

人对进化论的攻击，从而使达尔文进化论向前推进

了一大步。德弗里斯还给出了生物突变的主要特

性。 

 德弗里斯和托姆的突变论观点具有普遍的意

义，它转换了人们认识的角度，使我们可以用非连

续进化观，进入一个迥异于连续性进化观的世界，

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上应用极为广泛的现代方法论

之一。同时，突变论作为一门着重应用的科学，既

可以用在“硬”科学方面，又可以用于“软”科学

方面。特别地，对洞察企业发展的演化过程，把握

企业发展的规律，指导企业的经营实践，具有重要

的方法论意义和启示作用。突变论提出了以下的突

变特性：(1)突变的突发性。新的基本种可不经过任

何中间阶段而突然出现；在进化过程中，突变体的

产生无法预见，新突变体一旦出现，就“具有新型

式的所有性状”； (2)突变的多向性。新的基本种突

变的形成，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发生的，所有的器官

几乎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都会发生变化； (3)突变

的稳定性和不可逆性。从新的基本种产生的时刻

起，通常是完全稳定的。突变一旦产生，就能稳定

地遗传给后代，它不具有“逐渐返回其起源形式的

倾向”，这种不可逆性可导致突变体直接形成一个

新物种； (4)突变的周期性。突变是周期性出现的，

不管研究的材料及其性质是什么，突变出现的几率

是有规律可寻。如月见草(正常型)的 7 个变种出现

的几率为 1％--3％； (5)突变的随机性。突变可发

生在生物体的任一部位，突变的发生与外界条件影

响之间，新的性状同个体的变异性之间，没有什么

特殊的联系。 

 著名的洛仑兹蝴蝶效应现象，是指事物发展的

结果对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

性。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

异。 1979 年 12 月 29 日，当美国科学家洛仑兹在

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会，以“可预言性：一只蝴蝶

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为

题演讲的时候，人们对蝴蝶效应也许还缺少切实的

体会，但随着事物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系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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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庞大复杂，蝴蝶效应越来越显著，发生的频率也

越来越高。2003 年北美历史上发生了最严重的大停

电事故，造成了 60 亿美元的直接损失。经联合调

查小组的专家证实，其原因却非常简单，不过是一

些长得过分茂密的树丛使俄亥俄州克里夫兰附近

的电线短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

蝴蝶效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

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人工系统，均有蝴蝶效

应发生，产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也十分巨大。 

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比籍俄裔化学家普利高

津创造了耗散结构理论。他认为世界万物既可能是

进化的，也可能是退化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满足四

个必要条件（不是充要条件）：即系统是开放的，

远离平衡态。系统与环境间存在物质的、能量的交

换。系统存在非线性机制和系统存在涨落现象。也

就是说系统或事物只有满足这四条件后，才能进

化。 

其实，中国古人对蝴蝶效应的现象是深有体会

的，只是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而已。比如，棋错一

着，满盘皆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失足成千

古恨；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等等。 
 
【二】；物质粒子和物体的<量变>、<突变>、<质变>

的关系 

1*；现在宇宙中只有 2个独立而又互相依存和

转化的元素：物质（粒子，物体）和辐射能（各种

能量），二者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在我们宇宙诞

生的极早期，物质粒子与辐射能可不停地迅速互相

转化。在现今宇宙中，物质粒子在特定条件下，可

部分的单向转化为辐射能，辐射能尚无法转变为物

质粒子。[5]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量变’‘突变’‘质

变’的规律是物质粒子和物体的变化规律，不是辐

射能的变化规律。 

 所有物质的粒子或物体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氢

原子组成不同层次的物质结构。宇宙中最简单而能

独立存在的物质粒子是氢原子，所以氢原子是组合

成所有物质的基本单位和最小单元。
[2]
宇宙中除了

所有的实体物质之外，其余的都是辐射能（热能）。

辐射能只能单个的存在，不能组合或者转变为成物

质粒子实体。各种不同的辐射能都有其各种特定的

温度、频率、波长和相当质量，和带有相同的一个

基本信息量。
[4]
在现实的宇宙中，在特定的条件下，

比如在恒星的核聚变中和黑洞中，物质粒子可小部

分地转变为辐射能，只有这种单向的转变可进行，

这代表着宇宙时间的方向和熵的增加，表明我们宇

宙中的物质物体，在遥远的未来，最终会通过黑洞

全部转变为辐射能。现在尚无大自然的力量或者人

力可以将辐射能聚集、压缩而转变为物质粒子。只

有在我们宇宙诞生的高温高压的极早期，物质粒子

和辐射能可极其快速地相互转变。[5] 

 2*；物质粒子和物体的<量变>、<突变>、<质

变>概念和定义 

 第一；我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可以

孤立地存在而不受外界事物的联系、影响和作用

的，都是开放系统。同样，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

运动、变化也会对其外界的事物产生影响和作用。

为了简化研究，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在外界的影响

和作用下，事物本身内部结构的‘量变’‘突变’

和‘质变’之间的关系。至于事物本身在变化过程

中，如何影响外界，则没有论证。 

 第二；一个‘物质不灭定律’就否定了任何变

化过程前后物质量增减的作用。实际上还没有哪一

件物质物体是只有‘量’而没有‘质’的，也没有

哪一件物质物体是只有‘质’而没有‘量’的。同

时，物质无论是‘量的增减’，或者‘质的结构性

改变’，都需要‘外因’的作用；如无外因作用，

任何物质物体‘量’和‘质’只能保持原样不变。

任何物质物体，小至一个电子，一个辐射能，大至

一个星体，都有其特定的‘质’和‘量’，都是‘质’

和‘量’的有机统一体，一个事物的变化过程，当

然是其‘质’和‘量’一起变化的过程，人们从许

多部件‘突变’到整体的‘质变’过程中，是要找

出不同变化过程中‘质’改变的特殊性，如果将所

有变化过程笼统归结为从‘量变’到‘质变’，这

种简单的归结实际上就是一句使人的脑筋变简单、

变蠢的废话。当不同质的多种定量物质，在外因作

用下，结合成新物质时，是谈不上什么‘量变’的。

同样，当一个物质物体分解为多个新物质物体时，

也谈不上是量的减少。‘物质不灭定律’否定了物

质量在变化过程中的意义。再说，人们研究事物变

化的过程和规律，是要找出事物变化是什么样的

‘内因’和‘外因’造成什么样的的结果，以便人

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使自己变聪明，好为人类

和自己的思想生活行为作最佳选择，以避凶趋吉。 

 第三<量变>：是指同质性的物质粒子或物体的

单纯数量的增减；或者是其内部某部的成分、粒子、

部件的同质的单纯数量的增减。‘量变’对象的‘变

化量’是‘可数的’或者是‘可测量的’，或者是

连续运动的。（1）；物质物体整体外在运动状态的

‘量变’无法造成其内部结构的‘质变’，如飞机

汽车速度的改变；（2）；由‘外因’温度的升降所

引起物质物体内部结构的‘热胀冷缩’的‘量变’

到其上下限‘临界点’时，会造成内部结构的破坏

或崩溃。（3）；事物内部结构‘突变’后的‘量变’

是促成其‘质变’结果发展壮大或者减弱衰败的过

程。在这种‘量变’过程中，‘量变’出来的某些

东西有可能发生更微小的‘突变’。 

 第四；<质变>：是指一个物体整个结构改变为

不同的新结构新本质的另一种物体；一个物体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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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而不改变该物体的内部结构时，不可能发

生‘质变’。比如一粒黄豆即使增加到十万粒，原

来的黄豆仍然是一粒黄豆。当将该粒黄豆放到适当

条件的地里时，他就会改变结构，发芽成为黄豆芽。

当广场中由一个人一盘散沙似地增加对 200 个人、

各人仍然保持互相没有任何关系而能独立自主活

动时，每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自由人，而无结构的

改变。如果将他们按军事组织组成连排班的严格结

构时，他们就成为有战斗力的军事作战组织了。因

此，当任何事物的结构改变时，它的性质和作用就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质变’就是改变事物

整体的结构。 

 第五；<突变>：是整个物体内部某粒子、某部

分或某部件发生的结构性的‘突然改变’，是非连

续性的，可称之为‘小质变’，所有结构性的改变

都是突然发生的，所以是‘突变’。‘突变’具有突

发性、多向性、不可逆性、不可预测性。在一个复

杂的整体物体内部，往往由许多不同结构不同性质

的部件组成，因此，其中某些或者个别部分或部件

的结构，可能在‘外因’的能量（包括电磁能，辐

射能，场能等）和粒子（包括原子，分子，粒子团

等）作用下发生‘突变’，而该物体整体尚能保持

其主要结构和性质，比如某个人发生感冒，肝病或

者失去一只脚等。当物体内部‘某部分（部件）的

结构改变，即‘突变’，不足以造成事物整体主要

结构和性质的改变、或者整体毁灭和死亡时，这种

部分的‘小质变’就称之为‘突变’。 所以物质物

体内部结构的改变都由‘突变’造成，没有外界‘外

因’的压力、场能、外力、等因素的量变影响，没

有外在有适当温度的辐射能和有能量的微粒子可

进入物体内部，物体内部部件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不

可能‘突变’。事物内部结构‘突变’后的‘量变’

是其发展壮大或者减弱衰败的过程。 

 第六；结论：（1）；我们所研究的是物质物体

本身结构的变化的‘量变’‘突变’‘质变’及其之

间的关系和规律。因为在现实物理世界，辐射能不

可能转变为物质，只能作为‘外因’，提供物体内

部变化所需的能量。这就是‘物质不灭定律’存在

的根据。（2）；各种场能量包括辐射能在内，是推

动物质物体‘量变’‘突变’‘质变’的动力，物质

粒子也只有在能量的推动下参与物体内部的变化。

没有能量的参与和推动（能量增减），物质物体及

其结构就会原封不动，不可能发生任何改变。（3）；

在物质物体结构的变化过程中，要分清‘内因’和

‘外因’的区别，要看到‘内因’是如何通过‘外

因’而起作用的。宇宙降温膨胀的‘外因’，对造

成宇宙中物质物体结构的‘突变’和‘质变’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宇宙中任何种类的物质物体结

构，都只能在特定的温度区间内存在，而结构遵循

热胀冷缩的规律，在结构胀缩到上下极限时，可‘质

变’为其它结构的物质物体。（4）；‘突变’和‘质

变’有相对性、层次性、个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量变’则无。比如一个人的肺癌初期，对肺和整

个人都是‘突变’，但是到肺癌晚期，对肺就是‘质

变’，但是对整个人来说，仍然是‘突变’，还可以

切除一个肺，人或许能够活着。再比如，中国现在

许多行业都生产过剩，这对每个过剩的行业来说，

都是‘质变’，但是对造成经济危机的‘质变’来

说，都不过是小的‘突变’而已。同样，中国的的

经济危机对造成共党‘一党专政’转型为‘自由民

主法治’政治制度的‘质变’来说，又只不过是一

个‘突变’。 

 3*；辐射能（热能）作为‘外因’对物质粒子

和物体的内部结构是如何影响和起作用的 

 首先，任何物体，因为具有固定的物理组成与

结构，故皆有其特定共振频率；在一段时间内，可

接收与其带有共振频率的外来辐射能。如单一生物

体，小至细菌，大如人类；于不同层次，可能是细

胞（肝细胞）、组织（肌肉组织）、器官（肺脏）乃

至于生理系统（淋巴系统），由于它们有一定的完

整界线与组成结构，故各部分或者整体拥有其相近

的共振波频带。当它们接收到外来电磁波的频率等

于其本身的频率时，就会因共振而受到强烈刺激和

震动。所以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辐射能）对于一个

复杂物体内部各部分的刺激和影响是不一样的。 

其次，根据量子力学，辐射能有波粒二重性，

不同频率波的辐射能有其各自的相对应的粒子温

度。因此，当辐射能作为粒子与物质粒子中的电子

和原子核相碰撞时，就能撞击它们，并增加它们一

点点温度，当许多不同频率的辐射能不断地连续撞

击某些电子或原子核时，它们随着温度的提高和震

动的加剧，该电子或原子核就可能被撞飞出去，而

离开其原来的位置，可进入其它部件或外界。于是，

该物体内部结构的组织就被局部地破坏了。 

4*；因此，宇宙中任何相对稳定的物体，其结

构永许的温度变化范围，都是在确定的温度区间内

的，特定的物质结构可以在特定的温度区间内热胀

冷缩，而不改变其组织结构和性质。当物体热胀冷

缩超越其永许区间的上下的‘临界点’时，物体内

部某部分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毁灭性的‘突变’，

或整体‘质变’。生物和人在 100
0
C 时，都会被烧焦；

而铁在 15380C 时，才熔化为液体。如要将 4个氢原

子合成 1个氦原子，温度必须要达到约 3千万度，

还要加上极高的压力。恒星中心的核聚变就是在这

种高温高压下进行的。愈是高级复杂的生物和动

物，其体温永许变化的范围就愈小，人的体温或可

短暂地承受为 36,5 ±5oC 的变化。 

物质结构愈简单，所能忍受的温度愈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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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诞生时，温度约为 1032k，随着宇宙的膨胀降温，

当宇宙年龄成长到约 40 万年时，温度降低到约

40000k，就到了‘辐射时代’的结束。此后，物质

粒子（氢氦等）与辐射能分开，辐射能继续膨胀降

温，而物质粒子收缩成为星云和恒星，当宇宙年龄

达到约 92 亿年、即约 45 亿年前时，形成了我们的

太阳系和地球，当地球的温度逐渐降低到 1000C 以

下时，开始了生物的大演变、大进化、大繁殖，大

约在 200 万年前，由类人猿进化成为能够直立行走

的人类。结构最复杂的人类的出现，是地球上温度

降低到 1000C 以下以后的结果，因为温度降低后，

粒子和原子的震动降低（振幅减小），才能结合成

复杂的物质结构。 

5*；辐射能温度改变（升高或者降低）都是‘突

变’和‘质变’，而非‘量变’。 

根据量子力学的波粒二重性，每一个特定波长

r 的辐射能的能量 Er、温度 Tr、频率 νr 都随着其

波长而有确定的数值，其公式为 Er = mrC
2 = κTr = 

νrh/2π = Ch/2πr，mr 为辐射能的相当质量。因为辐

射能频率 νr的改变是间断性的，即非连续性的。[4]

因此辐射能温度的改变就是‘突变’，而非‘量变’。

就是说，如果给一个物体加同样温度（频率）的辐

射能（同温热能），加得再久再多，该物体的温度

也不会升高。要想使物体有高温，得加高温（高频

率）的辐射能。 

恩格斯说，‘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

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

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

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其

实，将一滴水直接放到 1000C 的电炉上，它就即刻

化为水蒸气。水的‘量变’应是其‘热胀冷缩’。 
 
【三】；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1*；‘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是如何提出的？ 

黑格尔首先提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恩格斯继承后纳入'唯物辩证法'成 3 大规律之一，认

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

定》3 大规律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

由于他们都处在初始工业化的机械论时代，那时没

有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黑体辐射、DNA、质量

能量转变、生物进化的断层、耗散结构理论、蝴蝶

效应等，人们把星体和机械的循环连续运行规律作

为代表宇宙中普遍规律。因此，把‘从量变到质变’

当做宇宙所有事物演（变）化的普遍过程。 

2*；对‘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的解释 

恩格斯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

的转化时写道：“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那是量到

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

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

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

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

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

蒸汽或冰。-----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

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

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

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

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

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

-----物理学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

的转变点。—约·斯大林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

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

变化＞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

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作者注：

物体状态的改变并非其结构和化学性质的改变）. 

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化学可以称为研究

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

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  拿氧来说：如果结

合在一个分子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

有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

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

把氧同氯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

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

物体不问的物体！” 

3*；误解 

（1）；‘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应该是指事物

本身‘内部’某些部分或者整体的结构从‘量变到

质变’，而不是指外部环境的温度和压力等的变化；

如水变成水蒸气是其在外部温度变化的影响下，内

部结构的膨胀达到极限使水分子运动速度增高到

各分子不能连接在一起。（2）；外部环境的温度和

压力等的变化对内部不同结构部分变化的影响是

不相同的。比如，这才有不同的药物可以治疗人体

不同部位的病变（突变）。用外部温度的改变导致

大量同质性水分子物态的改变以证明其‘量变到质

变规律’是太简单化了。水在常温也能蒸发为气体

哦。比如，将一粒黄豆增加到一大袋子黄豆，该黄

豆也不会发生‘质变’。将一粒黄豆在适当的季节

放在适当的土壤里，几天就‘质变’发芽了。（3）；

宇宙中任何独立相对稳定的物体，其中所有不同的

部分（部件）都是由定量、定质的物质粒子组成的

确定结构。因此，物体内部某部件结构的改变（突

变），一定是其选择性吸收（或者置换）某些定量

定质物质粒子的结果，而整个物体结构的改变（质

变），则是其内部主要部件或者大部分部件中的定

量定质物质粒子有序地被选择性吸收（或者置换）

的结果。可见，对任何物体结构（性质）的改变起

决定性作用的是物质粒子的‘质’，其次才是该‘质’

携带的恰当的‘量’，多余了要能够抛弃掉，少了

如果无法补充，其结构（质）就无法改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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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是事物‘质变’的必要条件，而‘量变’

可作为事物‘质变’所容许的补充条件。对于最简

单的物质粒子，如在恒星中心 1.5 千万高温下，4

个氢原子聚合成 1个氦原子过程，也是有效地分为

好几个步骤的变化（突变）才能最后聚合成 1个氦

原子（质变）而放出大量的辐射能。这里每个氢原

子都有相同的‘质量’。这里，只有氢原子才能结

合成氦原子，是必要条件；而恰恰只能 4个氢原子

才能聚合成 1个氦原子，还要加上 1.5千万度的高

温和极高的压力（外因），这些都是充分条件。（4）；

上面论证过，‘外因’辐射能温度的升降不能看成

为事物内部结构的‘量变’，而应看作促成内部‘突

变’的动力。 

4*；'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

规律》、《否定之否定》3 大规律 

其实‘对立统一规律’[2][3] 类似老子的‘一阴

一阳谓之道’，而用‘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相辅

相成，’来解释矛盾比‘对立统一’毫不逊色。用

‘反者道之动，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也如同‘否

定之否定’反映了事物发展的结局和走向。 

中国古老的<易经八卦>就是研究探讨宇宙中

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的，即变化的方向、路径和结

果的。八卦中无论从一爻到另一爻的变化就是‘突

变’，从一卦到另一卦的变化就是‘质变’，正是反

映了事物各部分本质和结构的各种‘突变’，而最

后造成该事物的整体‘质变’[3]。这说明中国的古

圣贤们在观察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往往是忽略事物

各过程中的‘量变’的，他们只着重事物变化的阶

段性层次性的‘质变’的区别，就能把握事物变化

的走向和结局，而预示事物的进退、得失、益损、

吉凶、成败等。特别是许多生物化学过程、生物和

人的思想行为很难得或者不可能用某种量化尺度

来衡量的。只有事物本质和结构无‘质变’的某些

单纯的‘物理过程’才可用量化来描述。 

中国文化和古圣贤们历来对‘量变’的忽视和

对‘突变’的重视，表现在其始终继承和发扬古老

的‘道德经’和‘易经八卦’思想观念的精华，并

受其影响至深。八卦就是用‘突变’（阶段性和部

分的质变）来预测、推演、判断事物的演变过程及

其‘质变’结局的。[3] 可见，中西文化和哲学思想

的重大区别之一就表现在：中国古典哲学注重于从

从事物各部分的‘突变’到整体的‘质变’。而西

方古典哲学注重于研究、测定事物的运动和单纯数

量的增减的‘量变’和物态的‘质变’。中国人的

‘差不多’思想可能与不重视‘量’有关。 
 
【四】；宇宙中各种事物变化过程的分类，除了物

体运动的‘量变’极难导致其本身‘质变’之外，

其余各过程中的‘突变’‘量变’和‘质变’的普

遍关系是；（突变 + 突变后的量变）+ （突变 + 突

变后的量变），，， 整体‘质变’，其中，‘突变’

是必须有的，而‘突变后的量变’或有或无或大或

小，这符合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有‘生长衰亡的根本

规律’，亦即彿教所说的‘成、住、壞、空’ 四個

劫的輪迴。 

1*；宇宙中最简单基本的物质粒子，改变原子结构

的核聚变和核裂变过程 

质子中子之间的结合和分解就是由部分的‘突

变’到整体的‘质变’ 

恒星内部在约 3 千万度高温和极高的压力下的

核聚变过程，即美国贝特和德国魏茨泽克的质子-

质子反应: 

第一步反应为:1
1H + 1

1H  1
2H + e+ + νe  ‘突变’ 

第二步反应为：1
2H + 1

1H  2
3He + γ ‘突变’ 

第三步反应为：2
3He + 2

3He  2
4He +2 1

1H + γ

 ‘突变’   最终成为‘质变’ 
 
氢原子 1

1H（质子）是构成宇宙中所有物质物

体最小的基本单位。1H 左上面的 1 是质子与中子的

总数，1H 左下面的 1 是质子数。e+是正电子，νe 是

中微子，γ 是 γ-射线。上面整个反应过程是在恒星

内部约 3 千万高温和极高压力的‘外因’下完成的。

整个过程由 3 次有序地‘突变’（小质变）完成最

后的‘质变’，即由 8 个氢原子有序地逐步组合成

氢原子同位素和氦同位素，最后组合成成 2 个氦原

子。人们根本无法用‘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去解

释，说成氢原子由 1 个增加到 8 个就合成 2 个氦原

子。而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是与氦原子完全不同

的。人们现在可用原子弹爆炸的高温高压制造成氢

弹，完成上述氢转变为氦的核聚变过程，但是人类

尚无法控制这整个过程，将核能转变为电能。 

核裂变大部都是一种有中子撞击的核反应核

裂变，核反应是依中子撞击的机制所产生，只出现

在几种较重的同位素中，在外部（外因）供给中子

射击的条件下，反应物裂变为二个较小的原子核，

而放出能量。人们可控制发射中子的多少以控制裂

变产生的能量的多少。核裂变可以在没有中子撞击

的情形下出现，这种称为自发裂变，是放射性衰变

的一种。核裂变也只能用‘突变’来解释，无法用

‘量变到质变’来解释。 

2*；某些简单的物理过程中，物质物体的单纯运动

‘量’的增减不能产生‘质变’，因为它改变不了

该物质物体的结构和性质。 

（1）；所有物体在引力场的运动，所有电磁体

在电磁场中的运动，如在外力和势能的作用下，改

变位置、速度、加速度时，并不能改变该物体的内

部结构，因此，这种‘量变’不能导致给物体结构

改变的‘质变’。唯一的情况是当物体以高速与外

物碰撞时，可造成该物体部分或者整体结构的破坏

或毁灭，这可是名符其实的‘突变’而导致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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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质变’。（2）；物体或物件单纯的数量的增减，

而不改变结构和组织形式，不可能产生‘质变’。

前面说过，一粒黄豆增加到一袋黄豆，该黄豆仍然

是原来的黄豆。几个人增加到毫无关系的几百人，

每个人仍然是原来的个人。如果将他们组织成连排

班的军队或送进军队，或者加入团体，或者招进公

司等，他们之间组织形式、性质、地位和关系就完

全改变了，这就是‘突变’和‘质变’，谈不上什

么‘量变’。如果将一个西红柿增加到一袋子而装

进袋中，下面的西红柿就会被压破碎了。这也不能

用‘量变到质变’来解释。这是外界地球重力场产

生的效果。如果将西红柿摊开着放，每个西红柿就

会在一段时间里保持原样。(3)；不改变化学结构的

物态的改变，如水变成水蒸汽或冰等，这是物质物

体在‘外因’温度和压力的影响下，由‘热胀冷缩’

改变其分子之间距离的结果，‘量变’不导致改变

结构的‘质变’。（4）；光电效应（Photoelectric 

Effect）：光电效应是指光束照射在金属表面会使其

发射出电子的物理效应。发射出来的电子称为「光

电子」。要发生光电效应，光的频率必须超过金属

的特征频率。光的频率愈高，其能量就愈大，被光

束照射到的电子会吸收光子的能量，光子所有能量

都必须被吸收，用来克服逸出功。就是说，只有光

子的频率高到能使电子所吸收的能量能克服逸出

功，并且还有剩余能量时，则这剩余能量会成为电

子在被发射后的动能，符合'能量不灭定律' 。这个

突破性的理论不但能够解释光电效应，也推动了量

子力学的诞生。就是说，给再多低频率的光子也是

无法打出光电子的。其道理类似于‘鹊巢鸠占’，

只有鸠有足够大的能力打败驱逐鹊时，鸠才能将鹊

逐出巢而占领之。前面已经说过，不同频率的辐射

能（光子），是不同的‘质’，而不是不同的‘量’。

电子飞出去的动能的大小取决于光子能量的大小，

当光子为频率更高的光子时，打出去的电子的动能

就愈大。但能量再大，也改变不了任何物质的结构。

（5）；宇宙中任何事物都需服从‘生长衰亡规律’，

‘生和亡’都是‘突变’引起的‘质变’，其内部

‘突变后的量变’就是该事物‘长和衰’的体现。 

3*；化学变化过程。改变物质分子结构的化学过程

是来源于原子核外层电子之间的结构和化学键结

构的‘突变’。这种‘突变’是在外部环境有辐射

能（热能）或电磁能‘外因’的作用下发生的。 

过程变化前后的参与者，旧物质的原子分子变

成为不同结构和性质的新物质，但是新旧物质的电

子和原子的总数（量）是相同的不变的。从这个角

度看，无所谓‘量变’，只是改变外层电子的分配

分布结构的‘突变’和‘质变’。 

所有产生化学变化而改变结构的‘化学过程’

都是来源于‘突变’，而非如‘量变’，都符合‘物

质不灭定律’。O2制造成臭氧 O3也当做‘量变到质

变’的典型例子，至少是误解。制造臭氧方法很多：

高压放电、紫外线照射、电解都可产生臭氧。氧气

O2和臭氧 O3分子结构式大不一样，性质大不同。

O2只能是直线结构。O3具有等腰三角形结构，三

个氧原子分别位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顶角为

116.79 度。这些结构的改变的起因是相同的，即原

子的外层电子的重新配置造成分子结构的改变，都

是‘突变’造成的‘质变’。可见，所有产生化学

变化而改变结构的‘质变’都是起因于的结构改变

的‘突变’。 

因此。所有化学过程都改变结构，是由‘突变’

到‘质变’。因为参与过程的各物质分子不一定都

是同质性的。而且，变化过程前后的总原子数量是

不变的。因为它们之间外层电子的结合或者化学键

的改变都是互相有严格地选择性的配（化）合的，

不是任何原子分子都可以轻易结合成为化合物的。

可见，将氧 O2制造成臭氧 O3的过程当做‘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4*；生物过程全部是由‘突变’引起的，许多部分

特别是 DNA 有序地‘突变’，导致该生物最终的整

体‘质变’—进化成新物质或者被淘汰灭亡。 

生物过程比化学工程更精准复杂，它们是在特

定的辐射能和活动的物质粒子的‘外因’作用下，

大的有机分子形成有选择性的有序地吸新和排旧，

而形成了新陈代谢、进化退化、生长衰亡等复杂的

‘突变’演变过程。 

地球生命在早期进化阶段 DNA 和蛋白质形成

之前，RNA 对于复杂微生物形成具有主导地位。在

进化形成复杂的蛋白质，和能控制遗传的 DNA 后，

当形成生物膜系统而能将蛋白质和 DNA 包进其内

部时，才算完成了从无生物有机物到生命（单细胞

生物）的起源过程。 DNA 有序地、有选择性地‘突

变’是物种演化的根源，形成了从微生物再到高级

生物直到人类的慢长地进化和演变的过程。结构性

的‘突变’是主因，它是在‘外因’的特定能量和

粒子或能量场的参与作用下完成的。在生物变化过

程中，往往由许多‘有序的’连续的部件或部分的

‘突变’，再加上某些有限的‘突变后的量变’的

发展壮大或者减弱缩小，才能完成最终的整体‘质

变’。因此，对生物过程来说，不断有选择性的‘吸

收’养分和‘排除’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才能

保持其动态的平衡和稳定。DNA 具有信息编码程序

的的遗传，是生物保持其物种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所以，有机分子或生物部件在‘外因’能量和活动

的物质粒子（包括元素，无机有机分子和分子团）

的参与和作用下，连续有序的‘突变’  ‘质变’。

这是对生物过程较好的描述。在有活性的生物体

中，各部分都是有精准选择性的‘吸收营养’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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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废物’，不可能有无用的物质粒子分子等作为‘量

的增减’， 除非其中某些部件发生‘病变’。 

5*；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人类社会是有思想意识的、互相影响的、有组

织的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明的变化过程

中，反复地互相影响和作用的复杂过程。以科学技

术为主导的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经济、政治、文明、

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的作用。其中，生产力

动力形态的‘质变’对社会中的经济形态的‘质变’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力

和生产工具就是其自己的双手，为了抵抗天灾野兽

和保护幼崽，只能由强有力者和母性组成母系原始

社会。这种人的生死增减产生的‘量变’改变不了

数十万年原始社会的本质。人类开始掌握利用‘火’

的‘突变’和大量普遍地利用‘火’的‘量变’发

展，是生产力一次大的‘质变’，从而推动了社会

政治经济的‘质变’。‘火’使人类可以熟食许多动

植物，可以驯服牛羊马等，而产生了畜牧业。而且

它们还可以作为可储存的食物和剩余财产，于是社

会由原始社会‘质变’为可以掠夺压迫抢劫其它原

始社会团族的‘奴隶社会’。随着比畜牧业效率更

高、更可长期储存、可安家立业生产的农业的兴起

的‘突变’，和其后的广泛发展的‘量变’，最后社

会‘质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社会。随着科

技的发展，出现了蒸汽机动力‘突变’，接着内燃

机发电机电动机等强大动力机出现的‘突变’，和

广泛地推广发展的‘量变’，于是产生了‘工业革

命’的‘质变’，社会也跟着转变为‘资本主义社

会’的‘质变’，人类的文明也跟着出现了向‘民

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质变’。人

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后，信息和网络时代来临的‘突

变’和快速发展的‘量变’，使发达的资本主义社

会开始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变’。这个

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普世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

权力的垄断已经被打破，经济的平衡发展已经消除

了工农、城乡、地区的 3 大差别，因此这个社会都

有较成熟的民主法治制度，其社会的主要问题是限

制对财富的垄断，限制富人恶性欲望的膨胀，减少

许多穷人的懒惰，减少个人犯罪等等。[6]可见社会

变化发展的方向和路线是：生产力动力形态的‘突

变’+ 突变后发展的 ‘量变’  经济政治社会

和文明的‘质变’。 

6*；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是人脑组织通过震动的电子和质子

发出的电波（辐射能）传递和接收信息量的过程。

人的思想意识，不过是人脑神经组织系统对接收到

复杂大量的信息量后，经过比对筛选分析调整后得

出‘自以为是’的判断和惯性思维。由于携带不同

的信息的辐射能为其不同的频率所决定，因此，它

们都是不连续的波粒二重性的量子化的辐射能。可

见，人脑神经接收的信息都是突发的、频率相差巨

大的量子—电波和辐射能，它们所引发的人思想观

念的变化，就只可能是一种‘突变’。人的知识和

经验积累的‘量变’只可能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变

化’提供资料和开阔视野，而人的决策性的选择结

果只能是‘突变’—2 进位的 0 或 1 机制，即突然

的醒悟，人们常用‘一念之差’、‘醍醐灌顶’、‘豁

然开朗’、‘鬼迷心窍’等来形容人的思想观念的‘突

变’。许多小的有序地有逻辑性的‘突变’往往能

够升华发展（突变后的量变）为一种观念或理论的

‘质变’。因此，人的思想概念的变化规律往往是：

‘突变’+ 在知识和经验积累的‘量变’后，思想

观念产生一系列有序有逻辑性的‘突变’  形成

某种观念或理论的‘质变’。 

但人们现在还不知道脑神经结构中的神经细

胞中的电子、质子、电磁场、带信息量的电波（辐

射能）是如何被发射、传递、接收、分配（分流）

和组合的，可断定各辐射能的确定频率引起的共振

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受信息的影

响巨大。当科学技术在新世纪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

时，信息可以大量廉价地以光速 C 传播，就突破了

时空限制，加速了人类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变革—

‘突变’。 

7*；结论：事物变化过程有些问题难用《从量变到

质变》加以解释 

    第一，‘量变’的极限有无法达到者，比如光

速，绝对零度。还有许多‘量变’的极限很不明确，

比如一个国家的人口爆炸，爆炸后是发生贫困危机

甚至爆发战争的‘质变’呢？一个运动员的世界纪

录被打破了，他‘质变’了吗？那么多没有破记录

的运动员就永远‘量变’？运动员群体的寿命也并

不特长。物体的加速度有极限吗？ 

水的溫度下降到攝氐零度時，成為固態的冰；

水的溫度上升到攝氐一百度時，水沸騰汽化，成為

汽態。但是冰、水、汽只是改变了其物理状态。這

個例子可說明“量变到质变”，但其化学结构和性

质並沒有改变，其实并非‘质变’，正如人多穿了 2

套衣服一样。况且，水不到沸點，即在低于 1009C

的任何温度下，也一樣會汽化，变成气体，说明不

符合‘量变到质变規律’。而且，水变成气体是其

水分子之间的距离增加到彼此不能联系在一起，这

才是‘内因’，而外界的温度只是‘外因’，水的蒸

发表明只要某些水分子的动能增加到足够大时，它

们就会脱离液体水，飞出成为气体，所以 1000C 并

非是造成‘质变’的临界温度，而是在大气压力下

的沸腾温度。这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石

墨变成钻石是结构性的‘质变’，只要在特定的极

高温极高压下就可达到，所以现在能够人造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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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需要什么‘量变’才能得到。这表明决定物

质物体变化的是其‘内因’，只要出现符合‘内因’

条件所需要的‘外因’，就能使物质物体的结构发

生‘突变’和‘质变’。可见，宇宙中不符合‘量

变到质变’、或者说‘量变不确定会产生质变’的

事实比比皆是。运动物体的运动量可符合‘量变’，

但无‘质变’。 

第二；所有化学反应过程，无论是化合或者分

解，都无法用‘从量变到质变’来解释。比如氢加

氯可变成盐酸，即 H + Cl  HCl。只能用H 和 Cl

突然的结合（突变）变成完全不同的物质 HCl（质

变），无法用‘量变’来解释。 

至于任何生物和物种的 DNA 的改变过程，都是

有选择性的‘新陈代谢’的结果，都是有机分子或

分子团‘突变’的结果，很难与‘量变’扯上关系。 

愈是复杂、庞大、高级的事物，其结构愈复杂，

其‘突变’往往需要复杂的环境条件，而外部环境

温度的改变对物体内部结构的‘突变’起着极重要

的、提供内部变化所需能量的作用，当然还须其它

条件的配合。比如，一粒种子的发芽，不仅需要适

当的温度，还需要适当的土壤和水分。而一个试管

婴儿的环境要求就更加复杂和严格了。 

生物的进化，物种的进化，癌细胞的出现。社

会政治经济结构等‘质变’全部是由‘突变’产生

的。‘量变’是无法解释这些‘质变’的，比如癌

细胞，‘量变’或可能解释其‘突变’后的某些扩

散作用。在任何事物的‘生长衰亡’4个全过程中，

‘突变’后的适度‘量变’是该事物发展或衰弱的

过程，但改变不了该事物主体结构而造成整体‘质

变’。如果‘量变’过度发展壮大而达到临界点，

以致能改变事物的整体结构时，往往成为破坏性和

毁灭性的‘质变’。  

第三；当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旧的政治经济制度

‘突变’‘质变’为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后，会有一

个‘量’的增强或减弱的过程，而符合事物都有‘生

长衰亡’的规律。 

英国 1688 年的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

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不可能用什么单纯的‘量变’

来解释，而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突变’和‘质

变’，是‘优胜劣汰’的新旧交替。特别是二战后，

美国占领德国和日本，将其法西斯制度彻底改造，

能用什么样的‘量变’来解释呢？ 

第四；人类思想思维文化的发展主要在于‘突

变’的创造、创新，即思想观念跳跃式的前进，而

这主要出于人们的悟性、顿悟、醍醐灌顶、豁然开

朗、见微知著、有时甚至是‘天马行空’的思维‘突

变’，知识的广泛积累不是主要的，它可能只为发

明创造的‘突变’增加了几率而已。知识广泛积累

和勤奋努力或可能使人在事业上考虑周到些而少

失误失败，但要成为一个新思想、新学问、新制度、

新事业、新门派的创始人，除了要有基础知识之外，

更重要的要靠领悟、灵感、顿悟、慧眼、独具一格、

跳跃思维、另类思维、侧向逆向思维等非世俗的过

人之处。这些‘突变’才是创造性和新事物产生的

根源。大家都知道禪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他不識字，

但很有學問，大家所熟知的慧能的四句偈語‘菩提

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身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与神秀的偈語‘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

拂拭，勿使惹尘埃。’相比，真可谓‘天上人间’。

六祖是靠‘领悟’，而不是靠知识的渐进的广泛的

累积的‘量变’而来。 

第五；近代科学的发展，蝴蝶效应、耗散理论、

非线性系统描述从某一个稳定态（平衡态）到另一

个稳定态的转化（质变），都是以'突变'形式发生

的。突变理论作为研究系统有序演化的有力的数学

工具，能较好地解说和预测自然界和社会上的突然

现象，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

社会科学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五】；事物为什么会产生<突变>？ 

第一；按照量子力学的观点，组成事物的原件

或曰不可分割的单元都是不连续的，都是可分割的

量子化的。不只宇宙中最原始的物质，如质子、电

子，连能量和信息量都是量子化的，作者最近已经

证实信息量的基元单位就是 h/2π, h—普朗克常数，

也是量子化的。[4] 至于原子分子；构成 DNA 的基

元单位的核苷酸；生物体中的细胞；经济中的企业；

思想中的观点概念，这些都可视为不连续的、本身

不可分割的‘量子’。每个量子都有不同的内容、

特性和状态甚至频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即使任何两个简单的氢原子或者电子是否绝对相

同？至少他们不是处在同一时空而有不同的温度

或运动量吧，而且每个粒子、能量和信息在不同的

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频率。即使带有相等信息量的

能量，其频率是可以不一样的，且还可能随时改变。

这说明当一个事物内的某部分吸收或者排除一个

或多个量子时，必然只能产生不连续的‘突变’。 

第二；其次，物质粒子之间的结合、互换或吸

收排除，需要许多内在结构之间的容许选择和配合

才能完成结构之间的互相转变—‘突变’或‘质变’，

这是很复杂的‘内因’，不是某种单纯的‘量变’

就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外因’的促成。就是说，

一个‘突变’的完成，就是事物内部复杂的结构的

改变，这需要许多‘内因’和‘外因’的互相匹配，

需要内外能量和物质粒子的交流和互换，其许多因

素匹配成功的‘小概率’就像投掷多枚骰子一样，

需要长时间和许多反复的投掷，才可能成功。因此

物体结构的改变只能是‘突变’，这就是改变物种



Academia Arena 2015;7(4)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renaj@gmail.com 59 

的遗传密码为什么需要漫长年月的原因。所以在宇

宙的事物和生物人类的各种物质的进化或衰亡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间歇性的物质粒子结构和性质的

‘突变’，而‘突变’后的‘量变’主要起着发展

或减弱事物的作用。比如有许多人‘学富五车’，

只知‘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没有创意。创意、

领悟、开窍、醍醐灌顶等等，‘突变’就是对现有

知识学问和陈规陋习的‘突破’。 

第三；地球上出现生物特别是出现人类之后，

看看形成的千万物种生生不息的奇妙世界，植物春

夏秋冬、昼夜、花开花落的巨大变化，它们的丰富

多彩、万紫千红、千娇百媚的瑰丽，世界上没有两

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幅完全相同的面孔和

人心，都是起因于物质的诸多有序的微小‘突变’

而造成的物体整体的‘质变’，所以‘突变’是事

物整体‘质变’的内因和根据。从而可以体会到‘外

因’的太阳辐射能的频率和温度不太大的变化，和

植物外界环境所提供的氧气、水分和二氧化碳等物

质粒子的配合，对千万种生物的生长衰亡起了多么

大的作用。‘外因’只是促成事物内部的许多部分

‘突变’到事物整体‘质变’的外因和条件。 

第四；黑格尔与恩格斯时代，既无量子力学，

也未发现 DNA，他们不懂‘可逆过程’和‘不可逆

过程’。达尔文主要从“渐变”或“连续性”的角

度去考察生物界，认为自然界的演变是十分缓慢

的，这种“渐变论”是当时学术界的主导思想。19

世纪末以来，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连续变异进

化观，无法解释古生物学中大量存在的“化石断层”

现象，所以只有用'突变'才能解释物种的进化。（注：

‘渐变’只表示事物‘量变’变化过程在时间上的

缓慢程度。） 
 
【六】。任何事物的‘生长衰亡规律’是宇宙中第

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事物的‘生和亡’都由‘突

变’引起，与‘量变’无关。‘量变’只对事物‘突

变’后的‘长和衰’起增强或减弱的作用，即使在

这过程中，也许还会出现微小的‘突变’。没有‘突

变’，就没有任何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也没

有某些落后的事物同时走向衰亡。这就是‘优胜劣

汰，适者生存’自然法则的体现。 

1；宇宙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中。其变化过程

为：（突变 + 突变后的量变）+（突变 + 突变后的

量变），，， 质变，这种变化过程，只要宇宙存在，

就会无止境的变化下去，不会重复。根据科学家公

认的大爆炸标准宇宙模型，我们宇宙在‘大爆炸’

的大‘突变’和‘质变’后，随着时间的前进，开

始不断地膨胀降温的‘量变’，然后‘质变’ ‘再

突变 + 突变后的量变’  再‘质变’，直到现在

共经历 137 亿年。在其最初的 40 万年中，‘突变’

只形成了宇宙少数的的原始物质—质子电子中微

子氦氘氚等，其余都是辐射能，即光子。宇宙直到

约 40 万年走完‘辐射年代’而到达‘物质占统治

年代’之后，辐射能才和物质粒子分开而继续降温

膨胀，物质粒子因有引力而逐渐收缩成为星系恒星

行星等。恒星中心的核聚变和超新星爆炸的大‘突

变’产生了极巨大的压力，制造出来了所有周期表

中的重元素，它们被大爆炸抛射到外太空，经过长

期的再聚集，才形了次生的太阳系和地球。在合适

的温度条件下，地球上的元素聚合成分子，再变成

化合物无机物有机物生物直到人类和社会。[5] 也有

人说，地球上的生命来源于外太空的陨石。人类本

身也在随环境不断地进行‘用进废退’的‘突变’，

也会经历‘生长衰亡’的过程。现在人类已经开始

应用基因工程，无副作用的技术是没有的，人性也

有善恶的两重性，基因工程最终将导致人类‘突变’

为进化，还是退化，还是毁灭呢？这要看人类的良

心良知理性进化或退化到什么程度。 

再看看我们地球的进化和演化的过程。45 亿年

前刚诞生时，是一个崖石质的行星，外面包围着气

体。随着温度的逐渐降低，无生物演进到碳氢化合

物，到有机物，到动植物，动物进化到晡乳动物，

再到灵长类而进化成人类。每一步微小的进步和大

转变都是靠‘突变 + 突变后的量变’  ‘质变’

来进行和完成的。 

因此，没有‘突变’，就没有任何由低级向高

级的进化，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产、经济、政

治制度和文明也是‘突变’造成由低级向高级的进

化和发展的。在这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同时也会出

现‘不适应环境而退化、无法生存、或者被强大物

种所消灭’的物种和个体。6 千万年前的小行星撞

击地球，使地球上恐龙和 2/3 的物种灭绝。诺亚方

舟时代的大洪水几乎使人类灭绝。据学者们研究，

地球上人类最少时只剩下非洲约 2000 人。现在发

展变异到许多种族的 70 多亿人。 

在宇宙中，存在著大量的突然变化和跃迁现

象，还有毁灭性性的‘质变’。如小行星撞击地球、

岩石的破裂、桥梁的崩塌、地震、海啸、细胞的分

裂、生物的变异、人的休克、情绪的波动、战争、

市场变化、企业倒闭、经济危机；一个种子的发芽；

某个女人子宫内的卵细胞被一个精子突破变成受

精卵而成为胚胎；动植物 DNA 的突变；动植物的

死亡；一个国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或者由公有

制变成私有制，都是‘突变’等。 

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他爸爸的一个精子

‘突破’他妈的一个卵子后，经过无数有序的‘突

变’，才能偶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偶然，也是必

然。因为如果没有你自己的偶然出现，就会有你的

弟妹的必然出现。‘突变’出来的个人是不是民众、

民族、国家社会的灾难，就看他在世上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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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害于人还是有益于人。 

体制的‘突变’是摆脱积重难返的、腐朽的旧

体制和复杂系统巨大惯性的唯一出路，唯有通过

‘突变’的推陈出新，方可实现旧事物从旧质转化

为新质的爆发式跃迁。正如一位智者所言， “（企

业）財富永遠來源於更好地突破現狀、把握未知，

而非更好地完善已知”。 

2；‘突变’在‘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变

化的过程中起主导进化或退化作用，环境‘外因’

的‘量变’在事物‘突变’前提供发生的条件，‘突

变后的量变’可使事物发展壮大或者衰弱缩小。突

变’是事物整体‘质变’变化的内因和根据，‘突

变后的量变’有限地扩大或缩小其‘质变’效果。 

宇宙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突变’使所有

事物都循‘生长衰亡’规律运行，宇宙中没有什么

绝对的循环往复和直线运动。没有‘突变’，就没

有任何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单纯的‘量变’不改

变事物的结构本质，只改变事物的物态和运动状

态，所以不能使事物进化或退化。 
 
【七】。‘突变’有 2 种相反的变化方向：新生与死

亡并存，发展与衰退同在，好东西坏东西都是‘突

变’而来的，这就是事物的新陈代谢、适者生存、

用进废退、优胜劣汰规律的体现。 

1*。许多进化的‘突变’后‘质变’为新结构

新事物：原结构的原事物经过‘突变 ’后的‘量

变’发展（改良，改革），演变成为本质不同的新

结构的新事物是大好事。比如物种的进化；从农业

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

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科学技术的从工

业化发展到信息化；一个人的思想认识的飞跃‘突

变’等。再比如英国的《1215 年的大宪章》，这张

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

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

律基石，经过几百年的缓慢的不断改进的‘量变’，

不断地发展。 

    2*。许多退化的‘突变’后可使落后的事物退

化变质甚至衰亡，这也是大好事。旧事物经过‘突

变 ’的退化和‘量变’的减弱后（退化，倒退，

衰亡），退化成为本质不同的落后结构的落后事物，

甚至直到解体消亡。比如任何一个生物的自然死

亡；物种的退化消失；反动的反革命政变及其被消

灭；苏共已亡，苏共的昨天就是权贵党不远的明天；

一个原来积极向上的人到官场后变为巨贪巨腐，直

到进牢狱，甚至被执行死刑。这些都是合乎事物本

身发展规律的好事。 

3*。还有一种‘灾难性的突变’是使一个个体

突然被重击而解体灭亡。比如一个人在汽车或飞机

的事故中死亡；动物被人宰杀；羊被狼吃掉；人遭

遇洪水火灾祸；小行星袭击地球，使恐恐龙和许许

多多动植物灭绝等。这是突发灾乱性的‘突变’结

果。 

4*。‘突变’同时并存着 2 种相反的发展方向。 

顺乎‘适者生存’、天理和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

‘突变’就是进步的、会蓬勃发展成新生事物，这

不仅不是灾难，而是大好事。而那些不适应‘适者

生存’、天理和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突变’就是

倒退的、反动的腐朽事物，最后必然被淘汰和消失，

这也是大好事。 

在宇宙中，无论就一个个个体而言，或者是就

诸多群体而言，总是进化的‘突变’和退化的‘突

变’共存，即发展与衰减、新生与死亡同时发生的。

这是符合宇宙内或者某一个较孤立系统内，总物质

能量信息不灭和平衡的原理的表现。试想，假如地

球上任何一种物种，比如说蚂蚁只生不死，那不就

是毁灭性的大灾难吗？这是中国古老哲学中‘相生

相克’规律的体现。 

一个人得了癌症，癌细胞在体内大量繁殖，这

种‘突变后的量变’对患者来说当然是大灾难，但

对癌细胞来说，它们可能会欢欣鼓舞。 

 5*。任何一个事物，在其生长期，是以进化发

展的‘突变后的量变’为主，退化衰败的‘突变’

次之。而在其衰亡期，则以退化衰败的‘突变后的

量变’为主，进化发展的‘突变’次之。但在其中

间有一个成熟期，出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

不稳定时期，进化发展的‘突变后的量变’和退化

衰败的‘突变后的量变’达到了暂时的动态平衡。 

     在人类社会，只有‘反动、腐朽、落后’的

力量暂时战胜打败了‘正义、新生、先进’的力量，

这才是巨大的暂时的灾难。比如蒙古人灭掉宋朝和

欧洲许多国家，德意日法西斯暂时统治欧亚广大地

区，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逆流。 
 
【八】。结论： 

1*； ‘量变到质变规律’是适合其产生的那

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理论。 

2*；少数物理过程的、无质变的、单纯的‘量

变’，如物体运动速度地位的改变，物态的改 

变等不会发生致该物体结构改变的‘质变’。   

3*；‘突变’是所有事物‘质变’的动因。事

物内部许多的（突变 + 突变后的量变）导致 

事物整体结构的‘质变’。这种变化过程符合宇宙

中任何事物都服从的‘生长衰亡规律’。 

 4*；事物结构改变的‘质变’是很复杂的过程，

需要物体内外许多条件的‘内因’和‘外因’的‘恰

到好处’的配合，需要内外辐射能和物质粒子的互

动和交流，其成功的几率是‘小几率’。因此，结

构的变化只能是‘突变’。许多有序地‘突变’才

能完成事物整体的‘质变’。 

 5*;宇宙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都循‘生长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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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规律运行，宇宙中没有什么绝对的循环往复和

直线运动。‘突变’造成所有事物的‘生和亡’，‘突

变后的量变’ 造成所有事物的‘长和衰’。因此，

‘从突变到质变的规律’是对万物‘生长衰亡普遍

规律’的具体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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