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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据说，在久远的远古时代，寂寥四极，落寞八荒，冷冷清清的地球上没有动物也没有植
物。湖泊池塘，面平如镜，连一片浮萍都没有；大海汪洋，一望无际，连一根海藻都没有。
偶然有一天，电闪雷鸣，轰隆隆地在海面上滚动；狂风呼啸，把海水卷起来化作浪头。
霎时间，雷电抓住了一个涌得最高的海浪，把它打得粉碎，连水分子都分解开来，和空气中
的氮原子合成了氨基酸分子 －－－ 据说它就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的 本源。
氨基酸分子偶然地产生出最低级的生物－－－ 海藻； 海藻在数不清的“偶然”机会后，变
出了低级植物和动物。又不知经过了多少“偶然”机会后，低级动物变成了鱼类，两栖类，
爬行类，哺乳类，最后是灵长类的猴子－－－ 据说它就是人类最直接的祖先。
以上故事应该是当前进化论最好的版本，它是达尔文原版在当今科学最新成果基础上的
优化结果。进化论者把上述变化过程叫做“进化”，并且说，那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的过程。
不过，严肃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一变化要全部通过随机事件按随机概率去自我实现，排
除一切外在智能生命的参与，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有位科学家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说
这种可能性，就像在餐桌上放一袋面粉，一盒巧克力，一袋糖和几个鸡蛋；等到许多意外事
故相继发生完了以后，你就发现餐桌上摆着一盆可口的巧克力蛋糕。
从理论上讲，不能证明以上事件不可能（所以才说“可能性几乎是零”）。但实际上，按
随机概率来计算，你就等到天荒地老，也没法吃到这盆蛋糕的。如果再考虑到目前越来越多
人接受的地球周期性毁灭的理论来看，哪怕从理论上讲，那盆巧克力蛋糕也没法作成。因为
还没等到那盆蛋糕自己形成，地球已经毁灭了多少次了。
进化论是西方人的发明，东方人几千年来的佛道文化没有这种遐想。但当今相信进化论
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
被用来禁止或灌输信仰。前苏联曾经动用科学院的一切力量去批判孟得尔和摩尔根的遗传
学，造成科学史上大笑话，但毕竟已成过去；而中国政府自从１９４９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
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无神论”、“科学共产主义”和“进化
论”。“科学共产主义”因为经济上的失败而被举国上下的人彻底抛弃了；“无神论”理论
上太脆弱，又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思想浪潮的冲击，现已在弥留之际；唯有“进化
论”，至今还在不少中国人头脑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 许多中国人都声称，“我是信仰进化
论的”。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进化论的相信还谈不上是信仰。信仰是相对于“不信仰”而说的，
是基于对两种以上的对象比较、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如果没有可资比较的对象，没有思考的
过程，没有抉择的权利和自由，怎么能叫信仰呢？信仰本身就是享受思考自由和抉择自由的
体现。剥夺你获得不同思考对象的权利，不给你比较和选择的自由，也就剥夺了你的信仰自
由，你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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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就象无神论和 “科学共产主义”一样，实际上也是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尽管它
们都堂而皇之地批着科学的外衣，而中国政府却是仗着手中的棍棒，不由分说，硬生生地把
它们压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去。
当进化论初入中国时，许多知识分子是表示怀疑和反感的。不少人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大表怀疑并严肃地提出了置疑。但“反科学”和“不信任党”的大帽子马上就抛向所有的怀
疑者。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帽子的份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想象的。对政府提倡的东西稍有微
词，便是“与党离心离德”，轻则教育批判，重则丢入监牢。那怕不作声，偷偷听一下“美
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也可判刑五年，罪名是“偷听敌台”；国外一切科学研究，国内没有
的，全是“资产阶级邪说”。谁敢附和“邪说”，立即大祸临头。当然，由于政府的全面封
锁，那时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国外到底有些什么“邪说”。直到 １９７８ 年，国
内某重点大学的一位新生提到国外早已是尽人皆知、国内也已经开始研究的“生态学”时，
还被一位“大学教师”斥之为“资产阶级邪说”。由此可见思想钳制的恶劣影响之深远。
当一代知识分子被打整得服服贴贴甚至摇尾乞怜之后，进化论便跟在无神论和“科学共
产主义”后面，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科学殿堂。凡是要想保住眼前平安的人，都只好
作了思想的顺民。而在中国那种罐头式的封闭社会里，进化论的地位也日渐巩固，最后“打
遍天下无敌手”－－－ 因为一切可能的敌手都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了。
这种社会环境，就象生物试验室里为了培养某种微生物而专门调配的“培养基”。微生
物们自己乐颠颠地在里面繁殖生长，以为自由自在，其实完全是按照实验设计者的目标在奉
献着自己的一生。
相信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傻瓜，其中有不少很聪明的人。但环境对人的思想
是有着极大甚至决定性影响的。你所生活的“培养基”里没有放入培养你独立思考的营养
素，再断绝你独立思考的素材，不管你多聪明，也是很难得到正确结论的。许多知识分子在
国内都声称自己信仰进化论，到了国外，一旦接触到另一观点的研究资料，便产生动摇，甚
至放弃了进化论。
１９８２ 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说，美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生命在轮回转世中永远存在，
而英国的民意测验还高于四分之一；至于相信人死之后生命会以某种形式存在 （不一定是轮回）
的人则高达三分之二。由于生命永存的观点与猴子变人的进化论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比
较合理的估计是，西方主流国家中不相信进化论的人可能占三分之二左右。如果再考虑到轮
回转世的研究一直在拓广着自己影响的层面，而进化论却在现代科学各个分枝的不断发展和
证据更新面前越来越处于守势，甚至穷于应付，那么，不相信进化论的人只会比上面估计的
更多。
西方相信进化论的人比例反而更小，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他们
可以不接受强加的“信仰”，还能根据最新的科研成果和证据，随时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信
仰。１９８７ 年的时候，美国的报纸上就有学生家长控告校方强制灌输进化论的报导。细看方
知，原来是一个讲进化论的中学教师没有征求学生的同意，便把学生留在教室里听进化论的
课。学生回家一说，一位家长马上大兴问罪之师，指控校方侵犯学生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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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科学的真理应该用头脑去思索，用勇气去探寻，用事实去验证。如果您是
一个严肃追求真知的人，就请您捧着这本册子读下去。我们仅以至诚友爱之心，向您提供一
点思索的材料、科学的事实，让您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思考和选择的自由。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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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一个永远的假说

１８５９ 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物种间相似性的一些零散的事例，
融合前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
物一步一步地进化来的。
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新奇，非常大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因为它对于当时的整个
科学界和人类的思维能力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并且给予了那些正在跃跃欲试、寻找着
突破传统思想路径的科学家们一个广阔的用武之地。
观察，假设，验证的“三步曲”，至今还是实证科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规律和抽象科
学定理所奉行的准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成功地走完了前两步；进化论这一最具诱惑
力的假说，至今仍然是一批科学家酝酿科学美梦的温床。
为了回答达尔文当时不可能回答、而又自始至终都有人提出的问题：复杂的生物来自原
始生物，原始生物又从何而来？追随达尔文的现代科学家们把生命的起源推回到了迄今最本
源的一步：氨基酸分子。而氨基酸分子，他们说，又来自雷电和海浪“偶然”的相遇。这样
不但进一步圆满了进化论的“进化”过程，使其具有更加丰满的科学形象，而且把它藏入了
“偶然”这一个迄今为止最神秘、最能回避致命攻击的保险箱中。
达尔文自己没有，也决不可能亲自走完“三步曲”中的最后一步。他把希望寄托在随着
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上面，盼着有一天生物学中各个物种的化石会丰富到如此的
程度，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能根据这些化石 ，毫不犹豫地点头认可进化论是揭示了自然界生物
的真实面目的科学理论。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最后一步是如此之难：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已有的化
石不但远远不能把进化论推上科学理论的宝座，而且其中越来越多“不受欢迎的”化石又在
拼命地拖着进化论往下沉。
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本来是进化论最得力的开路先锋，随着科技的发展，观察的细化，
人们发现比较解剖学被用来支持进化论是个逻辑错误；而支持进化论最力的胚胎重演律本身
就是观察错误的产物，更别说在用于进化论时还有逻辑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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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圆满进化论的分子生物学在帮了进化论一把后，却又不断地产生出让进化论尴尬难
堪的新结果来，不但现在成了进化论前进途中的一大路障，而且越来越威胁着进化论的生存
（特别是在数学的支持下 ）。
数学，本来和进化论毫无瓜葛，现在也带动着一些有反进化论倾向的学科（如分子生物
学，基因理论等 ）反进化论，甚至亲自伸出概率论的铁手，要把进化论从“偶然”的保险箱中
抓出来，让它的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主张生命永恒的轮回转世之说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佛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随着
科学的迅猛发展，一批西方一些本来不相信轮回转世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咨询医生，
精神病学者一 个个相继投入轮回转世的研究。他们著书立说，影响面很大。
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轮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轮是不可能走完这三步曲中的
最后一步了。它将以一个假说的身份永载史册。
进化论根子扎得较深、日子过得舒适的地方还是那些过去的共产党独裁国家。一切对进
化论可能的挑战都被国家政权的铁拳头挡开了；假说被广泛当作科学真理来强制性地推销。
可惜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得太久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速，进化论在这些国家同样要碰到现
在在西方国家碰到的问题。
我们在中国时也是从小就信仰进化论的，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来维护，并且从 来不敢想
象还有人会不相信进化论。到了国外后，有了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有了自己思考自己作抉
择的自由和权力；就象久羁牢笼而翅膀已经退化的小鸟终于破笼而出，羽毛渐丰，有了自由
翱翔于蓝天的能力。身在中国多年，思想被人钳制而不自知，还自觉聪明能干，高人一头。
回想起来，真是可惊可叹、可悲可笑。
作为过来人，我们真心希望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中国人，都有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自
己思考的自由和自己作抉择的权力。而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册子的目的。
返回目录
2.1

“ 魔 王 的 圣经 ”

进化论提出的年代，是西方社会靠武力积极扩张以寻求海外市场，物质实力正开始取代
道德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的时期。同时宗教经历了中世纪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人们逐渐对古
老的信仰失去信心。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享受，人类前所未有的残酷竞争成为社会的现
实。适者生存的思想无疑是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态的。达尔文曾把自己的学说称为“魔王的
圣经” ［１］。虽然这是针对基督教而言，但从进化论产生迄今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这个名称
是恰如其分的。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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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达尔文的疑惑

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时，他对自己理论的疑惑可以从一个牵强的例子中透露出
来。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中，达尔文用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认为一种熊可以下到水中，
变成水生动物，最后变成像鲸那样巨大的生物。所以他讲，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自然选
择，熊也可以变成鲸。在以后的修订版中，达尔文把这个说法去掉了。但有趣的是，他的这
个熊能通过自然选择变成鲸的观点，正是整个进化论的中心点：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一个物
种。而且，鲸鱼进化的说法也沿用至今。当然，这些可能给进化论蒙上阴影的东西以后的进
化论者也不会再说。
返回目录

2.3

人云亦云，误把假说当理论

严格地讲，进化论只是解释生物现象的一种假说。从上面鲸鱼进化的例子，大家可以看
出，达尔文在归纳已有的实例，形成自己的假说时，搀进了自己非常大胆的猜想。
无论是猜想还是当时已有的实例，是根本不可能用作严谨的科学证明而把进化论推上理
论高度的。达尔文自己也只是希望将来能发现更多、更确凿的证据。
但后来的一些学者，出于对这一假设的喜爱和急于把它提上理论高度的热切愿望，便有
意无意地把它当作理论来宣传了。更有甚者，还有“科学家”心急如焚，挖空心思地造了物
证，划了图形，着文“证明”进化论的真确。当事情败露，问到其动机何在时，其回答倒是
一点都没搀假的：我太喜欢进化论了，所以希望它是真的。
这种制造物证的“科学家”只是极端的和个别的，但其心态却是普遍的。在这种着急上
火的心态驱使下，写书着文便很难作到冷静和客观了。情绪化和理想化的传播越来越广泛，
以后的人也就人云亦云，渐渐地把假说当成了真理。“人云亦云”是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之
一；唯其“最普遍”，无论一般人还是科学家，能逃其制约者，可谓少之又少。
扶持同类，压制异己，是又一个最普遍的社会现象。相信进化论的人多了，不信的人得
不到发言的机会。可资比较的对立面少了，甚至没有了，许多人便会随波逐流地成为进化论
的尾巴。特别是在中国、前苏联和前东欧等专制国家，情形更是如此。
返回目录

2.4

进化论陷入重重危机

接受一个假说的人再多，也不能使这个假说上升为真理。真理需要确凿的证据和无可辩
驳的严密推理，这正是进化论所缺乏的。达尔文一句“化石记录不完全”掩盖了问题的实
质。随着科学各个学科的迅速发展，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许多学者开始
5

反戈一击，在大量事实和严格的推理面前，进化论陷入了重重危机。当假说和事实根本对立
的时候，许多人都会说相信事实。但真正谈及事实的时候，一些头脑顽固的人又会以各种理
由躲闪回避，甚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返回目录

在通俗易懂的事实面前，自己来审视进化论

2.5

多年来，进化论的研究一直都是门外人难以深入涉足的。许多专业的术语和复杂的生命
结构，都搞乱了专业学者的思路，何况其他领域的人？这就使得对生命演化的研究成了进化
论者的“专利”。也就是说，进化论者代替公众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在决定
真理。真的“隔行如隔山”吗？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简化复
杂的问题，用简明的语言把复杂的现象解释清楚，而不是越弄越混乱。对任何问题，如果陷
在其中，必然被枝节的思路缠绕不清，在细节上就事论事；一旦看清了全局和根本问题之所
在，自然不会迷在问题当中，也就能提纲挈领、通俗简明地把问题讲清楚。进化论并非艰深
的数学和物理推论，主要是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因此是人人都能懂的东西。
这里，我们在近来相关领域的一些突破性发现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从几个方面提出进
化论的致命问题之所在，把理智思考的机会留给每一位读者。通俗简明的论述使得每位读者
都可以亲自来对比、明辩，再也不必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了。
返回目录

参考文献
［１］ 舒炜光，《达尔文学说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９ 年第一版

2.6

返回目录

３

进化论三大证据的破灭

不迷在具体的专业术语里就事论事，在宏观上，一个有趣的逻辑分析否定了进化论的证
明思路。对此，各种知识背景的 读者都能明白。
进化论的立足，主要有三大方面的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
可是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我们先来分析比较解剖学。
3.1
3.1.1

进化论三大证据的破灭之一 ─ 使用比较解剖学证据中的逻辑错误
比较解剖学证据的使用方法 ─ 乱用逆命题
6

如果一个科学假设的证明包含了任何一点逻辑错误，这个假设就不能依靠这个证明上升
为理论。用比较解剖学来证明进化论，形像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
有许多相近的特徵；因为人和猿有许多相近的特徵，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
用逻辑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一个命题为真，其逆命题也为真。这当然是最简单幼稚的
逻辑错误。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这个逻辑错误也是非常普遍的。
简单地说，带有一个条件和一个结论的陈述句，只要意义不是似是而非的，都可叫做逻
辑命题。如果把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互换，所得到的命题就叫原来那个命题的逆命题。如
果这样再换一次，又和原命题一样了。因此，一个命题一旦产生出逆命题，它们每一个都是
对方的逆命题，所以又叫互为逆命题。
互为逆命题的两个陈述，结构上密切相关 （因为它们有相同的两个构成成份，只是这两个
成份扮演的角色 ─ 条件和结论 ─ 刚好相反 ），但是它们的逻辑值（“真”或者“假”）完全
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可能一个对，另一个错，也可能两个都对或者两个都错。
举例来说吧，下面是三组互为逆命题的陈述，每一组里两个命题的逻辑值都和另一组里
两个命题的逻辑值取法不同：
“如果甲是乙的弟弟，甲就比乙小；因为甲比乙小，甲就是乙的弟弟。”这两个命题
中，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是错的；
“如果一个数能被二整除，这个数就是偶数；因为一个数是偶数，这个数就能被二整
除。”这两个命题都是对的；因为“能被二整除”就是“偶数”的一个定义，用定义作条件
的命题，都是可逆的（逆命题也对）；
“如果一个人会骑马，他就会开车；如果一个人会开车，他就会骑马。”这两个命题都
是错的，因为“骑马”和“开车”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
现在回到第一段中关于进化论的一对命题中去。第一个命题“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
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徵”，本来就是归纳出进化论假说的出发点，虽然听似有理，其实
无法证明，因为“进化”的定义不是用“相近特徵”的多少来判断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
可以证明，其逻辑值（“真”或“假” ）也和第二个命题的逻辑值毫无关系。第二个命题“因
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由于不受第一个命题真或假的影响，
其唯一可能取“真”值的办法是：把“进化”直接定义为“ 有许多近似之处”。但这样一
来，不但猴子是你的祖先，满街上男女老少全是你的祖先！因为任何人与你的“近似之处”
都比猴子与你的“进似之处”要多得多。真要把人类搞成这样的“一锅粥”，只有“魔王的
圣经”才干得了。
但是人们对这样明显的逻辑错误却宽宏大量，不予追究。大约是进化论的证据本来就难
找，再在逻辑上一认真，就没有证据可言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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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进化论用的是归纳法吗？

有人曾说进化论用的是归纳法（当然是指完全归纳法，而绝非数学归纳法 ）。这就意味着
要对世界上所有的物种，一个一个的都把它们由之而来的“进化前辈”找出来！只要有一个
“归纳”不进去，进化论就脱不了手！ “人由猿进化而来”只牵涉到人这一个物种，而至今
还没有令人诚服的证据。
如果再考虑到史前文化、进化的速度、物种爆发式产生的方式、进化的概率等等许许多
多的因素，势必有太多的对象归纳不进去，而且还可能引出否定进化论的反例来。提倡此说
者还是早早收起来吧！
返回目录

3.2

进化论三大证据的破灭之二 ─ 胚胎发育重演律被否定

１８６６ 年，德国的海克尔（Ｈａｅｃｋｅｌ Ｅ．）提出了重演律（或称生物发生律）的说法，认为
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在进化论刚刚奠基的时代，重演律立即成为进
化论最有利的“证据”之一。随着生物学的发展，重演律在不断发展延伸的过程中，渐渐暴
露出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在理论上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而且深入的实验
研究分析表明重演律的提出是粗略观察的结果，基本失去了事实的支持。站在今天科技水平
的角度，再来看看这个假说，“外行人”都能一目了然了。
返回目录
3.2.1

用 假 说 证 明 假 说 ， 累 死 也 无 法弄 假 成 真

重演律本身是一个假说，它来自对胚胎发育中一类现象的观察总结；但它只挑选了那些
有利于自己的结论的现象，回避了更多的不利事实。这一产生假说的方法与进化论的产生方
法本质上完全相同。其区别只是：进化论选用了物种之间的相似特徵作为归纳的线索，而重
演律则在高等生物胚胎发育的过程上去寻找归纳的线索；进化论的结论是“高级生物是由低
级生物进化来的”，而重演律则说“生物进化的过程会表现到胚胎发育的过程上来”（这个结
论只限于具有胚胎的高级生物）。
但是这样一来，任何用来归纳出重演律假说的证据都是根据进化论来判断的。因为你选
出任何一件证据，认为它表现了生物进化过程时，你已经用了进化论来作为你归纳假设的基
础了。自己是“进化论”和“胚胎发育过程”孕育出来的假说，又想回过头来证明进化论。
打个形象的比喻：重演律本来是“进化论”和“胚胎发育过程”的儿子，现在他反过来宣称
“进化论”是他的儿子！这在人类叫做“乱伦”，在思维上可称“怪圈”，在逻辑上叫“循
环论证”（虽然只是最简单的循环），都是 致命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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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演律证明进化论，也可形式地表述为：“由于进化论的真实性，胚胎发育会重演进
化的过程；因为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所以进化论是真的。”
这和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乱用逆命题”一模一样。
返回目录
3.2.2

重演律事实上是一个观察错误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德国人类胚胎学家布莱赫施密特（ Ｅｒｉｃｈ
Ｂｌｅｃｈｓｃｈｍｉｄｔ）所着的《人的生命之始》（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一书中， 以详
尽的资料证明了人的胎儿开始就都是人的结构。例如以前认为胎儿早期出现的象鱼一样的
“鳃裂”，实际是胎儿脸上的皱褶，完全是人脸的结构，被硬说成“鳃裂”。胎儿在 ９ 毫米
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构特徵，那是一条中空的神经
管，它发育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长，暂时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复了。而且它是有重要
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残迹器官［１］。 对罕见的畸形病：毛孩 和长尾巴的小孩，进化论解释为
人类祖先的特徵；要按这种逻辑，没有大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
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
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变的反映，
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返回目录
3.2.3

重演律 是 一 个 大 骗 局

英国胚胎学家李察逊，组织了十七个单位的科学家，研究了 ５０ 种不同脊椎动物的胚胎及
其生长过程，并且仔细观察、记录。并联名在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的 Ａｎａｔｏｍｙ ＆ 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 学报上
发表了他们惊人的结果：即 “海克尔的胚胎”是生物学上最“着名”的骗局。
根据李察逊研究，重演律有许多疑点：例如，为了将人的胚胎画得像鱼一样，海克尔将
人胚胎的鼻子、心脏、肝脏等大部份的内脏，及手、脚的胚芽都挖掉，再加长脊椎成尾巴！
他还随意加添。例如鸡的胚胎，在这时期的眼与其他动物不同。它是没有色素的，而海克尔
则将它涂黑，使它与其他动物看齐。还有，海克尔在大小比例上也随意更改，他的伸缩性可
达十倍，以增加不同胚胎的相似性。 海克尔刻意选用不同动物作为代表，却隐瞒这些代表的
种名，使人以为同纲的动物一定都是一样的。
原来当年海克尔还在德国 Ｊｅｎａ 大学任教期间，他伪造的这些假图就已经被人揭发。李察
逊为了证实这遮掩了 １００ 多年的骗局，亲自到 Ｊｅｎａ 大学去调查。证实海克尔当年被同事指
控，他不但承认伪造，并且被判有罪。所以，至今在德国的课本中找不到海克尔的图画。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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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重演律的畸形发展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许多重演律学者还把该“学说”进一步发展，作为了种族主义的依
据［１］。例如，布林顿（ Ｄ． Ｇ． Ｂｒｉｎｔｏｎ）指出：黑人．．．．．．，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 的特徵；
博克（ Ｌ． Ｂｏｌｋ）则宣称：黑人 ．．．．．．，因为他们的发育超越了白种人保留的 幼年的特
徵。”如此矛盾的论据却支持同样的观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基点－－－重演律是根本错误
的。
返回目录
3.2.5

重演律的崩溃

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在理论上面
临着空前的危机。现在公认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因。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
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徵呢？就连进化论的支持者古生物学家古尔德（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也
指出了重演律的致命缺陷，他说：“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结束时， 重演律完全垮台了。重演
论有一个致命缺陷。假如祖先的成体特徵变成后裔的幼体特徵，那么到了后裔个体发育结束
时，发育一定要加快，好为新增加的特徵留出位置。随着 １９９０ 年孟德尔遗传学的重新发现整
个重演理论也随之崩溃。”
综上所述，重演律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坚实基础的、错误的假说。自己的生存问题尚未解
决，哪有余力和资格去为进化论作证明呢？
返回目录
3.2.6

参考文献

１．［德］布莱赫施密特著（ Ｅｒｉｃｈ Ｂｌｅｃｈｓｃｈｍｉｄｔ），陈养正等译， 《人的生命之始》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一版， ３１－３８， ５２－５７。

3.3

进化论三大证据的破灭之三 ─“古生物学证据”被新的发现所否定

分析了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发育，我们再看看古生物学，这个为进化论提供最直接论据的
领域。一百多年来，以地质学、地理学、放射性化学、比较解剖学等学科为基础，古生物学
发展起来。进化论者根据化石的历史年代，勾勒出一幅生命由简单到复杂，随年代出现的进
化时间表；通过类比化石，描绘出一个生物由低等向高等发展的“进化树”。随着研究的深
入，化石等遗迹出土得越来越多，迫使人们对进化时间表和进化树不断地修改更新，以便保
持理论和论据的一致。然而，时至今天，面对许许多多新的事实，这种修改终于到了再也无
法进行下去的地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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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突破性发现，否定了进化时间表

进化论提出不久，学者们根据当时很有限的化石资料，搭起了进化时间表的框架，认为
以后的发现都能填入其中，最多也只是稍做修补，使进化论更加完善充实。然而，事实却不
断给出反例。下表左面是经典的进化时间表（参考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１］．，Ｋｎｏｌｌ［２］ 李难［３］ 等），
右面是那些无法解释的事实。
进化时间表
距今年代
４５ 亿年
３５ 亿年
２０ 亿年
６ 亿年左右

４．５ 亿年

３．６ 亿年

２．２ 亿年
２．０ 亿年
１．８ 亿年

６５００ 万年

５５００ 万年

４００ 万年

经典的进化时间表
地球形成
最古老的微化石

同一地质年代发现的无法面对的事实
南非 ２８ 亿年的地层中，发现几百个精致的金
属球。专家认为很难解释为自然形成的。［７］

蓝藻（蓝细菌 ）出现
寒武纪生物大爆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 Ｄ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ｒ，在 ６ 亿年前
发，许多类型的海洋动 的前寒武纪岩石层中发现了金属花瓶，含有大量
物突然大量出现；三叶 的银［４］ 。犹他州羚羊泉的寒武纪岩层中，一块
虫繁盛
三叶虫化石上有一个穿鞋踩出 的脚印和一个小孩
的脚印［７］ 。
奥陶纪生物大灭
中国广西宝山采 石场发现 ４．５ 亿年前的一批
绝 ； 海 洋 原 始 鱼 类 出 精美石画 ［８］
现；陆地出现原始植物
泥盆纪生物大灭
英国 Ｋｉｎｇｏｏｄｉｅ 采石场 的一块沙岩（３．６－
绝 ； 原 始 爬 行 类 出 现 ４．０８ 亿年）中，发现有一个钉子牢牢地包埋在里
（３．５ 亿年前）
边 ［４］ 美国密西西比河西岸一块石灰岩石板上，
发现了两个人类的脚印 ［９］
二叠纪生物大灭
美国伊州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ｖｉｌｌｅ 发现 ２．６－３．２ 亿年
绝；原始哺乳动物出现 前金链［４］
三叠纪生物大灭绝
内 华 达 州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发 现 一 具 鞋 印 化 石
（２．１３－２．４８ 亿年）［４］
鸟类出现恐龙繁盛
美国德州 Ｐａｌｕｘｙ 河河床的恐龙脚印化石旁发
现人的脚印化石，人的手指化石，一把奇特合金
（现代科技制造不出来的）的铁锤，锤柄已经煤
化［４］
白垩纪大灭绝，一
法国的 Ｓａｉｎｔ－Ｊｅａｎ ｄｅ Ｌｉｖｅｔ ，一块 白垩纪
半 以 上 物 种 消 失 ［１０， 石灰岩层发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金属管，距今在
１１］
６５００ 万年［４］。
美国加州太波山地
下 ３００ 英尺处发现大批
精巧的石器 ［４］
南方古猿出现
肯尼亚的 Ｋａｎａｐｏｉ 发现现代人类的上臂肱骨
化石［８］，阿根廷 Ｍｏｎｔｅ Ｈｅｒｍｏｓｏ 发现 ３５０ 万年
前的燧石、雕刻的骨头化石及壁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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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万年
２０－４０ 万年

非 洲 直 立 人 （不 是
现代人 ）向外扩散 ［１２］
人类起源的“夏娃
理 论 ” 认 为 ： ２０ 万 年
前，现代人的始祖：一
位非洲妇女出现

４ 万年

现代人类出现

１ 万年

人类文明出现

世界各地多次发现 １００－４００ 万 年前的现代人
类化石和文明遗迹
美国伊州的 Ｌａｗｎ Ｒｉｄｇｅ，地下 １１４ 英尺深
处，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枚类似钱币 的金属物
品［４］ 墨西哥普瑞拉瓦城发现 ２６ 万年前嵌在动物
颌古骨化石中的铁矛矛头； 墨西哥霍亚勒克出土
一批 ２５ 万年前的铁矛［４］ 中东戈兰高地发现的一
个史前古器物上， 刻有一配戴精致头饰的妇女头
像，已有 ２５ 万年。［１３］
至少 ８０００ 年以前的金字塔工程，是人力根本
无法实现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台起重机也难
完成［１４］

返回目录
3.3.2

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古生物学的全部发现，其结果足以否定进化论

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Ｃｒｅｍｏ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的《考古学禁区》
（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 一书，列举了 ５００ 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悖的事例，那是几万、
几十万、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每一个发现都足以否定进化论。
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论证进化论的逻辑问题。
返回目录
3.3.3

古生物学证明进化论的逻辑问题

古生物学的建立不但需要借用比较解剖学的模式，而且本身也需要建立一套进化的模
式。比较解剖学模式提供了生物机体各部结构的相关性，使人们能够从几块骨头复原出整个
动物模型；进化模式使得学者能够确定复原的目标，比如我国著名猿人“元谋人”的确定，
是从仅有的 ３ 颗人类牙齿推断来的 ［１５，１６］ ，把它确定成什么，要完全套用进化论模式。
这里边暴露了问题：从进化论来的东西，再去证明进化论，显然还是循环论证。在逻辑上不
能成立。
进化时间表自身的逻辑问题：进化时间表本身是根 据进化论来的，用他来证明进化论还
是循环论证。如果说这是归纳法，它又不能归纳所有的事实，太多的反例否定了进化论本
身。古生物学证明进化论：一厢情愿的解释。我们知道，根据零散破碎的一两块骨头很难弄
清大量解剖学的意义或进化的意义。著名的古人类学家 Ｍｅａｖｅ Ｌｅａｋｅｙ 和 Ａｌａｎ Ｗａｌｋｅｒ 也持有
类似观点，他分析阿纳蒙南方古猿的几块残留的骨化石时，认为不能确定许多关于这种躯体
的外貌 ［１７］。那么，仅凭几个牙齿，根据磨损程度就给元谋人在进化上定位，也只能是一种
说法而已，因为我们无法根据几颗牙齿推断脑容量，更无法推断相貌（除非有较为完整的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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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或面部骨骼）。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有太多的人为的因素。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有大
量事实支持的“人类文明周期发展学说”把它解释成一期人类文明的遗迹，反而更加合理。
更加一厢情愿的解释是把人类的脚印“还原”成古猿的。１９７６ 年，著名考古学家利基
（Ｍａｒｙ． Ｄ． Ｌｅａｋｅｙ）领导的研究小组在非洲坦桑尼亚北部、东非大裂谷东线，一个叫利特里
（ Ｌａｅｔｏｌｉ）的地方发现了一组和现代人特徵十分类似的脚印。这些脚印印在火山灰沉积岩
上，据放射性测定，那火山灰沉积岩有 ３４０～３８０ 万年的历史。从这些足迹可以明显地看出，
其软组织解剖特徵明显不同于猿类。重力从脚后跟传导，通过脚的足弓外侧、拇指球，最后
传导到大脚拇指，大脚拇指是向前伸直的，而猩猩及南方古猿（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直立行走
时，重力从脚后跟传导，但通过脚的外侧传导到脚中指，且大脚拇指向侧面伸出［１８］。令人
遗憾的是，后来两位学者在没有深入研究脚印结构的情况下，就把这些脚印当作南方古猿的
［１９］ ，因为根据过去的理论，那时只有 古猿，人还没出现。而且，文章还请人画了生动的
插图 ─ 三个南方古猿“直立”着走过这片土地－－－－太多的臆 想成份，使文章失去了科学
性。因为这不是根据事实深入 研究，而是完全根据进化论假说说话，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态
度。进化论者又把这些作为进化论的证据，又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诡辩之中。
那幅凭想象描绘古猿完全像人一样表情、像人一样直立走路的图画，在博物馆作为科普
教材展出，观众却会把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当成科学，起到了严重误导的作用。如果完全
不带偏见的进行推断，应当推断这些脚印是现代人类的更为科学，可是谁愿意，又有谁敢这
样呢。
返回目录
3.3.4

进 化 过 程 中 确凿 的 过 渡 类 型 ， 严 格 地 讲 并 没 有 发 现

某些化石的缺环相当惊人，它不是以几万年、几十万年计，而是以几百万年计对于短短
的人的历程该有多少事件可能发生［２０］。进化论常用马的进化来说明问题，从始祖马到现代
马 过 渡 类 型 有 好 几 个 ， 可 是 列 举 的 那 几 个 过 渡 化 石 平 均 间 隔 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年．［ ３ ］ ［２１］，还是没有过渡类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化石，归类为“古猿”、“类人猿”、“猿
人”、“智人”，唯独没有“类猿人”。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被列入了科学的“十大
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 １８９２ 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
“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 ４０ 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
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 １９８４ 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
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同样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
猿－－南方古猿，和人无关。
６ 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
范。后来鉴定出 ５ 具是人造的，剩下的 １ 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
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还是
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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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进化论不假，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
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想一想：从宏观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
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 Ｐｈｉｌｉｐ Ｊｏｈｎｓｏｎ）做了这样
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
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如果
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２０］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和埃尔
德里奇曾根据地质历史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间断平衡”假说，来说明过渡类型形成化石机
率较小，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过渡类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该假说的进化机制在基因水平上看，
该学说是行不通的。
返回目录
3.3.5

化 石 告 诉 人 们 ： 生 命 的 发 展 遵 循 着 这 样 一 条 规 律 ： “ 出 生 ---发展 ---灭 亡 ”

跳出进化论的框框，就会发现，化石们实际上在对进化论反戈一击。化石不是一般条件
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石。只
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地层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诉人
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
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现在，生物界认识到地球曾发生过多次全球性波及所有生命的大灭绝（见上表），期间
小的灭绝也是时有发生。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在西伯利压的冻土中，发现了
冰冻的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的遗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一起。检测它们胃
里的食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毛茛草［２１］。事实告诉人们，那里曾是温和地带的草
原，极短时间内，发生这场毁灭性的灾难，而且，无论是大陆骤然移位还是气候骤冷，如此
惨烈的灾难不可能不牵扯全球。
由上可见，古生物学的发现实际上无情地否定了进化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发现却
又循规蹈矩地吻合了如下两本书里的有关论述。
“在我们这次文明以前还存在着文明时期，而且还不止一次。从出土文物看，都不是一
个文明时期的产物。所以认为人类多次文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只有少数人活下来了，
过着原始生活，又逐渐地繁衍出新的人类，进入新的文明。然后又走向毁灭，再繁衍出新的
人类，它就是经过不同的这样一个个周期变化的。物理学家讲，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
整个宇宙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转法轮》 ） “这个 地球的运转和物质的运动也是一样
的，它也是有规律的。在运转过程中出现的大劫难，就是人类处于完全毁灭的状态。但是，
有少数人活下来继承一些史前文化，过着一种象石器时代的生活。因为劳动工具都毁掉了，
到了下一代还不如它，很多东西都忘掉了。又以原始状态繁衍，到出现文明、高科技。随着
人类的败坏，又出现劫难。随着这样一个成、住、坏的不同时期的周期变化。” （《转法轮
（卷二）》，“人类的堕落与觉者的出现” ）
返回目录
14

3.3.6

参考文献

１．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ｓ． 《 科 学 （中译本 ）》 ，１９９５：２，１－６， ［ 译 自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１９９４（２７０）：１０ ］Ｋｎｏｌｌ Ａ． Ｈ．，
２． 《科学 （中译本 ）》，１９９２：２，１９－２８，［ 译自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１９９１（２６５）：４ ］
３． 李难，《生物进化论》，１０７，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第一版
４． 克 莱 默 、 汤 姆 森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Ｃｒｅｍｏ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 《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ａｃｅ 》 ，Ｇｏｖａｒｄｈａｎ Ｈｉ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ＳＢＮ： ０－９６３５３０９－６－８．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ｒｉｏ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ａｎ， ＮＢＣ＂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ｏｓ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Ｃ．
５． 克勒尔着，朱永等译，《放射化学基础》，２３６，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９３
６． Ｌａｍａｒｓｈ Ｊ．， Ｗｅｓｌｅｙ 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 ＵＳＡ， １９９３
７． Ｃｏｏｋ Ｍ． Ａ．， 《 Ｗｈｙ Ｎｏｔ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 １８５－１９３，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ｂｕｒｇ，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１９７０
８． 《中国科学报》 ， “我国发现亿万年前的太古石画”，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Ｓｃｈｏｏｌｃｒａｆｔ Ｈ． Ｒ．，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 Ｖａｌ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ｔｓ，
５， １８２２， ２２３－２３１
１０． Ａｌｖａｒｅｚ Ｗ．， Ａｓａｒｏ Ｆ．， 《科学 （中译本）》，１９９１：２，２６－３２，［ 译自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１９９０（２６３）：４］
１１． Ｃｏｕｒｔｉｌｌｏｔ Ｖ． Ｅ．， 《 科 学 （中 译 本 ）》 ， １９９１：２ ， ３３－４１， （ 译自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１９９０（２６３）：４）
１２．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Ｍ．， 《哇化石的新的断代数据：新的断代结果给人类起源的争论火上浇
油》， 科学（中译本 ），１９９４：９，７０－７１，（ 译自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１９９４（２７０）：５）
１３． Ａｐｐｅｎｚｅｌｌｅｒ Ｔ．，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８（２８２）：５３９３，
１４５１－１４５８
１４． ［英］葛瑞姆．汉卡克，罗伯特．鲍威尔着，石尚仪译：《创世纪的守护神》，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３１－３７
１５． 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猿人牙齿化石》， 地质学报，１９７３：１
１６．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６３２－６３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１７． Ｌｅａｋｅｙ Ｍ．， 《科学 （中译本 ）》，１９９７：１０，６２－６７，（ 译自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１９９７（２７７）：１）
１８． Ｔｕｔｔｌｅ Ｒ． Ｈ．， 《 Ｔｈｅ Ｐｉｔ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ｅｔｏｌｉ Ｆｅｅｔ 》 ，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０，６１－６４
１９． Ａｇｎｅｗ Ｎ．， Ｄｅｍａｓ Ｍ．， 《科学（中译本 ）》，１９９８：１２， ６２－６７，［ 译自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１９９８（２７９）：９］
２０． 于建平，郑忠梅， 《人的进化 －－－生物学与文化的诠释》， 科 学（中译本），
１９９８：１１，６２－６５
２１． 朱洗， 《生物的进化》，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２． ［英］葛瑞姆．汉卡克着， ［台湾］李永平等译：《上帝的指纹》，民族出版社 ， １９９９，
１－３１
返回目录
15

４

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挑战进化论

4.1

进化出新物种的可能性极低

任何了解分子生物学的人都不会否认基因突变是物种发生变化的基础，不管这种变化是
进化还是退化。基因突变是可以导致变化，但却是有限的。至于进化则太难了。即使可能，
也及其漫长，到了宇宙没有时间等待的程度。
达尔文时代，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还很肤浅。那时的人看到了家养动物的诸多杂种变
异，就认为物种也能这样变成其它种，这就是进化。后来，基因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学者们
才意识到如果基因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不管后代表面与祖先有什么差异，也没有进化意义。
那么“基因突变”也就成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物种的进化是以基因突变为基础的。这是现
代所有的进化论者公认的。这里，我们就集中分析这个核心。
返回目录
4.1.1

物种的基因的稳定性极难逾越

基因的稳定性是物种保持自身稳定所必须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基因交流，并不能使
物种变成其它物种。动植物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
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哈佛大学的梅尔教授称之为基因体内平衡。最常
见的就是狗再怎么杂交育种还是狗，这说明进化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在理论上，人们把
突破这个障碍的可能性寄希望于基因突变，这是唯一的可能了。
4.1.2

从理论到实践，基因突变导致进化的机率几乎是零

基因突变，是一种在基因复制或修复损伤等过程中的随机错误，所以又叫随机突变。对
基因而言这是一种病态现象。它发生的机率非常低，大约在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之间。低
等原核生物的突变率较高，大约为千分之一，而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
万分之一到一亿分之一［１］。 我们今天的进化论认为，生命的产生是通过从化学进化到生物
进化这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发展的。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可能性。
首先看一看基因突变能否产生高级特徵（性状）？对基因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情况发生
的几率极低。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的核心是由几百到几千个硷基排列而成，四种不同的硷基按
照一定规则排列，不同的排列顺序形成了非常复杂精密的遗传密码。既然基因突变是随机的
差错，我们不妨想一想： 一个复杂精密的计算机程序，随意的改动一两个字符能够产生更高
级的程序吗？也许吧，但可能性小的可怜。基因突变也是这样。差错造成的突变一般造成的
结果往往是各种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条件下具有生存优势的没有发现一例。为了增加
突变率用于研究，科学家们使用了各种方法增加突变的几率，制造了大量的突变体，也没发
现向高等方向进化的类型。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
16

现代进化论用基因随机突变假说解释进化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这种突变具有随机性、
低频率和不定向等，那么就可以用概率计算进化的可能性了。事实上：在数学公式和模型普
遍应用于生物学领域的今天，却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公式，能够计算从基因突变开始到一次进
化实现的机率，因为任何一个合理的公式都会否定进化。因此人们对这个问题只能敷衍回
避。
许多学者从基因突变发生的几率出发，计算出了产生新物种的概率，发现小得惊人。如
贝希（Ｂｅｈｅ， Ｍ． Ｊ．）的《达尔文的黑匣子》（ Ｄａｒｗｉｎ＂ｓ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一书中，美国生物化学
家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讲述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
出来的。其中一个蛋白（ ＴＰＡ）产生的几率是 １／１０ 的 １８ 次幂，至少需要 １００ 亿年才能发生。
如果同时进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几率就是 １／１０ 的 ３６ 次幂他说：“很可惜，宇宙没有
时间等待”［２］。 换句话将，宇宙还没等到一个物种的进化就已经毁灭无数次了。
对于生命的产生，现代进化论认为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认为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某
种特殊条件下进化成复杂的生命大分子，各种复杂的大分子进一步组合演化组合形成原始生
命。读到这么多串连的“理想化”过程，读者恐怕会考虑其中的几率问题了，Ｆｒｅｄ Ｈｏｙｌｅｙ
曾说过：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厂的飓风来装配 ７４７ 喷气机一样。［３］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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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减速突变导致加速进化？

生物从低等到高等，个体水平的基因突变率呈下降趋势。即生物越高等，越不容易发生
变化。而根据化石记录得出的结论：如果物种是进化的，整体上却表现出“加速进化规
律”，即形态愈高，进化愈快［５］。 这个矛盾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
进化的速度问题，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根据进化论，经过详实严谨的研究，得出了截然相
反的结论。是出发点 －－－－进化论本身的问题？ 还是研究推理的问题？我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
候，发现其中一些概念，一些其它专业的生物学者也不很清楚。其实，这里没有数理化那么
艰深，思维逻辑都是比较简单的，只是一些名词的问题。那么，本篇就用最通俗的语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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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浅出地讲出实质问题，相信那些曾经作为“象牙之塔”的高级理论，将在读者眼前陷于尴
尬了。
返回目录
4.2.1

生物从低等到高等，个体水平的基因突变率呈下降趋势

现代分子生物 学已经证明：基因是生命的基础物质，是生长发育和遗传变异的基础。除
了一些低等的病毒以外，基因是 ＤＮＡ 分子构成的，ＤＮＡ 分子是许多硷基小分子连成的长链大分
子。细胞分裂时一分为二，基因事先已经复制了一份。基因的复制能够高度地保持稳定，其
间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差错，是基因突变的一种主要形式，现代进化论认为这是向高等生物
进化的源泉。自然界突变的发生率是很低的。大约在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之间。低等原核
物的突变率较高，大约为千分之一，而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万分之一
到一亿分之一 ［１］。
另外，按进化论的思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机制减少突变的发生 。
基因突变本身是一种病态，所以又叫做畸变，对生物本身是十分有害的。绝大多数突变
都是畸形的，自然条件下存活率很低，突变产生向更高等物种进化的迹象至今没有发现。一
些学者把突变的概念拓广，把所有基因的变化，包括不同个体的基因交流都叫成突变，其实
只有原来狭义的突变才有向高等生物进化的意义，举例说：孩子长得有不象父母的地方，这
都叫成基因突变的话，没有进化意义可言。按进化思路推论，所有生物都在极力避免突变的
发生：
（ａ）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细胞核的出现更好地保护了基因，防止损伤导致突变的发
生。
（ｂ）ＤＮＡ 大分子从突变无法修复的单链到可以修复的双链螺旋，再到较为高等的生物拥
有两套基因组（二倍体，一般只启用一套），宏观趋势明显在降低突变发生率。
（ｃ）绝大部份生物的基因是双链 ＤＮＡ 分子，复杂的基因复制机制极大限度地降低了突变
的发生。热力学稳定性、酶对原料的精确选择，酶对错误组分的切除，三者使错误率降低到
百万分之一。 ［２］
（ｄ）ＤＮＡ 复制结构的精密复杂性进一步降低了突变发生率［２］，生物越高等，基因系统
的结构越复杂，所以突变率更低。
（ｅ）针对 ＤＮＡ 损伤的突变修复机制，进一步减少了突变的发生［２］
（ｆ）近来又发现在某些 ＤＮＡ 损伤处可以较高比例地合成正确 ＤＮＡ，这类结构，高等生物
也比低等生物复杂 ［３］。
达尔文时代，人们还不知道基因的存在，不知道后天的外在变化，如果涉及不到基因的
改变是无法遗传的，没有任何进化意义。现代进化论认定基因的变化是进化的根本原因，因
为只有这种变化可以遗传、积累，而基因突变是基因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复杂的高等生物的
进化决不可能是单个基因的变化实现，必须一些相关基因的协调进化才能实现，就象一个复
杂的计算机程序不可能一个随机的错误变成更高级的程序一样。那么相关基因的协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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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高等生物总体突变率更低。因为基因突变在宏观上是减速趋势，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宏观上，物种的进化呈减速趋势 。
返回目录
4.2.2

进化论中根据化石得出的结论：整体上表现的“加速进化规律”

现代进化理论中根据古生物学的事实总结了一条规律，叫做“进化的加速度规律”，认
为生物的进化是加速发展的，形态愈高，进化愈快［５］。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从没有细胞核的原核生物进化到原始的有细胞核的真核生物，历经
１４ 亿年；再经过 ９ 亿年，低等无脊椎动物已经大面积出现； １ 亿年后，高等无脊椎动物已经
进入繁盛阶段； ６ 千万年后，脊椎动物－－－－鱼类出现； ４ 千万年后，两栖类出现 从原始人类
到人类进入文明只用了不到 ３００ 万年；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至今不到 １ 万年。呈明显的加速进
化趋势。
两个结果明显对立了。
为什么会得出如此自相矛盾的结果呢？ 要知道：加速进化趋势是有“事实”支持的；而
基因突变的进化机制又是唯一的可能，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不是编造的证据，论证也完全按
进化的逻辑来的，大家都按进化论的思想入手研究，结果却这样自相矛盾？那只可能是根子
上错了。这是进化论本身的问题。
更令进化论头疼的是，生物的出现是大爆炸方式出现的，比如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短
时间内种类繁多的生物大量出现，出现后就基本保持不变，经过一定时间毁灭消失。进化论
与这些事实更是矛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曾经有人说：生命现象是很复杂的，目前还远远没
有研究清楚。其实，这里用的是逻辑，不是细节研究，把握的是整体思维，不在局部纠缠。
整体思路有问题，那不就是进化论本身的问题吗？
还有人会说：进化论有那么多论据支持，怎么能轻易否定呢？ 这是进化论自我辩护的最
常说法。也许还有人说：进化太复杂，加速、减速、均速各种模式可能都有，并不存在矛
盾。其实，这正是在细节，在局部上纠缠不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本文的分析和引证，都是从宏观、从生物总体发展入手的。从整体的基因突变率降低得
出宏观上减速进化的趋势，引用的分子减速进化普遍性研究，也不是个别现象，而进化论中
加速进化模式也是宏观的，针对大的动物类群的。既然都是宏观上的，却又自相矛盾，那就
足以否定进化论本身的合理性了。科学是严谨的，如果一个学说本身都自相矛盾，还有什么
道理可言？ 科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当一个学说与事实存在根本对立时，我们只能相信事
实。所以，归谬分析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进化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当然，如果读者
继续看前后其它文章，会进一步发现进化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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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

我们现在来看看进化论的负面效应，简要分析一下它在生物学领域造成的混乱及其社会
危害。

5.1

进化论在生物学中造成的矛盾和混乱

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
互为补充。基因是 ＤＮＡ 分子的证明正是这样。而进化论却相反：各个学说之间有着根本的对
立，分歧之大是绝无仅有的。从本系列前几篇大家也都看到了。
在新物种产生的模式上，基于地质历史和古生物化石的间断平衡论和基于基因本质的突
变论对立；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上，中性突变论对立综合论，又与新达尔文主义对立，而
且，就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现在也是大有争议的；在环境因素作用上，新拉马克主
义与其他进化流派对立； 一度争议最大的还是进化“家谱” －－－进化谱系树，结果严谨的分子
生物学研究得出了极为混乱的结果，从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在人类起源上，争论得简直
不可开交。
可能古尔德举的这个例子能很形像地揭示问题：＂布林顿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
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徵；博克的研究认为：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的发育超越了白种人
保留的幼年的特徵。＂为什么矛盾的论据会支持同样的观点呢？ 因为他们在为一种错误的信
仰找根据，而不是根据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这里暴露的也正是进化论的问题。因为进化论
整个错了，所以越发展越错，一些人陷在其中，都发现对方确实错了。
返回目录

5.2

进化论成为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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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律本身就错了，再发展下去就更加背＂道＂而驰了。达尔文受马尔萨斯生存竞争论的
影响，创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竞争也成了当今社会的信条。他的一位亲
戚道吞发展的种族 主义，在德国十分流行。德国的海克尔是很权威的学者，他提出了重演
律，而他本身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认为德意志是最高级最优等的民族，其他民族都低
等。他的观点对希特勒很有影响。［１］
返回目录

5.3

进化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

达尔文曾把自己的学说称为“魔王的圣经”，显然这是针对基督教而言。打着科学的旗
帜，进化论使许多人放弃了宗教的“神创论”，开始从心底里不信宗教了。人们不再相信善
恶报应，也就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进化论不仅误导了整个生物学，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
人类文明的发展。它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潜在的祸害，是触目惊心的：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善
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多
种手段发展自己；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它让
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
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
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种种这类败坏的因素 渗透进现代常人社
会的一切，潜在地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滑坡。
人们一心进化自己，一面放纵地“进化”着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越
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们失去了理
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着无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沦
丧、心理畸变、物欲膨胀、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分化、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等
等。
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ｎｔｏｎ）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坦白 地
讲：“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在这个谎言的影响下，人类归根于动物，
抛弃了道德的约束，失控地发展着私欲，造就了误入歧途的历史。

5.4

参考文献
１． ［瑞士］许靖华，《达尔文的三个错误》，世界科学， １９８７：４，１２－１４
返回目录

21

６

结束语

亲爱的朋友，无论您是匆匆浏览，还是细读精思，当您终于翻到这一页时，您心中的感
觉多半与初读本书前言时有所不同。您可能被震撼，也可能惊叹；您或许感到疑惑，也可能
感到愤怒。但无论您的感觉如何，我们都能理解，都能谅解；无论您的感 觉如何，我们都可
以肯定地告诉您：您是幸运的！
我们都曾经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有的人相信进化论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我们从小
就相信，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中，没有比较和鉴别的可能，就把它当成了千真万确的科学
真理。后来接触到不同观点的研究文章和书籍，自己开始了独立思考，才猛然发现自己过去
的“坚定信仰”只不过是井蛙之见。在百感交集之中，我们最终的和最重要的感觉是：我们
真幸运！因为不管我们曾经在迷雾中迷过多久，我们毕竟走出来了。
不过，我们当时走出来可不象现在这样容易。我们得独自搜寻，独自思索：搜寻不同观
点的文章和书籍，思索一个又一个早就应该考虑而又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并且，这种搜
寻和思索常常伴随着孤独感和心理压力，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和我们自己一样
在迷雾中摸索着真理之路，又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豁然走出了进化的迷宫。如果当时有谁给我
们一本这样简明精要的小书，我们会是多么地高兴，多么地感激啊！如果当时有谁对我们满
怀深情地说：“您不孤独，我们这样多人都已经走出来了！”我们又会是多么地欢欣，多么
地鼓舞啊！
所以我们才说：您是幸运的！如果您因为幸运地读到了这本小书而走出了进化论的迷
宫，您就是更幸运的！
当您读完这本小书时，或许已经隐隐地感到进化的迷雾正在消散，迷雾中各物种进化的
幻影正在澄清；原来经常在科学舞台上大模大样地招人注意的“进化论”，只不过是个批着
冒牌仿造科学外衣的稻草人！物种们并未进化，猴子和人从未结过亲家！谁在进化呀？真正
忙忙慌慌，在环境的巨变中拼命“进化”，大刀阔斧地改变着自己以求“适者生存”的，只
有“进化论”自己！尽管它已经持续“进化”了一百多年了，时至今日，它还是面临着四面
楚歌，八方碰壁，岌岌可危，行将入木的凄凉晚景。“进化论”自己都“进化”不下去了，
还有谁愿意跟 着它？
豁然走出进化的迷雾，您就放下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抓住这个宝贵机会，重新审视
自己对生命真理的认识。
众所周知，人类起源问题目前只有两种现成的确定性答案：神创论和进化论。前者说人
是神创造的；后者说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特别是与人比较相似的猴子就是人的直接的
祖先。如果进化论不能成立，那您就面临着唯一确定的答案：神创论。
其实神造人没有什么不容易理解的。您想一想，人能够很轻易地造机器人 －－比人低等的
生命。高于人的生命为什么不能造人呢？ 现在一些胆大的科学家不是要用克隆方式造人吗？
如果宇宙中存 在着佛、道、神等高级生命，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那些高级生命不能造人呢？

22

事实上，无神论的逻辑矛盾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既不能驳倒对方，甚至也不能以理说服自
己的尴尬境地。因此其“无神”的信仰有如无根之木，是极其虚弱无力的。这一结论也曾被
心理学实验证实过。实验设计的根据是：如果“无神论”者真正不信鬼神，”心中无鬼”，
则在任何情况下见到任何幻影假象时，都会泰然自若，不诧不惊。如果其表面不信神，但潜
意识中其实信神，那么在突见幻影假象时就会和有神论者一样地反应。实验结果发现，一个
坐在床边自称从不信鬼神的 大学生，竟然被一个突然出现在门口的假扮的“无头人”当场吓
死。如果您觉得这类实验的数目还不够大，不能动摇“无神论”者的根本实力，请看下面史
无前例的实例：自１９９２年５月起，仅在几年之间，一本《转法轮》就让至少几千万人心甘情愿
地从“无神论”的阵营中走了出来！其中许多人是一夜之间便改变了自己整个的世界观。五
十年来强力宣传的“无神论”怎么会在一本书面前名副其实地“毁于一旦”呢？真理都是颠
扑不破的，“无神论”为何如此脆弱呢？
亲爱的读者，作为您重新探索真理的第一步，我们邀请您仔细地读一读李洪志先生著的
《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 ）》，这里有针对人类来源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
“我讲过一个有造就的科学家，他不会像许多以感情代替理智的人那种固执的认识：把
现代的科学固定在死框里，认为实证科学以外的东西都不是科学。大家想一想：人类没有认
识到的东西，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到的时候，它是不是科学？它不也就成了科学了嘛。人
类是在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所以科学才能发展，最后真正地去认识宇
宙。现在的实证科学发展的形式非常笨、非常缓慢。真正地像盲人摸象一样，他认识不到整
个宇宙的物质存在的形式，认识不到宇宙特性的存在。那么他摸到一点就认为是全部。他们
只摸到这个象腿，他说：噢，科学是这样，这就是真正的认识生命、物质的科学。他看不到
整个这个象什么样。所以认识不了宇宙是由无数不同时空所构成的，认识不了另外的空间和
另外的生命与物质形式的存在，从而被那些头脑简单而又顽固的人统统说是迷信，这是使我
们人类道德往下滑的最关键一个原因。很多人就抡起科学的棒子去打最古老的、最本质的人
的德性。危险哪！人没有了德，神就不把人当人看了。如果天要不把人当作人看的时候，那
人就会被淘汰，从新发展。
有人想：我们人类是进步的，从猿人发展到今天已经很辉煌了！可是我告诉你：历史上
在史前时期，十万年以前，或者在更早、更早以前，直到上亿年以前，这个地球上一直有高
度文明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被毁掉了。为什么被毁掉呢？就是因为它在物质上发展得
很快，技术上发展得很快，可是它的道德没有跟上或被破坏了。那么就不允许它再存在下去
了，毁掉了。用现代科学的认识讲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它运动到一定形式的时候，它必然
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地球在这个宇宙运行当中，说不上被哪个星球给撞坏了。反正
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科学家确实发现，在我们的星球上有许许多多的古老的文明遗迹存在
过，而且这些文明遗迹离现在的时间都比较远，有的是几十万年以前的，几百万年以前的，
还有几千万年以前的。每个时期存在的文明，留下的遗迹都不一样，都不是一个时期的东
西，所以有些科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有的科学家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来，说：有史前文
明的存在，有史前文化，这是科学家讲的。那么我们修炼界看得更清楚，确确实实在我们这
茬人类文明之前，存在着许许多多次人类的文明。由于他的道德败坏了，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这样的，后来这个文明就不存在了。被毁灭的古希腊文化是可以看出当时人类腐化、堕落的
遗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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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人是从猿人进化来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人根本就不是从猿人进化来的。
达尔文提出的理论说：人是从猿人进化来的。他当初拿出这套理论的时候，他是胆胆突突拿
出来的。他的理论是漏洞百出的，是不完善的，却被人接受了，一直到今天。大家想一想，
他提出的从猿进化到人这个进化中间的过程，千百万年的这样一个过程，找不到，没有。为
什么没有人和猿之间的这种人存在呀？其他物体不只是人，他所说的进化的动物都没有中间
过程。而且澳洲大陆存在的物种和其他大陆存在的物种为什么不一样？他都解释不了。这个
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却被人接受了。这才奇怪哪！
其实我们看人根本就不是从猿人进化来的，只不过每个时期存在着每一种生物。人类生
存的地球，大陆板块是变移的，是变更的，地质学家把亚洲、欧洲、美洲、南美、北美的陆
地叫做大陆板块。大陆板块是经常变更的，这上面的文明会沉到水底去，那么也许在其他大
洋里边就升出一块陆地来，就是这样不断变更的。现在人们也发现在太平洋呀、大西洋呀、
印度洋呀，许多大洋底下有古老的高大的建筑，有过文明的存在。可是查起来发现都是几十
万年、几百万年、更久远年代存在的东西，最起码我们现在人类知道，在这几十万年之间大
陆板块没有发生过变更。那它是什么时候沉在水底下的呢？它肯定是在很早、几十万年前或
者更久以前沉下去的。所以不同的大陆板块在变更的时候，上面的物种是不一样的，并不是
进化来的。有相似之处，但不是一种物种。绝对的不是！
当然我在讲佛法，所以和常人中的理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更高的认识，真正的认识人
类。我告诉大家人并不是猿人进化来的，而是在宇宙中产生的。大家知道中国有道家的太极
学说。这个太极学说讲阴阳两气。在没有产生阴阳两气时是混沌状态，它叫无极。然后它就
生出太极，有了阴阳两气，然后太极生万事万物。这是道家的理论。我觉得很有科学道理
的。实际上我发现一种情况，当然这还不只是我发现，这个宇宙中庞大的物质在运动下就能
产生生命。我们看不见这个物质，它并不一定不存在。你比如说这个空气，人的眼睛看不见
它，它不存在吗？它是存在的。比空气更微观的物质有没有？多的是。比更微观的物质还要
微观的物质，还多的是。这些庞大的
物质它为什么能这样生存呢？其实都是生命的存
在。任何物体都是有生命的，只不过不表现在我们常人这个空间，你就看不到它的生命存
在。一会儿我讲为什么。任何物体都是有生命的。这种庞大的物质在运动下就产生了生命，
而这种生命在更高层次中时多是无形的，少数是人类的形状；或者是动物的形状；或者是物
质的形状；或者是植物的形状。
那么为什么到了人的这一步呢？因为开始是没有人这一步的。这个宇宙物质在它的运动
的作用下产生的生命都是同化宇宙特性的，也就是说它同化宇宙中这个法理的，同化真、
善、忍的，因为它就是真、善、忍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生命在高层空间产生多的时候，
他生存环境就变得复杂了，他有了他们社会的生存形式。就像我们人类的社会，人要怎么生
存，他有他的社会形式存在。那么他有了他的社会形式的时候，这些生命就逐渐地发生了变
化，变得复杂了，有的就产生出私念，偏离了宇宙特性在那一层对生命的要求，那么他在这
一个境界中就呆不了了，所以他就只能够掉下去，掉到低层来。那么他在低层变得又更不好
的时候，那他就只能够又往下掉。就这样这个生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变得不好，就
逐渐地一层空间、一层空间地往下掉，就掉到人类的这层空间中来了。从而过着低能的生
活，用低能的方式繁育着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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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当初的时候是没有人类这层空间的。那么这些觉者、高级生命就想给人再造一个
空间，造一个最迷的空间，看人的这点本性能不能失去，看他还能不能返回来。就这样就造
了这样一个空间。当时就是给人、给生命一个最后机会，并没有考虑太多的问题。可是后来
却发现这个空间太特殊。因为这个空间中的生物都看不到其他空间，看不到其他空间的生
命。而在宇宙的其他空间中都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任何一个空间的生命，他身体都可
以在空间中飞，飘来飘去，任何一层空间的生命他都可以把身体变大变小。现在科学家认
为：人的思维是物质的，像电波一样的东西。电波你当然承认它是物质的了。可是在另外空
间里发现，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人的思想可以产生出你想像的东西，你想的东西可以成为现
实。人因为没有能量，所以它产生出一会儿他就散掉了。可是有能量的大觉者、天人、高级
生命他想出来的东西，就会实实在在地存在。那么你想要什么，在随着想的时候就会产生出
什么，所以过去人家讲：佛呢，想要什么有什么，大自在嘛。那些生命都是这样存在的。而
人类被推到这个空间来就变成这样存在了。
大家都是从娘胎里出来的，觉得自己还不错。有人生意做得很好；有的人官当得很大；
有的人活得很自在，就觉得比别人强了。其实你也很苦！因为你不知道你先前是怎么活着
的。比如说，因为在宗教里讲啊：人活着就是苦。为什么呢？你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你就
有了这样一个由分子构成的物质身体。另外空间里他没有分 子构成的这层身体，他最表面身
体是由原子构成的。而由分子构成的表面物质造成了这个空间。包括人的肉体也是这个分子
构成的。由这层物质构成的这个身体，一生出来你有了这个肉体，给了你这样一双由分子构
成的眼睛，你看不到其他的空间，所以你就在这个迷中。那么你在迷中看不到宇宙的真相，
你说你活得是不是就像坐井观天，本身就是活得已经很可伶了。再加上人有了这个身体之
后，身体怕痛，冷了不行，热了不行，渴了不行，你走路累了也不行，反正是给你带来许许
多多的不自在，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而且还有生老病死的存在，经常有病，你觉得你活得
很自在，其实你也不过在那个痛苦之中比别人好像是强一点，少一点痛苦，你就觉得你很自
在了。人就是这样生存的，所以人就在这样生存的环境当中逐渐地失去了人的本性，越来越
不相信神的存在，加上实证科学的不完善，人也就失去了人的道德标准，他也就滑到最危险
的境地上来了。
但是，人类社会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因为他苦，所以他能够修炼。为什么佛他老是
那个佛界中的佛？他为什么不能提高得更高啊？那菩萨为什么不能修成佛呢？你想吃点苦都
没地方找去。因为他在迷中能够坚定他的这个佛性，他才能修。说他那里他还没有迷，他什
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看得见修起来就不算了。所以修在先，悟在先，见在后。有人说我看见
了，我就去修；我看不见，我就不去修。如果叫大家都看见了，常人社会那就不是人类社会
了，就是神的社会。百分之百，一个人都落不下，谁都得去修，十恶不赦、再坏的人都要去
修了。你想想他还是人类社会吗？就是人变得不好了才掉到这个环境当中来。你要想返回去
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悟啊，耶稣讲信，在东方讲悟。你失去了
这些东西，你就修不了。但是往往修起来人为什么觉得很难修啊？其实修炼并不难，难就难
在常人之心放不下。在历史上什么是佛法都没有告诉人。人们都把释迦牟尼佛讲的当作系统
的佛法了。大家想一想，这庞大的宇宙它是相当完备的、相当智慧的。释迦牟尼佛只讲了佛
理的一少部分，而且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全部讲给人，他只给人讲了人应该
知道的，所以现在给人类社会留下的佛法只是佛法中的一小点点、一小点点。我刚才讲了，
我说我给人类社会留下的东西很多，我做了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写的这本《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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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语言不规范，因为用现在规范的语言包含不了更高层次，更大的内涵，所以我是用口
语方式写的。 ”（引自《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李洪志着 ）
如果希望知道更多更全面的关于人体、生命、宇宙的理，我们建议你认真地读一读李洪
志先生的《转法轮》。你要真能把这本书平心静气地读上哪怕一遍，你就是最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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