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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生命和宇宙真的只是一个意外？难道那些奇妙的自然

规律都是盲目出现的，而且没有意义？

为什么中国澄江的“寒武纪宝库”会加深达尔文的“谜

中之谜”，使进化论更加难以解释物种的产生？

为什么制造一台自我复制功能的 3D 打印机的过程，

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并了解生命的起源？

从最微小的细胞，到最遥远的星球，再到时空和能量

绽放的“宇宙大爆炸”，本书根据天文学、宇宙学、化学、

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最新发现，为您展示科学证据如何表

明一个关于“起源”的不同的故事。



推荐语

数据详实，论证有力，而且通俗易懂。作

者以深厚的生物学和工程学背景，撰写了

这本“智慧设计”入门。若你想要帮助那

些拒绝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这本书是个优

秀的资源，它在概念和证据上都很有说

服力。

——J. Warner Wallace

基督教世界观科尔森中心高级研究员

Forensic Faith 作者

这本书为“智慧设计”辩论提供了准确而

有趣的介绍，特别是从其宗教含义之外来

理解“智慧设计”。我强烈推荐本书给那

些注重客观数据的读者。

——潘柏滔博士

芝加哥惠顿学院生物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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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罗应金（Thomas Y. Lo）

我们 从 哪 里 来？ 生 命 如 何 产 生？ 宇 宙 有 个 开 始

吗 ? 它又是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模样的？长期以

来我一直纠结这些问题。虽然我爱上了科学，却不知道近

代的科学发现早已对这些古老的谜团有了新的启示。

我出生于中国南京，四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两岁

时，我们全家搬到台湾，在台北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

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后来学了会计，在一所私立女子中

学工作贴补家用。我父亲是位严厉的军官，他把军队里的

规矩和标准带回家里。家庭生活因此充满了战兢和压力，

没人敢违逆父亲或让他失望。当我 10 岁时，父母接受了

基督教，父亲的态度从此软化了许多，家里的气氛也完全

改观，这是我们全家最融洽的时光。

12 岁那年，我参加了教会为期一周的退修会。当时

有一百多人参加，年龄从 11 岁到 82 岁不等，包括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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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专业人士和退休人员。最后一天晚上，全体会众经

历了一次难忘的属灵体验，因此我最终决定受洗。然而，

尽管我觉得我在生命中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属灵体验，甚至

可说是一个神迹，但我仍然对《圣经》中记载的神迹奇事

持怀疑态度。它们似乎太神奇、太伟大，与我的生活经历

太不一样。它们是真的吗？如果《旧约》和《新约》中的

事件不是基于客观的科学证据，它们怎可信呢？

当我进入青少年期以后，我的怀疑与日俱增。学校同

学取笑我的信仰，老师也对基督教表达不屑的批评，让我

感到不安。

上大学后，这种持续不断的内心压力使我离开了信仰，

外表上我还是个基督徒，但心里却没有坚定的信念。当时

我住在家里，还得与家人去教会，在学校也参加基督徒团

契。但内心的挣扎使我生命中没有喜乐。

与此同时，我被一些大问题所困扰：人生的意义何在？

我为什么存在？我人生该做什么？我沉浸在存在主义和佛

教的文学作品中。在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下，我有时会陷入

沮丧和忧郁。我对意义和目的的追寻并没有停止，但我开

始在精神和宗教领域之外去寻找答案。没过多久，我就找

到了。

或者说，我以为我找到了。

当我在大学三年级学习现代物理时，教授描述了原子

中的电子、质子和中子是如何运作的，我立刻被吸引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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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描述的极小基本粒子在原子中的运转，与浩瀚宇宙中

无数银河系的运转相似，1 更使我着迷。

在找到了对科学和工程的热爱后，我就把那些大问题

放在一边。但近几年来，当我开始学习天文、地质、遗传

学和科学历史时，我又重新回到了大问题上。

的确，是科学使我回到了大问题上，这次心中却十分

踏实。在我上大学现代物理课的三十五年前，爱因斯坦正

在努力坚持他对静态和永恒宇宙（一个不是“被创造”而

是一直存在的宇宙）的信念。但在了解一些新的证据，包

括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和其他天文学家所发现

的遥远星系的“多普勒似红移”（Doppler-like redshift）

现象后，他感到需要调整自己的观点。

1931 年 1 月，哈勃邀请爱因斯坦到加州威尔逊山的

天文台，观看红移现象。这次活动中最著名的照片，是爱

因斯坦通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100 吋胡克望远镜（Hooker 

Telescope）观察红移。2 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中，爱因斯坦

凝视着遥远的天空，而哈勃就站在他身后，一脸严肃的表

情，手里拿着烟斗。与其说这是一次实际的科学观测，不

如说是一次媒体的拍照机会。但这张照片既代表了宇宙膨

胀的现实，也代表了爱因斯坦愿意接受证据，并追随证据

的指引，即使证据挑战了他过去的观点。

飞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星系造成的红移现象，意味着宇

宙有一个开始的时刻——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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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戏剧性的创世事件，为什么当时我

的大学课本，没有强调这一重大的发现和其意义？特别是

它颠覆了传统科学界対永恒宇宙的认知！这些在课堂上都

没提到过。我不禁自问，如果我早知道这个从无到有（ex 

nihilo）的宇宙学证据，我过去対人生大问题的挣扎，是

否就不会那么痛苦？

在发现宇宙确实有一个开端之后，接着一系列物理学、

化学和天文学的发现，又证实了物理学和化学的定律和常

数是极其精准——如此宇宙中的生命才有可能存在，其精

确的程度似乎在告诉我们生命的发生是有目的的。

诺 贝 尔 奖 得 主 天 文 学 家， 阿 诺· 彭 齐 亚 斯（Arno 

Penzias）这样说：“天文学将我们引向一个独特的事件，

就是宇宙从无到有的创造，并具有非常微妙的平衡，提供

了让生命存在的确切条件。”3

虽然今天这些发现比三、四十年前更广为人知，但许

多人仍然不知道其中的细节或其潜在的意义。即使教科书

提到了大爆炸或宇宙的精调，也往往是以一种粗略而片面

的叙述，淡化了其重要性。似乎教科书的作者并不希望为

读者打开知识之门，并让人登堂入室。这很不幸，因为屋

内有非凡的证据，充满了关于我们起源的暗示，以及关于

在生命起源之前、宇宙时空之外，可能存在的“东西”。

在下一章，我们将进入屋内，一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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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生命起源

在 20 世纪，当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揭开一些宇宙的

奥秘时，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在忙于弄清“信息”之谜，

及其对生物起源的含义。这是一个横跨生物化学和计算机

科学的故事。

1948 年， 在 第 一 台 真 空 管 计 算 机 诞 生 的 五 年 后，

约 翰· 巴 丁（John Bardeen）、 威 廉· 肖 克 利（William 

Shockley）和沃尔特·布拉坦（Walter Brattain）三位物

理学家共同发明了晶体管（transistor）。同年，克劳德·珅

农（Claude Shannon） 发 表 了“ 通 讯 数 学 理 论”4， 成 为

后来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的理论基础。珅农还

引入了“比特”（bit）一词，作为计算和通讯的信息基本

单位。这两项成就促进了电子工业进入数位时代。然而这

些科学家并没想到他们导入的数位时代，有一天会帮助我

们了解生物系统，并为我在大学时就想知道的一个关键问

题：生命的起源，提供宝贵的见解。

1952 年，伦敦皇家学院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

salind Franklin） 用 X 光 结 晶 绕 射 技 术 对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 的 结 构， 进 行 了 突 破 性 的 研 究。 根 据 她 的 成

果，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进一步发现 DNA 的形状像一个扭曲的

梯子，即著名的双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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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螺旋结构外，沃森和克里克还提出四种核苷酸分

子 ——简 写 为 A、T、C、G——其 中 A-T 和 C-G 成 对 地

存在于 DNA 分子中。沃森和克里克认为这种优雅的化学

结构是 DNA 的“可能复制机制”，5 冗长的 DNA 分子中

含有无数可能的 A-T 和 C-G 序列，可以携带遗传信息。

事实证明，沃森和克里克的这两点推测都是正确的，他们

的发现成为我们对每一种生物体认知的转折点。

进一步的研究证实，细胞中的 DNA 和其他分子相互

的反应，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目的的，就好像微电脑执

行机器指令。细胞甚至有能力修复被外力破坏的 DNA，

类似于软件程序中的“纠错算法”（error correction algo-

rithm）。

DNA 结构与细胞信息处理和修复系统的发现，完全

改变了我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随着宇宙大爆炸，质量和

能量出现了。然而，在没有遗传信息或数位代码的情况下，

生命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问题从此困扰着生命起源的

研究。本书第二和第三章将探讨这题目，并对不同的解释

做出比较。

进化和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接着是有关生物起源的问题。就是当第一个生命体（活

有机体）形成后，我们周遭其他的生命形态又是如何出现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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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学到的标准答案是，这一切都是盲目进化的，历

经数十亿年，由无数次微小的偶然变异产生的。查尔斯·达

尔 文（Charles Darwin） 和 阿 尔 弗 雷 德· 罗 素· 华 莱 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在大约 160 年前提出自然选

择的进化理论，并在下一个世纪被纳入了现代遗传学后持

续发展。

这个理论的含义对我来说很明显。人类不是精心计划

的终极产品。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任何目的。宇宙好像打

了个嗝儿就产生了我们。生命若有任何意义，必须由我们

自己去制造。

那时我不知道有很多关于进化论的知识是不正确的，

许多重要的信息在课堂上也被忽略。举例来说，没有人提

及华莱士（和达尔文共同提出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进化论

的学者）。他坚持认为物种产生也必须透过“某些创造的

智能”。对华莱士来说，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盲目过程，

不足以将类人猿进化成拥有独特的语言、理性和艺术才能的

人类。6 华莱士不是基督徒或相信圣经的人，所以很显然，

他没有试图把科学塞进《创世记》去解读。7 事实上，他

是纯粹出于检视科学的证据而得出这个结论的。

另一件课本上没有提到的事，是 19 世纪德国动物学

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经典胚胎图的真相。

海克尔的胚胎图长期以来是高中生物和大学课本的主流信

息，意在证明人类是从类似鱼的生物进化而来。这样的说

法被使用了近 150 年。但事实证明，他的胚胎图是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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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 甚至是造假的！ 9 这在我上高中和大学时，科学家

们就已经知道了，但这事实却被忽略。现在终于有一些学

术界的研讨来纠正这事，10 但教科书还要多久才能完全反

映真相，尚待观察。

面对错误如此明显的案例，为什么科学教育的改革却

是如此困难？现代版本的达尔文进化论，成了解释生命史

上所有物种如何出现的主流范式，任何似乎挑战这一范式

的研究都会面临阻力。不过，好消息是知名的生物学家们，

现在愿意讨论，并对进化论作必要的修订。例如，维也纳

大学理论生物学系主任歌德·慕勒（Gerd Müller）博士

最近指出，各科学领域的新发现促使对进化论作必要的大

幅修正。11

另有一些科学家甚至更进一步地挑战进化论。二十多

年前，我碰巧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看到了一场科学

辩论。当我听到有资历的科学家挑战传统的进化论时，我

非常惊讶，他们不是根据《圣经》或宗教论点，而是根据

科学证据。其中一位特别引用了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来挑战

进化论，他提出“有目的的智慧设计”支持物种起源。后

来我学习到细菌鞭毛，是一个长鞭状的纳米马达，供许多

种类的细菌在水环境中活动。生物界中有这样奇妙的机械

微型技术，又有许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部件，12 令人

叹为观止。

突变 / 选择机制或任何纯盲目、无意识的过程，可以

构造出如此工程上的奇观？第四章会讨论这一点，同时也



前言

9

探讨现代进化论面临的一个更基本的挑战：如何解释物种

变异的来源？

生物大爆炸

关于生命的起源，除了研究 DNA 和分子机器（如细

菌鞭毛）之外，化石的记录（包括最让人惊讶的寒武纪化

石层）也在研究范围内。这个古老的地层见证了“生物大

爆炸”，即主要的动物群体相对突然地出现。最引人注目的，

是这些动物群体彼此都是非常独特的。在化石记录中，除了

一些极为远古的海绵之类的动物，它们之间没有相关的祖先。

好像这些奇异的海洋动物群，突然凭空冒了出来。

查尔斯·达尔文本人在 160 年前就承认“寒武纪大爆

炸”是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个谜，而这谜至今仍无解答。

生物教科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对这挑战，不是一笔带过，

就是完全不提。有的科学家推测是寒武纪那段时间海水突

然变暖，加快了变异速度和进化过程。有人说，是岩浆通

过海洋裂缝爆发，带来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导致新物种的

产生。也有人说大气中氧气的增加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有

人坚持认为，新动物形态的大爆发是化石记录不完整的表

象。然而，这些观点都没有提供充分的解释，科学家之间

也没有达成共识。

大约三十年前在一个大学里，我有机会学习到更多“寒

武纪大爆炸”的知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教授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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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讨论了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寒武纪化石，这一非凡的化石

发现更凸显了“寒武纪大爆炸”的神秘。

我很幸运，最近我联系上三十年前那位海洋生物学家，

他就是钱锟博士。在第五章中，他分享了他本人考察寒武

纪两个主要化石遗址的经历，并说明了为什么他认为寒武

纪大爆炸的最好解释，不是盲目的进化，而是有目的的

设计。

初学者指南

本书主要是针対宇宙和生命起源的问题，提供给读

者一个简短而实用的介绍。然而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学术

界热门的辩论题目之一。因此，每位作者都提供了尾注

（endnotes）和参考文献，其中不仅有学术的研究，也有

YouTube 视频和其他资源，希望対初学者继续探讨有所帮

助。部分资料也列在书后的〈进一步的参考资料〉项目中。

有三个名词在起源辩论中特别容易引起困扰，让我在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唯物主义：在起源科学的背景下，唯物主义的观点是

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和能量。在科学和哲学的领域

中，唯物主义者不是喜爱豪宅或跑车的人。唯物主义者是

指，那些认为万物都是由能量和物质粒子的纯物质性作用

产生的，并且可以完全这样解释的人。唯物主义者当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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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差异，但目前我们只需要了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

基于纯物质和能量的运作，没有任何计划、指导或智能干

预，就足够解释宇宙，以及第一个生命和所有生物体的出

现。本书的目的是在探讨，最新的科学研究是否支持这种

世界观？

创造论：在一般文化中，包括新闻媒体在内，创造论

通常指的是对《圣经》第一卷《创世记》中描述的创世过

程的辩护。创造论通常也根据《创世记》中的大洪水，来

解释地质学和化石记录。创造论捍卫了《圣经》的权威性，

并依照《圣经》的描述来理解科学数据和发现。本书不是

支持或反驳创造论，也不是为任何宗教经典背书，而是阐

述目前已知的科学事实。虽然我们不讨论创造论，但对读

者来说，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以及它与唯物主义和智慧

设计的不同之处，是很重要的。

智慧设计：智慧设计理论认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

征最好由一个智能的原因来解释，而不是由纯粹无导向的

自然过程来解释。广义的说，智慧设计是一门检测设计特

性的科学，专注于识别由智能者为某一目的而安排的结构。

设计检测的方法经常应用在考古学、法医学、欺诈检测和

物理学等不同的领域。

智慧设计可能与一种或多种宗教观点兼容，但它本

身并不是一种宗教论点。智慧设计仅依据科学证据，如

DNA 中的信息内容，生物体中功能整合的分子机器，或

精调的物理和化学定律及常数等科学发现做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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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2017 年 7 月的一次科学研讨会上，我提议编写

一本易于大众阅读的书，包含有关宇宙生命起

源的科普知识，探索一些令人振奋的最新发现，希望可以

启发有关起源问题的对话，也可以补足一般教科书的欠缺。

结果很快得到了三位与会者和另一位朋友的支持。他们是

电气工程师罗伯特·敖世彤（Robert Alston），软件工程

主管和设计理论家艾瑞克·安德森（Eric Anderson），生

物学教授罗伯特·华尔泽（Robert Waltzer）和海洋生物

学教授钱锟（Paul  K. Chien）。在书中他们分别深入浅

出地阐明了起源科学领域中不同的议题，我甚为钦佩，也

非常感激。

我也特别感谢共同编辑兼特约作者艾瑞克·安德森和

共同编辑乔纳森·魏特（Jonathan Witt），他们的经验和

持续的努力使本书英文版得以顺利通过美国华盛顿州的

发 现 学 会（Discovery Institute） 出 版， 并 很 快 被 亚 马 逊

（Amazon）选为宇宙学和生物学类的畅销书。（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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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可咨询以下网站：http://www.evolutionandid.com）

不久后，我开始着手中文翻译的计划，得到了熊汉生

博士、解世煌博士、徐志信医师、潘柏滔教授、唐理明医

师和钱锟教授 ( 也是特约作者之一 ) 的大力帮助。他们分

别翻译了从前言到第五章的内容。他们本身是生物学、医

学、化学和工程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并且在翻译、

写作和出版上有丰富的经验。

同时还要感谢吴俊德先生协助编校、安德森先生提供

英文原稿。没有他们的专业和热心的帮助，这计划绝对无

法如愿达成；当然还有春花姐妹活泼而有创意的设计，以

及普世佳音众同工的欣赏与鼓励，专业与高效。任何一本

书都需要花费无数的时间和多次草稿的修订。感谢许多不

愿留名默默付出的同事以及审阅内容、排版和校对的志工。

若有任何错误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在这项工作中对我的支持；

还有您，亲爱的读者，愿意与我们一起踏上这趟信仰与科

学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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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 否 曾 经 想 知 道， 物 理 学 家 如 何 解 释 宇 宙 起

源？长期以来的回答是：“宇宙没有起源，因

为它向来是存在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让近

代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宇宙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它是在 138

亿年前出现的。1 让我慢慢告诉你，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件

事的。

自从望远镜发明以来，人类就一直窥视着夜空深处，

看到了以前我们不知晓的宇宙奇观。望远镜越先进，我们

看得就越远，看到的也越多。我们越看越远，所看到的就

越像：不是星星就是气体云。似乎永远也看不完。这再次

证实了许多科学家的观点，即宇宙是无限大、无限古老的。

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这是天文学的传统智慧。2

然而在1915年，德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用他的广义相对论改变了这一切。

在得到他的计算结果后（我得补充一下，他是用铅笔和纸

做计算），他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计算结果表明，

宇宙要么膨胀，要么收缩； 3爱因斯坦认为这一定是个错

误。爱因斯坦和当时的同事一样，确信宇宙是静态且永恒

的。但是，如果宇宙是膨胀的，它就不会是静态的，并且

他很难理解一个膨胀的宇宙怎么会永远膨胀？所以，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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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任何优秀的物理学家都会做的事。他修改了他的

方程式！爱因斯坦在方程式中加了一个数字——  一个“常

数”，如此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拯救静态、永恒的宇宙

模式。

看来问题似乎解决了，但爱因斯坦后来承认这个修改

是他一生中的“最大错误”。

图 1.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麻烦的哈勃

1923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埃德

温·哈勃（Edwin Hubble）正在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望远

镜观测星云，这是一项平凡的例行工作。通过望远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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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起来浩瀚而模糊的天体，他发现了其中一些天体实

际上是星系。同时，这一发现也表明了我们的银河系也是

一个星系——我们不是整个可观测的宇宙，只是宇宙众多

星系中的一个而已。

如果这还不够神奇的话，几年后，他注意到这些星系

发出的光有一个更为奇特的现象。一个离我们越远的星系，

它的光就越偏向红色。这告诉他，这些星系正在远离我们，

而且它们离我们越远，移动的速度就越快。他发现宇宙似

乎在膨胀，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

当爱因斯坦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前往加州亲眼目睹了

这个现象。他所看到的一切迫使他抹去方程式中所加的常

数，承认事实上宇宙正在膨胀。

但对他的思维来说，这发现不仅仅是奇怪而已。因为

宇宙膨胀的想法有其深远的含意。想象一下，我们在电视

上看宇宙，像看 DVD 一样，可以快进快退。如果我们一

直高速倒带，会是什么样呢？如果宇宙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膨胀，正如哈勃所意识到的那样，那么当我们把宇宙

的电影倒带回去，就会看到宇宙和其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

开始收缩。直到最后宇宙会收缩到一个无限小的点，小到

我们无法看到它。超过这个点，我们所知道的时间就不存

在——物理学家称之为“奇点”。

再想象一下，让我们停止倒带，再按下播放键。起初

我们在屏幕上什么也看不到，只是一片漆黑。突然间，从

那个无穷小的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灿烂的闪光！物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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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倾泻而出，不断膨胀，直到形成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宇

宙。在宇宙诞生时所发出的这个灿烂的闪光、火花，这个

物质和能量所开的花，被称之为“大爆炸”。

比利时罗马天主教神父和物理学家，乔治·勒梅特尔

（Georges Lemaître），是第一个提出这理论的人，他的

理论类似于今天的大爆炸模型：4 这个模型指出宇宙有一

个明确的开始。勒梅特尔写了下面一段话：“世界的演化

可以比作刚刚结束的烟花表演：一些红色残渣、灰烬和烟

雾。站在冷却的灰烬上，我们看到许多的恒星慢慢褪色，

让我们可以想象到世界起源时的辉煌。”5

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认同宇宙有起源的观念，有些人

甚至感到厌恶。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和物理学家阿瑟·艾丁

顿（Arthur Eddington）说：“从哲学上讲，自然界目前

的秩序有一个开端的概念，是令人反感的。”6 请注意，

艾丁顿并没有说科学不好，也没有说这些新的科学发现令

人厌恶。他只是被这些发现的哲学含义所困扰。

事实上，正是该理论的反对者，弗雷德·霍伊尔爵士

（Sir Fred Hoyle）为勒梅特尔的理论取了名字，他在一

次电台广播中嘲讽地称其为“这个大爆炸的想法”。7 多

年来，为了摆脱这个宇宙的“明确开端”，人们提出了许

多理论，并展开了一场论战。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

戏剧性的发现停止了论战，只留下一个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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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静态噪音

光子是一束电磁能量。当你打开电灯开关时，灯泡就

会向外发射一束光子。灯泡发射的光子，其频率范围大部

分是人类用眼睛可以感知的，使你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

其他光子则存在于人眼看不到的频率范围内，但看不到的

东西并不意味它们不存在。

图 1.2. 贝尔实验室的 15 米霍姆德尔“角形状”天线，无线电天文学家罗伯
特·威尔逊和奥尔诺·彭齐亚斯用这个天线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1964 年 5 月 20 日，在新泽西州霍姆德尔的贝尔实验

室，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奥尔诺·彭齐亚

斯（Arno Penzias）探测到来自宇宙的信息。它以静态噪

音的形式出现，而且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尽了一切努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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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有可能的噪声源，包括清除无线电天线中的鸽子粪便。

但噪音仍然存在。

彭齐亚斯后来说：“直到我们穷尽了所有对噪音起源

可能的解释，才意识到我们碰上了一件大事”。8

他们发现的是弥漫在整个宇宙中的光子，光子只有一

个可能的起源，即大爆炸。这些光子被称为宇宙微波背景

辐射。

图 1.3. 宇宙在其数十亿年历史中发展和膨胀的图示。请注意图中最左边的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图像（Afterglow Light Pattern），发生于宇宙开始后不久。

有人可能记得你们的祖父母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当没

有正确的调整到某个频道时，屏幕上会显示像雪花一般的

画面，那就是静态噪音。约有多达 1% 的噪音是大爆炸的

光子造成的。9 在每立方厘米的空间中至少有 300 个这样

的光子通过。10



起源·证据·目的
——进化与智慧设计

22

威尔逊和彭齐亚斯的发现证实了大爆炸理论，并赢得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发现的背景辐射，被认为正是大

爆炸后不久所出现的光子。11 在宇宙的早期阶段，宇宙的

大小只有现在的一亿分之一，而且温度极高，接近 3 亿度。

因电子和质子高速碰撞而迅速分裂，所以无法形成氢原子。

因此，行进中的光子会像光在雾中散射一样，被电子散射

开，而不会行进得更远。宇宙大爆炸后 38 万年才冷却到

足以形成氢原子，从而释放了光子得以直线传播。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当时光子密度的写照，是电子与

质子结合形成氢气后，光子在宇宙中的分布图。12 有时它

被称为宇宙罗塞塔石（Cosmic Rosetta Stone），* 它的特

征提供了我们许多关于宇宙起源最早阶段的线索。13 在此

之前宇宙体积较小，密度较大，因而温度较高，这时光子

只能以均匀分布状态存在。14

大爆炸理论赢得了科学上的论战，并很快成为家喻户

晓的术语。但随着望远镜的不断进步，我们得到更多的科

学发现，支持大爆炸理论的证据也越来越多。

回顾过去的录像

你知道你能够回顾过去吗？我不是说在记忆中回想你

的过去，或者看你过去的照片。我是说，你实际上有能力

* 罗塞塔石是指 1799 年发现的一些黑色玄武岩石塊，上面刻有文字，提供了解
读埃及象形文字的线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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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过去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现在的。

看看窗外。如果你看到太阳（请不要直视它，会伤害

你的视力），你看到的不是现在的太阳，而是大约 8 分钟

前的太阳。如果看到的是月亮，你看到的也不是现在的月

亮，而是 1.3 秒前的它。

或者在下个天气晴朗的夜晚，你可以试试寻找从地球

上能看到的，最亮的恒星：天狼星（Sirius）。如果你能

看到天狼星，请记得它不是现在的天狼星，而是 8.6 年以

前的天狼星。

这是真的，虽然光传播得非常快，但它不是无限快。

它以每秒 186,000 英里的速度在真空的空间中移动。这意

味着光子从我们的主恒星——太阳——开始起跑，需要超

过 8 分钟才能到达地球。天狼星则远得多，它与地球的距

离，大约是太阳与地球距离的 50 万倍！这样一来，虽然

光速极快，仍需要整整 8.6 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

一光年是指光在一年内能走过的距离。这就意味着，

如果一颗在 1000 光年之外的恒星恰好在 1000 年前的下周

爆炸了（通俗的天文成语是“变成了超新星”），那我们

将在下周的夜空中首次目睹这一壮观的天体事件。

在一年中合适的时间，又是在乡郊野外的晴朗夜晚，

你 可 以 用 肉 眼 看 到 仙 女 座 星 系（Andromeda Galaxy）。

这个看起来像是一颗朦胧的恒星，其实是整个星系的中心

凸起部分，距离地球大约 250 万光年。所以当你看到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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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你看到的是那个星系 250 万年前的视频信号。

有了现在的大型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向更远的宇宙，

比仙女座星系还要远，仙女座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大型

螺旋星系。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数十亿光年外的天体。我们

越深入太空，就越往后看到过去。最终看到部分早期的宇

宙，例如正在演化中的“婴儿”星系。这些观测结果也符

合以大爆炸理论的解释。

所有这些发现，给任何想排除宇宙有“创造者”的人

带来了麻烦。被称为卡拉姆（Kalam）宇宙论的论证，对

此提供了部分理由。

卡拉姆宇宙论证

由哲学家威廉·莱恩·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

推广的卡拉姆宇宙论，15 有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

凡是开始存在的东西都有起因。 

宇宙曾开始存在。 

因此，宇宙是有起因的。

第一个前提是真的吗？“凡是开始存在的东西都有起

因”？扪心自问，你见过任何东西无中生有吗？没有。在

这个问题上，科学和常识早已达成一致的结论——凡是开

始存在的东西，必然有一个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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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前提呢？“宇宙曾开始存在”。

我们在以上论述中看到，科学发现是如何打消了宇宙

是无限古老的想法。有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有了

勒梅特尔和哈勃提供的见解和观测，有了宇宙微波背景辐

射的发现，再加上其他证据，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宇宙曾

开始存在的结论。正如著名宇宙学家亚历山大·维伦金

（Alexander Vilenkin）所言：“现在有了证据，宇宙学

家再也不能躲在过去永恒宇宙的说法后面。逃无可逃：他

们必须面对宇宙有开始的问题。”16 而值得注意的是，维

伦金并不信奉宗教，他一直在寻找方法避免宇宙大爆炸的

神学意义。值得称赞的是，他拒绝否认宇宙起源确切的

证据。

既然卡拉姆宇宙论证的两个前提是正确的，我们就可

以放心地结论：“因此，宇宙是有起因的。”

那么，我们如何能推断出它的起因，又是什么使宇宙

产生的呢？请记住，当宇宙开始时，宇宙的空间和时间也

应运而生。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宇宙结构的一部分，正如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证明的那样。所以，无论是什么导

致宇宙的开始，都必须超越我们的宇宙，存在于宇宙的时

间、物质和空间的极限之外。当然，它的力量也必须足够

强大，才能引起整个浩瀚宇宙的开始。

除了上述之外，宇宙的开始似乎还需要另一种重要的

能力：精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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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原力与你同在 *

你曾经在森林里漫步过吗？如果有，你会发现自己被

一种只有树木才能带来的宁静所包围。鸟儿可能在唱歌，

松鼠可能在乱窜。在森林中可以感觉如此宁静，似乎大自

然很轻松地让这一切发生。但是你周围浩瀚的生命正由物

理法则支撑着，这些法则又是经过极其精确地调整。物理

法则的精确程度到了一个地步，若有些微的变化，哪怕是

一点点变化，你和你周围的生命都不可能存在。

大约 138 亿年前，随着宇宙的诞生，不仅有了物质和

能量，还有了一套非凡的定律，支配着万物的运行。这些

定律、常数和初始条件是如此微妙地平衡，以至于极小的

变化都会给生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它们似乎

被精准地调整到，正好允许生命的存在。这一认识重塑了

科学家对宇宙的看法。17

宇宙由四种基本力支配：引力、电磁力、强核力和弱

核力。18 从极大的到极小的尺度，这些力量互相支配着物

体的动向，而每一种力量的强度似乎都经过精细的校准，

使宇宙中可以有生命存在。

例如，如果万有引力的基本力量稍强一些，恒星就会

燃烧得更热，发射出更多的杀伤性 X 射线和伽马射线光子，

使像地球这样的行星表面无法居住。恒星也会燃烧得更快。

* 星际大战影集中的祝福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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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学家杰兰特·刘易斯（Geraint Lewis）和卢克·巴恩

斯（Luke Barnes）解释说：“典型的恒星会在几年内燃

烧殆尽，而不是几百亿年”，这意味着我们的太阳会过快

地燃烧，远远在生命出现并在地球上实现多样化之前，就

已经燃烧殆尽。19

如果引力稍弱一点呢？刘易斯和巴恩斯指出，恒星可

能根本不会变成超新星，即使有一颗恒星变成了超新星，

并“将物质扩散到星际空间，它主要能产生的是硅和铁等

重元素，而不是支持生命的氧气和碳。”20 没有碳和氧气，

就没有生命。

电磁力也是经过精调的。刘易斯和巴恩斯描述了弗雷

德·亚当斯（Fred Adams）的一个复杂计算，综合考虑了

重力和电磁力的设定值。当计算结果绘制在双轴图上时，

显示只有极小的一个三角形区域可以有稳定的恒星存在，

犹如浩瀚海洋中的一条小舟。“在这个恒星分析图中”《幸

运宇宙》（A Fortunate Universe）一书的作者解释道：“稳

定恒星存在的区域只占整个图形面积中的 1035 分之一。”21

换句话说，稳定恒星的存在只有万亿倍的万亿倍的千亿倍

分之一的机会。我们确实很幸运。

或者考虑强核力，刘易斯和巴恩斯又指出：“如果我

们将强核力的强度向上增加 0.4%，恒星会产生丰富的碳，

但无法产生氧。”如果我们朝另一个方向走呢？“将强核

力的强度降低 0.4%，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所有的碳都

会迅速转化为氧，为宇宙提供充足的水，但却缺乏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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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碳的关注不是武断的，也不是因为不愿意去想

象其他生命形态的可能性。在所有生命所必需的信息处

理过程中，似乎没有其他元素能够取代碳，作为核心元

素。由于电磁力和强核力的配合，使精确的能级 *（energy 

levels）存在，以致氦原子能够融合在一起，形成同位素

“铍 -8”，然后形成碳。如果这些能级不一致，粒子在形

成碳原子之前就会飞散。

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预测了这种碳共振的

精调，在他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之后，他说，“从常识来

看，这事实表明了一个超级智者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

上做了手脚，而且在自然界中没有值得一提的盲目力量可

以解释。对我而言，根据事实计算出的数据使这结论几乎

不容置疑。”23 霍伊尔并不相信宗教，也长期抵制宇宙有

开始的证据。那么很明显的，是科学证据导致他发表了上

述言论，而不是基于宗教信仰。

以上只是对自然界的几种基本力量如何经过精调使宇

宙中的生命得以存在的简单说明。

高尔夫球宇宙是宜居的宇宙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必须经过精调才能让生命存在：

宇宙大爆炸时的质地或纹理（texture）。这听来很诡异但

* 每种元素的原子结构都有不同的能级，代表其中电子的能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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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事实如此。

想象你正拿着一个乒乓球。你要仔细注意球的光滑度。

再想象你拿着一个表面凹凸不平的高尔夫球。最后再想象

你拿的是一块表面粗糙，形状不均的石头。宇宙在诞生之

初，它的质地类似于高尔夫球，而不是乒乓球或锯齿状的

石头。也就是说，它不像乒乓球那样极其光滑，也不像锯

齿状的石头那样不均匀。而是比较一致，但又有一定的变

化，类似于凹凸不平的高尔夫球表面。

这是一件好事。我们的高尔夫球宇宙就像那位金发姑

娘喝的小熊的粥——恰到好处。* 如果早期宇宙质地的凹陷

深度，超过某个狭窄的界限，就会出现许多巨大的引力区。

使星系汇聚到一起，导致致命的碰撞和爆炸，生命无法存

在。或者，如果宇宙的质地像乒乓球一样光滑，那么引力

就会太小，无法及时形成星系和行星，因此也就没有生命。

容许生命存在的误差幅度非常窄。宇宙中要想有生命，其

均匀程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必须精调于非常狭窄的

范围内。24

宇宙中最好的饮料

让我们谈谈比较切身的精调的例子：水。你身体的大

部分都是水。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都被水覆盖。水对你来说

* 英国 19 世纪童话，三只熊和一个金发姑娘（Goldilocks）的故事。金发姑娘喝
了熊妈为熊宝煮的粥，温度恰恰好，喝完就去睡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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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普通，但它实际上是宇宙中最不寻常的化合物之一。

水的许多不寻常的特性对生命至关重要，所以它是一个非

凡的生命精调的故事。著名作家和生物化学家迈克尔·丹

顿（Michael Denton）对于水在许多方面独特的适合于生

命，作了以下的总结：

这神奇的流体以绝对惊人的各种方式配合地球上

的生命。它配合起初原行星盘 *（protoplanetary 

discs）的形成，也配合行星的形成、海洋的形成，

并随后存留在地球上。

水对于水文循环、地壳循环和人体的温度调节，

有着独特的功能。水的特性在大洋流的形成中也

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将海洋中重要的营养物质环

流到各处。这些洋流的循环更关键性的调节全球

温度，及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水能够特别有效地溶解岩石中的矿物质，它强大

的溶解能力可将养分透过血液和海洋循环输送。

它在冻结时的扩张和其他特殊的热力性质，使高

纬度地区得以保存大量的水。

水也能提供质子流（proton flow），在细胞能量

（cellular energy）的产生和转换上扮演独特和关键

的角色。水对光若不透明，光合作用就不可能。25

* 原行星盘乃年轻的恒星在周围的行星尚未成型之前，由浓密的气体和星尘（star 
dust）高速环绕，如一光盘。其外环含有水蒸气。——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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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能理解，但水是不可避免、必

会出现的，不是吗？宇宙大爆炸之后，不同的基本粒子以

众多不同的方式结合，即使物理化学的定律和常数稍有不

同，不是一定会有像水这样的化合物产生吗？不，其实不

是的。再考虑一下自然界的基本力量，如果对其中的某些

力量做哪怕是一点点的调整，你就得不到氧气。甚至在恒

星之外也得不到比氢和氦更重的元素，除非这些基本力量

被精调。而且从氢和氦这样简单的元素中，你也无法得到

任何类似水的东西，除非这些基本力量被精调。

即使一个基本力强度稍有不同的宇宙，可以产生一个

版本的 H2O，比如把强核力、弱核力或电磁力稍做改变，

它会发生怎样关键的变化呢？水的一种或多种独特的、对

生命至关重要的特性，很可能就会被改变，破坏了生命的

组成。

精调 +

我们很容易找到许多例证来写一整本书，证明这个宇

宙是经过精密的调整，使生命可以存在。有许多书正是为

这目的写的。26 以上的内容只是最简短的例证。但是，即

使简短易明也让人忍不住要问：是什么导致宇宙如此巧妙

地被精调？

如果你是一名太空探险家，在登陆火星后，发现了一

条隧道通往地下室的气候控制系统，有几十个滑动控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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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每个把手都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让你在房间内一次

可以生活几天——正确的温度、合适的空气成分、正确的

气压等——你必会合理地做出结论：这些控制把手是为你

这样的生物而特意精调的。宇宙的定律和常数被精调到远

比这更准确的程度，才能容许生命的存在。

当然，精调本身并不足以使生命成为可能，就像火星

上假想的地下室本身不足够一样。除了宇宙的许多精调

参数外，生命还需要一系列其他的精调参数，这些参数都

存在于宇宙的一个特殊地点上，就是我们的地球。这种多

层次的精调表明了生命的起源是有规划和目的的。正如已

故著名的普林斯顿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说的：“我越是考察宇宙，研究它的架构和细节，

就发现越多的证据显示，这宇宙必定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出

现。”27

多重宇宙的混淆

还有许多其他公认的精调例子，28 也同样被广泛接受，

连反对智慧设计的学者也接受这些例子。从我们在本章中

所讨论的内容，包括在剃刀边缘上平衡的引力、电磁力和

强核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宇宙大爆炸时的质地，以及水的

各种惊人的特性，我们可以了解到宇宙中生命存在所必须

的精密参数，绝不可能是碰巧出现的。然而，尽管有许多

规划和目的的证据，有些人仍然认为我们出现在这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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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就甭谈机率是多少了。

如果遇到成功的概率对你不利的情况，你会怎么做才

能保证成功？你会如何提高对你有利的可能性？面对宇宙

参数精调的现实，再加上一个非凡的、适合生命生存的地

球，一些科学家试图修改这个等式，证明我们的宇宙和适

合生存的环境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做法是主张多

个宇宙的存在，或是通常所说的“多重宇宙”。

多重宇宙的假说是，在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许多宇宙，

每个宇宙的精调方式不同。因此，例如在某个宇宙中的引

力强度可能比我们的大十倍；在另一个宇宙的引力可能弱

很多，还有其他的各种参数也是如此。如果这些宇宙的数

量是天文数字般的多，甚至是无限多，那么至少有一个可

能拥有所有正确的生命参数，而我们只是碰巧特别幸运地

身处其中。29 事实上，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正在这样的宇宙

中，否则就不会知道自己这么好运了。不知何故，这一群

科学家成功地将低概率、精调的宇宙翻转为高度可能的宇

宙。他们真的做到了吗？

首先要注意的是，没有任何可检验的、经验性的证据，

表明多重宇宙真的存在。即使这些宇宙确实存在，我们又

怎能知道呢？没有已知的方法可以确定这些宇宙是否存在，

因为我们仅能观察到已知宇宙中的事物。因此，多重宇宙

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想法。一位有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

把多重宇宙这种概念比作童话中的小妖精和独角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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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必须考虑是什么在创造这大量的宇宙；一

定会有某种产生宇宙的机制。多重宇宙最常见的概念被称

为“ 景 观 多 重 宇 宙”（Landscape Multiverse）， 是 弦 理

论（String Theory）与永恒膨胀的结合。31 景观多重宇宙

认为，由某种宇宙生成景观或机制产生了无限多的岛宇宙

（island universe），其中每个宇宙岛都包含了不同更高

层次的物理定律和常数。32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宇宙生

成景观”（universe-generating landscape）本身同样需要

精调。33 他们只是把精调这个问题从我们可观测的宇宙转

移到一个无法观测和假想的多重宇宙上。

在《多重宇宙简史》中，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就多重宇宙假说发表了如下看法 :

我们怎么能认真对待这种，以多重宇宙的想法来

解释大自然对生命友善的本质？我认为不太可能。

首先，如何测试其他宇宙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

所有的宇宙学家都承认，宇宙中的某些区域是我

们望远镜无法触及的。但是无限多宇宙的想法在

无法观测的情况下，其可信度就更为有限了。当

一个人陷入多重宇宙的思考时，他的想法就越来

越需要用信心接受，越来越少能被科学验证。

因此，这种极端的多重宇宙解释让人联想到神学

的讨论。事实上，援引无限多、看不见的宇宙，

来解释我们确实看得到的宇宙中不寻常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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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援引一个看不见的造物主来解释一样，是随

意性的。多重宇宙理论可以用科学的语言来装

扮，但本质上，它同样需要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34

我认为戴维斯的观点部分正确，部分错误。多重宇宙

的假说的确是随意性的，是一种缺乏观察证据的信心跳跃。

但另一种假设呢？一位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和宇宙精

调定律的设计和制造者？为什么这位制造者可以这样做？

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种原因，它有能力、有目的的以一种

复杂的方式，定制和安排各部件，那就是“智能”。你我

也是一直在这样做：生产软件代码和汽车、飞机、无人机

和卫星、咖啡器和计算机，等等，还可以继续举例。而我

们从来没有发现除了智能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可以

做到这些。宇宙大爆炸时的精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

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而量身定制和安排各部件。那么，推断

宇宙的精调是出于一个创造性的智能，就不是随意性的了。

它是依据最佳解释作的推断，是历史科学中一种以检验和

证实的推理模式。

轮到你了

1. 为什么爱因斯坦改变了他的方程式？

2. 为什么他最终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3. 谁是爱德文·哈勃？他在美国加州的威尔逊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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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发现了什么？

4. 如果引力比我们现在的强一点，宇宙会发生什么？

如果弱一点又会怎样？

5. 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宇宙是经过精调以支持生命的

存在？

6. 我们精调的宇宙之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都是

有开始的。某种东西促使了宇宙的出现。关于这

个 宇 宙 创 造 事 件 的 起 因， 我 们 可 以 推 论 出 哪 些

特性？

7. 多重宇宙的概念如何解释精调的现象？多重宇宙

的解释又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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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 20 世纪一系列科学的

发现，如何与永恒宇宙的思维强烈地冲突。我

们的宇宙有个开始，在某个时间点，地球上的生命也有

个开始。这是怎么发生的？是否有任何理由认为它是有

计划和目的的？还是纯粹的巧合——某个宇宙彩票的幸运

结果？

在《星际迷航：下一代》电影的最后一集中，那位几

乎无所不能的 Q 神为船长皮卡德（Captain Picard）提供

了见证地球生命起源的独特机会。皮卡德船长突然发现自

己站在一片混乱的景观中，到处都是熔岩流和火山。地球

是黑暗而不祥的，完全没有生命。当皮卡德从骤然的时空

飞跃中振作起来观察周围的环境时，Q 神兴奋地指着火山

口附近的一滩油腻的化学物质。1

“来这里。”Q 神说。“让我带你看一些东西。看到

这个了吗？这就是你。”

皮卡德船长对 Q 神表示怀疑。

“我是说真的！就在这里。”Q 神坚决地说，并凝视

着那滩化学污泥：“生命将首次在这个星球上形成。一组

氨基酸将结合成第一个蛋白质，就是你们所谓生命的构成

基础（building block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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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Q 神对人类不屑地嘲笑说：“奇怪，不是吗？

你们所了解的一切，你们的整个文明，都起始于这个黏糊

糊的小池塘。”

《星际迷航》中的 Q 神和宇宙飞船企业号船长皮卡

德之间，这种令人难忘的对话当然是虚构的。但是它或多

或少准确地反映了当前大学教科书和科学论文中的一个想

法：如果条件恰到好处，那么非生命分子将成为生命的基

础，最终会成为生命本身。在地球早期的某个时刻，情况

恰到最佳条件。瞧！它就发生了。然后，从最初的简单生

命形态，演变为我们现在地球上能找到的所有生命，包括

我们。我们就是那古老的化学汤中第一个卑微生物的后代。

但是这个说法是否经得起仔细审查？对这种“从黏性

物到人”的方案，最新的科学提供了什么证据？

在这里，我们专注于该故事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目

前的主张是，生命最初是通过纯自然的过程出现的，没有

任何智能的指导、干预或创造性行为。也就是说，非生命

分子本身，通过物理和化学定律，及分子的随机分布和化

学反应，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基础构件，并最终形成生命本

身。这就是所谓的生命自生论（abiogenesis）。

这是一项科学主张，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仔细的审查、

测试和分析。当然，我们不能像 Q 神和皮卡德船长那样，

穿越时空去目睹地球生命的起源。因此，我们永远无法通

过直接观察来证实这种说法：通过纯天然过程，非生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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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物质变成了有机化学物质，并最终变成了早期地球上的

生物体。

请注意，无论是生命起源研究、古生物学、考古学还

是法医学，我们调查任何有关远古历史事件的具体能力都

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拥有的知识和经验来

审查，并依据当前的线索推断过去事件发生的起因。对于

生命起源，研究学者可以尝试在实验室中模拟早期的地球

环境。可以用不同的化学成分尝试多种可能产生有机物质

的情况。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化学和物理知识来确定，实际

上需要什么样的反应才能产生像 Q 神所说的“第一个蛋白

质”。我们可以观察当今存在的、最简单的“自我繁殖有

机体”的最低要求，并就是否可能产生更简单的生命形态

进行具体的评估。我们可以分析纯自然的生命起源所面临

的许多挑战，并就其可能性得出合理的结论。

注意假设

在研究生命自生论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除了

生命自生论的科学观点以及支持该观点的任何证据外，还

有一种观念或假设隐藏在生命自生论背后。简而言之，这

假设就是：即使我们目前对生命起源的理解是不准确和不

完整，但必须有某种纯粹的自然过程产生第一个生命。即

使在我们查看证据之前，这也必须是真的。唯一需要探讨

的只是那个自然过程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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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这背后假设的存在，而且根

据其本质来识别它，发现它无处不在。如果我们想理解生

命在没有智能的指导下如何盲目地出现，如果我们想看看

实体证据可能告诉我们什么，那么我们就应该抛弃以上的

假设。若坚持这一假设的同时，还希望调查生命是否首先

通过“纯自然无指导”的过程出现。这就好比试图调查一

场火灾是否是纵火事件，但又拒绝考虑是纵火的可能性。

图 2.1. 艺术家想象下的原始地球经陨石碰击的景观，
图像前沿是无生命迹象的化学浓汤。

这个观点似乎很明显，几乎没有必要提出，但是许多

生命起源科学家确实坚持只考虑，第一生命的起源是出于

非指导性自然的原因，并且在受到相反证据的挑战时，坚

持不考虑其他不是纯自然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那不是科

学。尽管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在遵循证据，没有任何保

留，但实际上，他们在考虑证据之前就拒绝了其它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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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我们最好是先问自己，这些证据表明了什么？不是用

选择性的事实来支持一个哲学立场。我们应该尽力用全面、

广泛的证据，根据该主题现有的最新、最好的科学，来认

真客观地分析。这样分析的结果，对于生命的起源又是怎

样解释的呢？

生命自发？

从巴比伦帝国到宏伟的中国和印度文明，再到古希腊

文化，不分地域、文明的哲学家和自然观察者，都在探讨

生物的起源。怎么蛆看来似乎是自发出现在尸体中，蠕虫

自发出现于河滩淤泥，甚至老鼠好像也是自发出现在小麦

桶中？由于缺乏高放大倍数的显微镜和其他先进的检测设

备，而且也缺乏我们今天已认为是理所当然，又有悠久传

统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早期的观察者只能猜测：某

些生物似乎是自发出现的。

这并不完全是疯狂的看法。一些简单的观察甚至似乎

支持这种想法：只要有合适的条件（例如尸体、泥土或谷

物），加上合适的天气和温度，再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迟

早会观察到蛆、蠕虫和老鼠。从这样的观察，导致生物在

适当的条件下会自发产生的结论，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

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生物自然产生的想法被接受为多种生

物起源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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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发明了显微镜之后，这个想法仍然存在，但是

它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

尽管不是唯一的批评家，大家一致认为法国著名的微

生物学家刘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 年）

通过他谨慎的实验方法，为生物自发的观念带来致命的一

击。当许多科学家仍然接受生物自发的想法时，巴斯德用

无菌的容器和液体进行了几次实验，证明在谨慎仔细的实

验过程下，没有出现活生物体。后来巴斯德引用这些实验

的结论说：“生物自发理论永远不会从这个简单实验的致

命打击中恢复。如果没有与子代相似的父代，没有任何情

况可以证实微生物会自然地进入世界。”2

马克西姆·施瓦兹（Maxime Schwartz）在《应用微

生物学杂志》上对巴斯德的实验提出了以下的反思：

通过极其仔细的实验方法，他证明了预先灭菌的

培养基中微生物的出现，总是可以用外界进入的

细菌来解释。因此，他成功地否定了生物自发理

论的任何实验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影响是巨大的。生命的开

始显然不是可预测的现象，可以在任何可发酵的

培养基中随时发生的。从此确立了生命起源问题

的前提，直到如今。3

换句话说，如果像巴斯德所表明的那样，生物体通常

仅来自于其他生物体，那么第一个生物体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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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比名义重要

回顾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前辈们愚昧无知。

他们怎么会相信生物自发论这么多个世纪？毕竟，今天的

每个小孩都知道，老鼠不是来自小麦，蠕虫不是来自泥土，

蛆也不是来自腐烂的肉。相反的，这些生物来自像他们一

样的母体。我们为已经成就的巨大科学进步感到自豪，特

别是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但是我们很难明白，怎么会有人

不理解，这些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提蛆、蠕虫和老鼠等具体例子，而

是更广泛地研究生物自发产生的基本原理，那么我们就不

得不承认，应该谦虚一些。就像我们的前辈在生物自发的

议题上犯了错误一样，今天关于生命自生论的主张是否也

需要仔细的审视？

当然，今天的生命自生支持者不相信生物自发的产生，

就像我们很早以前了解的那样。尽管巴斯德和其他研究人

员已经彻底否认，我们今天在周围观察到的活生物体，是

由非生物体而来的概念。但是生命本身又是如何开始的

呢？第一个生物体又是如何产生的？即使生命不能轻易且

经常自发地出现，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或许它可能会发

生？或许至少一次？现代生命自生的故事，将生命的形成

从非生命而来的说法，推向遥远的过去，在非常幸运的一

次事件中发生。但这故事的核心原则仍然未变：如果条件

恰当，非生命物质便可以变成活生命体。



第二章
信息和生命起源

45

进入达尔文的温暖小池塘

1859 年，就是刘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一

次科学会议上推翻了生物自发论这一想法的前五年。另一

个欧洲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他的

艰巨著作，成为生物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即《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书并未试图论及生命的起源，他只是假设一

个或多个原始的自我繁殖生物，并从那里建立了进化论。

在以后的版本中，他确实提到“创造者”是最早的一种或

多种生物的可能来源，但他显然对最初的生物的起源抱有

纯自然主义的希望。即使巴斯德证明不是生命自发产生了

我们周围的一切，达尔文私下却仍提供了一个不涉及创造

的生命起源的解释。

“到底该如何解释巴斯德的实验中，为何没有生物

体产生？”达尔文在 1871 年的一封信中问他的朋友约瑟

夫· 胡 克（Joseph Hooker）。 达 尔 文 继 续 推 测 说：“ 一

般人认为，所有可能产生第一个生物体的条件，现今都已

经存在了。但假若我们想象在一个充满各种氨和磷酸盐的

温暖小池塘中，加上光、热、电等，蛋白质化合物即开始

形成，可以进行更复杂的变化……”*

但达尔文也立即承认，在当前的自然环境中，这种“蛋

白质化合物”将“立即被吞噬或吸收”。但是也许并不总

* 因为目前在所有适合生命的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仍然观察不到生命自发的现
象，所以达尔文才有以上的推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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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吧？他想，也许在早期地球环境中，生物还没有出

现之前，某种蛋白质化合物就可以生存并继续进化。正如

达尔文所建议的那样，“继续更加复杂的变化”。4

请注意，达尔文并没有提议生命可以轻易地由非生命

物质引起，或者这个过程经常发生。相反地他在问，如果

在适当的条件下，是否非生命化学物质会导致早期“生命

前身”的出现？如果是这样，那该“生命前身”最终会不

会导致一个活有机体（living organism）的产生？

达尔文并不是独自在思考，化学物质会以无序的形式

混合在一起，而形成活有机体的可能性。在随后的几十年

中，学术界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将这一理念具体化，并

提供实验的支持。

有人知道化学汤是什么吗？

1920 年代初，著名的俄罗斯生物化学家亚历山大·奥

帕林（Alexander Oparin）提出：“生命是通过一系列生

物化学步骤，在地球上起源的。”奥帕林认为，简单的有

机分子可以在早期地球包含甲烷、氨、氢和水蒸气的大气

层中形成。与我们现在的大气层不同，其中的氧气不存

在或分量极少，因此环境中的化学物质不容易被氧化破坏

（这种缺氧的气层被称为还原气层）。奥帕林推测，当这

些简单的有机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后，它们偶尔会进

一步形成更复杂的分子，发展出新的特性，最终变成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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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5

此后不久，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

提出：“地球早期的原始海洋就像‘热稀汤’（hot dilute 

soup），在其中可以形成简单的有机化合物。”6 像欧帕

林和达尔文以前一样，霍尔丹认为简单的化合物会与其他

化合物发生反应，形成更复杂的化合物，然后进一步形成

活细胞的成分，最终形成活有机体。

尽管他们的想法最初被许多科学家否定了，但欧帕林

和霍尔丹的建议，通过一种“化学进化”在地球上开始生

命，这样的说法逐渐被重视。有些科学家仍然持怀疑态度，

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看法迟早会成为主流，只是时间问

题。毕竟，如果达尔文已经表明，我们地球上所有奇妙、

复杂和多样的生命形态，都可以从第一个简单的生物进化

而来。而且仅需要通过随机变化和自然选择的过程，无需

任何指导智能。那么也许第一个活有机体，也可以解释为

纯天然过程的结果。也许大自然本身就是创造者——以最

简单的化学元素作生命的基础，最终形成生命本身。

这种可能性继续诱导当今的生物化学家。尽管理论

听起来不错，但仍需要有力的实验证据。让我们来看斯

坦 利· 米 勒（Stanley Miller） 和 哈 罗 德· 尤 里（Harold 

Urey）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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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旅程

当我第一次了解芝加哥大学的斯坦利·米勒和哈罗

德·尤里进行的著名实验时，7 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听

到由简单的化合物加上少许电力就可形成氨基酸。现代生

命自生论（abiogenesis）的支持者也告诉我们，这些氨基

酸可以聚在一起形成简单的蛋白质，再进一步形成较复杂

的有机分子，最终形成生命。正如 Q 神告诉皮卡德船长的

那样，也正如达尔文所推测的那样。

这是真的吗？与其随意接受被告知的结果，我决定自

己去寻找答案。当我更多地了解生命的起源，以及关于无

引导的化学反应能产生原始活有机体的可能性的激烈辩论

时。我不明白，既然米勒（Miller）和尤里（Urey）已经

表明了生命，或者至少是生命的基础，可以从纯自然过程

中产生，为什么仍然有如此多的争论？

毕竟，杰出的科学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 整 整 六 十 年 前 曾 指 出：“ 在 最 近 一

次芝加哥举行的会议上，咨询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专家小

组。所有的人都认为用实验手段来产生生命的日子即在眉

睫。”8 因此，如果将近 70 年前，米勒和尤里已取得如此

重大的突破，又如果在下一个十年之交，即 1960 年，专

家们再次充满信心肯定地说，对生命纯自然起源的确认指

日可待。那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什么要争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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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著名的米勒 - 尤里实验的设备示意图

我不知道是否这样持续的辩论，是因为某些人认为自

然主义起源的故事，与他们对“有目的的创造”这种个人

宗教或哲学观点相抵触而引起的。也许研究学者已经在数

十年前达成协议，而宗教人士只是不愿意面对科学事实。

然而，当我研究该主题时，我发现许多科学家和批评米勒 -

尤里实验的作者提出的问题，不是基于任何宗教观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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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科学。正如其中一位叫丁肯扬（Dean Kenyon）的

学者（他曾是生命自然起源的主要支持者），他与其它作

者共同撰写了一部重要的生命起源教科书《生物化学预定

论》（Biochemical Predestination）。9

我本人对生命自生（abiogenesis）的说法并没有任何

哲学或宗教上的立场，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些可疑。而

且我越研究它，就越觉得可疑。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米 勒（Miller） 和 尤 里（Urey） 在

1950 年代初期，他们处于研究的最前沿，依据最新的科学，

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不懈

的努力，使我们了解到有关非生命化学物质的运作，以及

某些有机化合物如何形成的重要知识。但是，当我进一步

考察时，发现的是：具有标志性的米勒 - 尤里（Miller-Urey）

实验被坚定地认为是“解释纯自然生命起源”的里程碑，

这种想法主要是由其他人推动的，而非米勒和尤里本人。

而且这想法是错误的。

此后的几十年中，米勒 - 尤里实验几乎在所有方面都

受到了挑战。它教了我们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是它远远没

有复制一个随机的化学进化过程，或是地球早期可能有利

生命的环境。从实验中使用的还原性气体，10 到恰好适度

的能量，11 再到将过程中的化学物质仔细的与不利的化学

干扰隔开，12 最后到过程中必需的保护性环境。凡细心的

观察者都会质疑米勒 - 尤里的结果，对早期地球生命起源

的了解有无实际的价值。13 然而，在许多高中和大学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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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仍在吹捧米勒 - 尤里实验，认为证明地球早期生命所

必需的化学物质的形成，不再是个严重问题，而且已经大

部分得到解决。14 没有比这离事实更远。

这甚至不是生命自生论问题的一半。

化学烧瓶中的一闪

即使我们接受对米勒 - 尤里实验结果的错误解读为正

确，我们也不能结论说它是自然生命起源的可行途径。这

是因为在经过精心控制、设计和智能指导的实验下，距离

产生一个简单的活有机体的目标仍然是遥不可及。

整个生命自生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千头万绪。

但研究学者至少已经确定了，与生命自生论有关的十几个

严重问题。其中大多数（也可以是任何一个），都可推翻

生命自生的想法。若放在一起，它们就构成了自然主义生

命起源故事的毁灭性批判。1982 年，有机化学家和分子

生物学家凯恩斯·史密施（A. G. Cairns-Smith）对典型

的“生命起源”模拟实验，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15 此后

不久，化学家查尔斯·萨克斯顿（Charles Thaxton），地

球化学家罗杰·奥尔森（Roger Olsen）和材料科学家沃

尔特·布拉德雷（Walter Bradley）对许多生命起源的建

议和推测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他们提到“化学起源论的危

机”，并观察到“目前通过原始大气层和海洋的无方向的

能量流，完全无法充分解释一个有难以置信复杂性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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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生命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并且这些解释可能是错的。”

他们继续结论说：“到底原始地球上的简单化学物质，是

否会自然而然地进化（或组织起来）成为第一个生命？这

是值得怀疑的。”16

自那时以来，情况没有改善。并且恰恰相反。从不同

途径研究的结果，对生命自生的想法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和

挑战。研究生命自生论的一些说法，经常遭到其他生命起

源研究学者的否定，然而这些学者提出的其它建议，却也

是同样的不充分。

2019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对多个可能的生命起源地

点做了研究。包括达尔文的“温暖小池塘”（即温泉）、

外层空间以及（时下流行的建议）深海热液喷口（hydro-

thermal vents）。研究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地点均不

能满足生命自生的要求，因此提出了“由天然核反应驱动”

的间歇泉（geyser）系统。17 在最近有关生命起源研究的

评论文章中，天体生物学和理论物理学家莎拉·沃克（Sara 

Walker）赞扬了迄今为止在生命起源研究方面的成就，但

她承认“我们还无法回答生命如何首次出现的问题。”

沃克坚信地球上的第一生命是自然发生的，但在研究

了许多解决生命起源问题的尝试之后，她得出的结论是：

“可能需要……创新的方法”。并希望有一个“新物理理

论”，可以帮助缩小差距。沃克（Walker）评论说，了解

生命是如何由纯自然原因产生的任务，可能与“统一广义

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一样困难，她并认为解决起源之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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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可能发生在“当我们偶然很幸运地发现了对生命新

的基本认识”时的那一刻。18

因此，当发人深省的现实被理解后，对米勒 - 尤里实

验的兴奋也就不再。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和下一章中，我们

将评论现代生命自生故事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对生物信息

的需求和自我复制的挑战。

请提供更多信息

1980 年代初是电脑世界令人激动的时期。就在几年

前，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史蒂夫·沃兹尼亚

克（Steve Wozniak） 和 罗 讷 德· 韦 恩（Ronald Wayne）

成立了苹果电脑公司，掀起了价格适中的个人电脑的革命。

这种革命开始进入业余爱好者、电脑俱乐部和一些家庭

中。随着 1977 年 Apple II 的推出，Apple 的知名度激增。

其他几家制造商也开始直接向消费者开发和销售电脑，这

些公司的名字包括 Altair、Texas Instruments、TRS-80、

Sinclair、Atari、Commodore 等。

我父亲是工程师出身，并且对个人电脑这新领域兴趣

浓厚。在家庭预算允许的情况下，他在一个星期六的清晨

将我和我的三个兄弟装上了车，开了八个小时去参加一个

电脑博览会。在那里我们仔细研究了这新领域中，许多令

人大开眼界的产品。无视一天的疲惫，在整个回程中我们

兴奋不停地谈论所看到的一切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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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父亲是一个节俭的人，但他事先做了研究，并

决心将来之不易的资金用于一台可以使用数年的高质量机

器上。于是他仔细分析了各种系统的优缺点以及成本和收

益（这样的细节，只有工程师才能体会），他选择了当时

可以找到比较好与 Apple II 兼容的系统之一。在我母亲最

终同意把它当作那年圣诞节所有人的礼物后，他拿出皮夹，

预付了金额不小的订单。

回顾过去，我必须对这第一台电脑感到好笑，该电脑

的价格要比当今许多高端电玩系统都贵很多。当我们在几

周后的圣诞节前夕终于收到新电脑时，几乎等不及到圣诞

节早晨才打开来安装。它具备所有各式各样的功能！高达

64K 的 RAM（不是当时大多数 Apple II 随附的 48K）、

5.25 英寸的软盘驱动器、五个视频游戏、十个空白软盘、

一个简单的操纵杆，以及所有当中最好的，一个大的 CRT

彩色显示器！（我们绝不会接受一个单色的绿色显示器！）

在几个月内，我们增购了一个点矩阵打印机和第二个

驱动器。现在我们有两个——再数一下，两个！——5.25

英寸软盘驱动器，这使电脑可以操作更高级的文字处理软

件，还可以更轻松地复制磁盘。

尽管我们一家人甚至没有电视，但我们很快成为朋友

和熟人羡慕的对象。在附近的邻舍中我们是第一家拥有个

人电脑的。突然，我们的车库（以前被当作家庭娱乐区），

成了无数周末和深夜的社区电玩游乐场，因为我们一家四

兄弟和我们的朋友都挤在那台低分辨率彩色显示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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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玩着令人着迷的早期 8 位电脑游戏。令我父母感到不

安的是，我的睡眠习惯变得越来越糟，伴着这个电脑从下

午到晚上，然后是深夜，甚至到清晨。

但这不是仅仅游戏而已。父亲的工程背景培养了我们

一种向往，即不单要使用这项技术，还要了解其运作方式。

我购买了有关 Apple 操作系统的手册，并细读了数小

时其中的资讯。我学习到如何“骇入”电脑游戏并更改某

些游戏参数和屏幕显示。这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有价值的

事情，但是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有关文件系统、磁盘扇

区、资料存储程序和电脑其他内部运作的宝贵知识。

我还教自己用 BASIC（Apple II 使用的简单整数语言）

编程，并开始编写自己的程序，最后还做了一些早期数据

库的工作。不久，我开始深入学习 COBOL 和 Fortran 语言，

甚至花了几个夏天的时间在一台旧的 Burroughs 电脑上进

行编程，用的是十六进位数位指令——那可是一件冗长乏

味的工作！最终，我开始构建自己的电脑。

回顾这段成长时期，无论是在电脑行业还是在我自己

的生活中，我都非常感激我能有机会，以微不足道的方式

在自己一个小角落里，亲眼看见和亲身接触到，电脑和信

息技术即将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变革。这经历最大的收获也

许就是认识到信息才是关键。不是金属、塑料、电线或磁

盘。不错，这些都很重要，但重点是信息。它为达成特定

的目的确定了实体部件的安排，又以代码和程序使精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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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部件运作栩栩如生。每个电玩游戏，每个数据库，每

个软盘扇区，每个功能的核心始终都是同一件事：信息。

在复杂功能系统的世界中，信息为王。这与生命的起

源有什么关系呢？事实证明，有一种重要的数位信息形态，

远早于电脑就已经出现了。信息是它的核心，它就是生命。

一串脱氧核糖核酸走进酒吧……

这个故事在科学界是众所周知的，几乎是个传奇。

1953 年 2 月的一个星期六，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

克（Francis Crick） 和 他 的 美 国 研 究 伙 伴 詹 姆 斯· 沃 森

（James Watson）走进英格兰剑桥的 The Eagle 酒吧，宣

布他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 19

沃森和克里克的夸张可以谅解。毕竟，他们在罗莎琳

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和莫里斯·威尔金斯

（Maurice Wilkins）的重要协助下，发现了有机大分子脱

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它正是生命的核心。

确定这个重要分子的三维螺旋结构已经是很大的成就

了，但沃森和克里克同时发现，DNA 扭曲阶梯上的核苷

酸配对也提示了“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复制机制”。20

也就是说，DNA 的结构可能有助于一代又一代地复制遗

传信息。结果证明他们的推测完全正确。

1953 年 3 月 19 日， 克 里 克（Crick） 给 他 12 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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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迈克尔（Michael）写了一封手信，保存了历史深刻

的一瞥。21 虽然他的儿子还不算是青少年，克里克却将

DNA 的结构说得很仔细：

我亲爱的迈克尔，

吉姆·沃森（Jim Watson）和我或许完成了一个

最重要的发现。我们为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建立

了一个模型（请仔细阅读），简称为 D.N.A.……

现在就我们所知，在一个链上，一个碱基可以以

任何顺序排列，但是如果它们的顺序固定了，那

么另一条链上的顺序也就固定了。例如，假设第

一条链为 A-T-C-A-G-T-T，那么第二条链必

须为 T-A-G-T-C-A-A。

克里克继续指出，两条 DNA 链的这种互补配对不仅

阐明了 DNA 具有承载信息的特性，而且也包含后来被称

为“遗传密码”信息，而且还暗示了潜在的复制机制：

它就像一个代码。如果给你一组字母，你可以写

下其他字母。

现在我们相信 D.N.A. 是一个代码。也就是说，

碱基的顺序（字母）使一个基因与另一个基因不

同（就像一页文字的印刷内容与另一页不同）……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已经找到了生命来自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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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复制机制……你可以理解我们非常兴奋。我

们必须在一天左右的时间内致信《自然》期刊

（Nature）。请仔细阅读和了解这封信。当你回家时，

我会展示 DNA 模型给你看。

当我仔细思考克里克的这封信，并想象克里克和沃

森发现 DNA 结构时可能的景况，他们对这发现所蕴含的

意义有深入的见解令我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不仅认识到

DNA 的结构，而且认识到代码的存在。克里克向儿子解

释了信息的关键作用，以及“生命源自生命”的方式。

仅仅几年后的 1957 年，克里克做了一次演讲，概述

了他所谓的“序列假说”。22 次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蛋

白质合成》的论文。23 除了其他细节外，他提出 DNA 片

段的“特异性”（本质上是指该 DNA 片段中包含的信息），

是由碱基分子或碱基的序列或顺序决定的。换句话说，存

储信息的不仅是 DNA 碱基的物理结构或化学组成，而是

这些碱基的排列。

就像您在本书中阅读的中文字一样，传达信息的是字

的顺序，而不是墨水的颜色或所用纸张的类型。

至少在这方面，克里克的序列假设是完全正确的。沃

森和克里克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史上一项非凡的成就。科

学哲学家史蒂芬·迈尔（Stephen Meyer）指出：“沃森

和克里克的发现将永远改变我们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在

19 世纪末，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生命完全是由物质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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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组成。但是在沃森和克里克之后，生物学家开始认识到

第三种基本素质在生物中的重要性：信息。”24

图 2.3. 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
显示核苷酸的碱基配对 A/T（adenine and thymine）及 C/G（cytosine 

and guanine），以及双链螺旋结构分离复制的过程。

生命的语言

自从 1953 年那个决定性的日子以来，解释生命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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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是解释生物信息起源的问题。

生命中的信息从何而来？六十多年后，即使科学家们试图

更多地从分子基础来理解生命，他们仍然在问这个问题。

现在很清楚，有机生命和纳米技术、分子机器、信息

处理系统，当然，也与 DNA 息息相关。随着越来越复杂

的显微镜，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精心策划的过

程，包括 4 位数位代码、存储、检索和翻译机制、演算协

议（computation protocol）以及一个高功能、信息密集系

统拥有的各种特色。

这样的系统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

时所说，我们并没有看到第一个活有机体出现在地球早期，

并且没有《星际迷航》影集中的 Q 神，可以奢侈地把我们

送到地球早期去见证它。但是，是否有线索可以帮助我们

确定这些生命系统的起源呢？

关于功能整合、信息丰富的系统（如我们在整个生物

界中所发现的），我们至少知道两件事。这两件事可以帮

助我们对此类系统的起源，做出合理的结论。

首先，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大

量新颖的信息会自然产生。科学家从来没有观察到这样的

情况，一次都没有。而且没有一项理论成功且详细地说明，

信息如何可能发生。此外，并不是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一些

极具可能性（但尚未证实），或已经有一些不错的自然主

义的解释，只不过需要继续的调整或更多的研究或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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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即可。尽管可以使用自然过程来解释许多观察的结果，

但是当我们面对功能整合、信息丰富的系统时，情况就完

全不同了。我们并不是好像最近才开始寻找解释，或我们

已经很接近了，只需要稍加努力或再多一点时间即可。数

以千计的研究学者已经透过数十万小时的努力，花了数十

亿美元的经费，进行了数代科学家的广泛搜索，都没有成

功。从未发现任何可靠的自然过程，可以产生信息丰富的

系统。

著名的合成有机化学家詹姆士·图尔（James Tour），

分析了他认为最近最有前途的生命起源研究（OOL）工

作。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研究学者，他发表了 700 多篇研

究论文和 130 多项专利，他善于看穿乐观的炒作，特别针

对在现实世界中组装功能分子系统异常困难的这一点。在

2019 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图尔对许多生命起源论文中

缺乏对该领域状况的坦诚表示失望，他问道：“为什么不

承认我们还不能解释的事情：例如将原材料转移到生命所

需的分子中；生命密码的起源；任何生命系统中存在的组

合复杂性；以及细胞组件精确且非一般常规的组装？”这

是一厢情愿，或是天真，或者可能两者都是！“我已经与

OOL 研究学者讨论了这些问题，”他又说：“令我惊讶的

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构建分子困难之严重性。”25

其实，情况比这更让人绝望。

越来越明显的是，类似随机和自然律的过程不仅不能

建立信息丰富的系统，而实际上会破坏信息。从总体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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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然过程随着时间过去，必然会导致信息的损失。这

是一个广为人知，经反复实地观察建立的原则。从数学分

析和信息理论的原则上也可以明白。这同时也经过实验的

证明。

从这些不同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很清楚：类似自然律

驱动的过程或无序偶发的过程，根本没有办法产生崭新的

信息丰富的系统，如我们在生物界所看到的一切。根据目

前的理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永远不会找到对这类

系统的纯自然解释。

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机体已经拥有不少复

杂的系统，包括校对和纠错机制，专门用来对抗具有破坏

信息趋势的自然律和随机性。这些复杂的校对和纠错系统

的起源，也需要解释说明。若倒过来说是由自然法则和随

机变异，先产生了这些信息丰富的系统，那是完全颠倒事

实的。

其次，第二件我们知道的是：只有一种原因有能力可

以产生这种功能整合、信息丰富的系统。那就是智能（in-

telligence）。

例子比比皆是。在我们周围有桌形电脑、智能手机、

云端服务器、智能电视、网络应用程序、链接设备等。所

有这些功能整合的系统（全球数十亿个），以及其中包含

的信息是通过“目标导向”的过程完成的：准备、计划、

收集需求、选择材料、创建原型、制定互连协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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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它们是透过有目的的设计过程，通过思维来实

现的。没有一件是由纯自然的原因造成的。

甚至更简单的信息丰富的例子，如一本书或一个 In-

stagram 帖子，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智能的来源。

正如迈尔（Meyer）指出的那样：“我们一致的经验

证实，无论是刻出来的象形文字，写在书上的文字，以无

线电信号编码的信息，还是在模拟实验中产生的特定信息，

总是来源于智能和思想，而不是纯物质性的。的确，每次

我们找到特定的信息，并且了解该信息应该是如何的产生

时，我们总会发现它是源自智能。”26

而且要注意，这个结论并非基于无知、凭空猜测或缺

乏知识，而是基于我们在分子生物学和其他领域学到和观

察到的结果，是我们清楚理解的。这个结论是根据我们定

期、反复和一致的经验和观察得出来的。

是谁干的？

在地球上首次形成生命时，没有科学家在旁边。没有

博客、记者、摄像机或视频博客来记录这事件，或向我们

报道有关生命如何开始的“及时新闻”。来自《星际迷航》

的 Q 神也不能带我们回到主赛事的前排座位。生命的起源

是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远久以前，超出了我们目睹的可

能。因此，与所有历史科学一样，唯一的方案是收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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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相互对立的各种解释，并仔细确定哪个解释最能充分

的满足所有的线索。

举个例子。假设你最近从外州搬到华盛顿州东部，在

后院种花时，发现在土表面以下一点的地方有一层白色粉

末物质。稍后又发现整个区域都可以找到同样一层的粉末。

你很快想到一些可能的原因。一次洪水？一家镇上很久以

前关闭的工厂，曾灾难性地、大量流出污染物？一座火山？

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广大的地区，且会影响该区

域的地质状况。但是，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只有一种解释

可以说明这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一场大洪水可能会在广阔

的区域上沉积一层淤泥，但不会是灰烬。工业灾难也无法

造成如此大量的粉状物质。另外，工业灾难不会产生火山

灰，请了化学家的朋友进行一些测试后，就确定了它真的

是火山灰。因此，你可以从证据中得出合理的推论：白色

粉末状的灰烬是由火山爆发产生的。27

请注意，即使你从未听说或目睹在 1980 年春天——

那个命中注定的星期日早晨——圣海伦斯火山（Mount St. 

Helens）爆发的一刻。但经过仔细的推理和分析，便可以

从实物证据中得出合理的推断并得到正确的结论。的确当

时火山喷发出巨量的灰尘，最终扩散到加拿大境内。

当我们考虑生命起源时，我们就像是一位科学家，在

没有亲自看到火山爆发的情况下，检查灰烬的沉积物。

由于我们没能观察到生命起源的一刻，我们无法回放该事

件的视频说：“有，就是这样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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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能凭空猜测，或者是举双手表示放弃。相反的，我们

可以查看线索和证据，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合理的结

论——科学哲学家称此为最佳解释的推断。

就生命的起源而言，需要解释的不是火山灰，而是第

一个活细胞中存在的信息。其实原因很清楚，只要我们愿

意考虑接受。多年来提出的所有自然主义的解释，都无法

说明在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中看到的信息丰富的系统。事

实上，自然的过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信息的质量，

而不是创造新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

这些解释都不能被科学哲学家称为是“真正的原因”，因

为它们都没有能力产生我们在分子生物学中观察到的信息

量。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个原因，它能经常产生大量信

息，并反复产生复杂、功能整合、信息丰富的系统，像我

们在活细胞中发现的那样；这原因就是智能。与自然主义

的解释不同，创意智能可以是真正的、充分的原因，因为

它能够产生这种密集信息的效果。

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物，我们也可以从生命起源

和信息丰富的系统两方面，得出明确合理的结论（即最佳

解释的推断）：它们是在智能主导下产生的。

逐渐褪色的剧本

自然主义生命自生论的一些支持者，试图通过解释

DNA 中的信息来反驳以上的论点。本质上，他们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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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策略试图抹杀信息。

首先，有些人试图解释 DNA 中实际上不存在信息，

用来淡化 DNA 中信息丰富的事实。他们认为，我们或许

以为 DNA 中存在信息，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只是对

DNA 施加自己的偏见和期望，而实际上它与其他分子没

两样。我们所谓的“信息”，只是我们用来了解 DNA 分

子的组成和它运作的方式而已。

如果你觉得这个论点奇怪，你并不孤单。当沃森和克

里克发现 DNA 的结构，并认识到互补碱基配对和复制机

制时，他们并没有对分子结构施加自己的期望和偏见。他

们是在发现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早在他

们出生之前，早在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细胞世界之前，就已

存在。他们当然没有宗教偏见趋使他们看到细胞中的信息，

因为两个人都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都希望有一天能找到

一种纯唯物主义生命起源的解释，而且克里克甚至认为地

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层空间传播来的，起源于某个遥

远的星球。这个想法只是将问题推到另一个星球上，而且

它还增加了额外的困难。即在有害的宇宙射线侵袭下，让

微生命体安全地通过亿万英里的寒冷空间。但是克里克宁

可提出这样的解释，这就表明他不是一个急于承认地球上

生命的起源是出于有目的的设计。但不论如何，他和沃森

都承认细胞里有极丰富的信息和多种信息处理系统。

随后许多的发现更证实，并且加深了这种理解。因

此，几十年来人们已经知道 DNA 中存在信息——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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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观察的、编码的、功能性的信息。已有许多开创成

功的公司专门来检索、研究和分析 DNA 中的信息。大学

生物学系和某些计算机学系都开设了课程，向下一代的科

学家传授有关 DNA 信息的知识。近年来，出现了称为“生

物信息学”的研究领域，致力于研究生物系统，尤其是

DNA 系统中的信息。

其他反对生物系统中的信息是出于设计的人，则采取

了恰恰相反的策略，认为万物皆有信息。该论点背后的假

设是，宇宙中所有的物质，不管是岩石、粒子、恒星和星系，

都包含信息。他们认为，DNA 当然包含信息，但是其他

所有的也是如此，所以 DNA 没什么独特之处。就是如此，

没可讨论的，你们走吧。

比如，曾和我辩论过的一个人认为，DNA 只是一个

分子，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分子一样。DNA 没有比一杯盐

水更有趣，因为如他所说，DNA 和盐水两者都拥有信息。

这也是无稽之谈。即使是一个孩子也能很容易理解。

我们在 DNA 中发现的东西，和一杯盐水或漂浮在宇宙中

无生命的物质粒子，有天壤之别！ 28 这就像一本书中的字

母是有意义的排列着，但若是一页又一页的随机字符（好

像粒子无规则地漂浮在宇宙中）或（像盐水）一页又一页

相对简单重复的字母如 aabbccdd，aabbccdd，aabbccdd，

这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与 这 些 非 生 物 的 实 例 相 反， 在 DNA 中 发 现 的 既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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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的重复模式，也不是核苷酸的随机组合。反而是

DNA 包含高度设定的功能信息，直接以数位形式储存，

并通过遗传密码表达。

在细胞中发现的信息起初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问题始

终存在。但任何忽略、掩饰、否认或淡化生物信息存在的

尝试，都是空洞反智的，只表明了或许是一些欠客观的科

学讨论影响了他们的看法。

回到原点

如今，随着过去几十年来对 DNA 和遗传密码理解的

大幅进展，以及在细胞中发现了各种巧妙的分子机器，我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回答本章开头的问题：生命

是如何开始的？我们今天积累的证据表明：一个有计划、

有目的、精心设计的生命起源是最佳的解释。

有许多生命起源研究学者拒绝这个结论，但他们主要

是教条式地坚持认为，科学家必须只能接受用纯自然主义、

无意识的过程来解释生命的起源。他们说生命是通过一系

列漫长无指导的化学相互作用，在早期地球上产生的，这

说法没有比我们过去的前辈，对生物自发产生的那种猜测

更准确。实际上，这是更不确实的，因为现代唯物主义者

不再有无知的借口。人们曾以为生命经常会从非生命物质

中出现，现在我们知道不是那样。而且不比达尔文的时代，

当时科学家们认为微观生命是相当简单的。现在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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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即使是最简单的细胞，也是个信息处理和工程复杂性

的奇迹。

尽管达尔文对第一个细胞有创意性的猜想，尽管有欧

帕林和霍尔丹的理论，也有米勒和尤里的精心实验，尽管

随后几十年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那些发现——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要产生第一个活细胞，

必须具有时间和盲目的物质变化过程以外的因素，才有

可能。

当我们摆脱过去模糊的想法和推测，并查验什么才是

组装一个活有机体—— 一个复杂的，功能性的，信息丰富

的有机体—— 的条件，答案很明确。最初的生命不是个化

学巧合或宇宙彩票的幸运抽奖。相反，生命的发生是有目

的、有计划，是精心安排的。

它是设计的。

轮到你了

1. 科学家如何调查和推测，那些他们永远无法直接

观 察 到 的 历 史 事 件， 例 如 地 球 上 第 一 个 生 命 的

起源？

2. 为什么认为生命一定是在“没有任何智能指导或

干预”的情况下，由纯自然过程开始的这种假设，

是一种哲学假设而不是科学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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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其假设生命一定是由纯自然过程产生的，我们

可以考虑哪些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否属实？或生

命是否需要一种创造性的智能？

4. 米勒 - 尤里实验是否表明生命可以通过自然原因，

出现在早期地球上？它到底表明了什么？

5. DNA 包 含 哪 些 成 分， 使 其 与 非 生 命 物 质 如 此

不同？

6. 即使最简单的细胞也充满了信息，是哪种原因有

能力产生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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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自我建造工厂的
工厂的工厂……

艾瑞克·安德森（Eric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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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生命起源研究者杰克·索

斯塔克（Jack Szostak）曾说：“在实验室里，

我们对于研究如何经化学作用产生早期地球上的早期生物

很感兴趣……需要找到一种可以自我增长和分裂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它能显示达尔文的进化机制。”1

另一位著名的生命起源研究者，杰拉尔德·乔伊斯

（Gerald F. Joyce），也说了同样的话。被问到有关化学

物质在早期地球上，有可能凝聚形成“可以自我复制”的

东西这样的构想时，乔伊斯回答说：“这就是我们和其他

人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你知道，这是生命起源的临界点：

化学在此之前，生物学在此之后。”2

因此，自我复制不仅是生命起源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

之一。对许多主要的生命起源研究学者来说，弄清楚产生

自我复制体的途径其实是最主要的挑战，如同圣杯（the 

Holy Grail）。* 他们认为只要明白纯自然的自我复制过程，

其他就都没问题了。

尽管有些人夸张了对自我复制机制研究的结果，但这

圣杯仍是研究界不能逃避的挑战。

* 圣杯在这里代表一个极有价值，却非常困难达成的目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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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自我建造工厂的工厂的工厂……

道金斯的奇迹分子
（Miracle Molecule）

几年前，我碰巧在车上打开了收音机，听到就快结束

的一个公共广播讲座。受访者是担任牛津大学普及科学

教授十多年、著名的无神论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主持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令我

迅速伸手调整音量钮，调高收音机的音量。

“我们离了解生命的起源还有多远？”主持人问道。

我天真地以为道金斯会承认生命自生论（abiogenesis）

的许多困难，承认这是一个广泛的开放性问题，并承认还

没有任何可行的生命自然发生的方案，我以为他也会和许

多支持进化论者的声明一样，认为生命的起源是一个独立

于生物进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以为他会承认，生命的

起源仍然面临许多公认的困难，但会强调至少在第一个生

命产生后，生物进化论仍旧足够解释一切演化的现象，这

样可以减少对唯物主义观点的负面影响。

令我惊讶的是，道金斯相当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们

对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已有很好的了解。他承认的确有些挑

战，但是目前已知道大致是如何发生的，他暗示，我们基

本上是在填补细节。

我曾经仔细的研读了有关生命起源的研究 , 并了解生

命自生论的许多尖锐困难的问题。令我震惊的是，一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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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普及科学教授”头衔的学者，竟不负责任地在公共场

合向成千上万的听众宣称：我们对生命的开始已有了很好

的了解。

道金斯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他故意的误导听

众关于科学的目前状况？还是他不知道生命自生论的许多

问题？他真的相信他所说的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进一步分析这问题时，我意识到道

金斯的想法可能源于这样的观念：生命的起源——至少在

最初的开始——是个相对简单的事件。请注意，不一定是

个常见的事件或容易重复的事件，但是个相对简单的事件。

在他的《自私基因》一书中，道金斯描绘了一幅画

面。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在 1871 年给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信中的声明（引用在上一章中）。“我们现在知

道大型有机分子会因持续的时间不足而不能凝聚：它们会

很快地被细菌或其他生物吸收和破坏，”道金斯写道：“但

细菌和其他的生物，包括我们都是很晚出现的，在最初的

时候（早期地球上），大型有机分子可能在浓汤中不会被

破坏。”3, 4 

在这假设的早期地球环境下，道金斯继续提出生命起

源关键的第一步：“一个非常特殊的分子，在某个情况下

偶然形成：我们称它为复制器。它不一定是最大或最复杂

的分子，但它具有非凡的特性能复制自己。”5

这种假想的自我复制分子对唯物主义的“创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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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关重要的。此故事有两方面，首先如众所周知，一个

完整的有机体靠机率偶然产生是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发生

的。所以，比较简单或单纯的自我复制分子，经过机缘巧

合地产生会有较大的可能性。第二，一旦自我复制分子出

现后，达尔文式的进化可以发挥作用，借由非凡的随机突

变力量，经过物竞天择的机制，最终使简单的自我复制分

子转变成一个实际的有机体。

至少故事是这样说的。

道金斯认为，这种“特别出色的分子”是很容易想象

得到的。他对这非凡分子其余的描述，基本上是一个在头

脑里想象的简单实验。比如这分子是如何运作、复制，如

何在水中与其他分子“竞争”等。这些想法从化学的角度

来看是不切实际的。

但一般生命起源研究学者并不满意仅凭想象而已。他

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付出了很多值得称赞的努力，试图在实

验室中创造自我复制分子，又将学习到的应用于生命起源

问题上。他们已经完成一些出色的研究工作，偶尔发表一

些有趣的科研结果，但是没有人能造出一个这样自我复制

的分子。

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数篇论文发表和新闻报道，宣

称研究学者已经创造了这样或那样的自我复制分子。但这

些都是误导，且不确实的消息。如果真的有人发现或创造

了一个自我复制分子，他们必定是保密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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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尽管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大量的财务支出，

仍不能产生这种自我复制分子。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

乏时间、精力和资金。原因是在更根本的问题上。

一团半流质的秘密

在上一章中曾提到，达尔文时代有一种想法，认为微生

物很简单，每种微生物都是一小团“半流质的原生质”。6

达尔文将有机体（organism）视为一个，由这些简单的细

胞组成的柔性集合体。由于当时的普遍科学理论尚未成熟，

他和那时代的人对遗传学也一无所知，达尔文不晓得遗传

信息的处理、传递和反馈，细胞运作的机制，生物新陈代

谢的整合系统，分子各部分之间复杂的协调程序，和维系

最简单的细胞需要的许多其它条件。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将有机体描述为“塑料”。7

他指的不是今天用来制造儿童玩具的材料，他认为有机体

具有柔性，并且可以很容易被自然选择和淘汰过程塑造成

任何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下一个结论即是：要增加更多

的细胞单元，或继续改变有机体的形态，也应该是相对简

单的过程。

然而，随着 1800 年代后期对细胞结构累积的知识，

对细胞系统、蛋白质和新陈代谢过程的发现，1950 年代

对 DNA 结构的解密，以及一直到现在陆续不断地对生物

复杂性更深入的认识，使我们越来越清楚细胞一点也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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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连最单纯的有机体，都复杂得超过以前我们对有机体

的一切想象。不只是复杂，乃是复杂且有序的通过四位

数元码来协调信息的存储，检索和转换的机制、错误纠

正 的 算 法（error-correction algorithm）、 功 能 整 合 系 统

（functionally integrated systems）和分子机器（molecular 

machines）。这些媲美纳米技术的奇迹，使人类尚待努力

创新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由于这些发现，越来越明显的结论是：任何有机体，

甚至是相对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都不可能因为一时的巧合

出现在早期地球上。

但是，如果生命不可能一次偶然地出现，那么经过一

系列的步骤或许就有可能。若生命来源的问题可以分解成

许多更简单的步骤，不就有可能了吗？

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生命自生论的支持者忙不

迭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说，试图说明生命来源的过程。

从较简单的一系列步骤开始，或许能带来期望的下一步。

换言之，许多生命起源研究学者不是试图解释“第一个简

单的单细胞生物”如何偶然地产生，而是专注于确认最早

阶段的生命，它起初的功能或特征是什么。如上一章所述，

信息存储和处理似乎是所有有机体的核心。所以也许生命

是从 DNA 开始。其他研究学者则指出，生命的开始需要

一种方法获得能量来使细胞运作，所以也许新陈代谢的原

始形式是生命起源的关键。还有其他研究学者认为有机体

需要一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周围环境的破坏，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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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化学反应不受干扰。所以也许最早的有机体必须具

有保护功能的壳或气泡，即某种早期的细胞膜。

然而最有希望的一种想法是，发现了一些 RNA 分子

可以充当酶，帮助催化细胞中的化学反应。由于 RNA 类

似 DNA，也可以存储信息。因此 RNA 在生命起源的故事

中似乎非常适合扮演不止一个角色，而是同时两个角色 :

存储信息和催化细胞中的化学反应。因此，有人建议，生

命起源可以从 RNA 分子开始。

这些构想和其他的观点继续在发展，并定期在热门新

闻网站和著名的科学期刊上以新闻稿或论文形式发表。任

何特定的研究途径都有其重要性，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在生命起源研究学者中，当今最显著的观点，基本上是道

金斯在《自私基因》中的概述：生命从一个能自我复制的

分子开始。

达尔文进化论一路到底

与达尔文时代的科学比较下，尽管目前对生命进化的

观点更注重有机体的复杂性和信息丰富的特性，但是仍

然非常依赖于达尔文很久以前就提出的两个假设：“首

先，如果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个体开始，最终将经历质量和

数量的变化，使它变成另外一种有机体；肯定最终也会转

变成为我们今天在生物界中所看到的一切。第二，有机体

的形态很有弹性，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无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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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够凝聚这些无数且必需的变化，而不中断或遗漏任何

步骤。”

基于这两个基本假设，生命起源研究学者认为，如果

在地球早期能够找到自我复制的分子，然后由达尔文的

突变和自然选择接管，最终产生第一个活有机体。那么第

一个活有机体当然会继续产生我们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

一切……

不要误解，一个自我复制分子按照进化机制，能否转

变成为一个活有机体，并产生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生物系统，

这本身就有严重的疑问（在本章的后面以及本书的后续篇

章中我们会继续探讨）。但是这种拥有近乎神秘创造力量

的“自然选择”，已经是许多研究学者对进化机制根深蒂

固的想法，他们似乎相信，在自然选择的魔杖之下“一切

皆有可能”。换句话说，并不是实际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自我复制分子可以转变成复杂的生命。而是只要加入自然

选择的概念，这种想法对许多人来说就比较可信。

因此，今天许多杰出的生命起源研究学者认为，生命

的起源本质上只是获得一个自我复制分子的问题。一旦一

个自我复制分子在朦胧的地球早期场景中出现，达尔文进

化的力量就可以接管，然后……一切都有可能。

大 卫· 霍 宁（David Horning） 和 杰 拉 德· 乔 伊 斯

（Gerald Joyce），在讨论生命起源研究的一篇论文中也

是如此说：“第一个生命比任何现有生命都简单得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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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命起源研究认为理所当然的……在某个时刻，一个在

原始地球上出现的分子，透过化学物质获得了自我复制的

能力。这事一旦发生，达尔文式的进化机制就可以接管。”8

有了这个既定的假设，自我复制分子在生命的戏剧性

历史中，就扮演了核心角色：自我复制成为整个生命自生

故事的关键。

多年来，大多数对生命自生论的批评，都集中在地球

初期的原始浓汤中产生生命的困难度：如具有还原性的大

气层、能源的需求、形成生命所必需的聚合物（polymers）、

核苷酸或氨基酸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具有编码

和大量信息的分子的出现、分子能随机以正确的顺序连接

的可能性近乎零，等等。

但是，在自我复制本身的问题上，生命起源研究花的

时间少得多。而且大多数对生命自生论的批评者也基本上

忽略了这个问题，或似乎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自我复制就

是迈向第一个生命过程中的第一步”这种想法。

进化论支持者，数十年来对生命自生论面临的挑战不

知如何面对。的确，许多人拒绝参与辩论，认为生命的起

源是与进化完全不同的课题，不必由进化论支持者解决。

因为进化是在有了第一个生命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生命自

生论面临的巨大挑战，迫使其支持者回到他们认为是最强

大的创造力上：达尔文进化式的自然选择，作用于自我复

制体的变异而形成第一个细胞。并透过达尔文进化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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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如何产生最初的活有机体（living organism）的难题，

其中包括如何产生新陈代谢、细胞系统以及异常复杂的精

确编码、高功能的数位信息等等的挑战。

因此，达尔文进化论不但不是和生命起源的故事无关，

反而被视为生命起源的核心——这正是最后的努力，为要

防止生命自生论旗帜下的许多理论迅速被瓦解。这标志着

唯物主义者的起源故事，在基础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确实，早期的研究学者，如奥勃宁（Oparin），哈丹

（Haldane）和其他生命自生论的支持者，有时描述生命

起源的过程为某种化学“进化”。化学进化过程和达尔文

进化论两者之间的任何关联，一直被认为充其量是微不足

道的。而且多年来许多科学家和理论家明确地拒绝将达尔

文进化论，应用于第一个活有机体存在之前，划清生命起

源与生命进化问题之间的界线。9

如今已不再是这样。在当前的思想模式下，生命自

生从无导向的化学反应开始，偶然地导致一个简单的自

我 复 制 子（self-replicator）， 例 如 某 种 自 我 复 制 分 子

（self-replicating molecule）的产生。生命自生论支持者

认为自然选择机制会介入，帮助这初生的分子获得更多特

征，最终导致第一个活有机体。然后从这个活有机体开始，

演化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多样和复杂的生物。

因此，与其先拥有一个活有机体，然后赋予它额外的

自我复制能力，唯物的生命自生论决定把自我复制作为第



起源·证据·目的
——进化与智慧设计

82

一个能力。自我复制因此成为始祖生物最初形成的特征，

也是产生所有其他后续特征和功能的源头。

三样不可少的……实际上，四样

地球早期的化学单元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可能有自我

复制的能力？这是个不小的挑战。有些人指出晶体、自我

催化反应，甚至 RNA 连接酶分子都是一些代表。10 但是，

尽管它们具有有趣的化学和结构特质，实际上这些都不能

自我复制。

许多研究学者经考虑认为，真正自我复制的化学实体

（甚至是最简单的），可能需要有这三个核心要求 :（1）

它必须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形成，无需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帮

助。（2）它必须能够从环境中获得特定的原子或小分子，

通过定位和排序来自身复制。而不是透过事先精心设计的

某部分，与先前准备好自我的另一部分之间，以催化的反

应促成的：好像近年来在许多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一样。

（3）它必须很稳定，不会很快被分解破坏，也不会因干

扰的化学交叉反应而陷入困境。这样才能在早期地球的现

实世界——“原始汤”——中生存。

此外，如果分子要启动一个达尔文式的突变和自然选

择，它必须首先具备突变的能力。同时在突变过程中，它

也要能保留可以忠实复制变异后自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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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生命起源研究学者，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的

广泛研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如此结论：单靠一个自我复

制分子无法达到上述的要求。11 以上只是几个条件的摘要

清单，一份涵盖所有条件的清单将填满许多页面。12

生命起源研究面临的挑战，是自我复制一个自我复制

器，依次继续可以自我复制另一个自我复制器。以此类推，

相当于一台可以自我复制的电脑，复制的副本可以不断自

我复制。实际上不仅仅是个静态的电脑，更是一个功能齐

全的机器人。

有些人可能认为电脑病毒或其他电脑软件，可以自我

复制，但此类程序无法在任何实质意义上自我复制。软件

程序仅可在经过精心设计且功能强大的电脑硬件上存在和

运作，电脑本身当然不会在此过程中被复制。此外，电脑

都需要有一个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以及数个

层次的其他软件，如驱动程序、编译器、接口程序、中间

件（middleware）等才可以工作。对于所谓的“自我复制”

电脑程序，最多只能说：“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功能整合

的软硬件系统，可以在机器上复制一部分软件的副本。”

没错，听来很有趣，但基本上与当前的问题无关。

真正的自我复制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一旦我们考

虑到要在实体三维空间的现实世界，建构一个可以自我复

制的机器，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就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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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自我复制的含义，我们暂且不谈细

胞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我们只先考虑用现有的技术

建造一个最简单的自我复制器，看看会涉及到些什么。

在科幻故事和电影中，从大型强力“终结者”式机器

人到小型致命的纳米机器人，设计自我复制器的能力一直

是个热门的话题。虽然是科幻小说，但它会一直如此吗？

现在已经有些 3D 打印机 , 可以在三维空间中制造某

些本身用的零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开始具体地

梦想，如何在漫长而艰难的挑战中踏出第一步，来创造一

台能自我复制的机器。这样的壮举有可能吗？听起来很棒，

甚至很疯狂，然而这奇幻的想法正在推动着一些引人入胜

的研究。我们在这想法所学到的，将直接帮助我们了解，

在生命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第一个自我复制体的最低要求。

首先，为新入行的朋友介绍一下 3D 打印的背景。

几年前，我开始对 3D 打印感兴趣，并密切关注该行

业的发展。近来该技术的价格，已经便宜到足以让 3D 打

印机进入业余和技术爱好者的领域。一般消费型层次中受

欢迎的打印机包括 MakerBot、FlashForge、Creality3D 和

其它，等等。

在撰写本文时，3D 打印机的范围从几百美元的个人

打 印 机， 仅 能 以 单 一 材 料 制 作 简 单 的 3D 印 刷 品， 到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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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数千美元，具 50 微米以下的分辨率，且可用多种材料

打 印 的 高 端 专 业 打 印 机。 另 外 也 有 几 种 不 同 的 3D 打 印

技术包括：材料挤压成型（material extrusion）[ 最常用

和常见的技术在消费型和专业型打印机上 ]、粉末床熔融

（powder bed fusion）、紫外线合成（photopolymerization）、

超声波融合（ultrasound additive）、打印材料射出（ma-

terial jetting）、电子束热熔（electron beam melting）等。

几年前，我们当地的图书馆获得了一笔拨款，允许

市民预约 3D 打印机使用时间来学习打印技术，我趁此机

会设计和打印了一个 5x5x5 立方体（是个超大型魔方 Ru-

bik’s cube）的简单支架。

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爆炸性技术，有望改变设计和原

型制作技术的格局，甚至改变制造生产的过程。许多有前

瞻远见的工程师和专业行家参与开发，其中最抢眼的莫过

于 RepRap 计划，这是一个开放资源（open source）项目，

让参与者共同创建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 3D 打印机”。13

许多人参与了该项目，推动了大量的开发工作，并取得了

重大进展。RepRap 打印机可以打印出许多自身使用的零

件，且在合理的公差范围内，使业余爱好者可以使用这些

零件组装新的打印机。

然而，正如任何的开创性新技术一样，过分期待未来

潜在的突破，往往导致对现实状况错误的评估。例如，

RepRap 网站吹捧这台机器是“人类第一台通用自我复制

的机器”。基于进化论的思维，且忽略了制造 RepRap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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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大量工程设计，早期的一台 RepRap 打印机甚至被

命名为“达尔文”。

图 3.1. 作者在早期材料挤压成型打印机上设计的，3D 立体打印支架。

另 一 款 有 趣 的 打 印 机， 是 由 Kickstarter 支 持 的 BI 

V2.0。14 它在 2013 年底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胜枚举的

头条新闻都宣传它为“世界上第一台自我复制的 3D 打印

机”！这不仅仅是令人兴奋的马路消息，连官网也吹捧

BI V2.0 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高精度 3D 打印机”。15

对倾向凡说必信的人，看到像 RepRap 或 BI V2.0 这

样的项目就会想：“哇！我们有会自我复制的机器了！”

但是仔细观察后，我们会发现其实 RepRap 或 BI V2.0 都

不能自我复制。

理论上不能，实际上也不能。

差远了。

连“差不多”都谈不上。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非常喜欢这项技术。我一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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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RepRap 的发展，并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想，也是

一个出色的开放资源项目。我甚至考虑在 BI V2.0 Kick-

starter 项目刚开始时，捐款支持它。但尽管已付出巨大的

努力，要开发一个真正能自我复制的机器仍遥遥无期。

寻找近似的方案

许多用户在网上分享了 RepRap 打印机零件的照片，

这些零件的确可以用 ABS 等硬塑胶材料打印出来。16 但

是只要对打印过程作粗略的分析，就能明白打印机本身实

际上是不能自行复制这些零件的。

首先，必须为打印机设置正确的参数和编程，并输入

挤压成型材料。零件打印后，又必须小心翼翼地从打印床

上卸下，作质量检验，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清洗或打磨才

能使用。所以即使它可以打印许多数量的零件，也不是整

个故事。

重点是，无论有或没有人为的参与，许多其他部件是

无法用打印机印出来的。例如结构支持杆、螺钉、铜线、

橡胶传动带、精密不锈钢挤压成型喷嘴、打印床、加热组件、

夹具和扎带以及打印材料输入器（filament feeder）。*

* 一般打印机用的塑料是事先挤压成型为 1 厘米直径的塑胶缐 (filament)，塑胶缐
经过打印机的加热元件融熔后，从不锈钢挤压成型喷嘴送入打印床。然后经
由事先设计的软件程序打印出成品，如图 3.1 中 3D 魔方的支架。但上文所提
之零件皆非塑胶材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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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RepRap 打印机
箭头仅指向无法在打印机上复制的，许多零件中的一部分。

更困难的是，打印机的运作需要电路板、SD 卡阅读器、

电缆、控制开关和电动马达，等等。

打印机根本无法生产上述这些部件。

而且情况比所有这些问题还要更糟。

譬如说，电动马达本身就是一种精密机械，需要许多

组件，按照严格的公差制造。并且马达要正确组装后，才

可以发挥功能。即使是简单的电动马达也要包括外壳、轴

支架、转子、定子、端子、磁铁、铜绕组、一些润滑剂或

轴承还有电线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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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咋舌的是，印刷电路板是现代工程的一个奇

迹，需要热固性树脂层压材料（thermoset resin laminate 

materials）、电池、电阻器、晶体管、电容器、电感器、

二极管、开关等所有的组件——这些都是按照极精确的公

差制造的。

最后，打印机要真正实现自我复制，就必须要能够使

用多种材料。用塑料配上合适的喷嘴和加热组件来打印是

一回事，要用多种材料来打印完全是另一回事。若一个打

印机真正能自我复制，必需除了塑料外也可以使用其它多

种材料，如铝、不锈钢、铜、橡胶、银、金、锡和玻璃纤

维来打印。它还需要具备安全处理氯化锌、盐酸、树脂层

压板和蚀刻化学品（etching chemicals）的能力。

这只是一部分自我复制打印机缺少的要素。

当然，精明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总是可以找到方法替代

不同的材料，以减少部件和材料的总数。为此，一些有创

意的工程师设计了新型的 RepRap，可以使用塑料代替钢

支架和橡胶带。这是聪明的设计，但请记住，这类变通办

法的应用是有限的。以上只是一个非常局部的描述，进一

步的分析将发现，一个真正的自我复制打印机需要具备更

多的部件和材料。

这 里 的 重 点 不 是 要 挑 剔 RepRap。 我 曾 说 过， 我 是

RepRap 粉丝。我的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建造自我复制

机器所涉及的挑战和问题的规模。不论我们分析哪一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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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或哪一份的部件清单。我们都会发现，即使是建

构一台相对较小的机器，能够生产所有自己的部件，也是

一项工程上令人震撼的挑战。这个挑战远远超出了我们最

聪明的头脑和最优秀的工程师，所能克服的范围。

全部组装起来

如果希望制造出一台真正的自我复制机，那么除了复

制部件之外还必须能掌握另一个过程。即使我们的打印机

能出色地以“亚微米”的精度打印多种材料，并打印结构

中的每个部件（目前这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它仍然无

法自行组装。要真正做到自我复制，还需要能将这些部件

组装成一个 3D 实体机器。

为此，这打印机必须具备精密控制的自动组装系统。

例如，它需要一个装配臂（assembly arm）来拾取打印件，

分析其完整性和质量，将它旋转到恰当的角度，然后放到

正确的位置。实际上，这需要许多个装配臂和机制。

而且，一旦我们加入了新的装配臂及许多附属的部件，

这一整套新的部件就必须纳入打印机的设计，打印和组装。

它还需要额外的电脑软件，而这些软件及数位信息绝不是

非常简单的。实际上，为了考虑这些额外的部件和机制，

整个打印机需要大幅的重新设计。

更麻烦的是，每当加入一个新的部件或一个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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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以协助自我复制的过程，这个新的部件或机制也

必 须 被 复 制。 因 此 我 们 需 要 额 外 的 指 令 集（instruction 

sets），重新考虑机器的结构布局，以及新部件或机制相

关的额外信息：如何制造？如何组装？如何运作？

每次我们增加一个重要的新部件，或者用唯物主义进

化论的白话来说，每当新生的有机体进化出新的功能时。

新的功能不仅需要小心翼翼地融入整体中，而且需要新的

指令集来实现和复制该新功能所需的部件。

此外，若不做重大的重新设计，如何能使一个打印机

完成自我组装？请记住，打印机占用一个三维空间。最好

的办法就是在它旁边 12 至 24 英寸左右组合一个打印机副

本。因此，任何组装机制都必须能够伸到框架之外——在

机身外面运作——才能复制本身。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挑战。

内部作业

3D 打印机在一个干净的工作桌面上，没有其他干扰

时，可能可以在自身外面组装一个副本。但不幸的是，这

种方法在流体和含水的生物环境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因此，

细胞使用了一种巧妙的方法。它在自身内部建构一个副本，

利用自己的细胞膜保护内部复制的环境。然后通过原本和

副本之间的细胞膜向内伸展，最终结合密封并将原本和副

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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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细胞膜内运作的方式，让细胞可靠地自我复制，

同时防避在环境中与其他化学物和分子，产生破坏性干扰

的反应。它还可以防止细胞的成分在水环境中漂失。

例如，一个细菌的母细胞会膨胀，并且忠实地复制其

内部组件（包括脱氧核糖核酸 DNA）。当细胞的成分被

等量地分开到细胞两边末端之后，细胞的中央就被一个新

的细胞壁隔开并封闭——由新产生的细胞膜材料和隔膜将

两半分割。细胞壁完全密封后，原本和副本便分开成两个

子细胞。

将这细胞的复制过程，和假设的自我复制 3D 打印机

来比较。基本上打印机是一个立方体的结构，需要先扩展

自己的框架到包含两个打印机大小的空间，在其受保护的

空间中建构和组装新的部件。然后在两个相同的打印机之

间重建两堵墙，以便将完成的打印机副本移放到环境中。

这项目若能实现的话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壮举！

最后，一个真正能自主的自我复制器，还必须能够搜

寻和获取新的材料，用来打造新的部件，并利用环境中可

用的材料产生自己的动力。它不能依靠外来的电源，也不

能借外力输入打印材料。而且若要长期超过数代成功地复

制，还需拥有众多反馈和质量控制机制，以及校正错误的

功能，等等。

对建造一个真正的自我复制机器来说，以上只是非常

局部的叙述。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细节时——不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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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自生论热衷者经常忽略这些思考——我们就明白这问

题的严重性。当我们希望知道这样的工程壮举是否可能时，

我们就不该忽略必须面对的重大事实：建构一台能自我复

制的 3D 打印机，打印并组装所有的部件成为另一台自我

复制的 3D 打印机，并成功地完成无数代的复制副本，将

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创新设计。而这是每一个最简单的自我

复制细胞，都能做到的。

通缉：紫色独角兽分子 *

虽 然 宏 观 世 界 的 3D 打 印 机， 和 微 观 世 界 的 细 胞 之

间存在重要的差异。但从上述对在宏观世界中创建一个

自我复制机器的简单介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自我复

制分子要存活，必须具备的种种能力。例如，分子需要

能正确地识别、定位和定向各部位的基础模块（building 

blocks），然后将它们链接在一起。在液体环境中，如果

不能获取能量资源，就无法组装模块。分子还需要拥有其

他多种能力，其中之一是要能侦测在复制中的分子有否出

错，以防止重要的信息不会在陆续的复制中流失。17

透过以上的思考，不免令人怀疑一个单独的分子（无

论它多大和复杂），是否能完成自我复制的任务？首先，

它缺少一个保护自己免受周围环境化学物质冲击，和不可

*“紫色独角兽”代表极少有，又具备非常特殊技巧和经验的人物，几乎是
梦幻故事中才会出现的。“紫色独角兽分子”即代表本章前述的“奇迹分
子”。——译注



起源·证据·目的
——进化与智慧设计

94

避免的干扰交叉反应的细胞壁。如果这分子真能拥有自我

复制机制所有必要的功能，它必须具备比现有任何有机分

子“几何级数倍”的复杂程度。而且提出“紫色独角兽分子”

的目的，是给盲目的自然力量提供一个潜在合理的途径，

来起动生命。那么眼前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智能者（intelli-

gent agent）能否组装出如此非凡的假想分子，而是无意

识的自然力量能否在达尔文的随机变化和自然选择过程之

前，以某种方式先产生了这奇迹分子。因为请记住，达尔

文的物竞天择机制只有在能自我复制的生物实体出现后，

才能开始。

到 底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超 级 分 子？ 即 不 是 DNA 也 不 是

RNA，毕竟它们本身都没有自我复制的全套功能。若要能

复制，它们都需要彼此，而且都需要和其它蛋白质分子同

时存在于细胞之内。

细胞是什么？它是一个纳米技术的杰作，远超过人类

曾经制造过的任何东西。遗传学家迈克尔·丹顿（Michael 

Denton）将其描述为：“一个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和适

应性的物体。”丹顿建议我们想象一下，将细胞不断地放

大来看其中所有组件之间的协调运作：

我们将目睹的是一个巨大的自动化工厂，比一个

现代化的城市还大，能执行几乎与地球上人类所

有的制造活动一样多的特殊功能。但是，这一家

工厂有一样技能是人类最先进的机器都无法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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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能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复制它的整个结

构。能见证这样的一幕……将是个令人敬畏和激

动的场面。18

若明白真正能自我复制的 3D 打印机必须具备的技术

条件，以上所述就不致令人感到惊讶了。当观察细胞的自

我复制时，我们可以开始问：“这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什

么样的功能才可能达成自我复制的任务？”答案将会冗长

到令人咋舌。细胞复杂的程度非凡，令人惊叹。

研究学者试图通过有条不紊地去除蛋白质，观察细胞

是否继续运作，来确定一个活细胞的最低要求。以一个相

对简单的寄生虫为例，其生存完全倚靠宿主。研究学者确

定了 300 多种必需的蛋白质。19 另一个团队研究最小和最

简单的一种独立生存的细菌，估计所需的蛋白质数量是这

两倍。20 即使我们采用较小的估算，一个简单的自我复制

细胞也需要至少 300 多种不同的分子，更不用提 DNA 分

子和它包含的遗传指令了。所以单一的分子要能执行如此

复杂的自我复制任务，是不可思议的。21

那些痴迷于自我复制分子有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人，必

然忽略了上述所有的仔细分析。他们必然忽略了现实，

即自我复制分子不是漫长的进化之路开始时的简单的启动

点，而是一个极其精密、复杂和特定的工程程序的终点。

而且他们也不得不忽略另一个事实，即是在每次自我复制

的过程中，若是获得了新的生物特征，或添加了某些物质

来辅助自我复制，自我复制过程的本身就必须重新设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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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这些添加物。同时也包括添加的新组件和自我复制新

组件，所需要的软件指令和数位信息。22 这个事实在进化

论文献中很少被讨论或认知，不仅令人对物质主义的生命

起源说产生怀疑，也显示出随后生物进化过程基本概念上

的问题。

自我复制是生命起源的起点，这个观点不仅值得怀疑，

也不仅是无数生命自生（abiogenesis）故事中的另一个问

题。它不仅使生命起源的机率更为不可能，它还完全与物

理，化学和工程的现实截然相反。

那么，为什么许多生命起源研究学者仍然认定，像自

我复制分子这样的紫色独角兽是生命的起源？遗憾的是，

生命自生论的驱动是基于理论，而不是基于证据。这就是

为什么理查德·道金斯可以自信地在他的书《自私基因》

中说：“复制自己的分子在想象中乍看并不难，只需发生

一次。”23 不错，想象一下。该理论只需要一些想象力和

很大的运气就行。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生命起源研究，将大量精力集中

在寻找这种不可捉摸的自我复制分子上。对唯物主义生命

起源的坚持，加上对自然选择具无限力量的信念，导致唯

物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而且与我们在周

围环境中观察到的物理、化学和工程现实完全相反。也就

是说，从工程的角度，和通过对最简单的自我复制细菌的

观察，我们发现每个细菌都具备奇迹似的工程复杂性，和

唯物主义生命起源的故事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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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唯物主义生命自生论相反的是，自我复制不是生命

开始的特征，也不是一个单分子具备的基本特性。相反地，

它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特征，是生物世界中最耀眼的高科技

结晶。所有累积的证据强有力的证明：自我复制是一个经

过高度复杂、多维整合、深思熟虑的计划，和精心控制的

工程程序的结果。

最后，生命自生的故事不仅不完整，尚待填补许多细

节。而且把自我复制作为生命自生的第一步，基本是错误

的观念。这观念既与证据相反，又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

经验相背，需要被抛弃。

轮到你了

1. 什么是生命自生？

2. 达尔文式的进化认为，生命从一个简单的自我复

制分子开始，而不是从一个活有机体。这说法的

吸引力是什么？

3. 根据生命自生研究学者的说法，达尔文进化论与

生命起源有关吗？有何关联？

4. 我们距离创建一个有真正自主性的自我复制机器

有多远？还有哪些余下的挑战？

5. 自然界随机产生相对简单且能自我复制的分子，

这想法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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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已经听说过，进化是个事实。对这种说法

最合理的回应不是“是”或“不是”，而是应

该问，“进化是什么意思？”那是因为进化一词可以有很

多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指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植物和动物，

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它也可以指物种内比较小的

变化。它甚至可以说是早期形态的物种，发展成为完全不

同的新物种的变化。它也可以指所有在地球上的生物，都

有个共同祖先。

更具体地说，它可以指一种“理论”，即经过自然选

择与数百万代随机的微小变异，可以解释所有生命的多

样性和它们的起源。这一理论最初是由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在 19 世 纪 提 出 的， 并 进 一 步 在 随 后 的

160 年中继续发展和修正。1 最后，这个词还可能指的是

这一理论的延伸版本，其中涉及到自然选择 / 变异机制，

还有其他的自然机制。

因此，“进化”这一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意识

到这点可以帮助我们在讨论进化论时，避免一些在对话时

经常产生的困惑，并装备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评估进化论正

反两方的主张。为此，让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些最常见的术



第四章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与进化

101

语的含义：随时间变化、共同祖先、自然选择、微进化和

广进化。

随时间变化

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动植物，这

说法毋庸置疑。譬如，我们看一下猫科（Felidae），有些

猫科物种灭绝了，不存在于现今，例如 Smilodon（俗称“剑

齿虎”）。其它有一些物种则是后来出现的，不存在于过

去。所以在整个地质历史中，猫科的成员并不总是一样的。

这种随着时间的变化，通常是用“进化”一词来描述。请

注意，这些随着时间的变化，本身并没有说明是“什么”

推动了这种变化。也没有说其生命史上某些生命形态（或

所有不同的生命形态），都有共同的祖先。地球上的生命

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是很合理的主张，很少有人

会质疑这点。

共同祖先

一般普遍认为猫类——包括狮子、黑豹、家猫以及其

间的所有猫科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然而，大多

数达尔文的追随者将这种联系扩展到所有物种，他们认为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源于一个共同祖先；2 这个观念被称

为“生物普遍共同祖先”。这并不是达尔文的新主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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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他们的进化论之后，这想法就变

得更有分量了。3 所以有时有人提到“进化”一词时，他 /

她们的意思是所有生命都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

请注意，人们可以肯定共同祖先，但无须赞同共同祖先是

通过“哪样特殊的机制”进化，而产生各类不同的物种。

例如，有人可能认为该过程是有智能引导的。）

自然选择

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经常会竞争有限的资源。一个物

种的某些成员在竞争过程中若产生一些有利的变异，就能

使它们更善于获取资源，以致更利于生存和繁殖。因此，

具备有益变化者较有可能，将其有益的变化传递给后代。

因此，有益的变化就被存留下来，并过滤掉有害的变化；

这就是“自然选择”的概念。

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当变异帮助一种生物生存和繁

殖时，这种变异（称为选择性优势）就较有可能传给后代，

并最终在种群中成为常态。

假想当气候变化，导致树皮中可吃的昆虫数量增加时，

某鸟种中凡是鸟喙比较长的，就比其它的同类更容易啄出

这些虫子。同时该气候变化也使种子数量减少，而啄开坚

果食用种子需要有较短、较结实的喙。因此该鸟类种群的

鸟喙，在自然气候条件下会起变化。那些鸟喙长的鸟，适

合从树皮中获取生物，因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更有可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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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繁殖。这样，平均来说，下一代的鸟喙可能会比上一

代更长一些。如果气候状况持续下去，该过程将重复进行，

从而导致这种鸟类的喙平均更加长一些。

图 4.1. 19 世纪德国自然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制作的“生
命树”图案，说明所有的物种和族群都从一个共同祖先产生。但一直以来这
类图案的制作多少都含有猜测的成分，而且在进化理论学家中，更是对何物

种该放在生命树的何位置上，有众多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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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干旱环境中的种子特别坚硬，鸟类生活在其中

最适合有短而粗壮的喙。若气候长期干旱，则对鸟喙短的

鸟有利。这是生物学教科书中最经常提到的，自然选择和

随机变异互相作用的例子之一。它很圆满地说明了自然选

择导致进化的基本理念。

但是请注意，这种变化是轻微的，并且喙的大小倾向

于在固定范围内起伏。因此，尽管该例子是最常用于说明

自然选择的范例之一，但很难以这个说法证明随机变异和

自然选择，可以使较早的动物形态，进化为另一种全新的

动物形态。4

微进化和广进化

微进化是指相对轻微的变化，就像上面提到的，地雀

鸟喙大小的变化方式。或者在风大的岛上又没有掠食者的

威胁下，某些鸟类因而失去飞行能力；这些都是微进化。

至于广进化，就意味着由进化导致的变化，可以从根本上

产生全新的生物结构和生命形态。例如在生命历史上动物

原本没有翅膀，然后在某个时刻通过进化，翅膀出现了！

如果进化过程产生了鸟的翅膀，那就是广进化。

据说昆虫学家尤里·菲利普申科（Yuri Philiptschen-

ko），在 1927 年的一份德文著作中，构想了德语的“微进化”

和“广进化”两个术语。5 颇具影响力的俄裔美籍进化生

物学家西奥多西斯·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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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在其 1937 年的著作《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中，将

此二术语引入了英语世界。他在那里评论说：“我们不得

不在目前的知识水平上，勉强地在广进化和微进化的机制

之间，放上一个等号。”6

图 4.2. 图示南美洲加拉帕格斯（Galápagos）地雀
短而粗硕的鸟喙易食硬壳种子，

长鸟喙易深入树皮觅食昆虫和其它微小的有机体。

为什么勉强？因为正如杜布赞斯基承认的那样，尽管

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和构建产生微进化的实验，但我们却无

法观察到（或以实验产生）广进化。即使在杜布赞斯基写

下这话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广进化的所有观察与实验，

仍然很快碰壁。即使是繁殖迅速且数量众多的微生物，可

以经过数千万代产生数百万个突变，但我们仍然只能在它

们身上观察到微进化。

那么，什么“迫使”杜布赞斯基把微进化和广进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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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号？似乎这是他对广进化概念的承诺，同时又坦承广

进化缺乏直接观察的证据。也就是说，他想证明生命的整

体多样性的产生，不需要比微进化更高的任何机制。这是

因为他无法观察或以实验产生广进化，因此决定退而求其

次，先示范微进化，然后将其等同广进化。

当然，杜布赞斯基和其他进化理论家可以自由地将两

者等同起来，但是我们其余的人也可以自由地指出其关键

的区别——杜布赞斯基本人也指出这二者不相同。确实，

理性促使我们承认这最重要的区别，即二者不是一回事，

这是明确思考此问题的关键。

难道纯机率、不受指引的微进化，累积之后会导致显

著的广进化吗？例如，它们会导致第一批海洋动物、第一

批恐龙或第一批哺乳类动物的崛起吗？他们会在蝙蝠中产

生声纳吗？若不先承认微进化与广进化之间的明显区别，

我们甚至无法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

模糊概念（一词多义）的警告

模糊概念或偷换概念，是在辩论中途更改单词含义的

逻辑谬误。例如以下的辩论：“每当阳光明媚时（sunny），

街道就会干燥。哈丽雅特（Harriet）性格开朗（sunny）。

因此，每当哈丽雅特这条狗外出时，街道都是干燥的。”

前一句的“sunny”一词意味着阳光明媚；后一句的“sunny”

意味着乐观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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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进化论的论点，常诉诸于模棱两可的模糊概念，

因为进化论一词可以指多个不同的意义。例如，有人说进

化是事实，他的意思是，偶然的遗传突变经过自然选择已

经产生了广进化——即生命历史中产生新结构和新形态的

进化。假设他后来又引用育种员如何培育不同种类的狗（通

过人工选择所进行的微进化），来证明他所说的进化。那

么，他首先说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进行广进化，但随后用

的进化则是通过人工选择所进行的微进化。进化论者以两

种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论点中使用同一个术语，让它看起

来好像含义没有改变，或者至少没有显著改变。这就是模

糊概念谬误的例子。

但我们还必须理解，那些模糊“进化”一词的人可能

并不是出于有意；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模糊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跟着他们走。相反地，下次再有

人坚持有关“进化”的说法时，请按“暂停”键，并询问

他所说的确切含义。并且，如果他指出了进化的证据，就

问自己，这证据是在证明哪种进化（如果有的话）？它是

否充分确认了一个完整的、未经指导的，从微生物到人类

这样的进化？它是否对该论点有帮助但不确定？还是他提

供的证据完全不对题？如果是这样，还需要什么（如果有

的话）才能确实证明一个完整的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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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立的解释

在评估现代进化论的主张时，一个合理的目标是尽可

能理性地进行研究，并应该追随证据不论它引向何方。模

糊“进化”一词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目标。它只会使思考

迷茫和混乱，而我们要的是清晰的洞察力。那么，我们如

何才能以证据为导向，合理地探讨真相呢？生物起源科学

是一门历史性科学，而历史性科学已经发展出一种公认的

法则，正是以证据为引导来理性地思考和研究。

历史性科学的研究，是以目前客观所具备的线索，来解

开关于过去难解的奥秘。在历史性科学中，研究学者针对过

去的某一事件或一组线索，比较对它们各种不同的解释。有

时有两个或多个解释似乎都足以说明所讨论的事件。假如可

以找到一个决定性打破僵局（tie-breaking）的线索，那么某

一种解释就可以取代其他解释。如果不是这样，却贸然宣称

某一种解释为“真理”而排斥其他解释，那就不对了。

以法医学（Forensics）为例，法医学是用于研究犯罪

现场。例如一名男子被发现死在家中，法医到现场，要求

调查并确定死亡原因。他死于某种自然疾病？被谋杀？自

杀？或意外？该男子被发现死在他家的浴缸中，并有重击

头后部的证据。其中一名调查员得出结论，该男子滑倒，

其头部撞向了浴缸的侧面。该调查员理论道，一个人不太

能用力地击打自己的后脑勺自杀。所以他宣布，这显然不

是自杀，而是意外死亡。



第四章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与进化

109

但是另一位调查员指出，这名男子可能被其他人打击

了后脑勺；也许这不是意外。第一位调查员再指出头部后

侧的打击，并表示该打击与他的意外跌倒理论完全一致。

他说，可以结案了。但当第二位调查员皱起眉头表示不同

的想法时，第一位调查员指责他那是为了耸人听闻，以戏

剧性的谋杀为其解释。第一调查员进一步指出，没有证据

表明有人强行进入屋内。如果每起卫生间意外事故都归因

于一个神秘的凶手，那么阴谋论将没完没了。不，他将坚

持写报告指明这是一个简单的意外。房主滑倒、撞到头、

死了。故事结束。

法医专家可以这样做吗？当然不能。他还没有给谋杀

假说足够的考虑。相反，他应该承认此外还有另一种解释，

并且这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案例。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以确定谁最接近真相。

第一位调查员提到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那很好，但

那远不是决定性的观察。这个死者有可能被朋友或家人谋

杀，也可能他前门忘了上锁。第一位调查员不应急于做出

判断，而应更加仔细地搜索现场，以获取更多可能打破僵

局的线索，来得到真正决定性的证据。如果他这样做，他

可能在走廊间找到一个锡合金书挡（pewter bookend）,*

上面有最近用漂白剂清洗过的痕迹，而另一个书挡则没有。

书挡的形状也与死者头后部的伤口相吻合。如果第一个调

查员坚持他的结论的话，这重要的线索就会被完全忽略了。

* 这是用金属铸造，特殊设计，左右两具，有相当重量的书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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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生物学中也有一种情形与上述虚构的情况相同。

各种物种在遗传学上，都能观察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例

如，有一组基因在身体发育时参与安排身体的结构；这些

称之为 Hox 基因。我们可以看到物种中的 Hox 基因在绝

然不同的生物，如果蝇、章鱼和人类中，都可以找到其相

似性。进化理论学家就依此断言，共同祖先就是这些遗传

相似性的解释。也就是说，相似的基因可以说是从共同祖

先传给了这些后代，不同形式的物种都拥有这些共同基因。

好吧，那是遗传相似性可能的一种解释，但这并不是唯一

的解释。

就好像软件设计师在设计新软件时，在不同的场合重

复使用某些程序码一样。或像汽车设计师设计新车，重复

使用四轮两轴的原理。生物的设计师也可能在不同物种之

间，重复使用某些遗传密码；这也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计算机科学家温斯顿·埃韦特（Winston Ewert）认为，

论到各种基因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模式，与我们在软件

设计师的工作中所见到软件模块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雷同。

即使他们在构建软件程序时加入新元素，或将现有模块重

新安排，也会在不同的情况下重复使用一些软件模块。埃

韦特（Ewert）认为，像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模式更符

合有目的性的设计原则，也正是透过了遗传程序（genetic 

program）的编码使生物界中的生物形态多样化。7

不幸的是，一些进化理论家就像上面的第一位调查员

一样，认为另一个说法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将谋杀假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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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外。然后他简单地重申，意外跌倒死亡的解释，与受

害者头部后侧的打击相吻合。同样，这些进化理论学家坚

持认为，有目的性设计的推测“不是科学”，且认为经由

无指导的进化推论出：“共同祖先是遗传相似性的唯一解

释”这个结果，根本不必再多讨论。

废品 DNA 或废品辩论？

幸运的是，其他一些进化理论学家的论点比这要稍好

一些。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所说，有机体通过不断反复且

盲目的进化过程，将会产生大量的遗传废品，而我们的基

因组中充斥着废品 DNA。他们说，这正是进化论所预期的，

要是生命是智能的产物，就不应是这样。

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和卡尔·吉伯

森（Karl Giberson）提供了一个有关合成维生素 C 的基因

的例子。他们写道：“灵长类（包括人类）的饮食中都需

要维生素 C，否则他们将患上一种称为坏血病的疾病。”

又说：“怎么回事？人类基因组只有可以合成维生素 C 该

酶基因的退化拷贝，这个‘破裂的’基因丢失了一半以上

的编码序列。要宣称人类基因组是上帝独立创造的，而不

是由一个共同祖先后代遗传的，意味着上帝将一条破碎的

DNA 插入了我们的基因组中。这是非常不合理的。”8 这

样一个断裂的基因称之为“假基因”（pseudogene）。

但是，对此说法是有解释的。遗传错误很容易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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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退化。“无误的原始设计”可能在传代的过程，承

担了突变的错误。尽管复制过程非常精确，甚至包含一个

极其复杂的错误校正系统，但它并非完全没有错误，因此

错误可能会在基因组的某些部分中积累。

而且，由于黑猩猩和人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相似（毕

竟它们都是灵长类动物），因此它们在相似位置具有相似

的遗传序列也就不足为奇。该基因在人类世系中不再起作

用的事实，并不能成为人类与黑猩猩有共同祖先的证据，

也不能成为不是基于共同设计的证据。

此外，所谓的假基因对维生素 C 的生产不起作用的事

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任何功能。它可能仍具有一些，

尚未发现的功能。而达尔文主义的范式并不鼓励进一步探

求此基因，和许多其他尚未确定的基因之功能。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余未突变的部分还是完整

的？”如果该基因完全无用，为什么其余的部分没有进一

步突变，或从基因组中被淘汰呢？我猜想它不发生突变或

消失，是因为可能对个体有害，从而降低了个体的生存机

会；因为该基因可能具有功能。因此，保留了未突变的部

分，起到了一些尚不确定但必需的功能。

最后，如果柯林斯，吉伯森和其他人讲的进化论述是

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期望从“缺乏合成维生素 C 能

力”的各类动物之间，更广泛的系统发育（phylogenetic）

关系模式来证实。但情况恰恰相反。正如塞巴斯蒂安·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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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 亚 蒂（Sebastian J. Padayatty） 和 马 克· 莱 文（Mark 

Levine）在《口腔疾病》杂志上所写的那样，许多“缺乏

维生素 C 合成能力的动物”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系统发育

的亲缘关系。这意味着许多独立、非遗传的突变可以导致

相同的表型（phenotype），而且没有显而易见共同环境

的影响。迄今为止，对于维生素 C 合成能力的明显随机丧

失，从进化论的角度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9

至于基因组中的极大部分，被进化理论学家认为是进

化过程留下的“废品 DNA”，但有些研究的成果却似乎

支持设计论的假设，多过于盲目进化的假设。设计理论家

们数年前就曾预测，许多进化论支持者所认定为“废品”

的 DNA，将会被发现它们具有重要的功能，10 而且这预

测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不但如此，每年科学家们都发现更

多证据，证明这种所谓的废品具有前所未知的功能。

安·高格（Ann Gauger），奥拉·霍斯耶（Ola Hössjer）

和科林·里维斯（Colin Reeves）表示：“假基因在科学

文献中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废品’。”

但他们说，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他们写道：“在对假基因

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常常发现它们是有功能的，并且以

某些非标准的方式……部分的原因是假基因可能仅在特定

的发育阶段，才在特定组织中有活性，因而使其功能难以

鉴定。尽管如此，该领域的研究学者相信继续进行的研究

将会发现更多功能性的证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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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证伪测验

除了遗传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外，还有其他打破僵局

的潜在线索也值得考虑。这些证据可能指向创造性智能的

工作，而不指向盲目进化。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其中证据

之一，达尔文主义者是如何回应的，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又

以为如何。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检验

甚至证伪（falsify）他的进化论。他写道：“如果能够证

明存在着的任何复杂的器官，而这些器官不能通过大量的、

连续的、微小的修正而逐渐形成的话，那么我的理论就彻

底崩溃。”12* 随着高功率显微镜和崭新观察技术的发展，

我们现在知道许多生物结构的分子层面，有可能作为证伪

达尔文理论的证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发现了许

多微小复杂的生物结构，通常称之为分子机器。里海大学

（Lehigh University）生物化学教授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辩称，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不可能像达尔文所设想的

那样，是通过进化产生，因此就可以证伪达尔文主义。他

建议对分子机器的起源更好的解释，是有目的的设计；设

计智能造成了它们。

贝希理论的核心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他将不可

简化的复杂性定义为“由数件相互匹配且相互作用的部分，

* 眼睛内部有多种完全不同的细胞组织，必须同时到场，同时进化完成才能有功
能，这是极不可能的。因此，达尔文认为眼睛最初是不存在的。但这又与化
石证据不符。见第五章寒武纪海洋动物化石中的眼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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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单个系统。如去除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导致该

系统完全停止运作。”13 如果此类分子机器存在，他们如

何能从“一次只迈出一微小步”的进化中产生？因为在所

有重要部分都到位之前，它是无法工作和存在。分子生物

学已经发现了几种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分子机器，这些纳米

技术的奇迹是不可能像达尔文及其继承者所设想的，以无

计划、杂乱随机地的渐进方式发展出来。

图 4.3. 用捕鼠器作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范例

为了掌握“不可简化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设想一台

熟悉的机器，即普通的老鼠夹。就机器而言，它是相对简

单，但正如贝希所指出的，它仍然需要“几个匹配得很好

相互作用的部件”，14 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拆除“打击锤”，

则老鼠不会被夹住。如果没有“扳机杆”来扳住打击锤，

则老鼠夹将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不会捕获任何东西。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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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这些关键部分其中一个，就不再是个有功能的老鼠夹。

这就是贝希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含义。

能干的小引擎

现在让我们从相对简单的捕鼠器转移目光，看看生物

学的例子。贝希在他的《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中列举了

几个例子，15 其中包括人类凝血系统和眼睛的感光机制。

但是，让我们专注看他那最著名的例子：一个微型马达，

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Formula 1”* 大赛中获胜的跑车引

擎更耀眼。

图 4.4. 电子显微镜下的细菌。
椭圆形结构是细菌母体，细长的尾状体即为鞭毛。

*Formula 1 是国际跑车大赛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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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显微镜下，细菌鞭毛是一条长鞭状的尾巴，从

豆形细菌母体中伸出（图 4.4）。但不仅仅如此而已，现

在我们知道，这种鞭毛起着马达的作用。它每分钟旋转数

千次，好像一个推进器在水中推动船只那样使细菌活动。

类似于人造机器，鞭毛马达的部件具有连接到转子的

驱动轴，该转子在定子内旋转并由轴套锚固。但是与船用

马达不同，它是以氢离子而不是汽油为燃料。

图 4.5. 图示细菌鞭毛马达的主要部件

生物学家应用先进的电子显微镜，不仅能够看到鞭毛，

而且能够了解这种非凡的纳米机器的微小部件。我们可以

在下面的示意图中看到其中的一些（图 4.5）。请记住，

实际鞭毛比这个简化图纸所展示的要精密得多 !

那么细菌鞭毛与进化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现代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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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是真的话，那么按照达尔文的理论，这种非凡的纳

米机器必须经过“无数次、连续、微小的修改”进化出来。

并且进化过程不涉及任何智能，只能由一系列微小的随机

突变，经过数千或数百万代自然选择的筛选，逐渐发展

而来。

过程中每个突变步骤都必须很小，因为产生一次巨大

改进性的突变之机率太微小了。（这是新达尔文主义者的

标准观点。*）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将一盒 Scrabble 拼字游

戏的字母随意扔到玩板上，并期望它们整齐地，拼出完整、

互锁的英文单词。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随机遗传突变，会

使 DNA 突然一次排列出细菌鞭毛的正确编码。不，要想

有可能，就必须以极微小的变化，步步为营。

此外，进化路径上的每个微小的步骤都必须具有功能，

藉以提供选择性优势才能传递给下一代。一个突变后来被

证明为有用，这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进化不会预先知

道将来；进化是盲目的。因此，进化论家理查德·道金斯

称之为“盲人钟表制造师”，并以之为他的书名。这个过

程本身并不会看向未来，而自言自语道：“我想，细菌有

一条可以推动它的尾巴不是很方便吗 ? 我认为，经过多代

的努力，我将找到并组装几十种不同的，非常专业的部件，

促成一个时髦的马达。”不，进化不会看向未来，也不会

思想。

* 依达尔文的理论，不能有大跃进的突变，即所谓的 Saltation。但是有学者提议
第一只鸟是从恐龙卵中突变孵化出来的，这是一种大跃进的突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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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中有时会有一个小小的随机突变，这突变要么

对该有机体有所帮助，要么无济于事。它要么传给下一代，

要么不传给下一代。是否某一天某一个突变与各种其他可

能的突变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用的组件，这都与进化

过程无关。进化过程不在乎未来，唯一重要的是，新突变

是否产生了有利于个体在“当时”存活和繁殖的功能。除

此以外，进化过程对其他事物都是盲目的。

因此，从简单的祖先到装备齐全的鞭毛马达，进化需

要一系列微小且具有功能的步骤，才能建造细菌鞭毛。但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途径，反而有证据表明，整个结构以及

所有的部件都必须同时在场和到位，才能推动细菌母体。

就好比老鼠夹的例子，如果只有某些个基本部分，则不能

作为鞭毛用。假如其中一个部件（或多个部件）无效或遗失，

整个鞭毛就会停止运转。又如果所有部件都存在且都状态

良好，但却安装不正确，那么鞭毛也无法工作，它只会消

耗细菌母体中宝贵的资源，从而降低它存活的可能性。

当然，细菌鞭毛确实在起着作用。但这种技术奇迹是

如何产生的？现代进化论的支持者试图提供一个故事，讲

述如何经过一系列幸运的巧合演变出这样的系统。有一种

他们提出的想法是所谓的“共择”（co-option）。也就是

说，自然界在创造细菌鞭毛的过程中，“共择”了较简单

的分子机器。认真地说，这确是一个创意，然而即使从原

理上来讲，它也面临着严重的缺陷。较简单的机器上的部

件，仍旧必须进行重新加工，才能在细菌鞭毛中发挥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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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且必须以某种方式全部安装到位。正如一位机械

巧匠必须重新加工，并仔细组装从旧割草机拆下的部件，

才能制造出一辆卡丁车（go-kart，小电动车）一样。

进化论者提出了一种可能，他们认为某一种分子机器

（ 一 种 称 为 III 型（type III） 分 泌 系 统（TTSS） 的 针 状

复合物 *）, 是细菌鞭毛的前身。TTSS 是否有助于铺平通

往细菌鞭毛的进化途径？这个说法有几个问题，正如斯科

特· 明 尼 希（Scott Minnich） 和 史 蒂 芬· 迈 尔（Stephen 

Meyer）所解释的那样：

根据本文提出的一些发现，这种论点似乎只有表

面粗浅的合理性。首先，若以 TTSS 来做解释，

它只会产生更多复杂的问题。如本文所示，拥有

多个 TTSS 时它们会互相干扰。二者如果不隔离，

则会失去一个或两个系统都失去。此外，鞭毛马

达中的其他三十种蛋白质（不存在 TTSS 中）是

该马达所独有的，而且在任何其他生物系统中均

未发现过。那么，这三十种蛋白质从何“共择”

而来？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所有用于制造鞭毛马

达的蛋白质部件，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都能以某

种方式在场，这些部件仍需要按照“正确的时间

和次序”出现，以进行组装，类似于汽车在工厂

中的组装方式。然而，为了编排鞭毛马达各部分

的装配次序，该细菌尚需要一个复杂的遗传指令

* 指鼠疫杆菌中向人体注射毒剂的纳米针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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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许多其他蛋白质机器在准确的时间执行

这些装配的指令。可以说，这个系统本身也是不

可简化且复杂的。不论如何，“共择”这论点其

实是默认了，以试图要解释的机制已存在为其前

提——就是功能上相互依赖的蛋白质系统。最后

一点，从基因序列的系统进化分析来看，鞭毛运

动蛋白是首先出现的，而泵蛋白 * 出现在其后。换

句话说，如果有那么一回事的话，那泵应该是从

马达演变而来的，而非泵在马达之先。16

回到细菌鞭毛的起源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

针对这上述的观察提出合理的一步一步的进化过程，连一

个也没有。因此，正如贝希所指出的，达尔文的理论通不

过达尔文自己提出的证伪检验。

细菌鞭毛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还有许多复杂的系统，

没有人曾解释它们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细微的、连续的改

良，进化而来。即使是大略近似的说明都没有。确实如此，

没有任何一个进化论学者能为任何不可简化的复杂生物系

统，提供详细、可执行的进化途径。

假设性的故事，又缺乏证据和细节是不够的。现代进

化论无法解释我们在生物学中非常重要的观察，在没有合

理解释此类系统如何通过纯自然机制逐步进化的情况下，

进化论实际上不能通过达尔文所提出，最基本的证伪测试。

* 泵蛋白是指上述的毒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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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体中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

让我们从微小的生物机器，转移到人体中大型不可简

化的复杂系统，其中之一是将血液和氧气输送到身体组织

的系统。此类工作需要协调多个“有非常精细规格的结构”

和子系统，才能顺利运作。我们需要心脏和一系列的血管，

构成心血管系统。我们还需要呼吸系统，包括肺、气管和

肌肉，将空气引入人体。心血管系统的许多基本部件必须

安置于正确的部位，以使该系统正常工作。并且为了使氧

气吸收到组织中，它也必须与呼吸系统进行精确的配合。

就如舞者间美妙又复杂的舞步，而这呼吸系统的各基本部

件也需要安装到位。

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子系统必须与之配合使用，但

是在这里，我们仅将重点关注以下两个系统。它们至关重

要，因为身体中的细胞需要氧气以保持存活和运作。17

呼吸系统包含肺和气管以及重要的肌肉，包括横膈膜。

当横膈膜收缩时，空气通过气管被吸入肺部。肺、气管和

肌肉都必须协同工作，以使呼吸系统正常运转。然而，仅

仅空气进入肺部，但氧气无法进入血液，那也是无效的。

因此，在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之间需要一个精密建构的

界面，以连接此二互相依赖的系统。

肺中接收空气的葡萄状微小囊，称为肺泡或肺泡囊。

这些囊周围的微血管称为肺毛细血管。当血液抵达进入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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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时，其氧气含量低且颜色呈紫红色。吸收氧气后，血液

变成鲜红色。

图 4.6. 肺泡囊和肺毛细血管的示意图

肺泡囊和毛细血管共同形成的界面，使氧气从呼吸道

进入血液。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必须彼此靠近，并且泡壁

和管壁都必须异常的薄，才能使氧气有效地渗透过去。而

且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肺泡和毛细血管以供足够量的氧气透

过。所有这些都必须非常精确地被建构，才能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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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氧气输送的猛兽

然而，即使拥有完整的心血管系统、完整的呼吸系统

以及它们之间的完整界面，仍然不会有足够的氧气输送到

组织中。为什么不能呢？这是因为氧气在血液（无红血球

的血浆）中的溶解度非常低，因此血浆无法吸收和运输足

够的氧气来维持生命。为了向细胞输送足够的氧气，我们

需要将近 50 倍的溶解度。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生物工程问题。解决此问题有

哪些选择？一种选择是扩大每个系统以吸收和携带更多的

氧气。不幸的是，这将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每个部分

都必须增大很多倍。心脏会比胸部大。肺会更大。那么所

有的血管和气道将置于何处？人体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

它。因此，系统扩大不是选项。需要有一种方法使血液中

的氧气溶解量增加五十倍，而又不会显著增大心脏、肺和

血管的体积。最聪明的化学家也会被这个问题难倒。

那么如何解决这问题？答案在一个叫做血红蛋白的

分子！

血红蛋白是一种蛋白质，与所有蛋白质一样，它同样

是用二十个氨基酸字母编码出来的。用语言来类比会更有

启发性，但也必须先说明一下。氨基酸无法像人类语言那

样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但它非常类似一个复杂机器中

具精确规格的部件。它们形同一个软件或一篇文章，其中

“字母”的选择和顺序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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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本段的文字是经过精确选择排列的，用来介绍有

关血红蛋白的种种，同样血红蛋白的四个链中也是一样，

精确地排列了各种氨基酸（四条链中包含 574 个氨基酸），

以使血红蛋白分子具有恰切的形状和功能。* 血红蛋白与其

他千百种蛋白质类似，有一个极其复杂且惊人的构造，经

过精调以执行关键功能。一个血红蛋白分子可以结合四个

氧分子，并在机体组织需要的位置和时间释放它们。一个

红细胞（红血球）中可有多达 2.8 亿个血红蛋白分子。18

每公升血液中约有 5 万亿个红血球，而成年人体内平均约

有 5 公升血液。通过将四个氧分子与每个血红蛋白分子结

合，红血球中又具有如此多的血红蛋白分子，血液中又具

有如此之多的红血球，才能够为人体组织提供足够的氧气

以维持生命。19

至于蛋白质，请记住，它对氨基酸序列错误的容忍度

通常是非常有限的，随机突变通常会导致功能降低或丧失。

确实，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证据表明，高度复杂的氨基酸序

列的折叠编码（以成为具功能的形状）只能忍受极些微的

改变，再多，该蛋白质就丧失功能。例如，《分子生物学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这样的例子：若要随机产生一

个长度仅为 153 个氨基酸的蛋白质，且具有恰好正确的序

列并折叠执行特定的功能，其机率约为 10 的 77 次方分之

一，20 写成分数的话，分子是 1，分母是 1 跟着 77 个零。

（以下还有更多例子。）

* 译注 : 蛋白质的功能取决于其条链折叠后的形状，而其折叠的方式和最后的形
状取决于氨基酸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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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总结

心血管系统好像一个出色的管弦乐团，各乐器间有完

美奇妙的协调，但不同之处是，乐团若缺少一种乐器，演

奏效果只会减色而已。但若心血管系统少了一个子系统，

它就会完全停止工作。我们需要所有的子系统都在场，都

在工作，而且全部都经过精心协调，才能使人体的各部位

都能获取足够的氧气。

从来没有人能够详细说明，心血管系统是如何通过盲

目的自然力量，逐渐进化产生。即使一个功能齐全的心血

管系统，能够以某种方式进化产生，* 这仍然是不够的。

请记住达尔文提出的挑战：“如果能够证明任何复杂的器

官，无法通过无数次、连续、轻微的修改而形成，那么我

的理论将彻底崩溃。”这挑战不但适用于单个器官，也同

样适用于相互依赖的器官系统，这类系统若没有各部器官

相互的配合就无法生存和发挥作用。就如向我们体内的细

胞提供氧气的系统，必须包括心血管子系统及其所有重要

的组成部分、呼吸子系统及其所有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

它们之间精确构造的界面，以及具有特殊粘接特性的血红

蛋白分子，才能携带足够数量的氧分子。

这些系统和子系统没有一个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不同

时具备所有这些系统部件，我们就无法存活。因此，自然

* 如进化论者声称“这是进化的事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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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能一次只进化出少数几个部件或子系统，然后等无数

代，等到其他部件和子系统不断演化来配合成一完整的系

统。大自然甚至等不及仅一代的时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这种情况下，进化的步骤必须是巨大创造性的飞跃，而

不是微小的步伐。就好比将拼字游戏字母扔到桌上，可以

奇迹般地拼出一系列互锁的英语单词，进而这些单词组合

后，可以得到一出包含多幕剧的精美剧本。*

当然，生物界内的心血管 / 呼吸系统，不像人体的那

样复杂，但是它们仍具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并且依然没有

人能够从这些相对简单的系统（以人类工程标准看仍旧是

不可想象的复杂），提供详细的功能性进化途径，以一步

一步地产生心血管 / 呼吸系统。

中性进化

面对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挑战，进化论者提出了其他

方案（除了上面讨论的“共择”方案之外），来解释这种

复杂系统如何以无指导的偶然过程产生。例如，有人认为

“中性进化”可能有助于解释新的生物功能的起源。简而

言之，中性进化是基于以下观察结果：DNA 中的某些突

变既无害又无益，那是中性的，这些突变似乎对生物没有

重大影响。结果，自然选择既不会淘汰也不会选择这些中

* 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不可简化的复杂性”，除非在进化过程中有大幅度、
奇迹式的变化，和该理论相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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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突变。支持者声称，这些突变可能会继续累增，直到后

来某个时候它们碰巧幸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对有机体产

生积极的帮助。

最受欢迎的建议之一是，也许某个基因经过复制后，

其中一个拷贝通过随机中性突变来做“实验”，而另一个

拷贝则保持了原来有机体生存所需的功能。假设做“实验”

的副本最终取得了较复杂的功能，那么另一个拷贝就可以

被淘汰了。21 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是已经发现了

如下的一些问题：

1. 任何循序渐进的方案都是完全假想的，缺乏支持

逐步进化出新系统的证据。

2. 中性进化避免了给定 DNA 序列，必须在每个变异

步骤中都要有作用的困难。* 但它要付出昂贵的代

价，因为此过程必须在“没有自然选择以保留有

益变异”的情况下建立。在中性进化中，没有任

何机制可以锁定某些突变，使它们完成构建相关

系统或子系统所需的基因序列。请记住，据本理

论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性进化都不会考虑是

否适应的因素，尤其是对可能有用的突变。因此，

中性的进化放弃了自然选择，而听任于随机取舍，

即靠运气。然而，要构建整个生物学中发现的各

种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运气是一个最差的选项。

随着序列中所需单元数的增加，偶然发生的可能

* 意即在此情况下，不需要有选择优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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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相对几何级数的减少。要等该序列增长到可

以进行编码产生一个功能系统，这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尽管中性突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积累在

有机体中的 DNA 内，但这些中性突变仍旧无法解

释，新的和复杂精密的有机体特性是如何产生的。

3. 有机体要尝试一些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突变，要

付上很高的能源成本的。有证据显示，某些有机

体会使那些没有适应性 / 选择性优势的基因迅速失

活。22

像一个鼬鼠

进化论的支持者可能会退一步认为，进化论对此或彼

不同场景的解释虽然可能有个别的缺点。但他们至少知道

DNA 中随机单点突变，可以在基因和蛋白质的层面，做

出令人讶异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进化肯定可以逐

渐积累新的功能遗传密码，进而产生新功能、新特征、新

器官、新物种，甚至是整个新的个体构造。现在就让我们

考虑一下这说法的前半部分，如果现代进化论可以在任何

地方都起作用，那么它就应该在基因和个别的蛋白质最基

础的层面上起作用。

在分子生物学的领域内，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基因和许

多不同种类的蛋白质。简而言之，暂时不考虑 RNA，让

我们假设一个基因是一段 DNA，可以编码一种给定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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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23 DNA 中的信息含量基于 DNA 中四个字母（碱基）

的排列，这些字母被其他分子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并组

织成称为双螺旋的特殊螺旋中。DNA 中碱基的排列方式，

相当于本书的句子和段落中字母的排列方式。所不同的是，

在英语中是二十六个字母，而在 DNA 中则是四个字母，

通常缩写为 A、T、G 和 C。在这两种情况下，正是这些

字母的特定顺序给予了含义或功能。仅将所有的 DNA 字

母堆砌在一起是不足够的，必须使它们按照特定的功能序

列排列，就好像句子的字母必须具有某种特定的顺序才能

产生意义一样。

DNA 中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它确定了蛋白质中

氨基酸序列的安排，这在前面已经稍稍讨论过。再说，蛋

白质合成中使用了二十种不同的氨基酸。又如前述蛋白质

与 DNA 的关系是：DNA 中四个字母不同的排列，决定了

二十种氨基酸字母的编码。例如，上述具有 574 个氨基酸

的血红蛋白分子，必须有正确的氨基酸字母并以正确的顺

序排列，才能正确折叠并正常运作。正确的氨基酸被安置

于正确序列中取决于基因中的信息，而基因中的信息基于

四个 DNA 字母（A、T、G 和 C）的正确排列顺序。

科学家们在 20 世纪破译了遗传密码，使我们知道细

胞如何获取 DNA 中的信息（碱基序列），并将其转换为

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序列。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24 但就我

们的目的而言，主要需知道的是这过程非常地精确。如果

在 DNA 中插入了错误的碱基，则该突变错误会以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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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形式传递给蛋白质。就像一个单词的拼写错误一样，

基因突变会使蛋白质改变。蛋白质中错误的氨基酸可能会

导致蛋白质折叠错误，无法正常工作或根本不工作。

让我们思考一个人类语言的例子。用莎士比亚戏剧

《哈姆雷特》中的简单句子做例子：“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sel。”（我想它像一只鼬鼠）。如果我们把最后一

个单字错写成：“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kel。”这该怎

么办？ Weakel 不是英语单字，这个句子不再具有意义，

这就是失去了功能。同样，我们知道突变通常会给生物带

来严重的问题。例如，研究学者已经确定了与果蝇繁殖有

关的蛋白质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正常功能的丧失，最终

导致在蛹或幼虫期就过早死亡。其中一些致命的结果就是

由单点突变（DNA 序列中单个核苷酸“字母”的变化），

所引起的。25

这样看来，错误似乎很明显是不好的，对吧？奇怪的

是，进化论的支持者认为，同样这类的错误却是进化过程

中的原始材料。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他们认为这些错误可

以导致蛋白质的改善。

现在，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

建立像我们的氧气传输那样的系统，需要大量的创造力和

前瞻远见。然而，根据进化论的说法，这可都是由于在我

们的 DNA 中发生了一系列“有用的突变事故”的结果。

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宣称。与其嗤之以鼻，我们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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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否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有利于这说法。但事实证明，

尽管数十年来全球众多科学家获得极其丰厚的研究经费，

并付出孜孜不倦的努力，仍然找不到证据。到目前为止尚

无详细的路线图来说明，基因突变如何能导致重大的改进

和创新。也没有循序渐进以致机体改进的报告。26 在没有

此类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质疑是非常合理的。

现代进化论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些蛋白质的例子，当它

被破坏时，在独特条件下会具有优势。但是，已经发现的

少数此类例子往往是双刄剑。例如，蛋白质突变的错误可

能会使有机体抵抗某些特定疾病，但也会使该蛋白质无法

发挥它全部正常的功能。27

一位在英格兰剑桥实验室工作的研究者道格拉斯·阿

克斯（Douglas Axe）计算出，偶然产生 153 个氨基酸的

某特定蛋白质的机率是 1077 分之一（即 10 之后 77 个零分

之 1）。要获得如该长度的其他任何一种蛋白质功能序列，

机率也不会太高，大约是 1074 分之 1。对于那样长度的每

一种功能序列，都会伴随着大量无意义的编排序列，28 好

比在无数的随机编序的茫茫大海中泳游，希望能恰巧碰上

一个“极其稀有且具功能”的蛋白质折叠编排序列。

由于随机编序可能的数目是如此巨大，我们需要用一

个比喻来帮助思考。我们的银河系中大约有 1000 亿颗恒

星，等于约 1067 个原子。那么，从银河系所有原子中随机

盲目地选出某一个给定原子，其概率要比随机碰上一个新

的、有功能折叠的蛋白质还要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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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产生显著的生物变化，进化必须偶然地发

现许多的功能蛋白序列。而且，在极多数情况下，还需要

多种相互配合的蛋白质，才能产生某种对自然选择有利的

生物功能。例如所有生物学中发现的许多蛋白质复合物和

分子机器。因此，即使阿克斯根据实验室的估计值高估了

许多个数量级，但对达尔文进化论本质的挑战仍然存在：

在茫茫大海中无数不具功能的蛋白质，反复遇见上了具有

功能和新结构的蛋白质，这机率是微乎其微的。

惯性思维

既然有如此确实的证据反对现代进化论，为什么它的

支持者仍然要坚持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是猜测性的，即便任何两位科学家，他们的想法也不大可

能完全相同，更不用说所有进化论支持者的想法。但是广

泛地讲，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项地道的人类企业，人类的弱

点也混杂在其中。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已彻底证明，即

使面对越来越多的相反证据，尽管是非常成功的科学家，

也倾向于坚持他们长期以来所偏爱的理论。就像谚语说的

那样，科学往往是随着每一次葬礼而一点点改变的。30* 在

起源科学中尤其如此，我们经常需要推论一些无法在实验

室中复制观察的历史事件。尤有甚者，当某些支持进化论

者以他们个人的世界观（也就是没有创造者，而且最终的

* 意思是新科学被接受需要很长的时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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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无非就是物质和能量而已）为前提时，他们更是不容

易接受上段所提的证据。

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相反的证据，进化论学者如何合理

化他们对该理论的支持？他们之中承认上述问题的人表

示，他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但同时仍应该接受进化论，让

科学来寻找缺失的证据，不然的话，就是“放弃科学”。

他们会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人要求他

们放弃科学。他们应当摒弃的是现代达尔文主义，或者更

确切地说，就是依据纯粹盲目的进化机制，可以产生所有

多姿多彩不同物种的想法。应当拒绝让错误的范式（para-

digm）来取代证据。起源生物学应该尽其所能，继续进行

有前途的研究，包括进化机制可能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等。

没有理由去坚持一个已经被推论证明，完全不足以解释生

物新形态和新信息起源的达尔文理论。

非共同祖先

回想一下，现代进化论认为生命始于一个单细胞生物，

而单细胞又进化为其他新形态。依此类推，一直到我们周

围所有多样化的生物形态出现为止。这个想法是透过一个

逐步分支的生命树（进化树）来说明，但是哪些生命形态

起源于哪些祖先？猫从何演化而来？熊和猫有近亲关系

吗？还是远亲关系？乌龟从何而来？鲸呢？即使假定所有

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关于特定物种在进化树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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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成千上万的问题。为了填补这些细节，科学家采用

了活体和化石当佐证，并且在跨物种间寻找相似的特征。

用来比较的特征可以是基因、生化或形态学上的。

他们还作了一个假设，即相似性通常都显示出进化的

血缘关系。然而我们可以对两种独立的生命体之间的相似

性，是基于共同设计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例如，在许多

不同类型的车辆上都有车轮，这并不是因为从某一类型车

会自然演变成另一类型车，而是因为车轮的设计在许多不

同的景况下都是很有用的。但是现代达尔文主义者将设计

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并坚持认为不同生命体之间的相似性，

不能以共同设计作为可能的解释之一。

需要澄清的是，进化论者并不假设物种之间的每个相

似之处，都归因于拥有该特征的某个共同祖先。进化论

者将一些例外的情况称之为收敛进化（convergent evolu-

tion）。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进化过程在生命历史中

可以“多次发明相似的共同特征”；例如，据他们认为鱼

和海豚类似的身体形态，是分别进化而来的。*

但是一般来说，相似性被认为是共享了拥有该特征的

祖先造成的。粗略地说，两个物种越相似，它们与共同祖

先的年代就越接近。例如，山猫和非洲狮子的共同祖先，

要比狮子和熊的共同祖先离我们现在更近。

但是用于构建进化树的数据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且

* 因为一个是鱼类，一个是哺乳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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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解释而不同。这本身并不是“无指导进化论共同祖先命

题”的致命弱点。然而，有一点可能是致命的：使用不同

的数据，可以构成完全不同且相互矛盾的进化树。

当进化论者基于形式（形态学上的）对植物，动物和

微生物构建进化树时，结果与他们根据 DNA 序列的比较，

所构建出的进化树完全不同。即使是基于 DNA 序列所得

到的各种进化树，也经常相互冲突。由于我们的基因组极

其庞大而复杂，为了容易处理，进化生物学家将注意力集

中在基因组某一个特定区域，并在不同物种之间比较这部

分。因此，遗传进化树 A 是基于基因组的某一部分。进化

树 B 基于另一部分。进化树 C 又基于另一部分等。每一

段基因区域推导出不同的进化树，并且这些树往往彼此矛

盾，严重分歧。

尽管许多进化论拥护者仍然希望找到一棵互相一致的

进化树，但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这些进化树不断地

增生，而不是开始汇聚到一棵真正的生命树上。31 仅以一

个戏剧性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正如生物工程师玛蒂·莱

索拉（Matti Leisola）和约拿单·维托（Jonathan Witt）

在书中所指出，有一篇 2013 年发表在著名《自然》期刊

的论文中，突出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该论文作者比较了

20 种不同酵母中的 1,070 个基因，却得到 1,070 种不同的

进化树。32

我们该如何理解不断增加又互相冲突的进化树？如果

所有生命确实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么就应该只有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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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进化树。在科学家试图以更准确的手段，发现实际

的进化分支历史时，遇到某些冲突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

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该看到一个不断扩大、互

相冲突的进化树林。如果那么多不同形式的生物实际上与

共同祖先无关，而是与共同的设计有关，那么这种趋势就

更为合理。它们可以共享一些设计特征，因为这对设计制

造者的意图来说是合理的。就像汽车、飞机和自行车等，

它们共享许多共同特征的设计，而不是盲目的演化出来。

顺便提一下，请注意，我们不必采取极端唯我独尊的

立场。智慧设计可以解释我们在不同物种的生物体中发现

的，许多重复出现的设计构想和题材，而共同祖先则可以

解释紧密相关物种（例如猫科）之间的共通性。也就是说，

也许我们在地球上所发现的不同猫变种，实际上都来自单

个猫的祖先。然而，要说所有生物都从一个共同的祖先，

经过盲目的自然过程进化的？根据以上的数据比较，不得

不令人怀疑。33

最后的思考

当我们思考生物体中所有的复杂结构时，不禁让人觉

得难以想象。其中不少结构都具有许多必不可少的部件，

所有这些部件还必须同时存在并且各就各位，才能使系统

正常运行。这就是所谓的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不仅如此，

许多这样的系统必须与其他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系统协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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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使生物得以生存。那就是由多个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系统组成的，一个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系统。这些协调的系

统不仅表明具备智能，而且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也显示

出其高度的设计天赋，远远超出现今最杰出的人类工程师

团队的水平。由这些明显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要以达尔

文进化论所说的毫无指导的机制，产生以上某一个系统中

的一小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让这些系统以完整

且协调的形式运作！

有些人试图提出假想的过程，如“共择”或“中性进

化”，或指出生物系统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反驳不可简化

的复杂性。但是这些说法，都没能确定一个足以产生全新

的生物体和信息的原因。

其他的人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上这些问题。他们或

说有某些其他的进化证据，或说进化论者最终是会解决问

题的。当然，科学有时会发展缓慢，在它庄严的进程中是

需要有耐心的。但是科学通常的进步是通过针对主流理论

积累相反证据，直到寻找到更符合证据的替代解释或理论。

这是科学唯一合理的策略。

新达尔文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的现代版本）支持者认

为，自然选择作用于偶然的基因突变，可以产生创造性的

奇迹。但是，随机突变总体上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影响），

或具有破坏性的。唯一的例外是，某些破坏性突变确实会

创造一些特别的优势。听来令人兴奋，但这并不是盲目进

化建立新颖生物形态和信息的证据。这只进一步的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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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佳状态下，突变 / 选择机制仅能产生轻微且退化性的

变化，好比拆了轿车的顶部来当敞篷车用。

那些已经认识到突变 / 选择机制局限性的进化论者，

可能还是会坚持进化，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共同

祖先的证据。但是，共同祖先作为进化论的证据，远比许

多人想象的还要弱。除非从一开始就排除共同设计的可能，

否则在迥然不同的物种中的共同特征，就不能只作为共同

祖先的证据。可是达尔文提出的进化树至今仍然令人难以

捉摸、没有定论，各种进化树还在互相“争夺王位”，许

多都是相互矛盾的。

有人说主流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接受现代进化论。但是

科学理论的真实与否不是由多数票来决定的。确实，科学

史上散落着一地被现代科学家抛弃的理论，这些理论曾经

一度被该领域的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当时不赞成那些

理论的科学家也不在少数，其中一些人也在备受推崇甚至

享有盛誉的科学机构中工作或曾经工作过，他们自己在科

学成就方面也有傲人的记录。34

鉴于现代进化理论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也许这是

时候将智慧设计放回到台面上，并遵循以证据为追踪导向

的原则，研讨“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以及“共同祖先”各

种可能的解释。这样的策略可以提供更有效的途径，帮助

我们理解非凡的生物系统中，关于生命问题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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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你了

1. “进化”这个词有多少不同的含义？

2. 达尔文承认哪些证据（如果属实）会严重损坏他

的理论？

3. 什么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非生物界的例子是什

么？生物 / 有机体有哪些可能的例子？

4. 即使我们拥有完整的心血管系统、完整的呼吸系

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接面，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来确保给人体提供足够的氧气？

5. 现代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如何应对基于证据对

该理论的批评？

6. 有哪些明显的证据挑战共同祖先的理论？



第五章

生命的爆发：寒武纪大爆炸
钱锟（Paul K. 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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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听过“动物大爆发”或“寒武纪大爆炸”。

这些词是指，大多数的动物门类在寒武纪初期

（约 5.3 亿年前），突然几乎同时出现。很多读者都是从

《时代》杂志 1995 年十二月份的封面首次接触这种新概念。

该封面的大字标题为“进化的大爆发”，副题说“新发现

显示，我们所认知的生物世界起源于一次生命疯狂惊人的

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地球。”

根据主流的理论，进化的过程应该是由缓慢逐渐的步

骤，需要累积数百万次的随机突变，经过无数世代的中

间环节才能完成。这种单调乏味的过程怎么可以用“大爆

发”“大爆炸”和“生命疯狂惊人的爆发”来形容？对很

多外行人和进化论科学家来说，这些术语显然与预期有很

大的矛盾。

我读了《时代》杂志的报道之后不久，有一位朋友介

绍我看《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的题

为“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报道了在中国云南省澄

江县发现了大量震撼人心的寒武纪化石，其中使用了“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描述。文章所指都是海洋动物的化石，

保存精美的程度惊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

将首次发现的地点定为世界遗产之一。另一篇文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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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对这些海洋瑰宝深入的研究，可能会震惊传统的进

化论。

我个人来自中国，所以对此我有双重兴趣。还有，我

研究和教授海洋生物学多年，而这些寒武纪的化石都是海

洋动物。所以不难想象我对这些化石多么向往，若果有一

天我能亲自研究这些化石该有多好！

体型蓝图的宝藏

寒武纪大爆发显示的一个特殊现象，特别是澄江的化

石，包含了非凡的动物多样性。为了清楚解释这个现象，

我要从体型蓝图（Body Plan）的概念说起。

我在旧金山大学教授海洋生物学四十多年，现已荣休。

我的学生最喜欢的野外实习，是到太平洋石岸的潮间带观

察和采样。当大退潮的时候，很多潮间带的动物都暴露出

来，学生可以亲自观察这些动物生活的地点，并观察它们

吃什么？它们如何适应环境？如何繁殖？它们在那特殊的

生态社区扮演着什么角色，等等。不过，在学习这些资料

之前，学生必需先认辨这些动物和它们的科学命名：就是

属和种的双名字。例如，加州最常见的寄生蟹的科学名为

Pagurus samuelis。对一些学生来说，辨认这些动物和记

住它的拉丁名有一定的难度。很多相似的动物很难分辨，

特别是在野外，不能用显微镜或作解剖，也不方便使用检

索和参考书。但是大多数的学生一眼就可以认定这动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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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哪一个大类型，即使是第一次见到它。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大类型的动物都有它特殊的体型

结构，而这些体型结构都明显不同。即使学生从来没见过

某种动物，他们都可以认出该动物是属于哪个门类。

用科学的说法，这些动物各有它特殊的体型蓝图，在

分类学上属于不同的动物“门”。门与门之间有很大的分

别，只有极少的中间型，甚至没有。例如，蛤蚌和贻贝都

属于软体动物门；蟹和虾都纳入节肢动物门；而我和学生

看到的多数虫类，都是环节动物门的成员。门是一个广泛

而基本的组别。再举个例，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属于脊索动

物门，同时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海鞘和文

昌“鱼”也属脊索动物门。它们彼此之间虽然有很多变异，

但它们体型的结构都具有脊索或脊椎，所以与其他门的动

物相距很远。

动物界共有几十个门，根据正统的进化理论，这些明

显不同的体型蓝图是透过一系列的渐变，经过无数世代累

积而来。最初只有独一的祖先物种属于唯一的门，然后长

期逐渐分化成两个和更多的门。这个过程被理解为逐渐的、

缓慢的，经过一个一个小的突变而成。

传统的进化论宣称，如今整个生物界所有的成员在开

始的时候都是从单一的、一个假想的普遍共同祖先（uni-

versal common ancestor）而来。这共同祖先进化成两个

不同的物种，然后在时间的长河里进化出更多新的生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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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一棵分叉的树。

这类树的模式在许多课本和博物馆中屡见不鲜。树的

模式属于所谓由下而上的思维：从一个物种进化出两个

种……然后才出现一个新的属的生物。然后累积了很多不

同的特征成了一个新的科，最后由于不同的特征增多了，

就可以成立为一个全新的门。从下而上就是物种之间先有

了小的差异，然后较大的差异，最后差异之大，足以形成

完全不同的体型蓝图。

然而，《时代杂志》、《人民日报》和其他的报刊所

报道的化石记录显示的模式，却跟逐渐分枝树的模式完全

不同。根据目前的估计，现存的 33 个后生动物门之中有

20 个门，包括 27 个左右对称的动物门中的 17 个门，都

是在寒武纪的时代，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突然出现的。因此，

这现象被称为“寒武纪大爆炸”或“动物大爆发”。

《人民日报》所描述的那盛产化石的澄江县，在中国

西南昆明市附近，交通很方便。我即时在想，如果有一天

我能亲自到化石现场，探究这个神秘的事件该有多好。若

果真能如愿，我必定要将真相告诉我的学生和朋友。

那可以说只是渺茫的一厢情愿。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

让一个陌生美籍的外人，进入世界最珍贵的化石宝藏作研

究。因此，我完全没想到这个梦会实现，而且非常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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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现场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突然来了一个惊喜，我有幸

被邀请组织一个国际学者团队，到化石现场与研究这伟大

发现的古生物学家团队交流。原来这些专家都是属于华东

地区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与化石发现处有跨

越全国从东到西的距离。虽然当时我已经在中国多地院校

教授暑期课程好几年，但让我组织一个复杂的团队去中国

东部的南京，然后再到西部的澄江，会见一些从未谋面的

科学家。这仍是很艰巨的任务。幸好有很多人慷慨的协助，

并且得到中国学者和政府全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联系好

有关方面（大部分联系还是靠航空邮件），解决了所有财

政的问题，取得各种必需的许可，办好所有的手续。五个

月内，我们就出发了。

我 们 的 团 队 成 员 包 括 加 州 大 学 柏 克 利 分 校 的 詹 姆

士·瓦伦丁（James Valentine）老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

传播系主任梁伟贤教授。梁教授还说服了香港一位电影界

名导演，和他的一个精练的摄影队随同录影；我们是第一

个到澄江现场录影的境外电视摄影队。携带专业摄影器材

到国内拍片需要特殊许可，回想当年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

神迹，我真不知道一扇一扇的门怎么会这样顺利且及时为

我们打开。

我们的第一站先到南京中国科学院，受到古生所的所

长热烈地欢迎，并且拜访了多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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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参观了两位领先研究工作者的实验室，在那里我们首次

看到了最古老，而且是保存非常精美的海洋动物的化石，

其中有很多动物门的代表。它们多数呈现了左右对称的特

征，已有分化的肢体和消化道，还有复杂的脑部，包括发

达的眼睛。瓦伦丁教授曾评论说，这些门和纲的动物的特

征，在寒武纪初次出现时都已发育成熟了。

图 5.1. 作者钱锟在澄江县帽天山前留影

这次访问期间，中科院还安排了一整天的讨论会。早

晨，有主客专家的演讲，包括互动讨论的时间。下午，我

们有很充裕的时间交换信息和讨论大爆炸的问题。我最感

兴趣的题目是：“什么起因使这么多不同体型结构的动物

几乎同时出现？”在场的专家似乎一致同意，如此大量的

动物门没有可寻的祖先，却以爆发的姿态出现。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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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9 世纪达尔文所提出正统的模式冲突，也与 20 世纪以

来经过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更新的“新达尔文主义”冲突。

关于寒武纪大爆炸历时有多长的意见似乎有分歧。一

般文献中引用的时段在两到三千万年，但有些中国学者

认为大爆炸主要的历程只有一到三百万年而已（包括鱼在

内，在中国包涵了大多数动物门化石的黄色页岩，并不是

很厚）。也有其他人想用爆炸似乎并不太突然来解围。无

论如何，即使假设爆炸的时段长一点，从我们常人的角度

看可能似乎是很长的时间，但在地质学来说，要产生那么

多新的动物门，肯定是个突发的现象。传统的达尔文主义

的故事显然与化石的记录相悖，急需新的思维和解释。

一位上午作了报告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常见的并仍

在争论中的想法，他认为当时海洋水中氧气突然增多而引

起动物的爆发。另外有人猜想，当时或稍前的时候，海洋

累积了较多的养分，促使细菌和藻类的大量繁殖，为动物

提供了食物而引起动物的发展。这类的解释虽然有趣，但

都聚焦于必要的条件（如氧和食物来源），并没有提供突

然爆发这么多动物体型蓝图充分的起因。就像说因为鸟类

在空气中飞行，所以地球的大气造成鸟类的出现。这类解

释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不合理。

一位来访的学者建议另一类的解释：我们可以比较不

同动物组别的 Hox 基因。由于不同物种中发现了很相似

的 Hox 基因，而这些基因是调控胚胎发育的。所以他提议，

Hox 基因若有微小的变异，就可能使动物很快发展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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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型蓝图了。对当时的古生物学家来说，这是很新颕的

思维而且很有吸引力。但是首先，这些 Hox 基因究竟又

从何来？稍后我们才知道 Hox 基因主要功能，是调控其

它编码蛋白质基因的“开”或“关”，或决定生物体结构

生长的位置。它们并不传递体型蓝图所必需的遗传信息。

有一位学者提议，进化可能是“机遇”与“必然”性

合作的结果。一旦某个体型的蓝图偶然形成之后，它遇到

不同的环境，就必然会在同一个蓝图之内扩展，产生很多

不同的体形。例如，当节肢动物在寒武纪初次出现时，很

多稍有差异的节肢物种马上跟着出现了。可惜，节肢动物

是唯一的例子；其他各门动物都没有服从这个规律。而且，

这一理论最多只能解释门之内可能快速发展出多样性，而

非这么多个门的动物原先是怎么来的。

由 古 尔 德（Stephen J. Gould） 和 艾 左 基（Niles El-

dredge）所倡导的点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模

式也被重提。这一模式认为，一般物种在化石记录中都长

期保持稳定不变，或呈现极小的变异。但即使稀有，仍可

能有较大的变化在某些地点突然发生，在化石记录中也没

有留下变化过程的痕迹。点断平衡的理论是基于观察化石

记录，发现物种是突然出现的，却不能解释如此多的体型

蓝图，怎么会在寒武纪极短的时间里爆发出来。

因此，肖恩·卡罗尔（Sean B. Carroll），一位主流的、

完全投入现代进化论的进化发生生物学家（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ist）， 曾 充 满 信 心 地 说：“ 寒 武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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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动物多样性的爆发，是生命历史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引

人注目的奥秘。”他这句话是当他推荐一本较新的、关于

寒武纪爆炸的书时说的。该书被广泛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基

准，其中也强调由前寒武纪的海绵进入寒武纪世界戏剧性

动物体型蓝图的爆发，是始终不解之谜。

在《 寒 武 纪 爆 炸》 一 书 中， 作 者 道 格 拉 斯· 欧 文

（Douglas Erwin）和詹姆士·瓦伦丁（James Valentine）

仍然致力于寻找对寒武纪大爆炸的纯粹唯物的进化理论。

但他们也坚持认为，生命史上的这独一事件仍然带有多项

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他们称，从海绵到寒武纪

众多生物的转变，是“后生动物在所有进化转变中最神秘

的一环”。2

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罗伊（Christopher J. 

Low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对该书的书评中也强调说：

“寒武纪大爆炸的大谜题，必定是进化生物学中最重要的

未解之谜之一。”3

大家在座谈会中提出了很多猜想，但并没有真正的答

案。中心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在很短的时间里，引发了

这么多新的体型蓝图？”似乎没有人有好的答案，使人感

到没有什么进展。但我并没因此失望，因为在这纯粹的学

术气氛中，寒武纪的事件被公开的定性为独一的“爆炸”，

并且是对现代达尔文理论严峻的挑战，这也是学术自由探

讨向前走的一大步。此外，我也深知澄江的研究才刚开始；

还有很多要学的，还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



第五章
生命的爆发：寒武纪大爆炸

151

澄江精美的寒武纪化石

南京会议的讨论发人深省，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开场，

我最期待的是亲自到澄江的化石现场参观，那里可以说是

全世界最佳的寒武纪化石产地。我并没有失望。

南京会议结束，我们向澄江出发，由中国古生物学

家陈均远教授和他的同事陪同，其中有一位周女士，她

是南京古生所受人尊敬的古生物学者之一。有一块化石

Misszhouia，就是以她命名的。我们先乘飞机横跨了南中

国，来到西南部的昆明市。下了飞机我们团队和行李挤进

了一辆面包车，经过了一些村庄，翻过了一个大山，大约

两小时后，我们来到坐落在烟草田中间，澄江县城的一个

简朴酒店。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该酒店是附近最

豪华的一家。

第二天清早，我们坐车翻越了一连串红色的丘陵。颠

簸的土路带我们经过一座冒着烟的磷矿加工厂，在一个堆

满黄色石头、平平无奇的小山坡前停下来，此地与附近很

多的山坡没有什么分别。没想到这就是动物化石伟大发现

的现场，这是全世界多少古生物学家都想来朝看的地方！

我们鱼贯从汽车里爬出来，蹒跚地跨越一小段碎石堆，

到了这不起眼的化石场。周小姐对这地方了如指掌，她熟

练地挥动着地质锤，几下就敲开了一块平平无奇黄色的石

头。突然一只保存精美的、像虾一样的动物化石出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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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前！虽然这化石已经有五亿多年的历史，但我们可以

清楚看到它的眼睛、触角、甚至腿上的毛。难怪古生物学

家侯先光教授曾经描述一块澄江动物化石说：“像是在润

湿的泥岩表面活着的一样。”4 我兴奋地学周小姐的手法，

在一小时内也找到了六块化石。这地方似乎到处都是化石，

只要你去找，一定可以找到同样精美的古化石。

我想跟你分享一些精美化石的照片，除了第一次到澄

江拍的之外，也有我和同事历年来所拍的。

有一条特殊的化石鱼，Myllokunmingia fengjiaoa，是

舒德干教授等发现的，并刊登在《自然》期刊上。5 我有

幸访问舒教授的实验室时，很高兴看到他从保险箱中拿出

这块化石，让我亲自在光学显微镜下仔细检视。

澄江遗址不是唯一见证寒武纪大爆炸的地方。例如，

加拿大的伯吉斯页岩（Burgess Shale，以下我还要再提有

关那惊人的化石产地），也显示了寒武纪突然出现大量新

的动物门。在加拿大发现最出色的化石之一，是五亿年前

（中下寒武纪）的一条化石鱼 Metaspriggina。它已具备

了一双发育成熟的眼。毫无疑问，无脊椎动物的复眼和脊

椎动物的照相机眼，在寒武纪早期就已经以完整的姿态出

现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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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Stellostomites 是一盘状软
体的动物，具有 U 字形的肠道（图
中间灰黑色的结构）。现代水母完
全没有肠道，属于不同的动物门。

图 5.4. 海虫 Maotianshania ylindrica。
环节动物门。

图 5.6. 帽天山页岩中一只保存完好
的三页虫。

图 5.3. 围绕着 Stellostomites 有众
多的三角形的动物是 Hyoliths 留

下的外壳。近年研究显示这两物种
都是滤食性的动物，与 Phoronida 

and Brachiopoda 等门成员较接近，
而非水母和软体动物。

图 5.5. 节肢门的 Leanchoilia 在澄
江和伯基思页岩中都可以找到。

图 5.7. 1999 年在澄江附近找到了几
百条脊索门的 Haikouel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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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 vs. 由下而上

第一次去中国考察化石之后几年，我带了一个香港的

电视制作团队，去访问了西安市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 * 和

他的实验室。他送给我们一幅他绘制的示意图，比较了动

物门类发展的传统观念，和他自己研究证实的结论。传统

的模式认为门类的数量应该与时递增（图 5.8. 左），从一

个或少数门开始。但是，他的研究将这图形颠倒过来了，

他的研究显示在寒武纪开始的时段，大量的动物门突然出

现了，而且寒武纪动物门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灭

绝而减少（图右）。这寒武纪化石所显示的模式，对达尔

文理论的冲击不下于门类的突然出现。

图 5.8. 根据舒教授给我的图片重画的示意图。比较传统进化论（左），
与实在数据所显示动物门随时间推移增减的模式。

其实自寒武纪动物门大量出现后，至今只有减少没有增加（右）。

* 后来被评为中科院院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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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硬邦邦的事实

1990 年代，澄江化石和寒武纪大爆炸的数据还没有

受广泛注意之前，旧金山的金门公园内有一个博物馆，展

示了一个“硬邦邦的证据墙”。原来在墙上挂了很多含化

石的石块，并且排列成一棵分枝的树的形状。也就是说，

硬邦邦的化石证据支持达尔文所预言的，生命发展历史像

一棵分叉的进化树。

可惜有一个大问题，那不是真的。

有一位受正式训练的地质学家，约翰·魏斯特（John 

Wiester），起了疑心；他是美洲科学家联盟附属的科学

教育诚信委员会的成员。他检验了墙上所挂每块化石的年

龄，发现有很多化石不是按着年龄排列在适当的地质层中。

有些更古老的化石被放在年轻化石的层面中，而另一些年

轻的化石却被排在年老的地层中。整个化石的历史，只有

在扭曲事实的情况下，才能硬塞进这达尔文树的模式里。

在震惊之余魏斯特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加州的骗局”。

他说，如果那些化石按照实际年龄排列的话，它们会形成

平行由下往上的直线模式。每一条线代表一个动物门，而

且每条直线不相交，底部都接近 5.5 亿年之前。7 以日常

用语来说，应该是一个“草坪”的模式，而非树的模式。

魏斯特对化石分析的结论，得到古生物学家在澄江所

发现的证据确凿的支持。自从 1995 年开始，广传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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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数据证实了草坪模式而非树模式。那些化石动物门都

在同一地质层中突然出现，而且彼此之间并没有进化联系。

图 5.9. 硬邦邦证据墙的示意图。
上方代表三藩市科学博物馆墙上所展示的，

下方为根据化石真正的数据排列的。
请注意下方图中显示各门都是突然出现，完全不像一分叉的树。



第五章
生命的爆发：寒武纪大爆炸

157

当我知道这硬邦邦的证据墙的毛病后，我在想，为什

么博物馆的管理人要设计一个与真实数据相悖的展览？我

们或许可以原谅博物馆的负责人当时还不知道，中国寒武

纪化石的大发现正开始震动了整个古生物学的世界。8 但

我又想，为什么该展览故意要歪曲那些化石的年龄，使它

们看来好像达尔文分叉树的思维是正确的呢？

在原本的证据墙上还有一系列有趣的展出，就是有多

个放大镜恰好放在那进化树的每一个分叉的地方。但讽刺

地，如果参观者仔细去看一下，每个放大镜下都是空无一

物，无一例外。就是说，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在每一个门

和另一门分叉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共同祖先，但是博物馆没

有，也不能展出两门类中间任何的共同祖先。理由很简单，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任何共同祖先。

如果参观者没有仔细观察，这硬邦邦的证据墙看来很

像有力的化石证据，支持达尔文的猜想。但从一双有经验

的眼睛来看，这证据墙恰好在无意中显示了化石记录与达

尔文理论冲突。

有幸，当该博物馆经过大幅度的翻新和改建后，这化

石墙消失了。不过，在另一面新墙上却出现了称为“生命

在地球上的时间线”的展览，它标示了从 46 亿年前地球

的形成、生命的出现，直到近代生命界所经过的主要事件。

重建开放后，我一连去了两次，主要想看新博物馆怎

样介绍寒武纪大爆炸，因为当时科学文献中已有大量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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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幸，他们对这件 20 世纪古生物学上最重大的发现

只字不提。博物馆墙上描述的主要事件从 6.5 亿年前，一

跳就到了 4.5 亿年前，完全跳过了 5.3 亿年前的寒武纪大

爆炸！我又在想，为什么博物馆要略过这项向达尔文主义

挑战的重要证据？我仍在怀疑，将来是否有一天这些证据

会公开展示出来。

图 5.10. 加州科学院博物馆展示“生命在地球的时间线”，但略过了
20 世纪生物学上最重要的发现：大约 5.3 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炸。

北京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北京，我经历了较积极的体验。那

是首次访问澄江之后几年，我参观了北京的国家自然博物

馆。令我惊喜的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展厅，里面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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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可以看到一系列非常精美的

澄江化石。在综合信息的图表中博物馆展示了一个草坪的

模式，说明动物门自寒武纪早期的发展历史，并非课本中

标准的达尔文树的模式。北京展出的图更准确地代表了化

石真正的记录。

图 5.11. 北京国家自然博物馆化石展展厅中的一个面板，引用达
尔文自己说的，寒武纪化石向他理论的挑战。

在北京展出的图中，多条垂直平行的黄线代表各动物

门的发展史。这些门大部分的确是在寒武纪初期出现的，

而这些黄线彼此平行不相交接，显示它们从开始就没有进

化的关系。有两条黄色的直线代表海绵和软体动物，稍为

向下延伸到前寒武时代的晚期（说明海绵和软体动物化石

比其他门稍早出现）。而其他的门只有虚线穿越到前寒武，

它们是否有更早的祖先是一个疑问。令人欣悦的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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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比旧金山的博物馆所展示的准确得多。北京展示的是

真实的数据，而非在面对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仍然试图坚持

达尔文主义树的模式。

北京展览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结论的面板，其中引用

了达尔文自己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关注。他认为

寒武纪动物突然大量出现，可能是对他理论的挑战。澄江

动物群等化石的发现确定了寒武纪大爆炸的事实，也证实

了达尔文自己的预言。

我很感谢多年前有难得的机会访问澄江，得以亲自在

现场看到挑战达尔文理论的化石。北京展览给了我希望，

或许有更多的人会开始学到化石记录的真相。

反思这两个不同博物馆的体验，我回想中国古生物学

家陈均远教授在美国一次演讲后回答问题时，幽默地表达

了在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可以批判达尔文，但美国学界在众

多寒武纪海洋动物化石的证据下，却仍然不能直面达尔文

进化论的严重缺陷。9

铁证如山

又过了几年，是 2000 年初叶，我有幸参加了另一次

讨论寒武纪大爆炸的起因的会议。这次是在加拿大西南部

的一个大山顶。

有几位加拿大的地质学家和发现学会科学和文化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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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者，共同邀请我一起去参加由专业导游带领的爬

山项目。目的地是加拿大 Yoho 国家公园的 Wapta 山，参

观 伯 吉 斯 页 岩（Burgess Shale）， 那 是 西 半 球 最 著 名 的

寒武纪化石产地。此地是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 秘 书 长， 查 尔 斯· 沃 尔 克 特（Charles Wal-

cott），于 1909 年发现的，是我认识所有的中国古生物学

家都向往的化石圣地。对我来说，这邀请是一生难得的机

会，我毫不犹豫马上答应了。

在七月份一个大晴天，我们众人在那大山腰的一个小

停车场集合，共花了四个多小时才爬到目的地。沿途我们

需要常常休息，特别是最后的一段。有时小径好像似笔直

向上的（实际上不是，但是感觉就像这样！），而且空气

稀薄。

终于，我爬到了伯吉斯页岩发现处，站在化石场中间，

我环顾四周冰雪覆盖的山顶和对面山谷的冰川，我试想沃

尔克特一个世纪以前和其他人在此工作的情景。

如今，来访者是不允许采集任何化石的，甚至岩石的

标本都不行，但我们可以在地上掀开过去研究人员留下散

布的碎石。我到处都可以找到，含有各种破碎的海洋无脊

椎动物的石块。其中有保存良好的节肢动物、虫类、水母

类和腕足动物等门类。大部分跟我在中国见到的相似，但

也有少数特殊我未见过的物种。无论如何，两地的动物化

石都属于相同的那些体型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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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业导游不是泛泛之辈，他拥有两个相关领域

的博士学位，他对沃尔克特以来的发现和研究历史作了出

色的介绍。最后，他打开了存放在现场的一个加了锁的大

钢箱，拿出了里面珍藏的许多门类的化石代表，并一一作

有趣的讲解。他的总结，赞扬亿万年来进化的过程产生了

如此丰富的宝藏，并说若无进化今天不会有我们人类。

在我们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位，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么多新的 DNA 是从哪里来

的？”意思是说，在这大爆发性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么多

的体型蓝图和各种动物，必须有相对多新的 DNA 指令。

这么多套的新 DNA 是怎么爆出来的？

我们的导游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他犹豫了几秒

钟，最后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可能

他早就认定进化必然会产生这些新的 DNA，所以根本没

有去考虑它是怎么来的。希望这好问的青年诚实的问题，

可以让我们的导游在往后的几天中好好想想。

寒武纪的泥沼

回想自从 20 多年前，我首次参覌了澄江化石遗址以

来，我亲自参与多次讨论寒武纪大爆炸的始因，再加上科

学文献中读到的一些讨论。我深感在传统的框架中的思维，

并没有多少新的进展。大多数人仍然陷于达尔文主义的泥

沼中，虽然化石记录显示不同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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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尝试跳出传统的框架。2016 年 11 月，许多杰出

的生物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出席了伦敦皇家学会主

办的会议。伦敦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组织之一。

讨论的一个关键领域是，人们对新达尔文主义对生物如何

产生新物种的机制之解释，日益感到不满。

两年之后，在奥地利萨尔茨堡（Salzburg）举行的一

次会议的通告中，更直接的批判新达尔文主义：“半个多

世纪以来，人们认为新的遗传信息主要是由随机产生的错

误（突变）事件而来……如今认识到，错误并不能解释遗

传上的新颖性和复杂性。”10

进化论者对寒武纪大爆炸的解释，除了现代纯粹唯物

的达尔文主义以外，还有什么进展？情况有点绝望。近来

有几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联手提议，寒武纪的动物和最初

地球上第一个生命是从外层空间来的。11 这外星理论缺乏

证据。我看，这类的建议骨子里已承认了，现有的进化论

不能解释寒武纪的大爆炸。

与这些试图为寒武纪大爆炸，提供纯粹唯物主义解释的

建议相反，科学哲学家斯蒂芬·迈耶（Stephen Meyer）等

人提出了智慧设计作为最佳解释（the best explanation）。

这个想法当然比传统的进化模型更符合化石数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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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寒武的海绵胚胎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我研究地球早期一些特殊生命体

的经过，和它对动物起源的启示。

1960 年代当我还是个研究生时，我学会使用电子显

微镜的技术来研究活的动物组织结构。掌握了这些技术后，

对应用在微小的化石标本上非常有利。

多年后，我跟中国不同地区的学者合作，发现在贵州

省 5.7 亿年前含磷的矿石中，有很多圆形的小球体化石，

年代比寒武纪稍早一些。将石块的标本锯成半吋大小的薄

片之后，粘在显微镜观察用的玻璃片上，再小心将石片打

磨到透明，我们就可以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矿石中的化石。

在这些薄石片中，我们找到很多小型化石。其中有些

球状体是藻类的细胞。它们很容易识别，因为有较厚的细

胞壁，并和分裂后子细胞的细胞壁仍然附着在一起。但有

许多其它球状体像是海绵细胞和胚胎，有些还含海绵特有

的针状结构（没有其他动物含海绵针）。海绵的卵和早期

胚胎的直径大概在 0.6 到 0.7 毫米之间。1999 年，我们在

昆明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我们的发现，这会议是由早

期生命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召开的。13

我掌握的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在接着的研究中发挥

了作用。我以更高的分辨率拍摄了这些海绵卵和早期胚胎

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敲开这些细胞之后，我用扫描电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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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细胞里面的结构，如细胞核、卵黄颗粒等，是光学显

微镜看不到的。2001 年我和同事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的一次会议，宣读了另一篇用扫描电子显微照片展示的论

文，详细介绍了我们的发现。14

当年我们工作的发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但多年

之后回顾这一切，我发现更惊讶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观察到

的。我和同事当时搜遍了上千张光学显微镜的玻璃片，又

用扫描电镜拍了上千的前寒武纪化石标本，我们发现的只

有海绵和藻类，没有任何接近左右对称的动物。卑微的海

绵已经算是当时最高等的动物了。甚至近来陡山沱 / 瓮安

化石中是否有海绵胚胎都仍有争议。15

图 5.12.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5.7 亿年前小球状的海绵和藻类的化石。

照我所知，中国有几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学生

也曾研究过前寒武纪的岩石，并赞同我们发现的是海绵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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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胚胎。也有人报告发现海绵成体的化石。有进化论者希

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动物遗体，让他们可宣称为寒武动物

的先驱。至今，化石拒绝提供这些研究学者希望得到的证

据。更糟糕的是，进化理论需要有无数的中间环节，将海

绵（或一些更早期的简单生命形态）与寒武纪动物门连接

起来。该理论需要有无数的过渡化石，可惜即使极少数几

个也没有。

图 5.13. 左上：保存精美的海绵卵，外面包着完整的卵膜。
上中：两个细胞的海绵胚胎，外膜除去。
右上：敲开的海绵胚胎，可见三个细胞的内涵。
下左：同上的胚胎放大并旋转后，显示其中一个细胞核的三维结构。
下中：胚胎中已有 30 多个细胞。
下右：发育较后的海绵胚胎化石。

有人希望挽救进化论，声称在寒武纪之前或许曾有很

多的动物祖先，只是前寒武时代的条件不利于保存那些化

石而已，因此化石记录中看不到那些先駆。可是，若当时

的条件恶劣，为什么又能保存柔软娇嫩的海绵卵和早期胚

胎，而且还保存得极其良好，包括卵和胚胎中的细胞核呢？

既然事实如此，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寒武纪动物的祖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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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如几位前寒武纪化石专家所建议的，陡山沱 / 瓮

安化石中没有海绵胚胎。那么人们可能会再次试图说，寒

武纪爆炸只是化石记录不完整的后果。但是，无论有没有

前寒武纪海绵胚胎，任何试图将寒武纪爆炸视为幻想的尝

试，都面临越来越多相反的证据。

正如德国古生物学家龚特·白克理（Günter Bechly）

所指出的，16 最近在外蒙古和中国发现了大量埃迪卡拉时

代（Ediacaran）的化石。17 那里并没有任何左右对称的动

物，只有藻类。那些石层可以保存软体如海藻化石的事实，

是很重要的信息。因为那些地方的条件与布吉斯页岩相同，

是可以保存小型软体有机体的，与寒武纪动物可能的祖先

之特性相似。所以，若有这样类似动物的话也应该可以保

存下来。事实上，这些岩石并没有保存任何像似动物祖先

的生物，这表示当时没有这样的动物。近来 PNAS 刊登了

一篇论文，虽然它想淡化寒武纪大爆炸，但也承认了这些

新出土的化石显示，埃迪卡拉时代没有动物，并不是因为

它们不能保存，而是因为当时肯定还没有动物。18

对于有些人将一些痕迹化石（trace fossils）解释为前

寒武可能有某些动物的存在，从而尝试淡化寒武纪涌现大

量惊人的新体型蓝图的看法，又当如果回应呢？迈尔说，

“埃迪卡拉化石记录远远不能作为解释达尔文式生命历史

观所必需有，大量不同的过渡中间体。寒武纪大爆炸证实，

首次出现的动物代表了至少 20 个门和更多的亚门与纲，

各组别都显现了不同的体型蓝图。埃迪卡拉的体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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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痕迹化石，最多只能代表寒武纪中四个不同的体型

蓝图。余下绝大多数的寒武纪门类在前寒武的石层中都没

有明显的祖先。”19 还有，那些所谓的埃迪卡拉动物痕迹

化石，最近被一项实验否定了。原来所有这些痕迹都可以

用搅动细菌垫（bacterial mats）复制出来。20

本章开始提到了迈尔和其他设计论者的看法。其实，

寒武纪大爆炸这项历史的事实，已经是研究寒武纪的古生

物学家的共识。正如欧文（Erwin）和瓦伦丁（Valentine）

强调的：“有几方面的证据是与寒武纪大爆炸的事实吻合

的。”21或如马丁·谢弗（Marten Scheffer，荷兰生态学家，

斯宾诺莎奖得主  ,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所说：“或许早

期的岩石不适合保存化石。”但现在我们知道。“早期就

有保存良好的化石，而且如今人们都接受寒武纪大爆炸是

真实的。”22

聆听远古的耳语

达尔文知道化石记录会是他理论面临的严重难题。他

希望将来的发现会反转这情况，并佐证他预期的缓慢、逐

渐、一步步的进化过程，并且将有完整的化石记录，展示

看来如分枝的树，可惜，达尔文之后发现的化石记录顽强

地否定了他的预测。当我们知道的越多——包括中国和加

拿大精彩的化石，见证了寒武纪大爆炸包涵了惊人的多样

性和突发性——达尔文理论就越来越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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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发现呢？不应假装达尔文的树仍

然健康，不应隐藏数据或只介绍片面的信息给博物馆的访

客，我们需要有勇气接受化石记录的真相，包括寒武纪时

代爆发性呈现的大量动物门。然后，我们要顺着证据，坚

持追寻最佳的解释。我建议你考虑最佳的解释，就是可证

实能快速地产生新生命形态和信息唯一的始因。这始因是

用从上而下的创造方式，正如我们在化石记录中所看见的。

那始因就是智能。

轮到你了

1. 本章作者去了哪里考察寒武纪化石？

2. 为什么科学家使用“寒武纪大爆炸”这样的辞藻？

动物在地球上要以什么形态出现，才配得上称为

“爆炸”或“爆发”？

3. 寒武纪大爆炸有什么特征，使它挑战达尔文的进

化论？

4. 你认为旧金山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将部分化石放置

在错误的时间点上，使它们看来像一棵树的模式？

5. 北京博物馆的展出和旧金山博物馆的展出有什么

分别？

6. 比寒武纪大爆炸稍微早一点的岩石中，保存了大

量柔软、脆弱的藻类、海绵和海绵胚胎的化石，

这些事实有什么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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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provided by D. G. Shu to the author.

Figure 5.9.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Hard Facts Wall” and actual 
data. Image by Access Research Network. Used with permission.

Figure 5.10.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museum display of the “Time-
line of Life on Earth.” Photograph by Paul K. Chien.

Figure 5.11. Panel from exhibit at the Beijing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hotograph by Paul K. Chien.

Figure 5.12. Small round fossils. Photograph by Paul K. Chien.

Figure 5.13. Sponge egg images. Photographs by Paul K. 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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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参考资料

1. The Privileged Planet by Guillermo Gonzalez and Jay Richards

2. The Privileged Planet film by Illustra Media

3. A Fortunate Universe: Life in a Finely Tuned Cosmos by Geraint 
Lewis and Luke Barnes

4. Signature in the Cell by Stephen Meyer

5. The Mystery of Life’s Origin: The Continuing Controversy by 
Charles Thaxton et al.

6. Dallas Science and Faith Conference, “James Tour: The Mystery of 
the Origin of Life” at the Discovery Science YouTube channel

7. Darwin’s Black Box, revised edition, by Michael Behe

8. “Secrets of the Cell” at michaelbehe.com

9. “Revolutionary,” “The Information Enigma,” and other origins vid-
eos at the Discovery Science YouTube channel

10. Icons of Evolution by Jonathan Wells

11. Zombie Science by Jonathan Wells, and iconsofevolution.com

12. Darwin Devolves by Michael Behe

13. Darwin’s Doubt by Stephen Meyer

14. Debating Darwin’s Doubt, ed. David Klinghoffer

15. Darwin’s Dilemma by Illustra Media, a film exploring the Cambrian 
explosion as evidence for intelligent design. (A Chinese version was 
recently made available at the Illustra Media YouTube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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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证据·目的
——进化与智慧设计

罗应金博士（Thomas Y. Lo），一位专注于
医疗和健身可穿戴技术研发的工程师和企
业家。他是 Logos Care，Inc.的总裁兼首席
技术官，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
士学位。

钱锟博士（Paul K. Chien），旧金山大学
的荣休教授，曾任该校生物系主任。他还
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为加州理工学院
Kerckhoff海洋实验室提供咨询，并曾在加
州圣克拉拉大学生物系担任扫描电子显微
镜分析师。钱先生曾与中国多个机构的同
事，一起发表过论文。他在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艾瑞克·安德森（Eric Anderson），J. Reu-
ben Clark法学院法学博士。他是企业家、
软件工程主管、设计理论家，也是“非共
同祖先”进化论和智慧设计的特约作者。

罗伯特·敖世彤博士（Robert Alston），
Picatinny Arsenal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曾任
美国宇航局特别项目工程师。他在北卡罗
来纳州农业和技术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
学位。

罗伯特·华尔泽博士（Robert Waltzer），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 Belhaven大学生物系
教授和系主任。他曾担任密西西比科学院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组的联合主席，并在俄
亥俄州立大学获得解剖学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神经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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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后记

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宇宙是盲目产生的吗？万物都是自

发进行的吗？这些都是萦绕在很多人心间的终极之问。关于

宇宙和生命的起源问题，科学常常凌驾于宗教，以科学主义

的姿态做出了肯定的、不容辩驳的回答。这种倾向不仅发轫

于抬高理性和科学的启蒙运动，在 21 世纪的今天更是愈演

愈烈。

很多人甚至断言，大爆炸和进化论对此问题给出了科学

的、官方的、一锤定音的解答：宇宙诞生于大约 137 亿年前

的一次大爆炸，一切都是自发产生于物质和能量，生命最初

是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然后从有机物自发形成最简单的生

命体，最后生命体由于突变和自然选择经历漫长的进化产生

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生物圈……一切都是自发、随机、无目

的的。

真的如此吗？这真的是大爆炸和现代进化论所回答的

吗？现代科学和证据真的完全支持这种信念吗？这本《起

源·证据·目的》并不盲信，它决定按着苏格拉底的“跟随

证据的指向，去往它所引领的地方”的原则，不涉及宗教，

单以纯科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很多新近的证据，来小心地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精心设计的生命起

源是最佳的解释。最初的生命不是个化学巧合或宇宙彩票的

幸运抽奖。相反，生命的发生是有目的、有计划和精心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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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证据·目的
——进化与智慧设计

从天体物理学到海洋生物学，从大爆炸到微进化，从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到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批科学家顺着证据，

坚持追寻最佳的解释，为“智慧设计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正是出于这种科学与信仰对话的精神，我们特意在《起

源》之后推出此书，希望能进一步启发读者在忠于自身信仰

的同时，认真考察科学中的普遍启示，加深对神的敬畏和信

心。《起源》澄清了存在已久的对科学本身、对进化内涵片

面的认识和迷思，在圣经的启示和大自然的启示相容的原则

下，开启了科学与信仰的动态对话，指引读者去以科学的眼

光看宗教，以宗教的眼光看科学。

《起源·证据·目的》则致力于完全以客观的证据作对

话的基础，而不涉及任何宗教经典或信仰。在起源和演化的

问题上，它归纳列举一系列最新的科学证据，确认生命和宇

宙的起源和演化，不是自发，也非随机，而是有前瞻、有计划、

有目的和精心设计的，这一切背后存在着极大的智慧。而这

智慧的来源则属于哲学和神学的范畴。

这两本书在生物演化的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认知，但它

们都秉承开放的态度，来促使读者直面证据，不轻信武断，

也不盲目跟从，依照常识和天赋的理性来对这些复杂的问题

做出进一步思考。而这种对待信仰和科学的开放而严谨的视

角，正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希望在华人群体中努力培养，共同

成长的。

普世佳音

2021 年 7 月



193





195

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

今日佳音 新媒体事工：

原创、精选优质内容，为当代基督徒提供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属灵帮助，促

进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更新。目前主要透过“佳音乐道”微信公号等各类社交

媒体平台每天发布。

因信说话 影音事工

近年代表作品有纪念宗教改革 500 周年、和合本圣经 100 周年的动画短片，美

国当代基督教名家访谈《我在故我思》（2018）、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  

（2020）等。

游子新歌 出版事工：

针对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和误解，本丛书以客观的事实、

严谨的态度和轻松的表达方式，详细阐述基督教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

宗教、中西方文化的关系。陆续出版中。

每日箴言 灵修事工：

由资深牧师及圣经学者撰写，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播和出版发行。中

文版已有 30 年出版历史，现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深受信徒喜爱。

话语论坛 研讨事工：

为推动新媒体事工的发展和联合，促进主内媒体机构间的合作，我们在中国、

台湾、北美和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定期举办专业论坛和研讨会，并将研讨成果与

众机构和教会分享。

网络宣教 培育事工：

透过比赛、奖学金、训练营、合作等各种形式来发现、激励、培育新媒体宣教士。

并编写录制相关培训课程，供神学院和教会主日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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