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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漫谈

霍金的宇宙及其哲学思想漫谈

谢柏松  北京师范大学

What it is that breathes fire into the equations and makes a universe for them to describe?

                                           ——S.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霍金无人不知，互联网上关于霍金的各种介

绍和评述汗牛充栋[1]。在霍金去世二周年之际，

本文对其重要的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加以简要介

绍、阐明和评述，当然评述时难免带有笔者个人

的理解和认识的烙印。

霍金曾经说过：“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所有

复杂结构，都能用宇宙的无边界条件和量子力学

的不确定原理来解释”[2]。这句话暗示了两层意

思：有限体边界可以是无限的。这一思想在他的

《果壳中的宇宙》一书中也有所体现[3]，这一书

名出自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它的隐喻

是：即使把他关在果壳中，仍然自以为是无限空

间之王。另外一层意思是对于相互共轭的两个变

量来说，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量，或者说任何观

测本身总会有一个不确定度，这是关于黑洞的霍

金辐射和大爆炸起源以及真空涨落等物理形而上

的哲学之源。如果认为复杂结构也包含了霍金本
图1  童年的霍金（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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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他的思想的话，那这句话的含义就更有意思

了，它也正是本文漫谈霍金宇宙及其哲学思想的

旨趣所在。

斯 蒂 芬 · 威 廉 · 霍 金 （ S t e p h e n  W i l l i a m 

Hawking），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牛津，2018

年3月14日去世，享年76岁。出生当天正好是伽利

略逝世300年忌日，去世日又恰好与爱因斯坦出生

日1879年的3月14日相差139年。

霍金曾是剑桥大学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

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物理学

家。他荣任英国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讲席教授达

30年之久，这是自然科学史上继牛顿和狄拉克之

后荣誉最高的教席。他还接受过许多奖项和荣

誉，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他在年轻时就

患上的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使得他大部分

的研究和生活岁月都在轮椅上度过，这也是众多

励志故事和文艺作品里最现实的版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与彭罗斯一起发现并

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

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他因此被誉为继爱因

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

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其他重要贡献包括提出了著

名的霍金辐射、黑洞或灰洞中的信息丢失与保护

图2  坐轮椅的霍金（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机制，以及宇宙无边界假设的理论等。

他还是杰出的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为大

众撰写了很多经典的科普著作，例如《时间简

史》、《宇宙简史》、《霍金讲演录》、《果壳

中的宇宙》以及《大设计》等，其中《时间简

史》最为大众所知，其销售量超过3000万册，成

为有史以来最脍炙人口的科普名著。

他的成就和对人类科学与思想的贡献从他去

世后各种媒体和同行的评价中可窥一斑。例如：

科学苍穹上一颗最闪耀的明星陨落了；霍金毕生

都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他已经成为普通人眼

中理论物理的代言人；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只看

脚下。霍金的主要科学成就都与对黑洞和宇宙的

认识密切相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位物理学

家带给人们最大的启发或许就是，提醒人们偶尔

从生活的细小和琐碎中抬起头，对这个世界保持

好奇心。

英国物理学家、曼彻斯特大学粒子物理学教

授布莱恩·考克斯在悼念霍金的推文中表示，

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科学家，霍金的精神遗产就

将继续激励他们前行。甚至在霍金去世一周年之

际，为了纪念霍金在黑洞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英

国皇家造币厂发行了铸有“黑洞”的50便士纪念

币。

20世纪六、七年代他与彭罗斯一道证明的奇

性定理[4-5]指出：宇宙时空中一定存在奇点，在奇

点处物理定律将会失效。该定理表明引力必须量

子化。这正是后来意大利物理学家罗韦利发展圈

量子引力理论[6]，以及泡尔钦斯基、威腾和格林等

一大批弦论学家创立超弦和M理论[7]的一个原因。

虽然量子引力理论已有较大发展，但迄今还未完

成。当然奇点在数学上的理解与动力系统的稳定

或者不稳定的平衡点[8]有关联。

霍金说：广义相对论预言了自身的失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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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霍金的科普著作（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图4  铸有“黑洞”的50便士霍金纪念币（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句话背后的哲学耐人寻味，这似乎暗

示了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在物理上

的表现：一个成功的理论一定有它不

成功之处。这与爱因斯坦的“宇宙最

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是可理解的”，

惠勒的“没有电荷的电荷才是真电

荷”，以及佛经所云“真正的佛法是

不可思议的”都非常类似，甚至就是

如出一辙。

奇点存在延伸出的哲学和宗教意

义似乎是必须要有一个上帝的位置，

有第一性推动力的存在，因为万物有

一个开始之源。反过来也可以说，也

有一个结束之汇。因为有开始，就有

结束。但这个奇点本身的角色非常有

趣，远比人们理解或想象的要复杂，

它既是开始又是结束，因此它就即是

上帝又是上帝之否定。因为无所不能

的上帝本身可以决定存在与不存在，

奇点就是逻辑悖论和不完备性的必然

结果。总之，这个奇点定理的背后似

乎是一元论哲学的体现和展示。

人们知道，在经典引力论的框架里，黑洞只能吞噬物

质，而不能吐出物质。但在量子电动力学框架下，我们知道

其真空中充满了虚的粒子对的产生与湮灭的涨落[9]。如果虚的

粒子对产生在黑洞附近，由于黑洞的引力非常强大，所以很

容易把粒子对撕开，其中的一个粒子会掉入黑洞，而另一个

反粒子则逃离黑洞。这就是所谓的黑洞的霍金辐射[10]。

1974年，霍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黑洞在爆炸吗？》一

文[11]。在该论文中，他引入了量子效应，证明了从黑洞视界附

近会蒸发出各种粒子，这种粒子的谱犹如来自黑体的辐射。

随着霍金辐射的产生，黑洞质量会降低，从而导致黑洞温度

的升高，最终会导致黑洞的爆炸。

关于霍金辐射的提出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1-2]。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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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1971年左右，霍金与贝肯斯坦一起揭示和证

明了黑洞熵正比于黑洞表面积[12]。我们知道熵是

黑洞内部状态的数目的度量，而视界面积的每一

基本单位都对应黑洞内部状态的一比特的信息。

因此这一结果表明在量子引力和热力学之间存在

深刻的联系，它还暗示了量子引力能展示出所谓

的全息性。熵增率直接导致黑洞面积的非减性，

也就是说，一个黑洞的表面积只会增加不会减小
[12]。对于这种奇怪的联系，霍金总觉得有什么地

方不对劲，他认为如果黑洞有熵的话，那么它就

应该会产生热辐射，但是很明显在广义相对论框

架下黑洞辐射不会产生，除非另辟蹊径。

1971年6月，前苏联的采尔多维奇首次与到访

的美国物理学家索恩（电影《星际穿越》的科学

顾问，因LIGO引力波探测项目获得2017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谈到他的最新发现——旋转黑洞必

然会不断向外发出辐射。采尔多维奇论证了旋转

黑洞将在旋转过程中通过某种机制产生辐射，但

是索恩对此深表怀疑。两年后的1973年9月，霍金

访问前苏联，在这次访问中，采尔多维奇和斯达

罗宾斯基介绍了他们关于旋转黑洞产生辐射的工

作。回到英国后，霍金马上开始研究黑洞辐射，

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即使是不旋转的黑洞也能

产生辐射！第二年，即1974，霍金在《自然》杂

图5  霍金辐射的示意图（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志发表了他这一重要发现[11]。

霍金辐射的图像深刻揭示出霍金在理论研究

中对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和统计物理所进行的

高度完美的统一与协调。

尽管目前尚未实际观测到霍金辐射的存在，

但还是有不少进展与间接性的证据。2016年，海

法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授斯坦豪尔及其合作者在

《自然物理学》杂志中一篇论文中间接证明了

霍金辐射的量子效应[13]。他制造了一种声音黑洞

而非光黑洞，使用的是带声子“视界”的长管，

当一对纠缠的声子出现在声音事件视界处时，一

个声子会被低速冷凝物推开——这就是声学版的

霍金辐射。2019年他们通过降低磁场噪声和增强

力学与热学稳定性等手段又进一步改进了实验
[14]。该文最后说“这个霍金辐射的热性表明几乎

没有信息逃出一个真正的黑洞，这是信息悖论的

基础。”尽管支持霍金辐射的证据正在增加，然

而，真正意义上的黑洞霍金辐射至今仍未被实际

观测到。

那么从霍金发现霍金辐射的历程中我们能得

到什么样的启示？它背后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有

哪些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呢？

笔者认为霍金辐射的最大哲学思想是二元论

的思维方法。例如；相对于平坦时空的存在，黑

洞附近的时空必然是弯曲的；相对于静止，黑洞

具有动力学过程；相对于有序，黑洞熵表现出无

序性；相对于经典与量子物理，霍金辐射是量子

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维度几何和统计规律

的反映与延伸。

英国一直有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传统，例

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至1626年），不仅是唯物主义哲

学家，还是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

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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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年至1776年）的哲学多被人认为是怀疑主

义，但其实他更主张自然主义和基于怀疑之上

的逻辑实证主义。再比如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

父”之称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年至1903年）同时也是个怀疑论的哲学家。

从霍金发表黑洞熵与面积关系的公式到研究

黑洞辐射的动机与心路历程，不难看出他背后的

哲学思想受到了这些英国传统自然哲学的深刻影

响，与科学鼻祖牛顿的哲学观点比较，霍金的哲

学思考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与突破，因为霍金辐

射这一科学发现的背后显然是超越了牛顿绝对性

的决定论，而是建立在在怀疑论基础上的决定

论，其中情感体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辩证

方法等元素都在霍金发现黑洞的霍金辐射的研究

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总之，这个成就的背

后是二元论互补辩证法式哲学的体现和展示。

继霍金辐射之后，霍金与他的合作伙伴哈特

尔于198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Wav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e”（宇宙的波函数）[15]，文章的最后结论

是：宇宙波函数可能为我们观察到的宇宙提供了

一个量子态模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初

始边界条件问题，那就是“宇宙的边界条件是没

有边界”。

无边界假设提出后近四十年来，吸引并启迪

了很多物理学家们试图更严格地证明她的合理

性，但是也不乏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例如：加拿

大圆周研究所的托罗克通过和他的同事菲尔德布

鲁格，以及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学研究

所莱纳斯合作研究后宣称：无边界提案有问题，

甚至是无可挽救。2017年至2019年他们在《物理

评论快报》和《物理评论D》上发表了多篇质疑

无边界假设的论文[16-17]。但也随即引起了物理学

家们的争议。捍卫“无边界假设”的物理学家们

声称，托罗克和他同事的推理逻辑尽管有其合理

性，但也有一些自身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解决

不仅是如何选择路径积分，还要满足对偶与全息

性原理。帝国理工学院的哈里维尔表示：你能够

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参数化，但它们在物理学上

的意义完全是等价的，没有哪一个会比其他的更

有物理意义；你的量子宇宙学结果不能与半经典

宇宙学的预言相矛盾，而托罗克他们的质疑在这

一点上是有问题的，他们得到的是格林函数而不

是惠勒德维特方程的解，而且他们对大的背景涨

落无法抑制。迄今为止的争论表明，对宇宙起源

的探索仍在继续。

显然，无边界假设这一科学成果背后的哲学

意义比前面两个要大，因为这里涉及了虚和实的

关系问题（洛伦兹时空与欧几里得时空），多维

度问题（高维度到低维度的映射和低维度在高维

度的嵌入），经典、半经典和量子问题（对偶与

全息性）等等。这与道家中的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道可道，非常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物理学研究方法通常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对某些模型进行研究，进而与观测相比较。但人

们发现，在天体物理和宇宙学中，往往还可由观

图6  霍金与哈特尔，摄于2014年（图源：Cathy Page）



系统与控制纵横     2020年第1期50

察者存在这个条件出发而得出许多结论，这就是

所谓的人择原理。人择原理和第一性原理似乎处

于理论物理的两极，为什么从两者能得出同样的

结论呢？这便是无边界理论的启示：宇宙的历史

创造了我们，我们的观察又创造了历史，在一种

类似于“量子纠缠”的意义上来看，孰因孰果变

得模糊了。

人择原理和第一性原理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似乎暗示了人与上帝的和谐统一，这也是东方哲

学天人合一（宇宙波函数）的科学写照。总之，

无边界理论成就的背后是道家哲学“无中生有”

和佛教哲学“即空即有”、“真空不碍妙有”的

“非一非不一”的体现和展示。

霍金晚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黑洞的信息问

题，他最初的想法是随着黑洞的蒸发，进入黑洞

的信息不可避免要丢失，但这一观点遭到萨斯坎

德与霍夫特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信息不会消

失，而是以某种方式保存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

观点就是所谓的“黑洞信息悖论”，霍金与他们

之间展开了持续20年之久的学术争论。后来，这

一争论由于超弦理论以及全息理论的出现而暂时

偃旗息鼓，在一定程度上，霍金把他的黑洞理论

修正为灰洞理论，“丢失”的信息以某种方式

“存留”。霍金在《果壳中的宇宙》一书[3]中专门

花了一章（第四章“预言未来”）来讨论黑洞中

的信息丧失与再现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M理论p

膜、波函数的幺正性、广义相对论时空结构、量

子决定论以及观察者的角色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

新领域，目前也充满争议、没有定论。

霍金在生前特别关注过人工智能的发展，他

在一次展望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发展的活动中表

示[1]：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

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但我们应该竭尽所

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

我们别无选择。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种趋

势，但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

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他认为现代文明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人类智能

的产物，他相信人类大脑可以达到的能力，计

算机也可以达到，两者似乎没有本质区别，但我

们并不确定，我们将会无限地得到人工智能的帮

助，还是被藐视与边缘化，或者很可能被它所毁

灭。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与我们冲突的

自我意志，这将给我们人类的未来带来很大的不

确定性。尽管人类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技

术的发展，看到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世界上大部分

问题的潜力。但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

史的终结，除非我们学会如何避免危险。在库

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出故障的超

级电脑哈尔没有让科学家们进入太空舱，但那是

科幻。而我们要面对的则是事实。我们似乎是站

在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入口。这是一个令人兴奋

的、同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

除了《时间简史》外，霍金的另一重要著

作是《大设计》[19]——这本书在第一章“存在之

谜”中以“哲学已死”开篇。《大设计》一书是

霍金生前撰写的最后一本科普名著。这本书的主

题是理解生命、万物和宇宙的存在，它凝结了作

者自《时间简史》出版之后20多年间里对科学和

哲学的探索成果，以及对这些学科的未来展望。

正如中文版译序所言：“由于近现代科学尤

其是量子论的发展，哲学界已不可能跟得上科学

的脚步。当今不存在像康德、庞加莱和罗素这样

的人物。近30年前霍金提出了量子宇宙学的无中

生有的场景，其后有识之士一直追问，为何是有

非无？宇宙何以存在？我们何以存在？人类花费

了几千年才从神话的朦胧走向理性的澄明。智慧

生命逐渐意识到，宇宙整体及其万物是由规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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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这种决定论的观点似乎使自由意志无容身

之处。幸亏对于极为复杂的系统，人们可以也必

须采用有效模型。比如，心理学就是对于人体的

有效模型，而自由意志可被镶嵌其中，从此诗意

栖居世间，情感抚慰人心，艺术之花绽放。霍金

认为实在不过是一套自洽的和观测对应的图景、

模型或者理论。霍金将其称为依赖模型的实在

论。如果两种图景满足同样的条件，你就不能

讲哪种更实在些，你觉得哪种更方便就用哪种。

如果没有一种理论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宇宙就消

失了。自在之物在这里是多余的。这种新观点使

科学和哲学中许多长期争论的问题成为伪问题。

宇宙和万物的演化不只经历一个历史，它们经历

所有可能的历史。费曼的量子论的历史求和表述

与依赖模型的实在论相协调，而与旧实在论相抵

触。量子论只有在经典的近似范围才和旧实在论

协调。惠勒把这些观点应用于宇宙尺度，于是因

果的差异就消失了。过去和将来一样不是已被确

定的。宇宙中的凝聚物的能量被引力势能平衡，

所以宇宙的总能量为零，由此万物不能无中生

有，而宇宙却能。真正的太初黑洞必须让宇宙携

带其同步才能创生。如果M理论最后被接受为终

极理论，那我们就寻找到了大设计。我们似乎处

于科学新变革的前夜，这个变革将和哲学的变革

同时到来。”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发现有以下这些关键词：

存在，实在，模型，有效模型，理性，自由意

志，无中生有，多种历史，历史求和，创生，宇

宙，终极理论，大设计 ...... 等等。

百度词条[1]对《大设计》的观点也有总结，例

如：“该书旨在反驳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信仰：

宇宙应该是由上帝创造的，它不会诞生于混沌世

界。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使人们逐步意识到，世间

万物的演化是遵循定律而非以人格化的神的意志

为转移和运行的。拉普拉斯首先提出了决定论。

霍金接受世界决定论的观点，但他进一步说，由

于‘具有意识的肉体牵涉到极大量的自由度’，

所以只能用有效理论——心理学来处理。在心理

学这种有效理论中就可以镶嵌进自由意志。这是

极其宝贵的。近现代科学家们多相信存在独立于

观察者的实在，而自然定律只不过是它的数学反

映。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强烈地撼动了这种

旧实在论。霍金认为，判断一种场景是否实在，

只在于其间是否有一套完备的自洽的逻辑或定律

通行无阻。世界图像是一个模型或理论以及一

系列将其元素和观测相连接的规则。霍金将它

称为依赖模型的实在性。这和柏拉图以来的许多

哲学家所坚持的旧实在论不同。旧实在论体现在

经典科学的图像是存在一个与观察者无关的外部

世界。现代物理学，尤其是量子论击碎了旧实在

论。” 

关于过去和未来、主观与客观关系方面也有

如下的评述：“20世纪40年代，费曼提出了量子

论的历史求和表述。在这个基础上，约翰·惠勒

提出了‘延迟选择’的理想实验。对于宇宙而

言，它的过去具有所有可能的历史，每个历史都

被赋予各自的概率，对现时宇宙状态的观测影响

它的过去历史。这种分析甚至指出从大爆炸如何

引出我们感知的自然定律。这一点对于宇宙学具

有关键的意义。从人类意识到宇宙万物被定律制

约，直到今日对万物理论的发展，它是一部理性

逐步战胜蒙昧的迄今还在继续的史诗。”

从以上的介绍和评述中人们似乎很容易判断

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霍金不信上帝，尽管这

的确是霍金的宗教倾向，但通过本文关于霍金科

研的心路历程以及对其背后的哲学思想的梳理来

看，问题本身可能比问题的答案更加复杂。因为

霍金关于依赖模型的实在论的确可能解决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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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回避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存在的含义[2-3,19]，

这个也只能说明他对旧的实在论哲学不满意而用

科学挑战了哲学。但把它推到极限，说他的大设

计就是最后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从逻辑上是说不通

的，因为奇点定理、霍金辐射和无边界理论这些

霍金的科研成果本身在可以理解的复杂性程度上

都不能证实或证伪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爱因斯坦

的“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是可理解的”这

句话也许可以反过来理解：宇宙可理解之处也是

它最不可理解的。这一惠勒悖论式的莫比乌斯或

克莱因瓶反馈性在佛教里就是大不可思议如来藏

的表现形式。

所以笔者在此斗胆地说一句：霍金的宗教倾

向性与其说他在质疑上帝的存在性，不如说他就

是上帝自在性的作用；是东方道教无中生有、有

还于无，佛教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空有不二，

以及万法唯识（完备的自洽的逻辑或定律）、万

识唯心（具有意识的肉体牵涉到极大量的自由

度）的科学实践者。

霍金不仅科研成果丰富，他还是一个非常活

跃的社会活动家，经常就科学发现和大众关注的

宇宙与人类历史及未来进行公开演讲，并参加各

种各样的社会公益活动。下面聊聊他的几个有趣

和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观点[1]。

关于时间旅行，他声称带着人类飞入未来的

时光穿梭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所需条件包括太

空中的虫洞或速度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不过，

霍金也警告，回到过去是危险的，因为可能会颠

倒因果，他因此提出了时序保护机制的理论。霍

金强调时光穿梭机与所谓虫洞的存在息息相关，

他指出这些虫洞可能就存在于时空量子泡沫的极

为细小的裂缝中，但如何创造出宏观上的虫洞的

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霍金一直对许多问题直言不讳。关于是否

存在外星人的问题，他在2010年4月的纪录片里

说，假设宇宙的其他地方存在智能生命是“完全

合乎常理的”。他在一系列声明中表示，他设想

的“大船”可能会给地球带来威胁，这些船可能

正在设法移民地球，掠夺我们的资源。霍金说：

“我们只要看看自己，就知道智能生命是如何发

展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地步了。我设想他们现在

就乘着一艘艘大船，已经耗尽了他们星球上的所

有资源。他们可能已经成为了游牧民族，伺机征

服并殖民他们能够抵达的任何星球”。因此霍金

认为，试图与外星人接触似乎有点太冒险了。

“如果外星人真的有朝一日到访地球的话，我想

结果和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时的情景差不多，那

对美洲的土著居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他表

示，我们长期幸存下来的唯一机会就是离开地

球，移民到更加遥远的行星上。他在接受大思想

（Big Think）网站的采访时说，他是一个乐观派，

但是未来几百年还不清楚人类是否能够幸存下

来。

图7  时空虫洞示意图（图片来自科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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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喜好，他

喜欢就一些科学命题，与其他学者打

赌，一时成为科学界美谈。尽管霍金的

科研成就令人景仰，但大部分甚至是全

部赌约似乎都以他赌输告终，这也是他

的测不准原理的生活哲学。

对能否发现希格斯玻色子，霍金

跟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戈登教授打了个

赌：CERN不会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希

格斯玻色子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希格斯

与其他同事在1964年提出的，但等待了

48年，直到2012年才发现了希格斯玻色

子，也称为“上帝粒子”，因此2013年

希格斯获得了诺贝尔奖。显然霍金赌输

了。

集一生精力研究黑洞的霍金，曾担

心黑洞可能只是理论上的概念，而现实

中根本不存在。1975年他与索恩开赌：

天鹅座X-1不是一个黑洞，如果霍金输

了，将给索恩买一年的成人杂志。1990

年，有证据表明天鹅座X-1确实是一个

黑洞，霍金承认他输了。

1991年，霍金与索恩一起与裴士基

打赌：奇点应该被黑洞围绕，但没有被

黑洞包围的“裸奇点”存在。谁输了就

要向对方送上一件用来“遮蔽裸体”的

T恤衫并写上适当的服输字眼。但霍金

于1997年修正了他的理论，指出裸奇点

有可能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霍金又

输了。

众所周知，霍金一直对M理论[7]表

示支持与欣赏。长期以来，物理学家一

直在寻找一种可以把量子论与广义相对

论统一起来的普遍理论。霍金认为M理

图8  “外星人”（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论很可能就是爱因斯坦一直梦寐以求希望找到的统一理论。

但从每次霍金打赌都输的概率来看，也许这次霍金看好M理

论的信念又错了。

有人曾经问霍金：“你能对宇宙和我们自身的存在作些

评论吗？”霍金的回答是：“根据实证主义哲学，宇宙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存在一个描述它的协调的理论。我们正在寻求

这个理论。但愿我们能找到它。因为没有一个理论，宇宙就

会消失。” 

但这样的回答你能满意吗？与其不断地询问霍金各种科

学、哲学和宗教问题以及费劲地去理解他的回答，还不如花

点时间去读读他的科研论文、科普著作以及在他的字里行间

的“裂缝”中所散发出的“虫洞”般的信息。也许你认为他

的回答其实包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一方面是“宇宙不

会因为一个理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一个理论的消

失而消失”，这似乎是他祖国英伦三岛的自然哲学的合理猜

测，但霍金对欧洲大陆的眺望也被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和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所感染，因此另一方面就是“宇宙

会因为一个理论的存在而存在，也会因为一个理论的消失而

消失”。

那么霍金的宇宙和哲学思想是貌似矛盾的两面性的统一

体：一个无边界条件下用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可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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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结构。换句话说，宇宙创造了你我和伟大的

霍金，同时我们和霍金一起也创造了这个伟大的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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