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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8年 4月 5日晚上我看《科学网》，读到田松教授的博文《择师如择父----怀念金吾伦先生》，

才知道金吾伦先生已于 2018年 1月 20日离开人世而去，顿感万分悲痛。我是 2002年把四川科技出版社出

版我的 70万余字的专著《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寄给金吾伦先生后就再没有与他联系，16年间也没有再收

到金吾伦先生的信。这次是偶然读到田松教授的文章，又才知道他的情况的。我和金吾伦先生是初次见面，

我在说明大连的学习情况和绵阳的工作情况时，一位高瘦个子的年青人兴匆匆地走进来，好像没有看见我一

样，一边在另一张桌子上放书包，一边就向金吾伦先生报告，说他刚到出版社回来，他又一本书正在印刷，

他还看过校样。金吾伦先生也为他高兴，说“好啊”！这时年青人才发现坐有陌生人，又匆匆离开了。金吾

伦先生对我说：“他是吴国盛先生，叶秀山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我们继续谈话，我把带来的论文复印件一

篇篇交给金吾伦先生，解释它的主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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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5日晚上我看《科学网》，读到田

松教授的博文《择师如择父----怀念金吾伦先生》，

才知道金吾伦先生已于 2018年 1月 20日离开人世

而去，顿感万分悲痛。我是 2002年把四川科技出版

社出版我的 70万余字的专著《三旋理论初探》一书，

寄给金吾伦先生后就再没有与他联系，16年间也没

有再收到金吾伦先生的信。这次是偶然读到田松教

授的文章，又才知道他的情况的。 

田松教授深情缅怀金吾伦先生对他的帮助和

教导的恩情，我也有感同身受，令人不能忘怀。金

吾伦先生是第一个支持我写《三旋理论初探》一书、

也是第一个为《三旋理论初探》写序的高层专家学

者。《三旋理论初探》一书是我用 40多年思考研究

写成的纯前沿科学探索著作，书中第一次把宇宙与

基本粒子用环量子自旋编码统一起来，奥秘就是其

中推出的三旋理论。此书正是用此围绕当代科学面

临的四大难题（①物理学中相对论的局域性与量子

力学的全域性之间的不协调问题；②生物学中遗传

与进化的统一问题；③脑与认知科学中脑知结构和

本质问题；④自然界中宇宙、物质和生命的三大起

源问题，分数学与物理、生物与认知、宇宙与化学

等板块作了应用。1996年秋，我跟我们《绵阳日报》

社的社长、总编宋肇兴先生，参加新华社在大连市

举办的一周时间的全国地市报时事报道编辑培训班，

会后宋肇兴先生要到新华社和全国记协联系工作，

因此要路过北京。此前，我知道这事，就把我发表

过的 20多篇有关三旋理论的文章复印件，准备好，

带上就想借机在北京停留时，去拜访金吾伦先生。 

因为我在报社工作后，搞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与

我的本职工作无关，加上在报社当记者、编辑都有

硬任务，不能像过去在盐亭县科协工作时，还能参

加几次全国的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停留时间很

紧，记得是午饭后我跟宋肇兴先生在全国记协办公

楼，办好拿到新闻采访车的牌照后，我就向宋社长

请假，说要去看望一位老师，晚饭前赶回住地。事

前我在公用电话亭给金吾伦先生打过电话，说想见

到他。金吾伦先生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就说他下

午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等我。坐车赶到中国社

科院大门口，是解放军站岗。我拿出身份证件和说

明与金吾伦先生联系过的事后，哨兵仍不让进，问

我认识金吾伦先生不？我说不认识。哨兵又才打电

话给金吾伦先生，叫他下来接我。由此金吾伦先生

到大门口把我接到社科院哲学所，这时我才知道哨

兵的作法是正确的。现在我已经不清楚哲学所在社

科院大楼的几层？反正坐电梯有七八层以上吧，一

进哲学所办公楼我惊呆了----全是书架，简直像图书

馆的藏书室。我跟着金吾伦先生在书架的过道中穿

行，在一幅窗户前，有一处四五平方米的空地方没

有书架，有两张简易的办公桌，算是办公室了。我

们在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下来，金吾伦先生似乎看

出我的心思，他说所里老师一般在家里办公，只星

期一所里开会，大家才到这里的办公室来。 

我和金吾伦先生是初次见面，我在说明大连的

学习情况和绵阳的工作情况时，一位高瘦个子的年

青人兴匆匆地走进来，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一边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书包，一边就向金吾伦先生报告，

说他刚到出版社回来，他又一本书正在印刷，他还

看过校样。金吾伦先生也为他高兴，说“好啊”！

这时年青人才发现坐有陌生人，又匆匆离开了。金

吾伦先生对我说：“他是吴国盛先生，叶秀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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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研究生”。我们继续谈话，我把带来的论文

复印件一篇篇交给金吾伦先生，解释它的主要想法。

说完后就说想出版一本总结自己研究的书，金吾伦

先生也很支持，他笑著说：“你出书，要我写序也

行”。 

这话我老记住，1998年秋，我跟我们《绵阳日

报》新闻部主任邹居光先生，到浙江湖州市参加全

国地市报好新闻评选工作会议，在路过杭州市时买

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加来道雄写的

《超越时空》一书，读到书中关于“黎曼切口”的

论述，一下打开了我写书的思路。黎曼切口，指轨

形拓扑一个很基本的操作：如拿两片纸并且把一片

放在另一片的上面，在每一片纸上用剪刀剪一个短

的切口，然后用胶水把这两张纸沿这两个切口粘贴

起来，这实际是一个颈部的长度为零的蛀洞。即从

切口通过，就能从一张纸走到另一张纸。相反颈部

长度不为零的蛀洞，可以形象化为两个平行平面，

在它们的上面各开一个孔，然后用一根长管连接这

两个孔，也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通信和旅行。在今

天我看到的所有关于黎曼几何的书中，只有加来道

雄谈论“黎曼切口”。它的启发性在于，能把弦、

膜、环面、球面、空心圆球、欧氏几何、双曲几何

和自己几十年来的物质结构研究及“柯召-魏时珍猜

想”等整合起来，比“卡-丘空间”模型还基本。所

以在开会途中，我就开始抽空写作《三旋理论初探》，

到 2000年秋就完成了全部初稿。我把这件事连同该

书稿的目录，和原先带到北京的复印论文的关联，

以及找到四川科技出版社能出版的消息，一并写信

告诉了金吾伦先生，请他能为此写序寄给我。不想

金吾伦先生还记得此事，很快就把他写好的《序》

寄来了。现抄录于下。 

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序二） 

王德奎（笔名叶眺新）要我为他的《三旋理论

初探》作序，我踌躇良久。现在终于决定，要为它

说点什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真理的追求比

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王德奎就是一位真理的挚

着追求者。20 世纪 50 年代末，当他还是一个青年

学生时，就醉心于探求物质结构问题，并且已感悟

到物质的基本粒子不是“类点”结构而是“类圈”

结构，圈比点更为基本。此后他孜孜以求，终于形

成了独创的“三旋理论”，并且运用这个理论解释

许多现象和机制，写了百余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全

国各地科技刊物及报刊上。 

他的这些工作都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业余

时间完成的。我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他涉足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阅读过许多难读的科学著

作。一个日常工作繁忙的人，挤出业余时间这样做，

没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毅力、科学的精神是决难

办得到的。王德奎做了，做得使人钦佩，令人感奋。 

王德奎选定的研究课题，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

了让人难以理解。一个年轻人，没有名师指点，没

有优厚条件，要想啃“物质结构”这块硬骨头，容

易么？！王德奎啃了，而且啃出了滋味，啃出了名

堂，叫做“三旋理论”。虽然这个理论如他自己所

说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了，解释这个理论的文章也发

表了不少，但在科学界的反响似乎还不大。我以为

这并不奇怪。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在科学发

展史上，一种新理论的提出，一种新观点的被接受，

是要有一个宣传说服过程的。谁若不信，不妨读一

读格莱克的《混沌开创新科学》这本书吧！在那里，

作者生动地讲述了混沌这门新学科一开始如何不为

许多人所理解的情形。就此而论，我非常支持王德

奎将自己的观点理论写成文章，汇集成书出版。把

东西拿出来，让有识见的专家们来评断。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但愿这本书的出版，

能引起更多的朋友们的注意和重视，是为序。 

金吾伦 

写于北京劲松 

（作序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

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旋理论初探》一书的著述和出版，先后还

得到过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物

理系教授、博士李后强先生，和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刘月生先生等无私的大力的帮助、支持和指导，他

们也为我写了《序》。但由于《三旋理论初探》一

书有近 30多万字的高等数学内容，我学习的数学知

识大多是文革前的课本，很多数学符号，如张量的

写法，20世纪末的教科书中有一些变化。原先的责

任编辑梅红老师主要是精于工艺和电子产品一类的

编辑；最早联系的陈敦和先生回到四川科技出版社

理化编辑部主持工作后，觉得应该把《三旋理论初

探》一书中的数学公式符号等，与最新的规范统一

起来，进行精编；又还请回出版社退休的一位老编

辑逐一作审读，直到 2002年 5月才从印刷厂把书出

版出来。 

金吾伦先生对我恩情之大，不同于田松教授，

是我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从事与他相关专业的学

人。读后田松教授的《择师如择父----怀念金吾伦先

生》一文的追忆，使我一夜难眠。4 月 6 日早上起

来，我找到金吾伦先生给我的 5封亲笔信----这只是

我能找到的其中一部分。在我能找到的信中，恰好

有一封是金吾伦先生第一次给我的来信，时间是

1986 年 6 月 12 日。这之前，我与金吾伦先生素不

相识，而且当时我是在四川盐亭县科协工作，只是

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我在一些科技刊物上发表文章

时，用的也还是笔名“叶眺新”。金吾伦先生在第

一封主动的来信中，留下的地址是“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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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哲学所自然辨证法室”。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不

能查到他今天能看到的信息：“金吾伦，,1937 年

11月生，浙江萧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

技术与社会。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

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专业研

究生，师从于光远、龚育之。1990 起任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1989-1990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美

国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曾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跨学科研究组负责人。先后出版有

《生成哲学》、《物质可分性新论》、《科学变革

论》、《跨学科研究引论》、《国家创新系统：理

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科学革命的结构》、《知

识管理》等 18部原著及译作”。但在 1986年时，

看到他的这个地址，也让我十分兴奋。 

读他这封 6 月 12 日的来信，我才知他是看到

我在《潜科学杂志》等处谈“卡路扎----克莱因理论”。

他想了解当时科学界，对物质连续和分立问题的解

决。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在信后的附注中说：“最

近我又看到你在天津师大办的《交叉科学》上，发

表的《从夸克到生物学》一文，能否详细谈及关于

粒子无限可分问题？请回信”。我出生在四川一个

偏僻贫穷的山区农村，是个穷孩子。是新中国的解

放，让我家翻了身，又是国家把我送上读了大学。

而改革开放带来的科学春天，更让我在少年时期就

产生的“科学之谜”，在近 20年的钻研中，终于能

形成论文的方法，1986年同时分作两篇，一是在《华

东工学院学报》第 2期，发表的《前夸克类圈体模

型能改变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

第二篇就是在《交叉科学》创刊号上，发表的《从

夸克到生物学》。 

金吾伦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无私指教，例如还

体现在 1993年 9月 25日给我的一封来信中。他一

开头就写道：“感谢你寄赠《嫘祖研究》一书，我

虽于此道不懂，但很感兴趣……我建议，你可否将

此书送钱学森老一阅（他的通讯地址是：100034，

北京后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另外，你

还可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仇士华教授取得联系，

他是搞科技考古的专家，他的地址是 100005，北京

王府井大街（灯市西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如果需要，你在钱老、仇教授的信中可提及是

我推荐让你与他们联系的。”信都写完、写好了，

金吾伦先生又在他的签名之后，补充了一段话：“我

还想给你提建议，如条件许可，请寄一册给美国哈

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部，向他们征求意见。地址

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部（金吾伦先生

还写了英文地址，此处不录）。这个图书馆善本部

主任，叫戴廉，是你们四川人，老先生，为人很好，

他有个姊妹尚在四川”。 

金吾伦先生的建议是好的，也是可行的，但我

要请金吾伦先生原谅，我没有按照他说的话那样去

做。因为我觉得，类似《嫘祖研究》和《三旋理论

初探》一类的超前科学研讨，是否有意义？会有很

多争论。如果正确，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我的；如

果错误，都是我个人的责任。我的愿望是，尽力接

近真相，能以文章或出书的形式公开发表，我就心

满意足了。能否得到承认，就是同胞的想法了。 

金吾伦先生，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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