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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探索与思考
王 令 隽①

梅晓春先生的宏篇巨著《第三时空理论与平直时空中的引力和宇宙学》出版了。这是
新世纪理论物理学复兴运动中的一股激流巨浪，其学术意义非同凡响。该书几乎涉及经典
物理学，量子力学，量子场论，时空、引力理论，天体物理学和宇宙论等理论物理学的所
有方面，其涵盖面之广、探索力度之大，在学界和出版界实属罕见，也反映了作者广博的
学识、深厚的数理功底和逻辑分析能力。
梅晓春是个人才。
这是我收到梅晓春先生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后的第一印象。
此前，我和梅晓春素不相识。2013 年年初，张操先生把我的工作介绍给国内的朋友，
我的电子邮箱一下子充塞起来。在目不暇接的电邮中，有一封是来自福州梅晓春的：
王令隽教授：
您好！我是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所长梅晓春。近期在网络上看到您的一系列
抨击大爆炸宇宙学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体系的文章，可见您不但是一位非常有
正义感的学者，而且理论功底雄厚，视野开阔，眼光敏锐，境界极高。这些文章
是我几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物理学评论，其中有些章节实在令我拍案叫绝。比如，
如何在三维超球面上观察四维平直空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问题，虽
然我自认为非常了解广义相对论。对于二维球面上的观察者，无疑存在观察球面
内外空间的问题，三维超球面的观察者必定存在同样的问题。还有就是，弯曲时
空宇宙学理论认为宇宙有限而无界，自诩克服了宇宙无限和有限的难题，实际上
引入更大的难题。如此等等，都非常精彩。但也有一个瑕疵请您注意，那就是非
重子暗物质受引力相互作用，但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
在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方面，我做了三十多年研究。在美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得到的结果与
您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
2013 年 5 月，我在北相首届高端国际论坛上见到了梅先生。会议的第一天晚上，他和
①
王令隽，美国田纳西大学物理天文系终身教授。早年研究生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曾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阿岗国家实验室和宇航局国家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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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找到我下榻的建国饭店，长谈到深夜。我对梅先生的学识和胆略十分钦佩。其实，这
一点也不奇怪。梅晓春先生毕业于福州大学物理系，曾在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研
究生班学习，20 世纪 90 年代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了“宇宙学”等课程，接受了长期和
系统的理论物理学专业训练。他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在念书期间就开始思考、开始
质疑，因此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毕业后先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相对论数十
年。所以，他对现代理论物理学界出现的众多论点，一眼就能看出路径和门道的高下。其
职业眼光和那些仅仅在学校里选修过一点基础物理课程，就以内行自居夸夸其谈，为相对
论拥趸的随波逐流者相比，无异于天壤之别。
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以梅晓春先生的学识和著述成就，很容易自傲。他长
期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理论物理学研究，在国内外物理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许
多重要论文, 被千百次地下载。他是一个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的数理学养非常高的理论物理
学家。他有理由目空一切。可是，我在和梅晓春先生的交往中，从没有感觉到他一丝的自
傲。他是一个满腹经纶却又谦恭好学、温文尔雅的学者。
文人相媚，也是自古而然。可是梅晓春先生和我讨论问题，却非常坦率，从不随便附
和他认为不对的观点，从不讳言不同的意见。他在第一封信里就坦率地表达了他与我不同
的意见：
“但也有一个瑕疵请您注意，那就是非重子暗物质受引力相互作用，但不参与电磁
相互作用”。今年我告诉他，我在 Physics Essay 上发表了“论时空的平坦性”的文章，他回
信说“这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于是我将文章寄给他。他认真读过后，回了两封信说:
我近日看了您的文章。黎曼几何中对曲率的定义好像不是用标量 R，而是另有
公式，请见附件。因此 R 是否等于零似乎不能用来判断空间弯曲与否。
我昨天仔细核对了数学方面的教科书，发现有点问题。黎曼几何中对于空间
是否弯曲不是用 R 来判断的，而是用黎曼曲率张量 Rmnab 是否处处为零来判断的。
这些都是数学问题，可以很严格讨论的，因此，我觉得对那篇文章的结论，你要
深思。
我从梅先生的苦口婆心中看到了他对朋友极端的负责任和执着的关爱，看到了他的赤
诚和坦率。我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却因为他的坦诚而更看重他的意见。我们之间
的友谊日久弥笃。
正因为梅先生对朋友既不相轻，也不相媚，我们从一开始就一见如故，敞开心扉，诚
挚交流。我们都清楚，我们对有些物理问题的看法可能不一致，有些还是比较原则性的问
题。比如，我认为经典的时空理论是正确的，不需要新的时空理论，梅先生则认为经典时
空理论和相对论时空理论都不完备，需要提出“第三时空理论”；我不接受光速不变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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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则把光速不变原理当做他的理论的基本假定之一，等等。这些，还需要长时间的交
流切磋，求同存异。
既然我们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为什么以梅晓春为知己呢？我们之间有什么志同
道合的地方呢？我认为，我们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高度一致。
（1）我们都认为任何物理学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都是可以通过逻辑和数学分析来
解释清楚的，而不应该是神圣不可分析的教义教条。正如梅先生所说：“当前的主流宇宙学
界成铁板一块，不容任何异见，把科学弄成宗教，说他们搞伪科学真是一点也不为过。”梅
晓春先生多年来所做的，就是用逻辑和数学来揭露理论物理学中的许多谬误。我们两人都
只认科学逻辑，不认学术权威。
（2）我们都认为 20 世纪理论物理存在严重错误，尽管对错误的严重性的评估程度不
太一样，如狭义相对论的时空理论、广义相对性原理、弯曲时空引力理论和宇宙学、相对
论空间的转动、黑洞和引力坍塌的问题等。我们都不认同主流教义，都认为爱因斯坦的理
论体系必须被完全取代，才能解决当前理论物理中的基本困难。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我
们也都认为存在着严重问题。梅晓春严格地证明了洛伦兹协变性在微观领域不成立。这些
问题都是理论物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在理论物理学界万马齐喑、铁板一块的气
氛笼罩下，梅晓春先生对理论物理能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和无所畏惧的挑战权威的勇
气，实在难能可贵。
（3）梅晓春先生对复兴物理有强烈的使命感。他深刻认识到我们批判理论物理学上的
错误对于民族复兴和科学强国的意义。今年年初，梅先生访美来我家小住几日，我们得以
促膝长谈。他对国家民族和物理科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我引梅
晓春先生为战友和同志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仅如此，梅晓春先生的工作和许多批判者不一样。他的批判不仅仅是哲学观念上的
议论，而是在彻底理解现存理论物理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数学分析和逻辑论证写出的学
术论文。其批判力度和一般表态性的泛泛而谈不可同日而语。这当然是因为梅晓春先生有
深厚的数理功底，才能举重若轻。梅晓春先生的这本书，是他认真严谨的学风的最好见证。
这本书不但对于广大关心科学和国家命运的科学工作者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而且对于理
论物理专业的研究人员与在校学生，也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梅晓春先生是一个从物理主流科班严格训练出来的叛逆者和独立思考者。他的思想体
系反映出他对一些理论物理所面临的危机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开始独立思考，试图寻求
一条既不同于经典物理又不同于现代物理主流的第三条道路，以求跳出物理学探索的思维
困境。也就是说，梅先生并不完全抛弃现代理论物理的全部体系和观念，而是有批判、有
保留。这代表了相当多的思考者的基本态度。梅晓春先生的这本书，值得新世纪物理学界
的探索者们认真参考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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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晓春先生是一个不尚空谈、埋头苦干的探索者。他的《第三时空理论与平直时空中
的引力和宇宙学》就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这是中国物理学界在新世纪物理复兴运动中的
重要文献。科学史上会有这本书的位置，也会有梅晓春的位置。
梅晓春是个人物。
2014 年 10 月

·4·

序二 一本关于时空新理论的专著
张

操①

在物理学中，许多基本概念未得到解决：
什么是时间？它纯粹是相对的吗？
什么是空间？它是平直的，还是弯曲的？
什么是质量？非重子暗物质存在吗？质量能否被创建出来？它与能量等价吗？
物理学家们对上述问题还在争论不休。
牛顿说过：
“真理就像大海一样，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不时发现一块
异常光滑的卵石，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海洋，我却全然无知。
”牛顿的这段话，
不仅是他的谦虚，也是客观事实。
梅晓春先生长期从事理论物理学的研究，范围涉及量子力学，量子场论，粒子物理学，
时空、引力理论与宇宙论等，并在国内外物理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论文。他花费了几
十年的时间，写出了专著——《第三时空理论与平直时空中的引力和宇宙学》。
这本书试图从数理角度，把整个物理学在理论上统一起来。他通过放弃运动相对性原
理，保留光速不变原理，引入绝对静止参考系和非惯性相互作用，建立第三种时空理论。
这是对牛顿绝对时空理论和爱因斯坦相对时空理论取长补短而形成的中间理论。不仅如此，
梅晓春先生试图重建引力与宇宙学理论，解决当前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中发现的许多基本
问题。
梅晓春先生指出，现行物理学体系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错误的一面。错误的
原因是这些物理学的创始人都是站在自己所发现的那一面去解释整个物理学，而没有考虑
到宇宙还有他没有发现的另一面。牛顿发现了宇宙自然绝对性的一面，但对于宇宙自然还
有相对性的一面研究不够；爱因斯坦发现了宇宙自然相对性的一面，但却不承认宇宙自然
还有绝对性的一面。这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造成了物理学出现大量自相矛盾的推论。
梅晓春先生的许多学术观点与现行物理学教科书有许多观点十分不同。例如，他认为
相对性原理不成立、同时的相对性不成立、微观相互作用过程没有洛伦兹变换不变性、引
力场空间的时空是平直的、不需要假设漩涡星系中存在大量非重子暗物质的假设、宇宙学
①
张操，美籍资深物理学者，退休教授。曾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从事空间物理学研究，在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和复旦大学现
代物理研究所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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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引入非重子暗物质和加速膨胀的机制等。
客观地说，在科学真理的大海面前，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其实非常有限。例如，时
间是最基本的物理量之一。关于时间，普通老百姓原来是清楚的：时间是单向的，时间一
去不复返。2000 多年前的孔子，在河岸上看着浩浩荡荡、向前奔流的河水说：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可是，在近 50 多年来，时间的自然属性被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搞乱了。他们说，时间
是虚幻的，时间是纯粹相对的，时间可以倒演。其中，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时间简
史》是“科普”的代表作。他曾经刊文探讨了人类建造时间机器的方式，宣称“时间旅行
曾被认为是科学幻想，我过去避免谈论这个问题，担心自己被贴上怪人的标签。但近来，
我不再小心翼翼。” 所以，作为有责任的科学家，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不能把科学或科
普与“科幻”混为一谈。
狭义相对论事实上是一种唯象的理论，它是在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数理
体系。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观是众多相对时间的一种，不能唯一地代表时间的自然属性。
梅晓春先生的《第三时空理论与平直时空中的引力和宇宙学》一书，表达了他的物理
学新的统一理论，并且试图说明当代物理学的时代局限性。书中很多观点值得读者借鉴，
有些观点或许目前不能为许多人认同。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仔细琢磨，慢慢
品味。
总之，科学理论的发展需要百家争鸣。一个科学理论是不是准确，需要大量的、长期
的实验检验，也就是说，需要得到科学史的检验。
物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梅晓春先生对物理现象的新探索，是值得鼓励的。希望
这本书能够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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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与相对论的四十年搏斗史
——从一个崇拜者到一个改造者的历程

自从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以来，现代物理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导致无数疑惑和
困难。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是一个美女与怪兽混成的复合体，让人爱憎交织。我已与这个
物理怪兽争斗了大半生，自信胜负已见分晓。
特别是美国《现代物理学》杂志 2014 年 6 月发表了我的“微观相互作用过程没有洛伦
兹变换不变性的证明”文章后，相信已经尘埃落定。微观过程破坏相对性原理，爱因斯坦
狭义相对论就只剩“光速不变”这半壁河山了，与狭义相对性原理一脉相承的广义相对性
原理也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此之前，新一代时空、引力和宇宙学理论已经被建立，
可以完全取代爱因斯坦体系，成为物理学家新的工作平台。新的工具设计更为合理，使用
简单而且更高效，蹩脚的老工具可以放进收藏箱了。
回顾从一个崇拜者变成一个改造者的历程，清点一下爱因斯坦理论体系中哪些东西值
得保留、哪些东西应当被抛弃，将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一大堆文章整理成书，以飨读者，
已势在必行，于是就有了本书。本书还介绍了国内几位非主流物理学者完成的非常精彩的
实验。这些学者们忍辱负重，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国基础物理学原创
性研究的希望所在。
“文革”期间，我在福建省寿宁县上山下乡做插队知青。在夜幕的煤油灯下，读苏联
哲学家尤金编的一本哲学词典时，第一次看到“相对论”这个词条，就立即被吸引住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奇妙的理论——光的速度是不变的，而时间和空间却是会
变化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相对的，因为运动和静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对孪生兄弟，
其中一个到宇宙空间旅行回来会比另外一个年轻，岂不是古人所云“怀旧空吟闻笛赋，到
乡翻似烂柯人”吗？
还有引力场使空间弯曲，而人类却像在弥勒佛大肚皮上爬行的臭虫，对此一无所知。
这个理论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真是妙不可言、言不可及。当时我才十几岁，对
爱因斯坦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就像现在的小女生，看见娱乐明星如痴如狂，心想这辈子
就干这个行当，再也别无选择了。于是花了几年时间自学，猛补中学阶段的数理化，又生
吞活剥地读完大学物理系初年级的数学、物理课程。初生牛犊不怕虎，便一头扎进相对论，
想弄出点什么。
我进入福州大学当学生时，已是“文革”后期。国内一本知名的物理杂志开展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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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讨论，这类文章我每期必读，读后却疑云渐生：相对论中原来还存在如此多的逻辑
悖论，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多物理学大人物对相对论不认可。我曾试图当个相对论的捍卫
者，破解时空悖论之谜。为此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却一无所获。实在走不出怪圈，只好
叛出教门，以求解脱。因此，读者诸君千万不要以为我天生反骨，本人早年对爱因斯坦实
在“粉丝”得很。
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仅二十六岁，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许多因素未能考虑，
其理论有欠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爱因斯坦身后不到六十年，竟被祭到圣坛捧为神灵。即
使爱因斯坦本人再现江湖，也未必想变成这种角色。一个世纪后物理学的实验技术大有长
进，将人类的视野推进到几百亿光年的宇宙深处，发现物理的天空又是乌云一片。历史正
在重演，对爱因斯坦理论体系进行修改已势在必行。现代科学的崛起只是近四百年的事情，
与人类进化的历史相比尚属幼年。物理学家岂能声称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绝对真理，不容讨
论、不容修改？
当时那本杂志也在讨论相对论质能关系、物体的质量与能量到底是什么关系、二者是
否能互相转化。我对此进行了思考，就产生了我的第一篇相对论论文。证明如果 E 是总能
量，质能关系就写为 DE = Dmc 2 ，表示总能量与静止质量成正比。如果 E 是动能，则应当
写为 DE = - Dmc 2 ，多了一个负号，表示静止质量转化成动能。这个结果在今天看来也是正
确的。我竟能修改相对论公式！当时欣喜若狂，立即将文章投到该杂志。
几个月后得到一盆冷水，一封我后来习以为常的退稿信，冷冰冰的就几个字——“本
刊不拟刊登”
。质能关系问题至今还在争论，而我的这篇论文躺在抽屉里已经三十多年。它
给我的教训是，你对相对论有意见可以对天说对地说，但不可以对物理杂志说。据说有人
写了一篇批评相对论的文章，到国内一家物理专业杂志去投稿，竟被编辑撵出门去。编辑
大人说，我们这里只有相对论专家，没有反相对论专家，你的稿子没有人审。这事真够滑
稽的，编成小品可上春晚。更何况你想修改爱因斯坦的公式，在他的镖车里搭上你的一点
私货，那是没门的！
使我开始对爱因斯坦理论产生厌恶感的，是黑洞的奇异性问题。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才啃下苏联人写的那本著名的《黎曼几何与张量分析》，以为进入广义相对论，会看
到一片碧海晴天，雄关万里。结果却发现到处是深不见底的丑陋黑洞，到处是时空的错位
和无穷大的扭曲。许多数学上有理、物理上莫名奇妙的东西，像非洲荒原上的苍蝇，缠着
你嗡嗡叫，赶也赶不走，躲也躲不开。我至今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物理学家会对
奇异性黑洞感兴趣。难道他们没有读过物理学史，不知道除了宇宙本身外，现实的世界没
有无穷大？在奇点附近，一切数学物理计算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奇点无处不在的理论本
身一定是有问题的。
为了证明奇异性黑洞理论是虚幻的，我严格按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通过对克尔—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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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解的变换，计算了一个细圆环和两个球体叠加在一起的引力场。结果发现不论质量是多
少，在细圆环中心和两个球体的接触点都会出现空间奇异性。也就是说，按广义相对论，
当你左手捏住一个健身球、右手捏住一个指环时，你就捏住了两个黑洞。真是要多荒唐有
多荒唐！我把这结论给搞引力的人看，个个目瞪口呆。问他还信不信爱因斯坦，回答说大
家都信他也只得信。
奇异性黑洞是怎样产生的呢？当然是物质崩塌形成的。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
海默 1939 年证明，质量足够大的宇宙天体将崩塌成奇异性的黑洞。爱因斯坦最初不信，经
过一番争论，最后也相信了。我找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原始论文，细读后才发现非常晦
涩难懂，难怪一般教科书和文献都不转载。经过仔细核对，发现文章存在许多错误。比如，
奥本海默的计算隐含一个前提，即星体的密度不随时空坐标而变，是一个常数，但最后却
给出星体密度变成无穷大的结论，前提与结论相矛盾！因此广义相对论并没有证明物质会
崩塌，这个玩笑就开大了。物理学研究了近一个世纪的爱因斯坦奇异性黑洞，原来只是一
堆错误的数学符号！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时空坐标的随意变换，美其名曰运动方程的协变性。在一个参考
系中搞不定的问题，就到另一个参考系中去搞。就像上街买鞋子，合适你就穿走，不合适
你就脱掉。你说人是猴子变的，回答正确！你说猴子是人变的，回答同样正确！一切全凭
自由率性，科学的确定性和唯一性荡然无存。
等价原理是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仔细推敲后，我发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悖论。按等
价原理，引力使时空弯曲，因此一个物体静止在引力场中要变形。但如何才能使一个物体
静止在引力场中呢？就需要另一个反作用力与引力平衡，二者相互抵消，物体才能静止。
但如果合力为零，物体实际上就是不受力，空间又如何弯曲？
再进一步追究，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爱因斯坦通过转动圆盘引入等价原理，然而物体
为什么能静止在转动圆盘上呢？是因为二者间存在的摩擦力。按照牛顿力学，惯性力与摩
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物体才能静止在转动圆盘上。然而摩擦力的本质是电磁力，如果
惯性力与引力等价，岂不是等于说引力与电磁力等价？或者更明确地说，电磁力使时空反
向弯曲，与引力的作用恰好相互抵消。自然界的四种相互作用就变成三种，卡鲁扎为什么
还要折腾五维空间来统一引力和电磁力呢？牛顿力学中这样简单的问题，一百年以来居然
没有人仔细想想，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爱因斯坦引力理论最初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其后全
世界的物理学家都跟着错，导致一代一代的谬种流传。
众所周知，广义相对论采用弯曲时空来描述引力场。在任何合格的广义相对论教科书
中，一开始都要讨论弯曲时空的测量问题。而且所有人都信誓旦旦地说，弯曲时空中必须
采用标准尺和标准钟来测量，否则测量结果没有意义。然而奇怪的是从爱因斯坦开始，谁
都没有这样做。计算具体引力问题时从来都是直接用坐标尺和坐标钟，然后就将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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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球近平直时空中的观察直接进行对照，并声称广义相对论得到实验证实。于是我就用
标准尺和标准钟对广义相对论的几个基本实验进行重新计算，结果发现理论预言与实验都
不符。除非广义相对论描述的已经是平直时空中的结果，但这又与弯曲时空引力理论的基
本前提相矛盾。这个矛盾极为致命，爱因斯坦引力理论根本无法回避。
一个自称是理论物理专业研究者的神秘人物，就此问题在网上与我交流后说我找到广
义相对论的命门了！随后建议我将此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然后离去，再不见踪迹。仿
佛世外高人，在悄然之间，留下雪鸿泥爪，却竟同我思，足见互联网之魅力，和科学逻辑
一致性之不可抗拒。
那么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到底能做什么呢？仔细考察发现，它只对静态过程可解。如
果物质存在运动速度，引力场方程基本上是不可解的。比如天体有运动速度，或者球体在
膨胀，引力场方程右边的能量动量张量中出现速度，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马上变得无比复
杂，实际上无解。于是物理学家就偷梁换柱，采用所谓的随动坐标，把速度给变没了。然
而物理学家不是魔术师，对于地球上的我们，天体的运动速度是客观存在的，球体膨胀和
球体静止时引力场能一样吗？
更令人难堪的是，对于在地球引力场中发射火箭这种最简单的牛顿力学问题，弯曲时
空引力理论居然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从来没有人用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解过这个问题，因
为它无从下手。火箭有自主加速度，不是在引力场中自由降落（不是沿短程线运动）。爱因
斯坦理论连引力场方程都写不出来，更不要说求解了。如果没有牛顿引力理论垫底，爱因
斯坦理论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如此种种，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能比牛顿引力理论高明吗？
这样引力理论能作为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吗？
事实上，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球对称施瓦西解。本书证明，只要
将施瓦西解描述的测地线方程转换到平直时空中描述，就可以得到一个修正的牛顿引力公
式。同样可以解释广义相对论在太阳弱引力场中的四个实验。我们就没有必要采用几何化
的方法来描述引力，并可以彻底摆脱时空奇异性和参考系任意变换带来的不确定性。引力
理论回归到传统的平直时空动力学描述方式，消除它与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物
理学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才是可能的。否则，由于时空性质本身的差异，弯曲时空引力理
论与量子力学是根本无法相容的。
20 世纪 90 年代，我有幸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旁听了俞允强教授的“宇宙学”课程。由于
受“文革”思潮的影响，我以前一直以为宇宙学是一门伪科学。直到完整地听完这门课，
才知道已经可以将宇宙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了。尤其是宇宙学中基本粒子只有三代的证
明，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宇宙学居然可以为粒子物理学指点迷津，真是匪夷所思。还有
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给出的曲线与普朗克黑体辐射曲线的符合程度，简直让我胆战心惊。
更妙的是从微波背景辐射的不对称性分析中，宇宙学家实际上已经找到绝对静止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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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又要回到时空相对性问题，这是相对论最受争议的部分。一般人对相对论的
非议主要集中于此，经历了百年大混战，至今硝烟不散。原因在于虽然狭义相对论的数学
非常简单，但它的物理含义让人难以琢磨。卷入其中后我发现，正反双方常常对狭义相对
论都有误解。反对相对论的大多是民间人士，其中有些人看问题非常深刻，战斗力很强。
但他们中有些人数学物理学知识有限，常在很简单的问题上出错。我曾与一个人讨论，他
试图证明洛伦兹变换的数学推导是错的，我试图让他明白洛伦兹变换的数学推导没有问题。
然而尽管我费尽口舌，就是无法说服他，反而被他认为我是维护相对论的顽固分子。
维护相对论的一般都是主流物理学界的人，但我发现许多人维护相对论不是因为他们
真地懂相对论，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相对论是对的。我曾与一位物理学博士讨论时空佯谬问
题，他坚持认为在静止参考系中观察光的波前是一个球面，在运动参考系中观察光的波前
就变成一个椭球面。我告诉他这不是相对论，而是绝对论。按照相对论，在静止参考系中
观察光的波前是一个球面，在运动参考系中观察光的波前仍然是一个球面。但他就是听不
进去，在论文中坚持用他的理解方式进行计算，得出不存在时空佯谬的结论，而且居然还
能发表！
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许多相对论专家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对于有名的滑落佯
谬，1961 年 W. Rindler 在《美国物理学》杂志发表文章，声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只要看
看他的原文，就会觉得真是太滑稽了。W. Rindler 认为在一个惯性系上物体是直的，在另一
个惯性系上物体会变弯。这还是相对论吗？还有更著名的双生子佯谬，许多相对论专家认
为问题已经解决。但仔细考察所谓的解决方案，就会发现漏洞百出，根本不足为凭。
然而，即使你指出对方的错误，也从来没有人会认错。我曾与不少人辩论，到最后谁
对谁错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对方就是不肯说相对论错了。比如我在网上与一位物理学博士
讨论断桥佯谬（见本书 5.2 节）。该博士被我逼得走投无路后仍然坚持说，尽管他找不到方
法来消除这个佯谬，但他相信一定存在一种方法能够解释。在这场混战中，相对论专家的
不认错程度与反相对论人士的不认错程度是一样的。这种现象真是非常有趣。
相对论问题的难缠性可以做个形象的比喻：有两个长得完全一样的人（条件完全对称）
，
我说我是警察你是小偷，你说你是警察我是小偷，结果闹不清到底谁是警察谁是小偷。破
解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上没有两个长得完全一样的人（现实条件不对称）。因此总会
露出马脚，警察和小偷是可以区分的。事实上凡是对相对论进行的辩护，或明或暗地都要
加入不对称条件。而不对称条件一般是绝对的，就使得这种辩护实际上是无效的，只是辩
护者自己往往不知道错在哪里罢了。
陷入这种问题讨论，有时非常费力，真是纠缠不清的。我希望能另辟他径，就把目光
转到电磁场理论，看看那里是否存在破绽，结果很有收获。经典电磁场理论历来被认为是
狭义相对论有效性最成功的范例，电磁场运动方程和四维电荷守恒公式被认为是对洛伦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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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不变的。对于密度均匀电荷的洛伦兹变换公式，目前的理论有两种推导方法。然而仔
细考察之后发现它们都有问题。
要使电磁场运动方程在洛伦兹变换下不变，还需要引入一个可以称为电磁场相对论变
换的关系。但这个变换在物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它会导致在运动参考系上观察产生剩余
电荷，破坏电荷守恒。更要命的是，如果观察者的运动方向改变，剩余电荷的符号居然也
会改变。比如正电荷变成负电荷，真是足够荒唐的！
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事实是，单个带电粒子产生的推迟电磁场不满足宏观电磁场运
动方程，因而也就不可能满足洛伦兹变换不变性。此外宏观电磁场相对论变换会导致电磁
场运动方程解的唯一性破坏，以及其他非常不合理的结果，使得经典宏观电磁理论也不可
能存在相对性。
就在本书即将交稿时，在网上看到有人对田树勤关于“同时性具有绝对性”的文章提
出批评。同时的相对性是狭义相对论的核心概念，它与运动相对性原理是等价的。爱因斯
坦用它来解释长度收缩，如果没有这个原则，许多时空佯谬就无法解释。鉴于这个问题的
重要性，我仔细考察了田树勤的文章和批评意见，发现批评意见的计算是错的，并给出同
时的相对性不可能成立的最简单证明。
问题出在爱因斯坦将洛伦兹变换中的 t 和 t ¢ 理解为时间坐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同时的
相对性概念。然而仔细考察洛伦兹变换公式的推导过程发现，t 和 t ¢ 实际上应当是时间间隔。
虽然二者在数值上可以一样，但物理意义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把洛伦兹公式中的 t 和 t ¢ 看
成时间坐标，描述不同的时刻，会导致非常荒谬的结果。比如两个 t 和 t ¢ 不相等的时钟相遇，
就相当于一个人可以碰到他几百年前的祖先，这就是所谓的时间穿越。但如果 t 和 t ¢ 代表时
间间隔，就没有不同地点同时的相对性问题。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证明，它使相对论中所
有关于同时的相对性的讨论都变得没有意义，结果直接导致本书的度量尺度可变的绝对时
空理论。
于是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起点，曾经从这里出发，最终又回到这里。就像站在埃舍
尔画中教堂的尖顶，看那无穷回旋上升的梯阶上，面色凝重、脚步匆匆的僧侣。四十年的
含辛茹苦、风雨兼程，被凝缩成“相对性原理不成立”八个字。
经过长期思考，我认为对狭义相对论的改造方案是，相对性原理实际上是超验的，应
当予以放弃，但保留光速不变原理。考虑到只有通过加速过程，才能使两个原先静止在一
起的参考系达到相对运动状态，就需要引入不等价惯性参考系概念，将时空理论建立在动
力学的基础上。由此得到一个没有任何逻辑矛盾且更为合理的、度量尺度可变的绝对时空
理论，简称第三时空理论。它与宇宙膨胀论的要求相一致，可以为现代宇宙学提供坚实的
物理基础。这种理论是对牛顿时空理论和爱因斯坦时空理论进行调和的产物，可以说是中
国人的中庸之道应用于物理学时空理论的结果。虽然本人从来不想中庸，但除此之外似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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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出路。
对于宇宙从一个奇点爆炸而生的观点，我一直是从心理上拒绝的。这不是数学物理版
的上帝创世说吗？西方人的原始世界观中有这种极端的东西，东方人的世界观讲究生生不
息，无穷轮回，没有这种一次性生成的概念。为什么宇宙就不能是一个不断膨胀与收缩的
循环系统呢？更奇怪的是，1998 年美国人和欧洲人宣布宇宙加速膨胀和存在暗能量，占宇
宙物质 70%以上的暗能量充斥了整个宇宙，我们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不是旧以
太理论复活了吗？爱因斯坦当年提出相对论，就是为了将以太理论扫地出门。爱因斯坦的
后代子孙竟如此没出息，一百年后又把被祖宗驱逐出境的亡灵请回来了。
仔细考察了暗能量问题的来龙去脉，于是就有了暗能量不存在的证明。宇宙学之所以
需要引入暗能量概念，原因有三。一是弗里德曼宇宙学方程过于简化，只适用于低速膨胀
的过程，不适用于高速膨胀的过程。二是严格按黎曼几何公式可以证明，尺度因子 R (t ) 与
时间有关时罗伯逊-沃克度规没有常数曲率。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但一百年来一直没
有人做过严格的计算。因此宇宙学对弗里德曼方程中曲率因子物理意义的理解有误，导致
宇宙物质临界密度的错误概念。三是目前宇宙学中计算 Ia 超新星红移采用的是度规红移公
式，然而度规红移公式与多普勒红移公式不一致，是没有物理基础的，宇宙学必须直接采
用多普勒公式计算红移。与俞平合作，通过计算机数值方法证明，采用修正的牛顿引力公
式，直接利用多普勒红移公式，同样可以解释 Ia 型超新星的高红移。宇宙学根本不需要暗
能量、非重子暗物质和宇宙加速膨胀的假设。
在天体物理学中，漩涡星系暗物质也是吸引眼球的大问题。天文观察表明漩涡星系的
旋转曲线是平坦的，然而按现有理论旋转曲线应当是向下弯曲的。目前只有两种方法能解
释观察结果，一是假定漩涡星系中存在大量的暗物质，二是修改牛顿引力理论。
牛顿引力理论诞生至今三百多年，按理说已经被了解得很清楚了。然而偏偏有一个非
常基本的问题没有弄清楚，那就是半径有限的物质薄圆盘均匀分布的引力场。困难在于积
分函数形式太复杂，圆盘边界点上存在无穷大，需要用无穷级数的椭圆函数展开来表示，
至今无人能画出引力与距离关系直观可视的曲线图。目前天体物理学一般采用函数形式比
较简单的半径无限盘代替半径有限盘，近似计算漩涡星系的旋转曲线和质量。
如果直接采用半径有限盘计算，情况会是怎样的呢？与俞平和徐宽先生合作，采用计
算机数值方法，我们得到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计算结果显示，半径有限密度均匀的
薄圆盘引力场的旋转曲线是向上弯曲的！只要选取适当的密度指数衰减参数，就可以得到
平坦的旋转曲线。也就是说，漩涡星系旋转曲线的平坦性实际上是牛顿引力理论的本来性
质。采用正确的计算方法，考虑星系的半径是有限的，我们就不需要漩涡星系中存在大量
非重子暗物质的假设！
其实从根本上说，宇宙学中暗能量和暗物质的假设都是引力几何化描述导致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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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目前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在瞎忙。加上
对奇异性黑洞等怪诞理论的无聊研究，不知有多少财力物力正在被浪费，有多少年轻学子
被引入歧途。主流学术界通过现代传媒对大众进行史无前例的误导，自然界本来的面目被
完全扭曲，铺天盖地的奇谈怪论正被当成科学真理来传播。这种局面必须尽快予以纠正，
物理学家们应当猛醒，否则必将在大自然的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度。但如果后人只是高山仰
止，就未免眼光短浅。现在的情况有点像中世纪后期的西欧，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
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受到普遍的怀疑。尽管如马克思称道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哲学代表了人
类古代社会智慧的顶峰。文艺复兴和新世纪科学启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举批判亚里
士多德哲学的大旗。人们用怀疑和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一切曾经被当作教条的戒律。对
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使人类的理性得以充分解放，为牛顿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扫清了障碍。
同样，爱因斯坦不是不可跨越的，而是应当跨越。就像科学史上的其他曾经辉煌过的
理论一样，爱因斯坦体系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爱因斯坦的科学遗产需要继承，但目
前更重要的是，全面清除爱因斯坦体系带给物理学的负面影响。20 世纪爱因斯坦对牛顿体
系矫枉过正，21 世纪的物理学需要再次回调。物理学需要返璞归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物
理学古典时代的朗月清风。在绝对静止参考系基础上重建整个物理学大厦，这是物理学获
得新生的必由之路。这种物理学新思维的浪潮实际上早已经风生水起，其洪流必将势不可
挡。任何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试图阻挡科学进步的人，必将受到历史无情的嘲笑。物理
学的光荣历史必将再次被改写，这是 21 世纪物理学家的使命。
自 20 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深受相对主义和非确定论的影响。加上上帝创
世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当前西方科学界正陷入唯心主义星相学的泥塘而不能自拔。反
之，中国科学界一直有着崇尚唯物论的传统，因果律和物质不灭观念是深植在骨髓中的。
尤其在非主流学者中，为物理学寻找更坚实的逻辑和科学基础的探索一直非常活跃。因此，
我相信这次幸运之神将降临在中国，将由中国人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我真诚地希望学
术界有更多的年轻人能看到物理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摆脱爱因斯坦体系思维方式的桎梏，
投身到这个新事业中来，这才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舞台上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
本书体系庞大，内容繁多，历时弥久。由于大多是原创之作，百密一疏、千虑一失，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本人不胜感激。
梅晓春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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