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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年轻地球相对宇宙论研究进展 

 

摘要 
 

我在这次会议的另外一篇论文[参看附录 B]中从圣经的提供了证

据，说明了我们这个宇宙是有限有边界的，而且我们地球是在宇宙中

心附近的位置。如果我们把这些边界条件放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

程组，那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正在膨胀的宇宙，而且在宇宙不同位

置的时钟（包括所有物理过程）嘀嗒作响的速度都不一样。这样,物

理学就是一个宇宙般大小的白洞（黑洞反向运行），其活动视界在不

断收缩，也不断有物质从白洞中膨胀喷射出来。位于活动视界上的时

钟相对于远处的时钟会短暂静止。在膨胀的某个临界时刻，活动视界

会收缩到地球，此时地球的时钟在那一刻暂停。 

我认为这个临界时刻是在创世的第 4 日到达地球的。地球时间一

日之间,遥远的星系的时间却逝去了数十亿年之久，于是从遥远星系

发出的光线能在相当于地球一日的时间内传播到地球。这个理论也解

释了星系红移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现象。如果用地球上的时钟来衡量，

那今天宇宙的年龄也如圣经字面上所表述的那样，只有短短 6000 年

之久。 

 

关键词 
 

宇宙学，广义相对论，宇宙年龄，星系红移，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黑洞。 

 

1．介绍 
 

上帝啊！倘不是因为我总作恶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

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的。[哈

姆雷特，第 11段] 
 

神运用相对性创造了一个年轻的地球。这个说法和这篇论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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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看上去会令很多人吃惊，其中某些人可能认为相对论是恶魔的一个

发明。但是我认为相对性是神创造宇宙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

相对性的其中一个被某些作者称之为引力时间膨胀效应的特征，能让

遥远星系的星光，在以地球时钟作为测量标准的“一日”内，传播到

地球。 

对相对论有哲学障碍的人们可能会感兴趣的是，我们可以把相对

论经常被赋予的哲学思想这个“包袱”抛开，将相对论所包含的数学

思想独立出来，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模型就能解决人们经常所反对

的那个悖论。举个例子，很少人知道爱因斯坦本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

曾回归到光以太这个理论。光速相对于这种以太来说是一个不变的常

数，而相对论方程组则要求时钟和测量杆随着以太改变而移动，以保

证每次测量出来的光速都保持在同一个值（意即：穿过以太的物体会

随运动而改变）。如此，时钟运行会变慢，测量杆会变短，而光速似

乎与运动状态无关了。通过回到一个绝对参照系，这个相对论的观点

甩掉了哲学包袱，并解决了这一个悖论。第 15 部分我会简单讨论一

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相对论在创世周就已经在运行。 

我希望这篇论文能让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相对论并不是创

造论的敌人，恰恰相反是其朋友。年轻地球创造论需要在宇宙学领域

的朋友，因为在我看来，就所观测到的宇宙大尺度现象而言，到目前

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些宇宙现象中最重要的

如下： 
 

1.遥远星系的星光问题：我们能够看到数十亿光年之外的星

系，这个距离是经过各种技术测量后得出的。光线以目前

的速度要穿越如此巨大的距离要耗费数十亿年的时间才

能到达我们。 

2.星系红移问题：每个星系所发出的光线波长在光谱中都向

红端偏移，而红移量是大致跟该星系于我们的距离成正比

的。当然有个别是例外的，但这个（红移）的总体趋势是

非常明显的，我们必须给予解释。 

3.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问题：我们地球浸润在一种低功率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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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到毫米级别的波长）电磁辐射之中，其频谱相当于

一个壁温只有 2.74 开氏温度的冰冷洞穴内的热辐射（热

波，黑体辐射）。在修正了因地球运动造成的影响后，这

种辐射相当均匀，在各个方向上的差异不超过 10万分之

一。 
 

所有这些现象跟宇宙大爆炸理论相当吻合，似乎都指向一个漫长

的，达数十亿年之久的宇宙。但是创造论科学家却找到大量证据，说

明地球和太阳系还相当年轻，远小于数百万年。正确的科学要求我们

尝试调和年轻地球论的数据和宇宙学的数据，由此促成创造论宇宙学

对以上这些现象的解释。 

在过去，创造论者已经提出过若干个解释。其中最有名的包括：

（1）成熟创造理论（认为光在中途被创造的）；（2）穆恩-斯宾塞理

论（认为光走了捷径）；（3）赛特菲尔特的光速衰减理论（认为光速减

慢）；（4）阿克里奇-巴恩斯-史勒什理论（星系气体和尘埃的加热）。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理论并不完备。首先，这些理论的支持者们都没有

圣经方面的决定性证据支持。我说的“决定性”是指圣经有直接陈诉，

明确表示支持某个理论而不是另外一个。比如，是否有经文讲述神在

创世中途创造了光，光线抄捷径，光速加快。 

第二，这些理论都没有对上述列举的三个大尺度天文现象进行解

释。理论 1 到理论 3 主要寻求光传播时间方面的解释。理论 4 只是对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进行解释。第三，从科学角度，这些理论都有严重

不足。理论 1 并没有做任何的科学预设，因而不能被检验。理论 2 到

理论 4 被很多创造论科学家通过数据证实是错误的，尽管个别支持这

些理论的人不太同意这点。因此，看起来创造论者还没能拿出一个令

人更为满意的宇宙理论。 

为了满足这个需要，这篇论文会深入探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对于那些仅学习过狭义相对论的科学家，这将会超出他们所能理解的

范畴。论文还包括对黑洞奇特物理特性的讨论，并加入了相当多的数

学分析。这些都是本论文主旨所需要的，但是我会把这些东西尽可能

地简化。对于非物理学家，我会用文字解释基本的方程组。对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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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广义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当我讨论主题时，会加入我自己认为

有用的概念，但是这些注解对非物理学人士就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请

你们能耐心听完我这些新奇的理论，因为你们的收获将会很丰盛--这

是一个不算特别的宇宙理论，它不但能解释大尺度的天文现象，还可

以跟年轻地球论思想完全一致。  

 

2．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假设无界宇宙为前提的 
 

在《时空的大尺度结构》一书中，史蒂芬霍金和佐治艾力斯阐

明了宇宙大爆炸理论中最根本的假设： 
 

然而，没有思想体系的结合，我们不可能创造宇宙模型。在

最早期的宇宙观，人认为自己身处宇宙中心的一个崇高的位

置。自哥白尼时代起，我们认识到人类只不过身处在一颗普

通大小行星上，这颗行星也环绕着一颗普通大小的恒星，而

该恒星也只是处于一个普通星系的外围边缘位置，最后这个

星系也只是本星系团中普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宣称地球

在空间的位置是相当特别的，事实上，我们这样做不是太民

主。我们会跟随邦尼[5]，把这种假设成为哥白尼原理。 

要对这个有点含糊不清的原则进行合理的解释,得像它所暗

示的那样去理解:从一个恰当的范围尺度去观测，宇宙就空

间上而言大致是均匀一致的。 
 

霍金和艾力斯对“均匀一致”这个词的理解是在任何时间宇宙所

有地方都基本相同的。特别是他们指出我们身处的三维空间的所有区

域的物质平均密度都是相同的，当然这里说所有区域是要足够大才能

取得一个好的平均值。这个前设也是一些更大一级理论的基础，比如

费里曼德理论，或者罗伯特森-沃加宇宙理论。不仅包括宇宙大爆炸

理论，还囊括了更早期爱因斯坦静态宇宙论和德斯特的空虚膨胀宇宙

论。即使是弗莱德霍伊尔的稳态宇宙论也设置了同样的假设--空间各

处均匀一致。这个“哥白尼原理”在过去被称为“宇宙原理”。 

请注意霍金和艾力斯把“哥白尼原理”称为“思想体系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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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这个原理并非来自直接的观测，而是源自一些人觉得是真

理的思想。最近在《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上，天体物理学家理查德

戈特阐明了哥白尼原理背后的实质理据： 
 

在天文学中，哥白尼原理行得通是因为对于智慧观察者而言，

宇宙所有区域中只有一些区域被定义成“特殊”，而许多区

域都是“不特殊”的，所以你多半是身处一个“不特殊”区

域里。 
 

更进一步来阐述就是，哥白尼原理背后的意思就是我们身处这个

星球只是随机的结果--不是神有意的选择安排--因此我们不太可能

身处一个特别的区域。当然，这种“随机偶然”的思想也是达尔文主

义的本质所在。理查德戈特正是基于它跟进化论的这种联系，建立

起他的理论，认为我们并非身处一个独特的位置。 
 

达尔文认为，就起源而论，我们跟其他物种相比并无特别之

处。 
 

所以哥白尼原理背后的精髓就是一个被偶然性控制的宇宙。由于

许多科学家看到了大自然中大量的目的性，因此我们就很有理由去质

疑这个哥白尼原理的有效性。 

哥白尼原理的支持者们不是完全依靠思想体系。他们指出在大尺

度下，从我们的观察点看宇宙显得各向同性。也就是说，在每个方向

上看起来都是一致的，特别是对于宇宙微波背景来说。事实上，这种

观察到的各向同性也是来自“均匀一致”的想法，因此跟哥白尼原理

是一致的。然而，逻辑是无需这样反向推理的--各向同性所以“均匀

一致”。在本书中，我会通过例子说明一个人可以构想出一个各向同

性，却非“均匀一致”的宇宙。 

我在哥白尼原理上花了一些时间，是因为它对宇宙理论有着深刻

的影响。理查德戈特强调其重要性： 

 
 

我们并非身处宇宙中某个特殊位置这一思想在宇宙学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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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也直接导向“均匀一致”和“各向同性”的费

里德曼宇宙模型。 
 

你或许觉得奇怪，哥白尼原理或是空间“均匀一致”这一思想，

究竟为什么至关重要的呢？为了帮助你去理解，让我清楚阐明“均匀

一致”这一思想中那个不成文的暗示：均匀一致意味着我们这个三维

宇宙不存在边缘和中心。假如存在一个边界或者中心，那靠近这些位

置的观察者就是处于特殊位置了；相比其他观察者，他们可以看到和

测量到不同的事物，因此也就违背了哥白尼原理。 

假设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你能够瞬间到达任何地方。哥白尼原

理告诉我们无论你走得有多远，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地方其平均物

质密度跟我们这里有多大差异。你也不可能在这个由恒星和星系组成

的常规宇宙内找到一个尽头，因为根本不存在中心和边缘。更专业一

点讲，这样的宇宙中的物质是无限的。数学家称这一要求为“边界条

件”。第 4 部分给我们展示当这些边界条件应用到广义相对论方程组

中时，怎么得到了宇宙大爆炸理论。接下来的第 3 部分向物理学家介

绍广义相对论的要义。数学不太好的读者可以略过第 3 和第 4 部分，

不会对理解带来太大困难。 

 

3．广义相对论的基础知识 
 

1916 年，也就是爱因斯坦发表他首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之后

的 11 年，他发表了完整的广义相对论[13]。在这篇论文中，他将空

间和时间描绘成像是被拉展和弯曲的材料。某些人反对这种对空间的

物质的和“几何”的解释，但我对此是接纳的，原因有两点：（1）它

为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提供了启发性的描绘；（2）从圣经上得到某些

提示是支持这个理论的[参看附录 B，第 7 部分]。爱因斯坦通过描述在

时空上稍有差别的事件的间隔来形容这种拉展和弯曲，就是下述公式

中的 ds。如果它是一个实数，它同时跟“自然时间”或固有时间间隔

dτ成正比，dτ由在两事件间任一轨道运行的一个实体钟给出： 
 

ds ≡ c d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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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我采用的的这套计量系统中，比例系数为光速 c。（如果 ds 是

个虚数，意即 ds
2
< 0，那间隔就等于在保证两个事件同步的一个参照

系下 i 乘以这两个事件 。有些人把间隔用一个相反的符号规则来定

义。）爱因斯坦用“度规”方程来计算间隔的平方。 
 

ds2 = gμndxμ dxv, μ, v = 0, 1, 2, 3 

(2) 
 

指数μ到ν数值从 0 到 3，分别代表时间和空间的三个维度，对

应于每个指数值的 dxμ分别表示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

离。举个例子，用τ代表时间，并使用极坐标(r, θ, φ)，便得出

(dx0, dx1, dx2, dx3) = (dτ, dr, dθ, dφ)。g
μv
的数值代表度

规张量的分量。在四维中，（“二阶”）张量由 16 个分量所组成，可以

随选定坐标系的改变而改变。下标代表“协变”张量，变化方式如同

对标量函数进行求导。上标代表“逆变”张量，变换方式如同向量。

这个方程同时有两种张量，其中度规张量以协变形式存在而距离则以

逆变形式存在。度规张量爱因斯坦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他的求和约定：

如果下标和上标指数相同，就可以把该指数相加。比如，在方程（2）

右边代表了 16 个不同项的总和。度规度规张量 g
μv
是广义相对论非常

重要的基础。 
 

 

(3) 
 

爱因斯坦在 1916年和 1917年的论文主要贡献就是他给出的那组

描述时空曲率[参看第 5 部分]的 16 个引力场方程。简单地说，这些方

程组阐明了在给定某点的时空物质数量决定了该点的时空曲率。这跟

描述在一张被拉展开来的膜上面放置重物的方程组非常类似，不同的

是现在这块膜有四个维度，而不是两个。方程（3）左边的量 R
μν

代

表里奇（曲率）分量的第μν分量，它其中包含了度规张量的各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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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时空坐标导数。里奇分量与时空曲率有关。在某些简单的情形下，

这个方程可以简化为达朗贝尔算符， 
 

 
 

去应用在度规度规张量的分量中。而在简单静态的情形下，它可以进

一步简化为拉普拉斯算符 ，将之应用于度规分量中。 

方程（3）右边是著名的“宇宙常数”，我们通常认为它与时空膜

受的外部压力或张力成正比（这个值不一定为常数，它取决于所处的

位置和时点。然而，人们在很多研究中都将它视为一个常数，通常是

零）。G 是牛顿万有引力常数。 

方程（3）右边第二个张量 Tμν
是能量动量张量。这是一个“源

项”，具体描述引起时空扭曲的质能和动能(由非引力场引起)的多少。

方程（3）的第 3 项包含了标量函数 T，它是 gμν Tμν
的和，代表由于

引力场和非引力物质的相互作用而出现的额外质能，它也能引起时空

弯曲。 

 

4．从广义相对论到宇宙大爆炸理论 
 

在宇宙学中通常的研究方法是先找出能量动量张量 T
μν

在所有空

间中的形式，然后再找出方程（2）中度规张量 g
μν

所必须具备的形式，

使我们可以得到爱因斯坦方程组（3）。通常宇宙学家会作出两个（合

理）的简化近似：（i）将星系当作是不会相互作用的“尘埃”，比如

它们彼此相距太过遥远，因而不会有明显的相互作用。（ii）假设星

系相对于它所处的空间是静止不动，意即:它们只会由于空间膨胀而

发生位移。在这些近似条件下，能量动量张量中的唯一非零分量就是

物质的密度ρ： 
 

T∞ =ρ 

(4) 
 

哥白尼原理就从这里进入了方程组。这个原理要求方程（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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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密度ρ在全部可探空间都独立于空间坐标系存在。使用这个边

界条件后，很多教材都给出了以下度规表达式，它被称为罗伯特逊-

沃克度规，是方程（3）的一个解： 
 

 

(5) 
 

这里的η是一个无量纲径向坐标。也是一个共动坐标，它表示坐

标系随空间膨胀而产生位移，就好像它是被涂刷在空间上的网格一样。

这也意味着对于任何给定的星系，η值在整个膨胀过程中都是保持一

致的。但请注意：对于罗伯特逊-沃克度规，它的坐标原点是任意的。

它可以是我们三维空间任意一个地方。这样，这个度规跟哥白尼原理

才绝对吻合的。 

在罗伯特逊-沃克度量中的“宇宙”时间τ 跟方程（1）中的本

征时间（或者叫做“自然”时间）是一样的。这个时间是由一系列贯

穿整个宇宙的时钟所定义的，每一个时钟都在空间膨胀的背景下，跟

随着各自的星系一起运行。而且各个时钟都能彼此完全同步。之后我

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间，t，它称为史瓦西时间，也叫

做“坐标”时间。这两种不同的计时方式构成了本书的精华，请你们

特别留意这里的区别。 

在方程 5 中的符号 a 是指空间曲率半径，以长度为单位。这个值

是取决于宇宙时间τ（某些人将 a 定义为无量纲量，称之为“尺度比

例”；而η则有了长度单位）。这个曲率半径将共动坐标η和非共动径

向坐标 r 联系起来： 
 

r = a(τ)η 

(6) 
 

坐标 r 有长度单位，定义了它，圆周长就可用 2πr 来计算。对

于某一个星系来说，r 随曲率半径增加而增大，而η则保持不变。 

方程（5）中的符号 c 代表光速，当 k=0 或者靠近原点时，它在(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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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坐标系中是个常数。在其他坐标体系中，比如我在随后介绍的史瓦

西体系--光速会是 c 乘以一个时空函数，因而并非一个常数，在这

样的体系中 c 本身并不代表光速，而只是一个简易的常倍数（通常广

义相对论家使用单位物理量，所以 c=1）。方程（5）中的符号 dΩ则

是张角，在球坐标系中，指有间隔的两个时空事件所成的张角，由此

我们得出以下表达式： 
 

dΩ2 ≡ dθ2 + sin2θ dφ2 
 

常数 k在罗伯特逊-沃克度规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取值为 1, 0，

-1，取决于空间曲率是正，零或是负。当 k=1，η的取值在 0 到 1 之

间。我将会在下一部分阐明这个概念。 

 

5．弯曲空间与五个维度 
 

以上的方程和理论都是使用四个维度，一个时间维度和三个空间

维度。对于未接触过这方面知识的新手来，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特

别空间可能是弯曲的。很自然他会问到一个问题：“空间会向哪个方

向弯曲呢？”广义相对论其中一个行业秘密就是如果我们认可一一个

多维度的理论，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对于方程 5 中正曲

率（k=1）的情况，其几何解将相当简洁：我们的三维空间只是“超

空间”中一个“超球体”的表面，这个超空间遵守普通的几何定律，

只不过它拥有四个空间维度，而不是三个！光线与可见物质都被限制

在其表面运动。时间会是一个额外的维度，也就是作为第五维独立存

在。说得明确一点，这个超空间表面有笛卡尔坐标(w, x, y, z)如下： 
 

w2 + x2 + y2 + z2 = a2 
 

这里的 a 是方程 5 的曲率半径。除了额外维度 w，其余的跟描述

三维空间球径 a 的方程完全一致。现代相对论学家表示这个超球体是

一个镶嵌（已存在的）在四维欧几里得（普通几何）空间的“三维球

体（由于它的表面是三维）”。由于半径 a 随着时间而增加，我们可以

想象这个超空间像四维橡皮气球在不断膨胀。星系好像粘贴在气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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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硬币一样。当我们将气球吹涨时，它们就会分开会相互分离。很

多教材都使用这个例子，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告诉读者这个气球拥

有四个空间维度的。 

图 1 显示方程 5 当 k=1 时以及方程 6 是怎样与这个概念关联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超球体的原点（w 轴与平面的交点）在平面的位置

完全是任意的。θ角代表环绕 w 轴的自转量，而φ角隐藏了。图 1 用

三种方式给我们说明了一个星系与中心的径向距离：χ角，或者是径

向坐标η （此两者是共动的），或者是径向坐标 r（非共动）。 

超球体的宇宙看

上去像科幻小说，但

是正是爱因斯坦（使

用了不同的符号）用

本部分开头的方程，

把这个概念于 1917

年引进到到宇宙学中。

但是，他很快运用某

些数学手法，将方程

中这个额外维度 w 隐

藏起来，所以它再也

没有在方程显露出来。

从此，大多数相对论

学家都试图将这个额

外维度当作简单的数学小说。其中某些人，比如约翰A惠勒，甚至对

这个额外维度存在的真实性十分反感。 

从这个球体出发的探索是没有物理意义，而且是被禁止的。这个

多出来的维度是为了在论证中提供理据，而不是帮助探索者去探求。 

对这个额外维度的敌意有可能来自对19世纪某些思想产生厌恶，

他们要么是灵论者，认为超空间是魔鬼居住的地方，要么是基督徒，

把超空间想象成神的居所。而最有可能的就是源自人们的一种愿望，

希望这个三维空间已经包括了全部物质和能量，而不仅仅是一个更大

 

图1.正曲率的宇宙 

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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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一部分。卡尔萨根表达了这一愿望，陈述的方式就像这是一

个定义或是一个事实： 
 

宇宙是现在，昔在，永在的全部。 
 

另一方面，创造论者无需反对有比可见宇宙更广阔的存在的可能

性，这是因为在圣经中对这个额外维度有特别的提示[请参看附录 B 第

7 部分]。当然，其中一个困难是能够看到或者想象到这样一个额外的

维度。鲁迪拉克尔在他那本小书《第四维度》[41]中作过这方面的努

力，去帮助人们拓展思维拉克尔在该书中有趣的描述和妙趣横生的猜

想为行外人士和科学家们了解这些理论提供了有趣的导论。 

到目前为止，我仅仅是讨论了 k=1 正曲率情况。我们也能够用额

外维度将零曲率 k=0 的情况表示出来。这种情况下，我们三维空间相

当于在四维空间中一张平坦的橡皮纸（w 轴方向变细）表面。我们再

次用粘贴在纸面上的硬币来代表星系。而橡皮纸往 x，y 和 z 轴方向

的拉展代表空间膨胀。图表 2 和 3 分别说明了 k=1 和 k=0 的情况（包

括了 w 轴，隐藏 z 轴）。 

对于 k=-1 的负曲率的情况，我们使用马鞍面而不是平面来进行

说明。这种情况下的宇宙，物质并没有一个边界或者边缘。正曲率的

宇宙大小是有限的。如果你向一个方向出发去（限于超空间的表面），

只要行走足够长的路程，你最终会回到出发点。这说明了你身处一个

封闭宇宙之中。但是在旅途中，你永远不可能达到恒星和星系的边界

（由于物质在超球体表面均匀分布），因为你身处一个无界宇宙之中。

因此正曲率的罗伯特逊-沃克宇宙是一个有限封闭的无界宇宙。 

零曲率和负曲率的宇宙不是有限的。在这种宇宙中，如果你向某

一方向出发，你永远不会回到出发点。然而，你也不可能达到物质的

边界，因为物质会扩散到无限远。这两类型的宇宙是开放和无界的。

因此所有罗伯特逊-沃克（包括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理论都认为物

质不存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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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主要误区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背景资料去处理某些常见的误区。包括很多科

学家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大爆炸理论家们构建的图画是：一个小物质

球的在空无一物事先存在的巨大三维空间不断向外膨胀。膨胀物质的

边缘就是物质和周围虚空的边界。但是公众所臆想的大爆炸图画是错

误的。在封闭的宇宙中，大爆炸数学事实上告诉我们三维空间本身跟

物质一样小。这样我们的三维空间就是跟随物质一同膨胀的。换句话

说，大爆炸理论家们想象在他们那个四维空间球的初始半径是非常微

小的，但即使这样，物质还是能均匀分布在球体的表面，所以在三维

空间中不存在边界。作为一名记者的提摩斯.费里斯觉得公众对这个

问题的误解是由于“大爆炸”这个词的本身，这起初是该理论的反对

者们坚持给它贴上的一个“贬义的标签”。 
 

“大爆炸”这个词在几个方面都存在误导作用。它暗示宇宙

包括物质和能量像一个炸弹从一个事先已存在的空间中爆

炸膨胀出来。事实上这个理论描述了所有物质，能量和时空

联合在高密度的幼年宇宙之中。而且，像现在的宇宙一样，

全部的空间都在其中，哪怕那时宇宙比一个原子还要小。 
 

然而，造成公众误解应该一定程度上归责于好像费里斯这样的科

普作家，因为他没有告诉读者他使用“空间”这个词其实是指我们所

 

图2.正曲率的宇宙                 图3.零曲率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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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这个三维空间，也没有向读者澄清阐明另一个空间维度的概念。

他也没有说明他的话仅仅用于正曲率的大爆炸理论版本中。而对于零

曲率或者负曲率（开放）情况，大爆炸数学实际告诉人们起初空间和

物质都是无限大，各处物质处于一个超高密度和温度的状态（也就是

说，起初宇宙的质量和体积就是无限大的）。如果在宇宙起初时，你

在那张平坦或者是马鞍型的纸面上画上一个圆圈，那随着膨胀，这个

圆圈会不断变大，而密度和温度会不断变小。换句话说，在开放版本

的大爆炸理论中，宇宙始于无限大，而且会变得更大。我能理解为什

么科普作家们不愿意向公众解释这些概念。 

另外两个误区是源于我们上面提过的那个主要误解。第一个是认

为有引力指向某个假设的爆炸中心点。第二个是这些假想的力是如此

强大以致大爆炸的初始阶段会是从一个黑洞开始（我会在后面章节对

黑洞作更详细的解释）。但是在实际的大爆炸理论中并没有一个引力

所指向的中心位置。三维空间中任何一个点，在各个方向上离它距离

很远处，都有等量的物质。所以对于每个点来说因周围空间形成的引

力总和为零（当然因邻近的天体造成的引力不仅不会为零而且还很大，

比如我们的地球，）。因为这样的互相抵消，大尺度的引力不会存在，

所以大爆炸理论中的宇宙绝不可能在一个黑洞之中。 

第四个误解就是星系离开我们的速度不可能比光速还要快。但是

许多标准理论的书籍都指出在我们三维空间中的每个点会存在一个

相应的“视界”，而“视界”之外的退行速度比光速还要快，而星系

应该是位于“视界”之外的。然而，在这个“视界”上，红移将会无

限大，因此我们不可能观测到视界之外。在宇宙学中，物质在我们这

个三维空间中的移动速度不可能超越光速，但是空间本身就没有这个

限制（有些人[参看第三部分]由于哲学方面的原因，不喜欢这种空间

自身膨胀的解释，但是他们又无法拿出另外一种方法去解释其中的差

异）。比如，看回图 1，物质和光波只能沿着超空间的表面(或者说在

其上)运动，他们在表面的运动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 c。但是超空间表

面自身向外快速膨胀的速度能够超过光速，根据 k=1 版本的大爆炸理

论，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事实上，阿兰.古斯的“暴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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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爆炸宇宙理论[21]中存在超空间，在膨胀的早期阶段，其半径的

扩张速度是光速的 1020 倍。 

第五个误解是星系红移等同于多普勒频移，意即：其产生原因是

当星系光线开始向我们出发时星系同时以一定速度退行。但是一本大

学本科教材和众多研究生的教材非常清晰地指明红移是一种膨胀效

应。随着空间被拉展，电磁波的波长在穿越空间时也同样会被拉长。

因此，退行速度并不重要，当光线向我们行进的时候，空间发生的膨

胀量才是决定性的，跟膨胀的快慢无关。不知为何这种区别没有引起

大多数物理学家的注意，除非他们是广义相对论的专家。我在第 14

部分对这个问题作详尽探讨。 

总的来说，被广泛接纳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有五个不为众人所知的

特征如下，我们需要理解它们，这点很重要： 
 

1.宇宙中的物质过去没有任何边界，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 

不会有。 

2.不存在大尺度的向心引力。 

3.宇宙从不曾存在于一个黑洞之中。 

4.空间的膨胀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5.红移并非是多普勒频移。 
 

众多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推行该理论时，完全忽视了这些基

本特征，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7．有界宇宙的理据 
 

第 2 部分告诉我们哥白尼原理是一个完全任意的假设，正如霍金

和埃里斯所言是一种“理论糅合”。因而在科学的角度，基于与之相

反的假设（有界宇宙）去探索所得到的结论是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

宇宙中，物质是不会占据所有的三维空间的，而在物质之外还存在一

片虚空。 

附录 B“创造宇宙论的圣经基础”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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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宇宙是有界的。星际空间，就是众星和星系所处的通常意

义的天空，其大小是有限的（虽然已经非常大），并有一

个固定的边界。边界之外是“天上的水”，其厚度未知。

在这些水之外的某段距离上还存在与星际空间类似的更

广阔的空间，不过那里没有任何物质。 

2.地球靠近宇宙的中心。星际空间存在一个物质的中心，而

地球从宇宙标准而言是“靠近”这一中心的，也就是说，

相对于数十亿光年的尺度而言，地球跟这个中心的距离非

常短。 

3.宇宙在过去一直膨胀。神在过去某个时间曾“拉展”了星

际空间，这个时间或许就是在创世周期间。现在空间无论

还在膨胀与否都有可能。 

4.宇宙是年轻的。神用六个地球日来创造宇宙，也就是说，

六个我们这个特别行星的自转周期。 
 

附录 B 显明，这是最直接明了的理解相关经文的方式了。如果这

个理解是对的，那很明显它们都不是临时假设来解决宇宙学的问题的，

因为早在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前，圣经已经被写成了。因此，这些

结论提供了一个相当合理的“理论的糅合”来构建起我们的宇宙模型。

结论 1 和 2 就我们刚才的讨论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他们本质上反对哥

白尼原理，也让我们更有动力，从科学角度去搞清楚非哥白尼原理的

宇宙学说是一个怎样的理论。 

 

8．有界宇宙中的引力 
 

让我们现在看看边界存在所带来的影响。首先，边界要求物质存

在一个中心。这意味着大尺度的引力必定贯穿整个宇宙，而且在宇宙

任何一个地方的引力都会指向这个物质中心点。如果我们是靠近这个

中心的，那宇宙在我们看来是各项同性（每个方向看起来都是一样）

的事实意味着它近似于一个对称的球形。为了在本文中将这个问题简

化（也会足够复杂），让我们作如下假设：（1）宇宙不存在整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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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2）到物质中心等距半径 r0处，物质的密度ρ是恒定的。超过这

个距离，密度则为零。在这个部分，让我们同样忽略膨胀效应。这样，

大尺度的引力可以近似于牛顿引力势能φ，由半径 r 所决定的，其关

系式如下: 
 

（7） 
 

这里的 m 是指宇宙的总质量 
 

 
（8） 

 

（对于那些不太熟悉这个概念的人来说，引力势能是指你把 1 千

克的物质从半径 r 上的某一点提升到远离半径 r0的地方（在这点上引

力为零）时，所要消耗的能量。）这一点恰好是逃逸速度平方值的一

半，逃逸速度指当你抛射物质让它脱离宇宙引力的束缚时所需要的

（抛射）速度。）图 4 说明了当其离中心距离 r 不断增大时，这个引

力势能“井”的深度是如何衰减的。这个“井”壁的斜率就是引力，

“井”越陡峭，引力就越强。你可以把这个“井”想象为在一个块被

拉伸的橡胶膜上放置了一定量的物质所引起的膜面扭曲。物质越密集，

这个“井”就越深，如图 5 所示。 
 

 

图4.引力势能“井”       图5.引力势能“井”的物质更加致密 
 

质量 质量 

半径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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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既然靠近宇宙的中心，就靠近这个“井”的底部，而其他大

部分的宇宙物质则存在于一个更高（非负）引力势能的地方。 

 

9．引力减缓时间 
 

引力势能不同的地方，其时钟运转速率也不一样（包括所有物理

过程）。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用一个近似的广义相对论度规

来进行考虑： 
 

（9） 
 

在这里笛卡尔坐标(x,y,z)跟球体坐标(r,θ, φ)的转换关系与

平常一样。当|φ| <<c
2
时，这个近似是合理的。想象两个事件的间

隔 ds，由这个系统中一个不动的时钟连续的两下滴答声表示。由于这

两声滴答声发生在空间的同一位置，所以它们在空间各个方向上的位

移（dx, dy, dz）都为零。把这个信息加入到方程（1）和方程（9）

中，取正平方根，我们便得到由实体时钟测量得出的本征时间（或者

叫自然时间）间隔 dτ，与时间间隔 dt，也就是我之前提醒你们要留

意的史瓦西时间（或者叫做“坐标时间”）的关系式： 
 

 

(10) 
 

另外也有人推导出这个方程。请留意当引力势能为零时，这两个

时间是一致的，也就是 dτ= dt。这意味着史瓦西时间就是在非引力

场中的时钟时间。在远离宇宙边界半径外的地方，引力势能几乎为零，

所以时间 t 就是处于这些遥远区域的时钟时间。如果我们能在整个宇

宙各处设置这样不受引力影响的时钟，那么就可以令这些时钟与一个

遥远的时钟同步。（有一个方法可以实现这种不受引力影响的时钟，

这就是让所有这些时钟都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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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和实验观察，自由落体等效于零重力。另外一个方法，从理论上

说，确定空间每个点的引力势能，对在时钟运行速度进行修正）。 这

样一系列同步的时钟可以测量史瓦西时间。我们可以将它们认为是

“神的时钟”，这是完全不受诸如引力等世俗东西影响的理想时钟。

正是如此，史瓦西时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度量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

比较那些更现实的易变的时钟。 

有鉴于此，方程（10）是指自然的实体时钟是受到引力的影响的。

由于引力势能Ф为负值，只要Ф不等零 dτ就是小于 dt 的（也就是说，

在引力场的时钟比在非引力场的时钟走得要慢）。而且，在重力井里

你如果走得越深，那实体时钟会走得越慢）。虽然公众对此并不知情，

但是很多广义相对论的专家都对此有所描述，以下是一些例子： 
 

……处于低引力势能的时钟比出于高势能的时钟走得慢。这

叫做“引力时间膨胀效应” 

如果时钟周围物质质量越大，那时钟的运行速率就越慢。 

因此在距离物质有限远处，时间相对于无限远的时间来说会

“慢下来”。[29, p. 302] 

在大质量物体周围，时钟会走得更慢。 
 

以上第 2 个引述是出自爱因斯坦的。这种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时间

膨胀跟广为人知的狭义相对论的“速度”时间膨胀效应是不一样的（由

于运动位移造成时钟变慢）。广义相对论指出引力不仅使时钟变慢，

还会令所有物理过程变慢，包括原子，原子核，化学和生物化学反应，

电磁波，大脑神经脉动，沙漏中的沙子，你手臂上的手表，行星的自

转等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无法通过直接观测的手段来感知到周围

环境中这种“变慢”，因为我们所有的感知和测量方式也都一同缓慢

下来。这种变慢效应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是无法看见的，我们也无

法通过在一个地方进行测量来发现这种变慢现象。举个例子，如果我

们在太阳附近用实体时钟测量光速，那得到的数据会跟在地球测量的

一样。然而，如果我们使用理想的史瓦西时钟进行测量，那我们会发

现在太阳附近的光速会有所降低。所以在广义相对论中，如果我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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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合的时钟来测量，那么我们会发现连光速也会受到引力的影响。  

杰拉尔德施罗德是我认识的专家中唯一一个曾把类似于引力时

间膨胀效应放入到宇宙学研究的。他在《耶路撒冷邮报》发表的文章

少了些科学细节，但似乎是说时钟在宇宙中心位置走得很快，而在边

缘位置走得更慢--这跟本章中方程组描述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他递交

文章的初稿后(1993 年 8 月 30 日)，我最终联系上他。从他的回复来

看(1993 年 10 月 29 日)，我可以说他的理念跟我在这里所述的宇宙论

有很大的差别。 

 

10．时间减缓--现在与过去 
 

引力时间膨胀效应并不仅是理论。我们有很多途径去测量它，下

面就是一些例子： 
 

1.电磁波的偏转。半数显著的偏移发生在光线行经太阳附近

时，由于太阳引力减缓了光速所引起的。而另一半是由于

引力对空间的作用所导致。许多年来，针对广义相对论的

批评正确地指出日蚀测量时观测到的星光偏转是非常不

准确的。但是在 1975年，当太阳接近三个类星体时人们

对它们发出的电磁波进行测量，确认爱因斯坦对于偏转的

预测与观测值相差不超过 1%。 

2.太阳系中的雷达。1965年，夏皮罗对途经太阳附近，并

从金星反射回来的雷达信号传播时间进行测量。测量结果

确认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特别是引力时间膨胀效应理论，

其理论值和实验观测值相差在 3%之内。几年之后，从水

手6号和7号太空船返回的无线信号的传播时间也以相同

的精确度也证实了该理论。 

3.飞机上的原子钟。1971年约瑟夫.海福乐和理查德. 基廷

把原子钟放在东行和西行的飞机上，尝试测量由于海拔变

化而导致的引力时间膨胀效应。在修正了速度时间延迟效

应后，他们证实了引力时间膨胀效应的理论值和测量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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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大概 10%左右。四年之后马里兰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进

行了类似的实验，但这次实验更加精确，确认理论和实验

相差值大概在 1%左右。 

4.地面上的原子钟。沃尔夫冈.里特勒在报告中指出：“事实

上，由于这种（引力时间膨胀）效应，位于美国科罗拉多

州，博尔德的国家标准局（海拔 5400英尺）的标准原子

钟比起在英格兰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海拔只有 80 英尺）

内一个相似的原子钟，自 1969 年起每年要多出 5微秒，

而两只原子钟本身的误差是每年 1微秒。” 
 

这些实验和其他实验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引力时间膨胀效应是真

实的。然而，由于海拔不同而造成每英里每年 5 微秒的差异看起来还

不会很明显。如果按目前宇宙而言，这种效应又会有多明显呢？要回

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确定宇宙中心的引力势能φ(0)。，将方程（8）

代入方程（7），令 r=0，我们就得到了宇宙中心的引力势能和宇宙总

质量 m 及半径 r0的关系： 
 

 
(11) 

 

我们现在需要估算宇宙半径 r0和物质密度 r。按照标准宇宙学对

其红移进行判定，目前能观测到最遥远的射电星系应该距离我们有

120 亿光年之遥[9]，所以让我们给取 r0为 200 亿光年。而我们邻近

宇宙空间区域的发亮物质密度大约为 10
-28
。把这些数值应用到方程（8）

后我们得到宇宙物质总量： 
 

m ≈ 3 x 1051 kg 

(12) 
 

把这个物质量和半径数值代入到方程（11）得出宇宙中心的重力

势能大概为 1.7 x 10
15
m

2
/s

2
。将该数值放入方程（10）后得出宇宙中

心的时钟比非常遥远地方的时钟仅仅慢 2%左右。所以，基于以上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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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的密度和大小，今天宇宙各处的时钟速率都是大概一致的。(当然

如果“暗物质”被证实存在或者宇宙的大小远大于 200 亿光年的话，

那今天宇宙各处的时钟速率差异将会非常巨大。) 

但是时钟在过去会是怎样的呢？如果宇宙一直在膨胀（这点在圣

经和科学数据上都已表明）那宇宙半径 r0在过去会小很多。这也意味

着在过去“势能井”比起现在会深很多（方程 11 和图 5 都说明了这

一点）。事实上，方程 11 说明，如果 r0缩小 50 倍，那重力势能井的

深度将会接近 c
2
。也就是说，宇宙中心附近的逃逸速度[第 8 部分]会

接近光速--所以宇宙中心的光没可能逃出来！同样，将-c
2
作为势能

应用到方程 10 后显示，宇宙中心位置的时钟是静止不动的。 

像 c
2
这样大的势能值已经超出了极限(|Ф|<<c

2
)，而方程 9 和 10

只有在这个极限以下才是好的近似。然而，当宇宙体积还很小的时候，

很明显光线和时间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情。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将用

更加精确的度规方法去深入探讨这些奇异的特性。 

 

11．黑洞和白洞 
 

就在爱因斯坦发布他的引力场方程组之后的 1 个月（方程 3，Λ

=0），服役于普鲁士军队的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找到方程组第一

个精确解，这是对真空中环绕在一个质量为 m 的球体周围的时空的度

规描述： 
 

 

(13) 
 

径向距离 r 跟方程 6 中的相同。时间 t 则跟在之前章节中所定义

的史瓦西时间一致。1923 年，GD伯克霍夫发现只要物质保持球状对

称，那史瓦西度规对收缩物质或者膨胀物质都是有效的。参数 rs，也

称为史瓦西半径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临界值。应用方程 12 得出的宇宙

物质总量，那宇宙的史瓦西半径将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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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 450 × 106 光年, 

(14) 
 

也就是接近 5 亿光年。记得在之前章节我们假设目前宇宙的物质

半径 r0为 200 亿光年。如果宇宙在过去比现在小 50 倍，那全部物质

都会在其史瓦西半径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理解其中含义，我们现在必

须讨论黑洞和白洞了。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约翰惠勒将“黑洞”这个词应用到一

个正在坍塌的恒星上，该恒星的物质全落在史瓦西半径内。显然从这

颗恒星发出的光线和物质绝对不可能逃出史瓦西半径。由史瓦西半径

界定义的球体被称为视界，这是因为从外部，你永远看不到其内部发

生的任何事件。外部光和物质可以落入视界内，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可

能从视界返回--黑洞也因此得名。随着越来越多的物质落入到黑洞，

黑洞的质量也就不断增加，因此其视界范围一直再不断向外扩张。吉

恩.皮埃尔.路明内特的书《黑洞》最近被翻译成英语[30]，为行外人

和科学家理解这个课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导论。 

关于黑洞或者白洞，人们会有几个误解，我们在这里要给予纠正。

第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它们的密度和潮汐力（把物质拉扯分离的力）总

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你取方程 12 的质量，使它们均匀地散布一

个球体内（球体的半径由方程 14 得出），那此时球体中的物质密度只

有 8×10
-24
 kg/m

3
。潮汐力也是非常微弱的。如果你把所有物质压缩到

中心位置那个无限小的“奇点”，那该点的密度将会无限大，但其他

地方的密度等于零，奇点附近的潮汐力会非常大，而远离该点的地方

潮汐力就很小。一个黑洞远在在奇点形成之前已经存在一个视界，而

白洞则不一定需要奇点，除了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可能（不是必要）

存在奇点。因此引力和密度不一定就非常巨大。第二个误解就是黑洞

内部也是黑暗的。其实在黑洞内部可能并且很可能有光存在的。只是

我们在视界外面不能看到它而已。 

已经有很好的证据显明黑洞的确存在。天文学家在天空中发现了

三个天体正释放X射线，这种射线是当物质落入黑洞时才发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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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天体分别是：Cygnus X-1, LMC X-3 和 A 0620-00。它们都是

双星系统，每个双星系统中的一个可见恒星环绕了另外一个看不见的

伴星旋转。而每一个伴星的质量都是太阳质量的三倍以上，对于一个

被压缩的恒星而言，这是质量理论上的极限值，使该恒星不会坍塌最

终成为黑洞。 

描述黑洞的方程也允许“反黑洞”或者说白洞的存在，白洞这个

词是天体物理学家用来描述黑洞反转的情况。白洞是将物质抛出其视

界，而不是把物质拉进来。光（和物质）会离开视界，但不可能再返

回。当物质离开白洞的同时，白洞的质量在不断下降，而它的视界范

围也不断向内退缩。最终视界的半径变成零并消失，只剩下散布在四

周的一堆普通物质。“白洞”这个词从来没有被广泛接纳，可能是由

于这样一个物体更多是一个“源”，而不是一个“洞”。路明内特建议

把它改为一个更富诗意的名字“白色喷泉”。我喜欢这个词，但是公

众对之还不够熟悉去使用它。 

物质在视界内不可能静止不动的。在黑洞内，物质不断向内部坠

落。而在白洞内，物质被不断向外抛出。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小型白洞的存在。但是方程 14 显示宇宙始

于一个白洞！这个结论是由宇宙的有界性和膨胀推导而来的。这种起

源的方式跟大爆炸理论所认为的完全不同。 

 

12．时间和视界 
 

让我们考虑一下在视界附近的时钟会发生什么。我们再次在方程

13 中将 dr 和 dΩ设定为零，使用方程 1，并像在第 9 部分那样取其正

平方根，便得到一个本征时间 dτ跟史瓦西时间 dt 的关系式： 
 

 (15) 
 

在远离视界的地方，我们再次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时间是相同的。

当r值缩小并接近rs值时，本征时间间隔变得比史瓦西时间间隔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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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芬霍金讲述了一个正落向大黑洞视界的宇航员故事，我在这里

将这个故事改述如下： 
 

这位宇航员通过他的手表计算（本征时间），预计在中午 12

点整到达视界。当他不断接近视界（一个挡住背景星光的黑

球）时，一位天文学家从远处（因此在史瓦西时间内）观察

到这位宇航员的手表走得越来越慢。宇航员的手表从 11 点

57 分走到 11点 58分要用整整一个小时（史瓦西时间），之

后过去了整整一天（史瓦西时间），宇航员的手表才到达 11

点 59 分！随后天文学家是不会看到宇航员的手表到达 12

点整的，他看见的是在视界上宇航员静止不动的身影和他的

手表变得越来越红，越来越灰暗模糊，最后从视野中彻底消

失。 
 

霍金并没有太多描述宇航员那一头所看到的景象，所以我继续补

充他这个故事： 
 

随着宇航员不断靠近视界，他回头通过望远镜看到天文学家

的天文时钟（史瓦西时间），发现钟走得越来越快，天文学

家像视频快进一样绕着天文台高速移动，行星和恒星在其轨

道也在高速运动，在他身后遥远的宇宙正以疯狂的速度在衰

老。而他自己的手表此刻却运行正常。当手表（本征时间）

到达中午 12 点整时，宇航员看到天文学家的天文钟指针运

转快到一个程度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当跨过视界时，他并没

有感到异样，但看到了视界内的亮光。而他的手表已经到达

12点 1分并继续运行。他回看天文学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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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宇航员随后看到什

么，我们必须搞清楚在视界里

面的时钟会发生些什么。当 r

小于 rs的时候，方程 15 并不

适用。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视

界内的逃逸速度比光速还要大，

那我们可以说这里的引力势能

Ф是远小于-c
2
的一个负数。方

程 10 说明（由于这是近似的极

限值所以并不是必要条件）d

τ和 dt 是异号--就是说两种时钟运转方向可以是相反的。 

这似乎是广义相对论另外一个“业内秘密”--黑洞理论支持这个

惊人的可能性，而专家并没有将此公之于众。图 6 是改编自一本广被

尊崇的研究生教材，由吉普索恩斯，查理米斯纳，约翰惠勒及他两

个同事编写。这个图表说明当宇航员落向内部，半径 r 不断减少时，

史瓦西时间是如何变化的。箭头指向本征时间增加的方向，也就是说

宇航员手表的读数是从点 A 到点 B，再到点 C 这个顺序增加的。虽然

在点 B 史瓦西时间趋于无穷大，但本征时间却不会。但宇航员越过视

界继续向内坠落时，史瓦西时间开始减少（尽管真实时间在增加），

然后时间全部指向点 C。因此，虽然史瓦西时间在视界处趋于无限大，

但从点 A 到点 C 流逝的史瓦西时间的净值是有限的。流逝的本征时间

也是有限的，它小于史瓦西流逝时间的净值。也请注意到宇航员在接

近点 C 时其运动轨迹的斜率是几乎为零的。这意味着如果以史瓦西时

间来测量，宇航员那一刻的速度将会远大于光速，接近无限大！惠勒

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史瓦西时间是一个糟糕的坐标系“选择”，其“令

人不愉快”的特征在下面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1）t在运动中途趋于无限大，（2）之后当τ增加(图

中没有显示)时，t却在减少。惠勒所说的“选择”是暗指

史瓦西时间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与物理测量并没有任何特

别联系。然而，正如我在第 9 部分对方程 10 的评论中所指

 

图6.坠向黑洞的宇航员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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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史瓦西时间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它告诉我们本地时钟

和远处的时钟的关系，或者说物理过程速率和没有受到引力

影响的时钟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它能告诉我们当宇航员

身处视界内时，所能看到的视界外面的情况。 

……宇航员看到（因为光能跨过视界，进入视界内部）天文

学家的天文钟仍旧高速运转，快到一个地步它的指针已经变

得一片模糊。之后钟的指针逐渐慢了下来，让宇航员能够看

清楚指针正快速地以逆时针方向运转。在他跨越视界前的时

钟所记录的巨长时间正在倒流。当宇航员继续从视界落向黑

洞内部时，天文学家的时钟逐渐回到正常值，但是它还是在

逆时针运转。现在宇航员自己的手表走到 12:05。他看到天

文学家从望远镜退后，并向着门口倒退。此刻宇航员看到视

界外整个宇宙的时间在倒流。 
 

白洞能让这个奇妙的旅行

反转。图 7 给我们显示当宇航

员被白洞抛出视界时的时空路

径。 

外面的光线和物质不可能

闯过视界进入视界内部，所有

宇航员不能看到外面宇宙的情

况。但是，由于光线和物质定

能流出视界，所以视界外面的

天文学家能够清晰地看到视界

里面的宇航员。箭头也说明本征时间从点 A 到 B，再到 C 的递增方向。

再次重申，宇航员只是用了有限的本征时间就跨过了视界。 

让我们假设，宇航员预计在他的手表显示为午夜 12 点时跨过视

界。下面是他看到的情景： 
 

当宇航员开始他逃离白洞之旅时，他身后有光，但是视界犹

如一堵黑色的墙壁，横亘在他面前。当接近这堵墙时，他瞥

 

图7.被白洞抛出的宇航员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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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眼手表，当时是晚上 11 点 59分。一分钟后，就在他手

表走到凌晨零点时，他跨过了视界。他没有感到任何异样，

但是突然间他看到视界外面整个宇宙星空。他还能看到身后

的光线。透过望远镜，他看到天文学家的天文钟指针在高速

以顺时针方向运转，而天文学家绕着天文台快速移动。张目

四方，宇航员看到整个宇宙在如视频快进一样在高速衰老。

当他更加远离视界时，他察觉天文学家的钟逐渐慢下来趋于

正常值。而当他到达天文台时，天文学家的钟最终回到跟他

的手表一致的速度。 
 

宇航员告诉天文学家说，天文学家是多么快速在衰老。而天文学

家也看到一些奇特的事情，他告诉宇航员他是多么缓慢在衰老。他们

争论了一会儿，最后都确信黑洞和白洞对时间产生了某些奇特的影响，

特别是靠近视界的时候。尽管这些影响看上去很奇怪，但是根据我们

现在最好的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有可能是真实的。

如果宇宙是有界并且在膨胀的话，那在宇宙过去历史中的这些古怪的

“时间弯曲”现象会使一个不可避免的科学结果。然而，创造论者无

需试图避开这些科学结论，因为它们支持年轻宇宙理论。 

 

13．物质球里面发生了什么 
 

因此，如果宇宙是有界和膨胀的话，那么在早期有个阶段它所有

物质都曾全部在视界当中，其范围还没有扩展到 4.5 亿光年之遥（方

程 14 得出的数据）。那时候，真空史瓦西度规（方程 13）对物质和视

界之间的空间，包括视界外面的区域都是有效的。但是在膨胀过程的

某个点上，物质的外围部分到达了视界。之后，物质就会流出视界，

我们认为此时视界开始收缩。但是为了正确理解物质边界内发生了什

么，我们需要一个有别于方程 13 的度规。这个部分将提供这样一个

方法，并探究其结论。 

但物质达到视界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物质是类似于“灰尘”的

东西，也就是说，有许多的物质团，它们相距甚远，还未能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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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相对论的许多作者研究了均匀的尘埃球坍塌成一个黑洞的情况。

这些方程同样可以应用到一个均匀类似于尘埃的球体，从白洞膨胀出

来的情况，所不同的是这时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反方向的。因此，我们

可以同样使用他们所导出的度规。 

他们工作的成果是，在球体内部的跟罗伯特逊-沃克度规(方程 5，

k=1 的情况)几乎是一致的。在方程 5 的共动坐标（共同移动）系(η, 

τ)中，让我们将 η0定义为共动坐标系中球体边缘的径向坐标。然后

当 η 值小于 η₀值时，方程 5 是一个有效度规。但是其中有个非常重要

的区别。对于罗伯特逊-沃克的无界宇宙来说，原点可以是任何地方，

但这里的原点坐标必须是这个球体的中心而不是别的任何地方。只是

从球体中心所观测到的许多现象都跟罗伯特逊-沃克宇宙体系中所看

到的是一样的。 

球体外面的度规必须跟方程 13 的史瓦西度规保持一致。因此，

物质边缘，也就是史瓦西度规中 r= r0，和罗伯特逊-沃克度规中 η=η0

时，这两个度规得出的解必须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度规采用的坐标

体系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将其中一个坐标系转换成另一个。为了达到

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把球体内的度规转化成史瓦西度规。据我所知，

目前只有两个人遵循了这个步骤，他们是史提芬温伯格和奥斯卡克

莱恩。克莱恩对他一些数学方法的注释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在可以

看到更多最新的评论。但是他的数学是正确的，而他的阐述和符号更

符合我们的需求。但就许多人而言，不幸的是克莱恩的文章是用德语

写的，我知道目前并没有英语译本。为了自己的方便，我把书中相关

的部分翻译为英语，任何人如果需要使用这些资料，我非常乐意把译

文提供给他们[28]。 

如史瓦西一样，克莱恩把爱因斯坦方程组（3）中的宇宙常数Λ

设置为零。于是他便得到如下面形式的方程解。 
 

ds2 = b c2dt2 - a dr2 - r2dW2 

(16) 
 

这里的α和β的具体取值如下。而在球体内 r 小于 r0时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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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结论： 

 

如前所述，a 是空间曲率的半径，它随本征时间τ而不断变化。在这

些条件下下，a 会达到最大值 a0，根据方程 17，当 a0最大值出现时，

密度就达到最小值ρ0。这里方程 6 和 8 都是有效的，所以，根据总质

量 m 和η0，你可以用它来推导出ρ0值。 

下面的图表 8解释了方程 16和 17所描述的有界宇宙的几何特性，

图中使用了额外维度 w，ϕ 角没有表示出来。如同图 1，θ代表环绕

w 轴的自转量。半径 r0代表物质分布的边缘，同时也由共动坐标η0

所指代。原点的位置是不能移动的，但必须停留在所示的物质分布的

中心点。从其他角度来说，r0内的空间只是图 1 所示超球体的一部分

对应于罗伯特逊-沃克度规。在球体内，沿着超球体表面任意给定的

本征时间对应的本征距离是 aχ。 

r0以外，空间符合史瓦西度规。图 8 和图 5 相似度很高，但也仅

仅是相似。方程 16 的另一个系数跟时间有关，因此更加引起我们的

兴趣，即： 

(17a,b) 

 

其中 

 

图8.有界宇宙的几何形态 

半径 

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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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为了解读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表达式，让我们回想到，η和η0

是共动径向坐标，分别对应于一个星系和球体的边缘。所以对于一个

星系而言，在该方程中为随本征时间改变的变量只有曲率半径 a，它

总是等于或者小于 a0。当η和 a 取某些组合会令其分子变成零，这样

在相对应的半径位置和时间，实体时钟会停止运行。 

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物质球的曲率半径a是怎样随本征时间τ而

改变的。在宇宙常数Λ取零值时，许多人从爱因斯坦场方程（3）中

提取出 a(τ)值。对于我要阐述的问题，使用 τ(a)会更加容易。 
 

 
 

对于坍塌的球体，我使用加号；而膨胀的球体，则使用减号。 

图 9 给我们展示了由方程 19 所代表的曲线，一条轮转线。曲线

左边是曲率半径 a

在本征时间为-τ0

时值为零，随着本征

时间增大到 0，a 也

增大到极大值 a0。如

果没有任何干预，那

这个球体会继续沿

右边的曲线，在本征

时间等于+τ0时坍

塌成一个奇点。这样球体始于白洞，最后成为一个黑洞。 

(19a,b) 

其中 

 

图9.球体的膨胀与收缩 

曲率半径 

本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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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恩计算了一个尘埃球体从其曲率半径最大值 a0（史瓦西时间

被定义为 t=0）开始坍塌到达某个较小曲率半径 a 所耗费的史瓦西时

间。我针对相反的情况重新计算了他的表达式，得到这个尘埃球从某

曲率半径 a开始膨胀，最后到达曲率半径最大值 a0时所耗费的时间 t。

我保留了克莱恩的定义，t=0 时曲率半径达到最大值，所以全部在这

个时间点之前的时间都为负值。对克莱恩的命名法稍加修改后，我得

到以下这样一个关于史瓦西时间的表达式（方程 20）：

 

上面方程中几个参数 t0, ζ 和 b 由以下方程所定义（方程

21a,b,c）： 

 

归一参数 t0是常数，以时间为单位，比光行进路程 a0所花的时间

要大。参数ζ是个无量纲变量，当曲率半径随本征时间增加时，ζ值

也随之变大。参数 b 也是一个常数。提醒一下，η是动态径向坐标，

也就是 r/a。而η0是η在物质边缘时的取值，也就是 r0/a。当，图

10 给出物质半径 η0=0.5 时方程 20 的曲线。 

实线是指在宇宙

中心也就是η等于 0

时归一化的史瓦西时

间 t/t₀的实部。而虚

曲线是指 t/t0在物质

球边缘，也就是η和

η₀都等于 0.5 的情

况。请注意当膨胀系

数 a/a₀增加到大致

0.25 时，虚线会变成

 
图10.在两处位置的史瓦西时间 

膨胀系数 

中心 

边界 

时间 



附录 C：年轻地球相对宇宙论研究进展 

 93 

负无穷，然后返回，就像图 7 的曲线那样。这个点就是在膨胀过程中，

视界达到边缘的情况。此后的一小段时间，当 a/a0等于 0.35 时，视

界达到中心点，此时实线也达到无限小，然后返回。在视界内，史瓦

西时间也有一个相对较小但非零的虚部。在第 3 部分关于虚间隔的解

释（指类空而不是类时）说明这个虚部促成了视界内空间的拉展。 

虽然虚曲线和实曲线在膨胀开始和结束时是一致的，但是在中途

他们差异很大。由于视界达到边缘比达到中心点要更早，所以虚曲线

达到无限小时的 a/a0值比实曲线的要小一点。 

当视界达到中心点后，虚曲线在膨胀结束前明显处于实曲线的上

面。这两条曲线的差异代表了史瓦西时间流逝的巨大差异。在膨胀过

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宇宙外围区域要比内部区域在年代上要更加久远。

在膨胀某个特定阶段，年代差距是跟其离中心的距离成正比的。 

图表 11 展示了年龄的差异 t(η) - t(0)如何随本征距离的变化

而变化[参看图 8]。图中取值与下列取值保持一致 r0等于 200亿光年，

η0等于 0.5, a/a0等于 0.4。也就是说 a0等于 400 光年， t0= 462 亿

光年，和 a等于 160亿光年。曲线在其他膨胀因素下呈现不同的形状，

但是当视界达到地球

后，在距离很远的地

方，空间的整体年龄

在膨胀大部分时间内

增加到数十亿年之久。 

除了非常靠近视

界的区域外，史瓦西

坐标系中测量到的的

光速都接近 c，所以在

膨胀过程中，光线在

这么长的史瓦西年代中能跨越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距离到达

我们。如果膨胀是在地球本征时间的六日内发生的话，那么关于为什

么站在一个年轻地球上还能看到遥远星系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一

个大致的答案。方程（19b）说明当宇宙常数Λ为零时，膨胀会非常

 

图11.年代与到地球的距离比 

本征距离 
（以十亿光年为单位） 

史 
瓦 
西 
年 
代 

（
以
十
亿
光
年
为
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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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然而宇宙学家很久以前就知道对应于空间巨大的张力，该常数

的取值会很大，这将大幅提升宇宙膨胀的速度[32]。正如我在第 5 部

分所指出的，还没有任何物理定律否定膨胀速率可以比光速还要快。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搞清楚的是当常数Λ非零时，方程 17 到

21 的通用形式。在这个纯数学问题上，我在 1994 年 5月 30 日前已经

取得不错的进展，但是那之后我还没有足够时间将之全部完成。这部

分给出的方程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解，但是它们暗示着一个真实的解

确实存在，它们也为这个可能解的物理特性提供大致的勾勒。因此我

想我们已经明确了针对光传播时间问题的答案的主要特点。 

 

14．红移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很多作者展示了罗伯森沃克度规（在方程组 5 所列示）如何推导

出宇宙膨胀时电磁辐射波长的红移。由于这个度规同样适用于中心朝

向的坐标系中的有界宇宙（请参看之前章节的开头部分），我们可以

使用同样的结论对中心所观测到的红移现象进行详细说明。 
 

 
（22） 

 

这里λ1和λ2分别是光线发射和接收的波长，而 a1和 a2分别是其

发射和接收状态时的宇宙曲率半径。天文学家经常使用无量纲参数 z

来说明红移现象，这个参数可以定义为(λ2-λ1)/ λ1 ，这样方程组

22 则可以变形为： 
 

 
（23） 

 

从卡尔文度规中（方程组 16），我也导出了这些结果，在一个不

断膨胀的宇宙，a2大于 a1，所以λ2也大于λ1 ，而红移的参数值 z 会

是正值。请注意这些方程组完全不取决于速率，所以这种效应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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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普勒效应，这点我已经在第 5 部分讨论过。相反，这个效应是完

全由于光子在传播期间，空间曲率的变化而造成的。如果你认为光像

波一样在一块橡皮板上传播，那这些方程组是在告诉我们，当这块橡

皮板拉展时，光波波长也随之被拉伸。方程组也告诉我们膨胀速率跟

红移量无关，而只取决于 a 的初值和终值。就红移而言，无论宇宙膨

胀进行 200 亿年或是六天都不重要。 

1929 年，爱德华哈勃发现星系光线的红移跟星系与我们的距离

r[26]大致成正比： 
 

 
（24） 

 

我在第1部分中提到，虽然有些例外，但总体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这里的参数 H 叫哈勃常数。目前，天文学家还不能测量到超过这个距

离一倍的地方，所以他们无法得到关于这个常数更精确的数值。但是

无论确切的距离如何，我这里所提出的宇宙学理论坚持认为当光从星

系向我们出发的时候时候，这些星系确实处于如此遥远的空间位置上。

它也坚称出现在发射和接收之间的膨胀量跟标准理论大致相同。因此，

在没有任何具体计算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说在这个理论中所给出的哈

勃常数值跟观测所得的值是基本一致的。 

现在我们来处理我“待解释大尺度现象”列表上的第 3 项---宇

宙微波背景辐射。很多专家的观点如下：空间曲率半径为 a1时，如果

其中充满了对应于温度为 T1的热辐射，那当空间膨胀，曲率半径变成

a2时，那引起光波红移的伸展效应会同样使热波产生红移。这也会让

热辐射温度下降到 T2值，该值由以下公式推出： 
 

 

（25） 
 

因此，如果早期宇宙充满高温均匀的热辐射，那一个有界宇宙膨

胀后，就会得到我们今天观测到的这种低温微波辐射背景。在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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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我会说明早期宇宙中存在这样的辐射会是从创世记载得到的相

当合理的结论。 

 

15．重建部分创世事件 
 

现在让我们运用想象力，同时从圣经和科学信息的角度，去尝试

重建创世周的某些事件。在某些问题上，为了提供具体的细节我会进

行推测，所有请你们把这个创世周事件重建作为一种尝试来看，而随

着我们认识得更多，会有一些基本的修正。 

在附录 B 中（第 8 部分），我用证据说明了在创世开始的那一刻，

“深渊”是由正常温度和密度的普通液态水组成。这也要求水分子以

及组成它们的原子，电子和原子核都已经存在，同样也要求其电磁力

和核力在当时已经生效。这些力（特别是电磁力）跟相对论息息相关，

所以它们的存在也证明当时相对论效应已经出现。圣经证据也说明当

时引力已经起作用，如果那时引力非常强大，水和其上的真空之间会

存在一个清晰的界面。而且在引力的作用下，水会变成球状体。有圣

经证据表明这个水球在它所在的空间里缓慢自转。在球表面并无可见

之光。 

为了容纳可见宇宙的全部物质，方程组 8 和 12 说明这个水球的

初始半径至少有 1 光年（事实上，这个半径范围可能会更大，这是因

为还存在“天以上的水”，但那里的物质量未明）。对比现在宇宙的大

小而言，1 光年确实小的令人惊讶，但它已经足够大到可以在圣经中

被称为“深渊”。这个水球位于它的视界之内，而根据方程组 14，该

视界范围高达 4.5 亿光年。所以宇宙可能始源于一个黑洞，或者是一

个白洞。我认为是一个黑洞，神让引力起作用。在黑洞中的物理法则

[参看第 11 部分]不允许黑洞中的物质保持静止不动，它必须向黑洞内

部不断坠落。所以除非是神的干预，不然水球会向内坍塌。而按照史

瓦西坐标系衡量的数据，其坍塌速度比光速还要快。（请记得在图 6

中宇航员高速接近 C 点的例子） 

当水球的半径范围不断收缩，其温度，压力和密度达到了很高的

数值。不断向内部坠落时，在某个深度分子会分解，原子也会被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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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原子核也被撕裂开来，分解为中子和质子。随着再往深处下

降，即使基本粒子都会被扯散，成为一团致密的胶子和夸克。 

在深渊中某个深度范围，热核聚变反应开始发生，质量较轻的原

子核聚变成质量较重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能量（也叫核合成），

有强光照亮内部。随着收缩的进行，聚变反应蔓延到较浅的深度使光

得以达到表层，驱散了那里的黑暗。超强引力把欲逃离表面的光线拉

回来，所以光线会从各个方向照亮表面。这个水球也再无黑暗面。 

随着收缩持续进行，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令光线再也无法达到表

面，表面也重回黑暗。附录 B 的第 13 部分也提供了圣经方面的理据

说明神的灵成为了当地光源，让这个球体有了明暗面。 

同时，当坍塌持续时，在角动量守恒定律的作用下，球体加快了

它的自转。根据圣经的记述，表面在创世第一日开始到结束这段时间

转了完整的一圈。当球体自转速度达到相对论效应下某个特征速度时，

史瓦西度规不再适合表述球体外围真空的状况了，这时候更复杂的克

尔度规将取而代之，我还没有研究这个问题。而对于球体内部的状况，

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度规方法对之进行描述。然而，因为（根

据史瓦西坐标测量）距离有大约 1 光年，而坍塌的速度要高于光速 c，

所以我们可以说，坍塌会在小于 1 年（史瓦西时间）内完成。在表面

测量所得出的本征时间会小于史瓦西时间，而我怀疑它是一个普通日。 

在某个时点上，深渊中的黑洞必定变成白洞。我认为神在第 2 日

通过提高宇宙常数Λ到一个较大的正值来实现这个转变，空间的快速

膨胀由此开始。神在球体中划出一大片区域，在这里物质可以在膨胀

的过程中被分裂成碎片和小团，但他也使“下水”和“上水”的区域

保持完整，下一页中的图 12 对此有所说明。 

随着膨胀，温度也大幅下降。根据广义相对论，通过膨胀和向空

间本身散热，可见物质直接冷却下来 [36]。空间之上和之下的物质被

拆分成氢离子和氦离子团。图 12（b）解释了这个阶段的膨胀情况。

在膨胀的某个时点，当曲率半径大约小于目前值得千分之一时，空间

中的等离子温度下降到只有 3000K，等离子开始汇聚成原子，空间也

变得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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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空间中的热辐射非常均匀，呈现出一个黑体辐射的频谱，

上下都被笼罩在一堵在膨胀前一阶段形成的厚实的“光墙”之中。根

据方程 25，辐射温度从之前的 3000K 下降了很多，而温度的下降幅度

跟空间曲率半径 a 直接成反比。到膨胀结束时，辐射温度降到我们今

天见到的 2.74K。除了“有界性”和空间被“光墙”围绕这个问题外，

该理论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解释跟宇宙大爆炸理论所给出的解释

相差不大。 

 

16．第 3 日到第 6 日 
 

空间膨胀对核力以及热物质对空间的热传导可能会产生第二个

效应 [36]。如果是这样，该机理可以为最近创世论者开始注意到的辐

射的快速衰减和空间的快速冷却现象提供解释。神应该是在第 3 日用

辐射衰减来加热大陆地块（今天在这些地块中蕴含地球大部分的放射

性的原子核）并为地壳运动提供能量，接着就让岩基和岩流层在冷却

中也凝固成形。热膨胀使超级大陆漂浮在地幔表岩层上，抬升大陆到

水面以上，并使水汇集到洋盆。 

在膨胀某个时点，或许在第 3 日，天以上的水到达并越过视界。

随后，视界便向地球快速退缩。同时，引力也把膨胀遗留的小团中的

氢原子，氦原子和其他元素拉合汇集到一起。当时也有足够的史瓦西

  

图 12.（a）膨胀前的水（b）双重膨胀的那一刻 

天外之天 

渊面 

穹苍之上的水 

穹苍 
（第一重天） 

穹苍之下的水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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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 

我认为视界在创世第 4 日早晨达到地球。根据我这个理论，在地

球的第 4 日，遥远宇宙经历了数十亿年的物理过程。我也觉得在第 4

日早晨，神完成了膨胀遗留的物质团的融合，触发了那些新造的恒星

上的热核聚变反应。而此时恒星也汇聚成星系。如同创世纪所述的其

他事情，恒星，太阳系（或许不止一个？）和星系的形成都是源于自

然事件和神直接干预的结合。在这里我不想尝试具体说明哪个是前者

哪个是后者。在地球的第4日，遥远的星系已经过去了数十亿年之久，

而它们发出的光也有那么多的时间到达我们这里。就在光线从最遥远

的星系向我们出发的时候，宇宙以五倍的速度膨胀，光波也一同被拉

展，产生的红移参数大约为 4。 

附录 B 的第 7 部分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神在第 6 日晚之前，把Λ值

减低到一个较小的正值甚至为零，让膨胀停止下来。（附录 B 的第 7

部分也指出在创世纪大洪水期间另一次膨胀过程的证据。）因此，当

亚当和夏娃第一次把目光投向新造的夜空时，他们看到了银河，仙女

座星系和天空中各样的壮丽景色，它们都在述说着神的荣耀。 

 

17．结论 
 

吉恩皮埃尔路明内特在写作中引用丹尼斯撒顿的话：“科学的

前沿总是糅合着新的真理，合理的假设和疯狂的猜想。”按这种标准，

那你可能会认同这篇论文是在“科学的前沿”上，或者远超这个前沿。

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们，这篇论文中，物质在宇宙中是有界的这一基本

假设是相当合理的。毕竟，我们所知的一切被造之物都是有限的，所

以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神最宏大的创造（宇宙）会有所不同呢？ 

而且，这个假设并非是我自己临时捏造出来为要对年轻地球创造

论遇到的宇宙学难题进行解释的。相反，有界宇宙这一思想是从年轻

地球创造论的核心要义中自然推导得出的，这就是：直接明了地解释

圣经。 

如果宇宙是有界的，那么这个宇宙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科学地从可

见宇宙的物质量，膨胀的整句和已被实验证实的广义相对论中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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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理结论就是宇宙始于一个黑洞或者一个白洞。我们觉得黑洞周围

的现象很奇怪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它们不熟悉，而不是因为它们不可能

发生。总之，我并没有虚构出这些现象。我所做的仅仅是把同样的理

论应用到整个宇宙中去，并探求其中的结论。 

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这篇论文只是该理论的梗概。它对我在导论

部分所列出的主要宇宙现象提供了定性的解答，但它还未完善到可以

提供具体的定量解，使得它可以明显地与传统理论区分开来。在达到

这一步之前，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这远非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所

以我要邀请其他创造论科学家和学生一同加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推进该理论的发展很有可能会为我们解答传统理论所遇到的反

常现象，比如超光速类星体射流[10]，宇宙中的原子比例[18]，宇宙

中的自转痕迹[37]，发生大尺度红移的星系数量[6]，宇宙微波背景辐

射的异常均匀[38]，宇宙极亮现象（每个核子含有 109 个光子）[27]，

宇宙常数问题[49]，宇宙平坦问题[43]，等等。 

特别是星系红移的“量子化”分布现象，过去几十年间许多天文

学家越发确定观察到这一现象，它似乎与哥白尼原理及所有建立在该

原理基础上的宇宙学理论（包括大爆炸理论）都不相吻合。但是我这

个全新的非哥白尼原理的“白洞”宇宙学理论对此似乎已经预备好了

一个解释。， 

本篇论文就许多读者而言，涵盖了大量他们不太熟悉的科学领域

知识。但是本文最基本要义是简单的：神使用相对论去创造一个年轻

的宇宙。 

 

感谢 
 

在本书这项事工上，我得到很多人的大力帮助。罗伊霍尔特的一

个问题让我意识到哥白尼原理的重要性。约翰鲍姆加德纳不断鼓励

我，帮助我理清思路。詹姆斯迪里特给我提供合理的建议，他同时

也是一位很好的编辑。在第 9 部分中杰拉尔德施罗德的观点[44]，虽

然不是太正确，但它坚定了我的理论。巴里赛特菲尔德的理论尽管

我最终还是认为它是不正确的，但它对我是一种激励。一所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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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论天体物理学专业的一个研究生在若干个数学问题上给我提

供了帮助。还有其他许多创造论朋友为这个项目一同祈祷。对此我深

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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