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解答“无法解决的难题” 

 

每当我与人们交谈，以确凿的物理学证据来支持新近创世论时，

有一个问题是人们经常问到的：“如果宇宙是这么年轻，我们怎么会

看到来自 10,000 光年以外的恒星发出的光呢？”一光年是指光以其

目前的速度，在一年的时间内走过的路程，大约是十万亿公里。 

举个例子，以天文学家在天空中最常观察到的遥远天体--星系为

例，星系是一大群恒星的集合，一般包含有 1000 亿颗恒星，直径可

达 10 万光年。透过目前最好的望远镜，在我们视线能够触及的空间

范围内有大概 1000 亿个星系。而我们所处的银河系就是一个非常典

型的星系。 

一个距离相对较近的比邻星系是位于仙女座的 M31 星系，由于相

距遥远，这个星系发出的星光按理说需要经过大约 200 万年才能抵达

地球。若以这样的速度，假如宇宙只有 6000 到 10000年之久，那从

仙女座星系发出的第一束光线目前也只能走完到地球这段路程的很

小一段而已。然而在北半球观测星空的人已经能用双筒望远镜看到这

个星系了。 

在南半球，人们能用肉眼看到距离我们最近的天体--两个麦哲伦

星云。它们应该距离我们约有 10 万光年。而目前天文学家能观察到

最遥远的星系大概有 120 亿光年之遥。人们会问：如果宇宙是年轻的

话，我们怎么会看到那些遥远天体的星光呢？ 

一些外行的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会怀疑天文学家是否对距离的

推算存在严重误差。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天文学家有很多方法来测量

天体的距离，而所有这些方法得出的结果都是彼此相符的。特别是对

于像仙女座星系这种邻近天体，其测量方法都是基于非常合理的假

设，比如一个星系的整体大小和亮度。 

所以基于上述理由，我确信这些天体距地球的超长距离总体来说

是正确的。我们难以想象，在修订这些“误差”时，会将上述的 120

亿光年锐减成 1 万光年。因此，星光与时间是一个非常现实和亟待解

答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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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圣经如此记录，加之存在众多支持新近创造论的重要证据，

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们尝试过多种理论去解释遥远星光是如何能在 1万

年内到达地球。但这些理论都不是非常成功[参看附录 A]。自 1985 年

以来，我就一直致力于创立一个新理论去解决这个难题和其他大尺度

宇宙现象，比如遥远星光红移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参看附录 C]。 

本人有两篇关于这个新近年轻地球创造宇宙论的论文（取代宇宙

大爆炸理论的另一种学说），在第三次国际创造论大会（ICC）的审评

中得到同行相当的肯定。我将这两篇论文重印在本书的附录 B 和附录

C 中，供欲了解更多专业细节的读者参阅。宇宙学是一门非常复杂和

精细的课题，但我会尝试在此简化、提取精华。 

 

引力扭曲时间效应 
 

允许我先简述一下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应用了目前最好的引力理

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已经得到实验的充分证明，是

整个现代宇宙学的物理框架。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会影响时间。在

低海拔的时钟比在高海拔的时钟走得更慢--实验观察已经证明这种

效应，这也称为引力时间膨胀效应。（请不要将此与爱因斯坦狭义相

对论中，更为著名的 “速度”时间膨胀效应混为一谈。） 

比如位于

英格兰格林威

治皇家天文台

的原子钟会比

位于卡罗拉多

州博尔德的国

家标准局同样

的一个原子钟

每年要慢 5 微

秒，而这两个

钟的精度都是每年 1 微秒的误差。两个时钟的差异正是广义相对论所

预言的，高度相差一英里所对应的时间差距。（参看图 1） 

 

图 1. 引力影响时间 

快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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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原子钟显示（或走）的时间才算“准确”呢？在它们各自的

参照系中，它们两个都准。我们不可以说哪个时间读数才“准确”地

反映时间的流逝速率，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在引力场的相对位置关

系。大量更加精准的实验都以误差小于 1%的精度证实了这种引力时间

膨胀效应--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种（引力时间膨胀）效应会影响所有物理进程的速率--包括你

脚下地球的自转，你骨头中原子核的衰变，你衰老的快慢，手腕上手

表的计时，还有你大脑中神经冲动的速度。这就是说当你身处该参照

系时，你是无法察觉这种引力时间膨胀效应的。在同一海拔高度上做

的任何测量都不会反映出这种效应，因为所有进程都会受同一种效应

的影响而变慢。你必须通过比较不同海拔的时钟才能看出差异。 

 

六个真实的地球日 
 

这一新宇宙学向我们说明了，由于这种存在于早期宇宙的引力扭

曲时间效应，地球上经过了几天，就相当于遥远星系过去了几十亿年。

这意味着仅仅在数千年之前，神用六个普通日创造了天地（即整个宇

宙）。但是基于广义相对论揭示的真实情况，我们必须要问：这六日

的时间是以哪个时钟去量度的呢？是以哪个参照系为准？这个新理

论的数学推导结果显示： 神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的六日（也可称之为

“地球标准时间”）内创造了整个宇宙，在远离地球的参照系框架中，

光有足够的时间走完中间的路程，最后抵达地球。 

上述这些“时间参照系”都不能称为“神的时间”，因为这位造

物主是在时间之外的，可以纵观时间之始与终[以赛亚书 46:10、启示录

22:13、约翰福音 8:58 等等]。像物质和空间一样，时间也是这个宇宙被

造特征之一。有趣的是，广义相对论方程组一直以来都暗示时间是有

一个开端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一定需要某种新奇的

操作手段才能算出。但有趣的是，如同宇宙大爆炸理论一样，这个结

论是从广义相对论方程组推导出来的，也就是应用与大爆炸理论同一

套数学机制。为什么能从同一套数学机制中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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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其实关键原因在于它们两者的出发点（初始假设条件）存在

差异，后面会详细论述。我们需要更深入理解大爆炸理论，才能明白

我这个全新的创造宇宙理论。 

 

宇宙大爆炸理论家未能告诉你的事情 
 

许多非专业人士（事实上，包括大多数没有受过宇宙学理论训练

的科学家）未能意识到大爆炸理论家设想的宇宙是一个没有边界、没

有边缘也没有中心的宇宙。许多人设想的大爆炸是如(图 2a)的所示，

像一个不断向空间扩张的物质球--这就意味着这个宇宙存在边界，但

专家们并不这么看。他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目前所居住的这个三维空间

是没有边界，或者说物质没有边界（参看图 2b）。（比如一本由宇宙学

家爱德华·R·哈里森（Edward R. Harrison）编写的著名大学教材

《宇宙学：宇宙的科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特别在 106-107

页，正是支持这种观点。）

时间 

图 2a 

公众对宇宙大爆
炸理论的误解： 

 

1.宇宙存在一个
边缘和中心 

 

2.在一个事先已
经存在的三维空
间内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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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大爆炸理论总体来说有两个版本。目前最流行的版本是有限

型，即假如你在空间旅行一段足够长的距离，虽然你不会抵达边界（因

为不存在边界），但你能刚好回到出发点（假设你速度足够快的话）。

想象一只在气球表面爬行的蚂蚁，它不可能到达它所身处的这个二维

空间的边界--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边界！但是这个（二维）空

间并非无限大，所以蚂蚁只要走在一条直线上，它最后能回到出发点。 

现在设想一下均匀分布在气球表面的圆点（代表星系）。当气球

在三维空间扩张，则气球表面的这个二维空间也在不断拉伸，气球上

的各个圆点也不断彼此分离。现在听好了：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想象

出一个第四维度，但广义相对论方程组却要求空间存在一个额外的维

度。（除了长度，宽度和高度以外的一个额外维，但我并不是说时间

就是另一个维度）。为了进一步理解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含义，我们必

须对这个圆点/气球的例子加入一个维度，如(图 3)所示。 

时间 

图 2b 

专家们对宇宙大
爆炸理论的观
念： 

 

1.宇宙不存在边
缘和中心 

 

2.三维空间随同
物质一起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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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气球在三维空

间中的膨胀引起在

其二维表面的“星

系”相互分离。同

理，大爆炸理论也

表明我们所身处的

三维空间也只是位

于一个正在膨胀的

“四维”球体的表面。而由此引起的影响就是我们这个三维空间中的

各个星系彼此互相飞离。 
 

小圆点/气球               大爆炸理论 

膨胀： 三维 多扩展   

一个    

维度    

四维 

拉展 二维空间 三维空间 

天体彼此飞离 二维 三维 
 
 

这种假想的膨胀是没有“中心”的，正如气球的表面上不断相互

分离退行的圆点群中找不到一个中心点一样。在这个气球上，那些原

来分隔越远的圆点，彼此分离退行的速度就越快。人们认为，正是这

个原因，距我们地球越远的星系，其飞离我们的速度看上去就会越快。

虽然附录 C 解释了这样一种“多普勒效应”并非广义相对论学家所认

为的红移的原因，但是星系光谱线的红移通常被理解为量度星系（飞

离）速度的一种方法。 

我希望这样能为许多非专业人士关于宇宙大爆炸理论中令人困

惑的内容给予解释。他们说，如果我们认为遥远的星系正在飞离我们，

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位于（宇宙）大爆炸的中心点位置。然而答

案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某个人如果身处这

些遥远星系的其中一个，会同样看到相同的红移情况，于是他也会认

为其他遥远的星系正飞离他所处的位置。（因为就三维尺度而言，每

个星系都应该与其他星系相互飞离。） 

 

图 3. 把我们的宇宙想象为气球的表面 



第一章：解答“无法解决的难题” 

 7 

顺便说，（认为宇宙是）无限大版本的大爆炸理论假设物质和空

间也是无限的--你可以永无止境地在宇宙空间旅行，遇见越来越多的

物质和空间。空间是不断无边无际地膨胀下去。根据这些理论，如果

你在早期宇宙中旅行，就会发现那时的物质更加紧密，更加炙热。你

仍然可以继续无止境地在空间旅行，但不会到达一个不存在物质的地

方。 

 

为什么没有边界？ 
 

为什么宇宙大爆炸理论家把宇宙无边界这个假设作为他们的出

发点呢（这点跟常识是恰好相反的）？这是不是有某些有力的科学理

据呢？还是由具备充足证据并有实验支持的理论，比如由广义相对论

所推导得出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一个武断的假设，它叫做“宇宙原理”，最

近被称为“哥白尼原理”。这个原理是假设宇宙没有边缘也没有中心

（无论宇宙是有限的，像气球上的蚂蚁的情况，还是无限的）。物质

是在一个足够大的空间中，均匀分布在我们周围。因而我们会问：如

果宇宙存在一个边缘，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某一边看到比另一边更多的

星系呢？ 

若然我们是身处宇宙中心附近的某个特殊位置，那这个问题就很

容易解释。这样一个“特别安排”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用几率或者偶然

性说得通的。这种明显带有设计目的的看法在现今大多数宇宙学家当

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更倾于相信这个宇宙是随机碰撞的结果。所以

他们也假设这个宇宙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在这种假设中，宇宙

每个位置的物质都是均匀分布的。 

再提一个可以解释这个假设为何能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应该不算

为过吧。允许宇宙“之外”还有任何存在（或许是神？）会使“宇宙

就是全部的存在”这个观念更难立足（这是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唯物主

义哲学的观点）。 

为什么我把这么多时间耗费在分析这样一个认为宇宙无界的理

念上呢？因为在这样一个宇宙中，每个星系周边都均匀散布着其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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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没有净引力作用（在一个大尺度范围而言）。然而，如果宇宙

是有界的，那么将会存在一个物质的中心和一个净引力因素，然后在

一个巨大尺度下，我们可以开始去考虑引力的时间扭曲效应了。 

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宇宙边缘的时钟跟宇宙中心的时钟在运行

速率上是不同的。然而，尽管效应明显，但还不足以造成那种巨大的

时间膨胀效应。 

让我们回到那个“无界”宇宙的假设：当这些假设“倒入”广义

相对论的“漏斗”后（图 4），出来的就是宇宙大爆炸学说--这是方程

组推导的自然结果。事实上，同时也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时空自大爆

炸后正不断膨胀，二是时空在不断坍塌收缩。对这两个观点的选择要

基于观测，而实际观测显示时空确实并不是在坍塌。事实上，一系列

有力的观察证据表明宇宙在不断膨胀。 

然而，假如我们从一个相反的假设开始我们的计算，也同样通过

有效的科学推导，也就

是说我们假设宇宙中的

物质是有一个中心也有

一个边缘（有界），结果

将会怎样呢？这会更加

符合常理，也跟圣经的

观点更为吻合。当我们

把这些假设条件加入到

广义相对论，并采用同

样的观测方法后，得出

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宇宙

学理论。 

我把它称为“白洞”

宇宙学，后文会阐明其

理由，而它也恰好解决

了星光传播时间的问

题。 

 
图 4 

无界宇宙 
（武断主观的假设） 

宇宙在膨胀 
（观测所得） 

宇宙大爆炸理论 

广义 
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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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膨胀造成时间差异 
 

就一定量的物质而言，物质作用范围的半径越大，其引力时间膨

胀效应就越微弱。如果我们假定通过望远镜能观察到的就是这个宇宙

的全部物质（比如，据说物质边缘范围接近 200 亿光年），那么我们

手头上时钟的运行速率只比宇宙边缘的时钟速率慢一点点而已。这不

足以解决问题。 

然而，当谈及推导这个新宇宙学时，我说过观测结果也要一同放

入这个“漏斗”。经过多年对观察证据的研究，我现在确信宇宙比过

去已经大幅膨胀至少一千倍。[查看附录 C]。 

对于这个膨胀，同样有经文作为佐证，比如以下章节： 
 

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以赛亚书 40：

22]。 
 

本人在国际创造论大会发表的释经文章中，我列举了出自圣经旧

约的 17 节经文[查看附录 B]。这些经文出自众多不同的历史背景，分

别使用了四个不同的希伯来语动词。早在 1985 年的时候，这些动词

的出现频率和使用的广泛性就已经提示我：它们很可能不仅仅是比

喻，而是有可能指向一个全新的宇宙膨胀学说。 

因而，基于圣经和科学的理据，我们认为宇宙过去比现在更加小。

在一个有界宇宙内，一些令人吃惊的效应也随之发生。 

 

黑洞与视界 
 

想象一下这个有界宇宙，当它比现在小 50 倍时是什么样子？[查

看 82 页]广义相对论方程组允许宇宙处于两种状态中的一种（不存在

其他任何状态的可能）。其中一种可能的状态就是整个宇宙处于一个

巨大的黑洞之中（我们随后会简单讨论另外一个可能的状态）。 

黑洞已经不只是一个理论概念。首先，它们是由广义相对论直接

预言，而前者又是有大量实验证据验证的。此外，大多数天文学家确

信它们有观测证据所证实，大概有 3 个普通恒星大小的黑洞存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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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证实另一个巨大黑洞的存在，它的质量比之前发

现的要大数百万倍。当巨量的物质被吸向这样的黑洞时，能量被大幅

释放出来。这个最近被发现的巨大黑洞是位于 M87 星系附近；除了黑

洞，天文学家再也找不到这些观测现象的其他解释了。 

黑洞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这取决于其半径范围内所包含物质的

多寡。黑洞中物质所产生的引力是非常强大的，以至于光线也不能从

黑洞逃脱--黑洞也因此得名。 

这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比现在小 50 倍的宇宙中，所有物质被压

缩在一个无形球状边界之内，我们称之为视界（直径至少有 10 亿光

年）。这个视界点内，欲从黑洞逃逸的光线被引力拉回，时间在这里

也被大幅扭曲。 

视界直径是由视界内部的物质量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恒星

大小的黑洞不断吞噬周围越来越多的物质，其视界范围也不断扩大，

就像一个肥胖的人贪吃，他会变得越来越胖。 

物质和光都能在黑洞内部存在。但是，通过广义相对论方程组得

知，这些物质和光都会不断向内坠落，最后到达黑洞中心的奇点，被

压碎成如针尖般小的细微物质，变得无限紧密。然而，正如刚才谈及

的证据表明宇宙正在膨胀，并没有向内坍塌。所以目前宇宙并不是存

在于一个黑洞之内。 

 

白洞 
 

就一个比目前小 50 倍的有界宇宙而言，广义相对论范畴内所允

许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以前是处于一个巨大的白洞之内。

白洞跟黑洞是正好相反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天体物理学家在对黑

洞的理论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白洞这个概念。白洞这个名字从来没有

被公众所广泛接受，但今天白洞从概念上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 

如黑洞一样，一个白洞也存在一个视界。视界内物质和光线照样

是存在的。除了在初期阶段外，白洞中心无需存在一个奇点。但是，

根据广义相对论，视界内的光线和物质是必须向外膨胀的。 

一个白洞的视界是一个单向边界，只允许物质向外运动。物质和



第一章：解答“无法解决的难题” 

 11 

光只能飞离白洞，一旦出去就不可能再次返回。由于视界的直径跟其

内部质量成正比，随着白洞不断向外抛射物质，视界的范围也会不断

缩减。这跟一个严格节食的胖子很相似，没有摄入，只有排出，最终

他会越来越瘦。同样道理，视界的范围越来越小，最后会缩减殆尽。

原先的白洞全部消失，最后剩下那些从原先白洞中心飞散到周围的物

质。 

 

科学结论 
 

请记住，这些看上去奇怪的黑洞和白洞理论并不是我发明的，而

是从今天最尖端的引力理论知识推导出来的。现今广义相对论方程组

允许，但并非必定要求存在白洞。 

因而，从以上讨论[包括附录 C]我们知道，如果以宇宙是有界（并

且经过大量证据证实，宇宙在不断膨胀）为前提，那么我们可以推导

出以下的结果： 
 

1.可见宇宙在过去曾经存在于一个视界之内 

这意味着宇宙过去曾经存在于一个黑洞或者一个白洞之

中。如果是存在于一个黑洞内，那么物质是不断收缩紧致

的，这点跟观测结果不符。因此： 

2.可见宇宙在过去曾经存在于一个白洞之中 
 

然而，宇宙在膨胀之前可能是以一个黑洞开始[参看附录 C]。如果

宇宙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观测到那么浩瀚和紧密（在附录 C 中列举出

其他的可能性），那么在附录 C 中的演算可以表明视界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说在过去某个时间，视界已缩减为零，宇宙空间曾不断膨胀直

到白洞消失。 

所以，从目前所有已知的物理和天文学方面的数据来看，我们可

以作出一个直接的结论： 
 

如果宇宙是有界的，那么在过去某个时间，宇宙必定是从一

个白洞膨胀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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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宇宙（比如

宇宙大爆炸）在其整

个演化历史中的任

何一个时点都不可

能存在于黑洞或者

白洞内，这是因为在

（无界宇宙的）三维

空间中不存在一个

引力所指向的中心

点。因此，无界宇宙

论跟有界宇宙论是

截然不同的。两种宇

宙学说都是从它们

各自的假设前提下

经过严格推演得出

的。对比 8 页图 4 和

图 5。 

所以目前主要的科学问题是：哪种假设能够对我们居住的这个宇

宙给出一个更好的解释呢？在下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在保留年轻地

球论的基础上，白洞宇宙学是如何像宇宙大爆炸理论一样去解释相同

的观测数据。但不仅如此，白洞宇宙学对宇宙大爆炸所不能回应的数

据照样能给予一个有力的解释[查看附录 C]。 

 

视界和时间 
 

时间在视界附近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史提芬·霍金在他的畅

销书《时间简史》(BantamBooks, 1988, p. 87)中讲述到一个正坠向

黑洞视界的宇航员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作了如下的改写： 
 

这位宇航员通过他的手表计算，预计在中午 12 点整到达视

界。当他不断落向视界，一个黑色球体封隔了星空背景，一

 
图 5 

有界宇宙 
（基于圣经的假设） 

宇宙膨胀 
（观测所得） 

白洞宇宙学 

广义 
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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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天文学家从远处观察到这位宇航员的手表走得越来越慢。

从天文学家的挂钟看到，挂钟过去了整整一个小时，但宇航

员的手表只是从 11 点 57分走到 11点 58分。之后挂钟过去

整整一天的时间，宇航员的手表才到达 11点 59分！随后天

文学家发现宇航员的手表再也无法到达 12点整。此时宇航

员的手表和静止不动的身影变得越来越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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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回头通过双筒望远镜看到天

文学家的挂钟时，发现挂钟走得越来越快，而天文学家在轨

道上也以非常高的速度在运动，他身后的整个宇宙正以疯狂

的速度在运转。宇航员的手表此刻却运行正常。当手表到达

中午 12点整时，宇航员看到天文学家的挂钟指针运转快到

一个程度已经变得一片模糊。当跨过视界时，他并没有感到

异样，但此刻看到视界内的亮光。而他的手表已经到达 12

点 1分并继续运行。 
 

上述故事的重点在于：根据广义相对论，视界的时间实际上是停

止不动的。相对于那些远离视界的时钟，视界内的时钟和所有物理变

化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已经展示一系列的科学证据，表明宇宙（地

球也大致在其中心位置）是如何从一个已经消失的白洞膨胀出来。这

也意味着视界已经缩减为零（顺便说，广义相对论并没有对视界的缩

减速度给予限制）。 

如果你身处地球而此刻视界又刚好临到的话，那地球时间的一天

相当于宇宙遥远天体经历了数十亿年之久。这样就会有足够的时间让

这些遥远的星光到达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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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圣经标准时间？ 
 

在一个有界宇宙内，处于不同位置的时钟其运转速率（或者说记

录时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圣经创世记第 1 章，或者在出埃及记

20 章 11 节中所述 神在六日创造宇宙，是以哪个时钟而言呢？在附录

B，我展示了经文上的证据[创世记 1:5，1:14-15]，证明 神是根据地球

的自转和地球环绕太阳的公转来定义时间，就是说（ 神的创造）是

以地球作为参照系而言的。对这本让不同文化和科学知识程度的人去

阅读理解的书（圣经）而言，这种做法是相当合理的。所以，看起来

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是用六个地球标准日去创造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