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途中没有岛屿可以落脚，而且金鸻也不会游
泳。金鸻需要在体内储存70克脂肪作为飞行的
动力能源，其中6.8克脂肪储备用于逆风飞行。
为了维持三天半不间断的昼夜飞行以及精确到
角分的航向，金鸻需要一台操作精准的自动驾
驶仪。如果不能飞到夏威夷岛，金鸻必死无
疑，因为海上前后左右无处着落。如果没有分
毫不差的脂肪储备，金鸻也不能存活。

与我们的观察正好相符：“起初神创造天地！”
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兴起的圣经批判神学不
认为受造物传达的信息是神的启示。但是，我
们应当 “信……一切所记载的”（使徒行传24
：14），因为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民数记
23：19）。

金鸻这样的设计是变异和自然选择又无法胜任
的。比较合理的是假设金鸻一开始就被这样创
造并配备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最有力的科学论据总是掌握在能够运用自然法
则排除某种程序或过程的人手中。自然法则是
没有例外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判断比如
永动机，也就是没有能源供给却能持续运转的
机器，是不存在的。

进化论是一种可用的思考模式？
如上述生物界的几则简例所示，我们还发现生
命现象具有稳定的高度的目标性：
• 抹香鲸，哺乳动物科，凭借与生俱来的潜水
能力，可以潜到3000米海底，而不会死于可
怕的潜水病 。
• 我们肠道内的庞大细菌群通过内置的电动马
达可以前进和后退。
• 生命大部分时候取决于器官（如心脏、肝
脏、肾脏）的功能是否健全。
没有进化完的或刚开始进化的器官是无用的。达
尔文主义者必须清楚进化不会将器官的未来功能
作为目标。德国进化生物学家奥谢（G. Osche）
言之有理：“生物在特定的进化阶段不能像企业
家一样因为企业转型而暂时停业。”
受造物的创作所展现的才智与智慧让人叹为观
止。这样，从受造物的创作来推断谁是那位开
山鼻祖便再明显不过了。圣经开篇第一句经文

生命从何而来？
在当下沸沸扬扬的进化论调中，有人会问“生命
究竟从何而来？”。对于生命如何从死里复活，
进化论未作任何解释。

很多人并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安排了一条美
好的路。在约翰福音 （10：9）中，他说“我就是
门”（约翰福音10：9），也就
是说通过他可以进入天堂。信
他的人，可以获得永生。

信息从何而来？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尚未能知的：生物细
胞所含的信息量大得无法想象，其存储密度之
高无有所及。所有器官的形成均受信息控制，
所有生理功能的发挥也受信息控制，所有内源
性物质的产生（比如人体内5万蛋白质）也受信
息控制。进化论思想系统成立的前提是物质通
过偶然程序可以产生信息。这是必要条件，因
为个体的全部构成方案和细胞的整体复杂程序
的运作均以信息为基础。
信息是一个非物质性值，所以信息不具备物质属
性。根据自然法则对于非物质值，特别是信息值
的定义，物质根本不可能产生非物质性值。进一
步说，信息只能出自于一个具有智能和意志的始
创者。不言而喻，任何认为进化论合理的人如同
相信“永动机”的存在，也就是相信一种严重违背自
然普遍规律的现象。这样，进化论被击中致命弱
点，结束了在科学界的统治地位。我在拙著《太
初的信息》（„Am Anfang war die Information“
，Hänssler 出版社2002 年出版，第三修订及扩
充版）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可见，进化论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谬论之一。该
理论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信仰，堕入深渊。可惜
很多人没有想到，不信的深渊将人引向的是彼岸
永死的深渊（地狱）。其实，我们当代的思想危
机在于我们没有以社论标题“谢谢你，耶稣”来尊
荣那位真正的造物主。

 Golden plover 
每一本生物书都会提到美国生物学家和化学
家斯坦利·米勒（Stanley Miller，1930-2007
）1953年做的“原生汤实验”。40年后，米勒坦
言，当代没有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说令人信
服。他将其统统称为“胡说八道”，甚至“化学性
的头脑产物”。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深刻地认识到：“生命只
能来自生命。”只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14：6），这个人就是耶稣。歌罗西
书（1：16）如此描述他：“因 为 万 有 都 是
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 看 见 的 ， 不 能 看 见 的”，约翰福音一章
三节进一步写到：“万 物 是 借 着 他 （耶稣）
造 的 。凡 被 造 的 ， 没 有 一 样 不 是 借 着
他 造 的 。” 所有关于世界或者生命起源的理
论，如果不是将耶稣作为生命的来源和根本，
只不过是一副空架子，必然被耶稣所立的磐石
击碎。

尚所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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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

 达尔文雀，加拉帕戈斯群岛 

Werner Gitt

教授 (工程博士)
01.02.2021 16:58:16

达尔文尚所不知的
在被誉为“达尔文年”的2009年
到来之际，德国《时代周报》于
2008年12月31日及时刊登出一
篇题为“谢谢你，达尔文!”的两页
文章，此外还有四幅整版关于进
化论的报道。2009年，正值这位
让人感恩戴德的人物诞生200周
年，也适逢其革命性巨著《物种起源》问世150
周年。
德国哲学家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经豪气十足地宣称：“给
我物质，我便可以创造世界”。50年后法国数学
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 ，1749-1827
）对拿破仑夸口说：“我的理论不需要‘上帝’这个
假设”。这些科学无神论之父都想在上帝之外寻找
生命的本源。达尔文得以从“自然演化”的角度来
解释生命起源，让无神论者似乎找到了救星。尽
管达尔文本人对于他提出的结论尚存疑虑，当下

离神越来越远的世界却把他奉作庇护神，在社论
中对之赞不绝口。
在达尔文的加拉巴戈斯群岛之行（1835）之前，
人们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种不变论
深信不疑。达尔文在考察中注意到当地梧桐鸟具
有不同形状的喙，从而合理地推断：物种可以适
应和变化。他的进一步推论，即所有生物具有共
同祖先，却没有科学依据。达尔文已经认识到他
的理论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自然界中几乎
找不到物种进化的中间化石形态。不论如何，按
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失去了造物主所赐的特
殊地位，从此不过沦为动物界中的新贵。

进化驱动力
进化驱动力在今天包括变异、自然选择、隔离、
长期性、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死亡。所有这些因
素固然存在，但是没有一个因素可以提供具有创
造力的新信息。
• 变异只能改变现有的遗传信息。如果没有脱氧
核糖核酸（DNS）信息的存在，进化根本不可
能开始。根据定义，变异是一种无任何目的的
随机性机制，所以变异之说原则上并不能提出
新的概念（如器官的创造）。
• 自然选择优先选择生存能力较强的物种并决定
其遗传因素传递的更大可能性。但是，自然选
择只是对现有的物种进行筛选或淘汰，而不能
改良或产生新的物种。
• 上述其他进化因素作为创造者的可能性也被排
除。
让我们从生物领域的几个例子来考证一下，下列
生命现象是否是上述无目的性进化因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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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巧合，那么遗传基因的组合也不会产生根
本性的可用于其它物种的新信息。此外，物种
限制也不容跨越。植物和动物养殖专家经过无
数次尝试后对此加以证实，因为优生优育的奶
牛仍然还是奶牛，麦子也永远不会变成向日
葵。按照假设，性行为相应地应该总是新的偶
然“发明”，但这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微进化（
同物种内的变化）有待考证，而宏进化（跨物
种的变化）则毫无根据。

得以正常合成，而在第三阶段合成异常，仍然
足以致命。血红蛋白的合成需要使用三种截然
不同的有机设备，而且还要求这些设备能够适
时转换生产。
如此复杂的设备从何而来？所有关于进化的理
论在此彻底崩溃，因为按照进化论，这样复杂
的设备完成进化要经过半成品的中间阶段，而
在此阶段生物早已不能存活。

红血球的杰作
有性繁殖
根据进化论学说，有性繁殖的“发明”是生物向高
级进化的决定性条件。基因不断的重新组合产
生很多变种，其中最适应环境的变种在自然选
择的过程中得以生存。但是，生物种系发生所
需的向高级进化的趋势并不能通过这个过程实
现，原因如下：
1. 有性繁殖根本不能通过进化的方式开始。只
有当两性生物同时具备功能成熟的器官，有
性繁殖才可发生。但是根据进化的定义，
进化并不具有导向性、目标性、规划性策
略。既然生物没有成熟的器官根本就不可能
繁殖，该器官怎么会历经几千代的进化？既
然缓慢进化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两种截然
不同而且结构复杂的器官，彼此必须完全匹
配，怎么会突然出现？而且，他们还必须在
同一个地方出现。
2. 对于大量有性繁殖的不同生物（如成千上万种
昆虫和哺乳动物）而言，他们还必须具备相应
的不同结构的生殖器，而这需要非常具体的遗
传信息。即使我们假设，有性繁殖的发生纯属

在我们体内，每立方毫米（1立方毫米= 1 µl =
1微升）的血液含有500万红血球，亦即每滴血
含有1.5亿红血球。他们如同高度专业化潜艇，
虽然没有装高杀伤力鱼雷，但却执行与生命攸
息相关的任务。
3. 在120天的生命周期中，红血球吸氧17.5万
次，同时将肺部里氧化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
体外。
4. 这些运输船如此之小，以至于能通过最细的
毛细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
5. 我们的身体每秒产生200万新的红血球，所
含的红色血红蛋白是一种惊人的错综复杂的
化学合成。
胚胎发育时，已经需要血红蛋白输送氧气。到
第三个月，需氧量已经明显有异于胎儿阶段（
从第三个月开始），故而需要不同种类的血红
蛋白化学合成。分娩之前，体内所有工厂全速
运行，使血红蛋白再次转变为成人血红蛋白。
这三种血红蛋白合成不能通过试验进化而来，
因为其他合成大部分输氧不足，将会导致胎儿
死亡。即使血红蛋白分子在胚胎发育前两阶段

这种难以简化的复杂的生命现象，也适用于人
体器官的免疫系统或细菌的运动器官鞭毛。同
样，生物在进化到现阶段的过程中也早已不能
存活。比较让人接受的观点是，这一切从起初
就已完成，而且这样功能全备的设计和创造只
可能出自一位充满智慧的造物主之手。

金鸻的飞行
金鸻是一种美丽的鸟。这种鸟产于阿拉斯加，
为了逃避那里的严冬，金鸻会迁往夏威夷。
4500公里的路程很远，需要不间断的飞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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