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本书是法国
强迫障碍领域知名专家弗
兰克·拉马涅尔经典作品，
阐述了关于强迫障碍领域
的诸多案例，并提供了生动
而又不失科学严谨性的治
疗方向。作者说，只要肯于
坦然面对和治疗强迫症，慌
乱中的你，就能不再被情绪
强迫，而是镇定、愉悦地接
受不完美的自我。

《走出强迫症》

弗兰克·拉马涅尔 著

内容简介：本书涉及古
典音乐会中那些无法一眼
看透的仪式化行为，也同时
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到底
该何时鼓掌？作者是名专
业音乐家，经常出入各大音
乐厅，可谓对个中环节了如
指掌，在本书中为读者担任
向导，讲述音乐。

《我该几时鼓掌》

丹尼尔·霍普 著

陈祖武 著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
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等 369
位学者的画像，全部用写真
手法摹绘。《清代学者象传》
是叶衍兰与叶恭绰祖孙二
代合著的一部未竟学术文
献。此次出版，由陈祖武补
出小传并手写誊录。

（本报综合）

《清代学者象传校补》

名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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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些人是如何思考关于

人类命运的话题的？《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

的问题》近日出版。本书内容来自一个叫作

“前沿”的网站，它被英国《卫报》评价为“世界

上最聪明的网站”。网站每年都会提出一个

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然后邀请全球

100多位卓越人士回答这个问题，从各自不

同领域阐述看法。

这本书是“对话最伟大的头
脑·大问题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对话最伟大的头脑大问题
系列”就像一场超大型的圆桌讨
论，一个顶级头脑风暴的沙龙，一
场知识的探险，一次思想的旅行，
带你认识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科
学家和思想家，洞悉那些最复杂、
最聪明的头脑正在思考的问题，
从而开启你的脑力激荡。

丛书负责人介绍，回答问题
的这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从
各自学科入手，立足自己的专业
领域，思考关乎整个人类的“大问
题”；不惧权威，不随主流，带着批
判性的思维看待大众和科学技术
领域一些成规。

回答问题的大牛人，有人造

生命之父克雷格·文特尔，《失控》
作者凯文·凯利，谷歌创始人拉
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比尔·盖
茨、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
……

这些拥有新观念的知识分
子、科学家、著书立说的思想者，
推动着我们的时代，他们是影响
世界未来的人。

虽然是世界顶级科学家与思
想家同题讨论的合集，但很多话
题都是当下在大众领域也经常探
讨的，比如：科技和互联网对人们
生活的影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全球化失败、
爱与丧失、互联网崩溃等等，普通
读者比较容易在其中找到自己感
兴趣的话题，并有所收获。

100多位行业牛人回答一个问题

对于“互联网大崩溃之后，我
们要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哲学
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
回答时指出：在未来，如果“互联
网的主干网全面瘫痪”这样的事
发生，我们现在最明智的举措，就
是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想想如何限
制其破坏力。

丹尼尔·丹尼特担心，一旦这
样的事故发生，医院和消防局（还
有超市、加油站和药店）是否能继
续运行？人们如何才能得到可信
的消息？恐慌是会传染的，一旦
发生，人们往往会做出疯狂的、令
人遗憾的决定。

他认为，或许我们应该设计
并着手全国范围内的“救生演
习”，以提升应对互联网大崩溃的
能力。

《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则
担心全球人口减少的趋势会带来
灾难。

凯文·凯利认为，人口缩减是
还未引爆的“炸弹”，人类面临的
生存威胁在于全球人口不足。因
为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接着
一个国家出现了生育率降到更替
水平之下的情况。随着人口的负
增长，每一代人生育更少的子女，
这些子女会延续这一趋势。生得
更少，直到一个都没有。

眼下，日本人口在更替水平
之下，欧洲大部分地区，东欧、俄
罗斯也是如此。它们已经陷入了
人口不足的泥潭。

人类面临的挑战在于：这个
世界人口逐年减少，产品和服务
市场逐年萎缩，能够选择的劳动
者一年比一年稀少，还有一个膨
胀着的老年群体需要照顾。人类
从来没在现代岁月里看到过这样
的事情，我们的进步总是与下列
现象密切相关：人口增长、受众更
多、市场更广阔、劳动者的“蓄水
池”更大等。

凯文·凯利提出：要打破这种
恶性的螺旋式下降，需要世界各
地的城市女性决定要2个以上的
孩子，相当一部分城市夫妇将不
得不生育3个或4个孩子。

那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问题B

最难的是

提出问题本身

A

C

“对话最伟大的头脑·大问题系列”丛书包含《那些科
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那些让你更聪明的科学新概念》
《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人类思维如何与互联网共
同进化》《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
器》等。

约翰·布鲁克曼在本书开篇提出：提出一个问题并不
容易。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
题吗？我们寻找那些启发不可预知答案的问题——那些
激发人们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问题。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给我1个小时拯救世界，我
会先花55分钟去寻找问题所在。一旦我清楚了这个问题
是什么，就可以在5分钟之内解决它。”

换句话说，提出正确的问题比寻找解决方法更为困
难，也更为重要。

布鲁克曼认为，这些科学家和思想家们涉猎广泛，跨
学科、跨领域，具有特别的思维风格，更具包容性。他们的
工作和著作打破了纯粹人文和科学分野，他们的研究和写
作更加贴近真实的世界和大众。他们向人们揭示“人生的
意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这些常识层面的问题，给
公众指出了一种洞察世界的新途径。

问题精选

那些思想者们
彻夜忧虑的问题

电子工业会影响人类的文化和认知吗？

意大利学者卢卡·德比亚赛认为，互联网、电
子屏幕、电子工业对于文化和认知的影响，将蔓延
下去，让人们获得浅尝辄止的自由，却没有了判断
什么更为重要的能力，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有可
能失去为发展导航的智慧。

虚拟现实会让人错乱吗？

心理学教授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认为，高
度丰富的电子娱乐、高度逼真的虚拟现实，已经开
始让年轻一代陷入虚拟与真实相混淆的错乱状
态。

为什么孩子们更愿意与电子设备交流而不是
人？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认为，电子屏
幕及设备本身，成为新一代孩子成长阶段的欲望
对象，这加剧了孩子本体的寂寞，使得很多孩子在
现实生活中不懂得与他人建立真实的关系连接。

超级人工智能会不会统治世界？

哲学家安迪·克拉克认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速
度还不够快，而不必担忧所谓的超级人工智能。
如果要出现超级人工智能，需要有设计良好的系
统、巨量数据、完美的学习算法，以及雄心，这一切
要叠加起来形成非常复杂的文化意识，由此形成
的进化阶梯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星人将威胁人类？

天文学家塞思·肖斯塔克认为：人类根本无需
警惕遭遇外星人（地外生物）的威胁，因为一方面，
人类、地球存在的信息以光速传播，如果真的存在
地外高级文明，后者将轻易发现。另一方面，为了
应对目前并不可知的外星人而建立的预防措施，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本报综合）

怪才英雄诡秘事儿
——《暗算》读后感

记者 李娉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
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
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水遇到了水，或者像水
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

这是麦家小说《暗算》的开头，貌似平铺直叙却又悬
念顿生，毫无意外地吸引着我手不释卷地读下去。小说
的主人翁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声音，只有行动；没
有眼泪，只有悲伤；没有日常，只有非常。他们偷听天外
之音，他们破读无字之书，他们行走在刀尖上。他们是一
群怪才英雄，操纵着许许多多的诡秘事件。

《暗算》是一部反映反间谍部门的核心机关侦听与密
码破译的小说，借助于“我”这个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着
情报工作人员的人生奇遇，为读者创设出一个神秘的世
界，时间上纵横上世纪30至60 年代，将间谍战、密码战、无
线电侦听熔于一炉，穿插亲情、爱情、数学天才、革命志士
轮番登场，绝地厮杀。整部小说叙述起来如同一个迷宫，
复杂、神奇、多变，但抽丝剥茧后，真相最终浮出水面。

小说《暗算》于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根据其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开启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
河，深得观众喜爱。最初引导我买下这本小说的，正是电
视连续剧《暗算》。

而尤其令人难以忽略的是，这部剑走偏锋的特情小
说中，有很多哲理化语言，比如“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
就像武器在男人手中，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恶毒的使
用”，“运气其实就在最深远处。对扎不到深远的人来说，
运气天马行空地游荡在一片眩目的黑暗中……但对可以
扎到深远处的人来说，运气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在
你身边游荡着，飞舞着，你不去抓它，说不定它还会自己
撞上你……”“对话最伟大的头脑·大问题系列”丛书

定量适量献血有好处

献 血 专 栏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

会奉献爱心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身
体状况，为自身的健康进行了“投资”。

科学家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
力学对血质与献血的关系作了研究，发
现定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献红细胞和
血小板等有形成份，可使血液粘稠度明
显降低，加快血液流速后，脑血流量提
高，从而达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使
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献血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也
具有积极的作用。芬兰一研究小组对
2682名42-60岁的男性进行调查，其中
两年里至少献过1次血的人在5年内发

生急性心肌梗塞的比例，比未献过血的
低86%。美国一心血管病研究小组的
研究亦表明，在3年中，献血者（男性）患
心血管病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的一半。

男子献血还可减少癌症的发生
率。《国际癌症》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
过正常值的10%，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
高，适量献血可以调整体内铁含量，预
防癌症。该文还提到，中青年女性因月
经周期性失血损失了一定量的铁质，故
未发现这类女性的含铁量与癌症发生
有明显关系。

有研究表明，定期献血的人比不献
血的人更不易衰老，一旦遇到意外事故
也有较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节功能。
曾有学者对66岁以上的332人（献血
者）与同年龄、性别的399人（未献血者）
作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献血组
平均寿命为70.1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
均67.5岁；遇到意外事故，献血组的存
活率为67%，高于未献血组的40%。从
上述分析来看，献血者由于血液新陈代

谢较未献血者旺盛，其寿命会延长。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

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
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
有益于人体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提
高。而献血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献
血者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情
绪也处于最佳状态，对健康有益。

为什么天天需要健康的人参加无
偿献血？

目前，咸宁市各级医院每天都有数
百名病人急需输血救治，每年临床用血
量达7吨。为满足救死扶伤所需血液，
每天需要100余名健康适龄的爱心民众
参加无偿献血。适龄健康公民一年内
每人可献血两次。血液的宝贵还体现
在另一方面，它不能永久保存，它的“保
质期”仅有35天。因此，血液不能大量
采集，长期储存。为了给那些躺在病床
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献上“生命的
礼物”，我们希望献血者的热情永续不
断、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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