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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操纵术

斯金纳，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
理论的创始人，著名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就
是他提出来的，但是这里我要说的是他的另一
个著名理论——— 强化理论。

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分为两种类型：正
强化和负强化。斯金纳认为，人或动物为了达
到某种目的，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
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
在以后重复出现；对他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
减弱或消失。人们可以用这种正强化或负强化
的办法来影响行为的后果，从而修正其行为。

斯金纳是用老鼠作实验得出这个理论的。
将老鼠放入黑色隔间，在白色隔间的角落

处，放上一大块奶酪。老鼠将在黑色隔间侦查
一会儿，然后发现了白色隔间的门。出于好
奇，它会试着推开，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嗅
到了来自白色隔间的奶酪的味道。然后，它便
进入到白色隔间，很快吃光奶酪。老鼠得到了
一种正强化，非常兴奋开心。

再重复做几次同样的实验，每一次老鼠推
开白门移往白色隔间的时间都会比上一次短，
即使我们根本不在白色隔间里放奶酪，老鼠仍
然会同样迅速地从黑色隔间往白色隔间跑，因
为对它而言，白色隔间已经和美味的奶酪紧紧
联系在一起了。

在这里，正向强化表现为，当老鼠完成所
期望的任务后（从黑色隔间跑到白色隔间），
便可得到奖励。

下面再来说负强化。
把另一只老鼠放入黑色隔间。目的仍然是

看看它会在多长时间内，学会从黑色隔间跑到
白色隔间。但是这一次，白色隔间里没有奶
酪，而黑色隔间里却布置了电线，一旦有轻微

触及，便会被电到。被电到后老鼠很痛苦，上
蹿下跳，四处躲避。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无意中碰
到白门，这会将它引入到没有电线的白色隔间。
白色隔间里虽然没有奶酪，不过和黑色隔间相
比，这里没有痛苦，无疑是个安全的地方，“赶紧
进去躲躲！”所以，每次这只老鼠都会快速地从黑
色隔间跑到白色隔间，因为对它而言，黑色隔间
已经和电击的危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只老鼠经历的便是负强化——— 在完成所
期望的任务后（从黑色隔间跑到白色隔间），
它便可以免除一系列疼痛、不快等负面感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强化有数不清的
例子，比如表扬、奖金、赞许、体贴、礼品、
关注、微笑、认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物质
或非物质的奖励，如头衔、晋升机会等。正强
化可以带给人愉悦的感觉，这也是它为什么会
凑效的原因。我们希望听到老板赞许自己的工
作，希望得到他人的赏识，付出的努力确实见
效，得到所爱之人的关怀，或仅仅是看到他们
脸上浮现出的快乐。

高明的操纵者深知这点，他们会利用正强
化满足你，从而使你听令于他们，做他们希望
你做的事。操纵者会让你感到，你的行为给他
带来了快乐，这对你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于是你也乐于继续重复自己的行为。

然而，好景不长，在顺利地诱导你步入自
己所设下的圈套后，事情的发展开始峰回路
转，操纵者不再满足于小要求，开始策划一场
大预谋。你可能会对操纵者布置的目标感到力
不从心，不过仍然会尽力去完成，因为你还是
希望得到操纵者的认可和赞许，你会耐心等待
下去。这样，你便一直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在人类身上，可以达到与电击同等效果的负
强化有很多种，比如生气、唠叨、痛苦、责备对方、
作可怜状等。另外，操纵者也会使用恫吓技巧，比
如叫嚷、诅咒、威胁、发脾气等，以此使你产生

被拒绝或被抛弃的恐惧，从而向操纵者屈服，
受操纵者控制。他们也会将你与其他人，如同
事、兄弟姐妹等，作不恰当、不公平的比较，
从而激起你的自卑感和内心的脆弱感。

还有，冷暴力也是一种负强化。如果不愿
意冷战，你就得向操纵者妥协，向他道歉，或
者做操纵者要求你做的事。总之，你的一切都
在对方的掌控之中。

蝗灾与人类行为

蝗虫，俗称“蚂蚱”，它们最臭名昭著的
地方，就在于它们喜欢“聚众闹事”——— 蝗
灾。蝗虫平时看似害羞，喜欢独处，但一旦与
其他的蝗虫亲密接触后，就变得放荡不羁。原
因就在于，这种亲近会刺激它们产生一种神经
传递素——— 血清素。

蝗虫分泌的血清素，不仅能使它们合群，
还能刺激附近的蝗虫也产生血清素，随之而来
的连锁反应很快会使周围所有的蝗虫成群结队
地聚拢到一起来。它们边飞边“收编”其他蝗
虫，最终可形成覆盖面积达1000km2-2000km2的
密集群体。按每只蝗虫的生命周期约为2个月，
每天要吃掉和自己体重相当的食物计算，饭量
着实可观。

在它们刚刚开始抱团的时候，还没有什么
组织性，东飞一下，西飞一下，没有章法，但
令人诧异的是，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它们的
行动方向却越来越一致。当种群密度达到每平
方分米约7只蝗虫这种“虫挤虫”的紧迫情况
时，便会发生一个巨大而迅速的转变——— 虫群
中的每一个虫子，从混乱的移动转变成高度一
致的集体行进。

如果你用心观察，我们人类也会发生这种
类似的转变，比如在节假日的景点，人群密度
较低的时候，每个人的单独运动可以看作是像空

气中的分子那样，随意运动。但当人流密度不断
增加，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行人开始自发地
组织成人流，而且在同一股人流中，人们还都会
按相同的速度行进，就像行进中的蝗虫一样。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是什么力量导致蝗虫
或者人类产生这种行为呢？

对于行进中的蝗虫来说，其中一股力量可
能便是不被身后的蝗虫吃掉的简单愿望。蝗虫
行进的目的就是寻找食物，而飞在前面的蝗虫
的大腿刚好勾起了后面蝗虫的食欲。避免被吃
掉的方法就是保持速度，保持距离，“不要咬
我的脚”。对人类而言，大概不用担心腿被吃
掉，但是会考虑后方行人的推挤。

一位科学家用计算机模拟，对这个问题作
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所有群体中个体的运动都
遵从一个规律——— 柏德三规则。

柏德三规则

避免：避免碰撞到其他个体。
定向：按照最接近自己的个体前进的平均

方向前进。
吸引力：向最接近自己的个体的平均位置

移动。
套用蝗虫的行为来说就是：避免——— 与后

面的蝗虫保持距离。定向——— 跟随前面的蝗
虫。吸引力——— 和周围的蝗虫步伐保持一致。

“柏德三规则”相当于一种“自动驾驶”
模式，当我们身处某种情境的时候，它便会下
意识地自动启动。也就是说，当你身处机场、
火车站或观看足球比赛等场合的密集人群中
时，会不自觉地遵从“柏德三规则”的安排。

再说另一种虫子——— 蜜蜂。蜂群中的每一
个蜜蜂的运动也得遵守“柏德三规则”，但跟
蝗虫不同的是,它们可以根据引航员——— “侦察
蜂”探到的消息，径直前往目的地。“前方探

子来报，一公里外的某棵树上发现好东西
啦！”然后一大群蜜蜂就都朝那个方向飞去，
蜂群要出动了。按道理来说，已经知情的蜜蜂
应该把它们的信息传出去，让每只蜜蜂都知道该
飞往何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们竟然全都默
不作声，闷头就朝目标直飞而去，动作很快，井然
有序——— 不知情的蜜蜂会根据邻近蜜蜂的前进
方向，调整自己的方向。即便只有少数蜜蜂知道
路线，但是剩下的不知情者只要遵守柏德三规
则：避免、定向、吸引力，便能使整个蜂群的
移动方向与那些知道路线的蜜蜂保持一致。

科学家们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个计算机模
型，得出一个结论：群体中只需要有个别个体
（哪怕是匿名的）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
确切地知道怎样去实现它，该群体的其他个体
就会跟他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人们并未
意识到自己是在跟着别人走。

《诡异心理学》
姚尧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椰壳碗外的人生》在《想象的共同体》
流布中文世界很久之后，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辞世之后到来，如同一阙悠悠的回声，也如同
一个重要的脚注或一则历史与个人生命的底
景，令我们得以在分享一个人、一位学者的生
命轨迹与心路历程之时，上溯或叩访一段20世
纪的历史，一本重要著作也是思想生成的历
史——— 它的历史语境、质地，和历史的规定与
限定。

的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战后美国学术
界的诸多明星学者之一。他的生命故事已刻满
了那一独特的历史时段的印痕。曾经，在美
国，非西方的或非主流学科（诸如区域研究）
的学者，以他们基于批判立场的“边缘”论域
而改写了美国学术的流向，重新规划思想的路
径，引领着学术的潮汐起落。《想象的共同
体》，一部关于战后东南亚的区域研究的学术
专著便这样胀破了美国大学学科划定的栅栏，
溢出学院的高墙与孤岛，成为关于民族主
义——— 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或需赘

言的是，区域研究，是战后美国最引人瞩目的
晚生学科之一，区域研究，一度意味着欧美中
心世界的“外部”研究，同时意味着战后风起
云涌的亚非拉独立建国运动对欧美世界的震
撼、威胁与闯入。如果说，区域研究的预设是在
欧美主体位置上的客体考察，那么《想象的共同
体》所开启的论域则是主体反思或自我批判。

或许，这也正是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
的意义所在，它把我们带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的生命故事，同时带往历史现场，带往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那个现代历史为自身制造的暴
力戛然折断再重组的特殊段落。我们将在其中
读到，一位北美学者的区域研究并非新一轮朝
向并深入“黑暗之心”的旅行，而是愈加深广
的全球流动的多重旅行线路，是远为繁复有趣
的多程往返。阅读《椰壳碗外的人生》无疑会
将我们带向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学者的生命记
录，同时带给我们一份感性丰盈的提示：关于
历史刻度，关于主体位置，关于学科设定的历
史与现实预设及其偏移，用以校订并确立我

们——— 今日中国读者、学者、当代人的自我定
位与反思。今日，阅读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
外的人生》，在享有阅读一本传记作品的乐趣
的同时，我们间或获得了某种历史的校准器，
令我们在获知、还原安德森理论的历史与学术
语境的同时，获得通过或借重他、他的思想再
度深入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与切口。

此书的题名趣味盎然：《椰壳碗外的人
生》。我们也可以带着安德森式的大而狡黠的
微笑，将其戏译为“跃出深井之蛙”。超越
“椰壳碗”这一封闭、逼仄的世界与视野，望
向“小小寰球”，或许正是大于安德森学术的
思想与生命启示吧。唯需赘言的是，在安德森
的生命故事中，那只椰壳碗，不是某种特定的
民族主义，而是为欧洲“原创”的、作为现代
逻辑的国家/暴力自身。 (本文为前言，有删
节）

《椰壳碗外的人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直以来，消防战士都被定义为具有奉献精
神的超级英雄的形象而出现于大众视野，尤其是
近几年，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化和传播媒介的多
样化，消防队员的英勇事迹也以更加生动直观的
形式出现在我们视野里，他们或舍命救人于水
火，或机智敏捷化解危难……在被大众称赞为
“最美逆行者”的同时，他们脱下消防服背后最
为平常的生活，却鲜有人提及。

初曰春用小说《你说红烧，我说肉》讲述
了：生而不易，“活”要凭良心。

马家庄朴实的农家妇女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儿
子成才，进入消防系统的哥哥马小刚，脑子里紧
绷安全弦，不惜与弟弟反目，而为升官求权的弟
弟马槐生不顾村民安危、铤而走险，使村庄遭到
了毁灭性的破坏；“花开”系列中，援藏干部李
君抛下家庭和孩子，义无反顾地为了高原人民更
好地“生”……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提到了“良
心”这个词，凭良心生活，凭良心做事。他们所
面临的有在兄弟情前对前途和生死的取舍，有亲
情面前对善与恶的抉择，也有为大爱别离亲人的
成全……每个人都为“生”和“活”的问题焦
灼，都面临人性的拷问。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她们”也同“他
们”一样，引发出了深沉的叹咏。“她们”在幕
后默默耕耘着，吞下生活的苦痛，化为包容和抚
慰，在变故来临时表现出的是充满坚定和忍耐地
冷静应对……女性内心深沉的爱，翻来覆去的思
量，痛定思痛的冷静，作者拿捏得恰到好处，让
我们深感消防员背后女性的伟大。但不得不
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爱人都以离散告终，作
者从情感的角度创作出这样的现实，让我们确
知事实如此，又让人怅惘而难以释怀。

小说以戏谑举托起沉重，以普通人的真性情
铸造出英雄的血肉之躯，以日常生活碎片拼凑出
个体的生存挣扎与精神坚守，以对“良心”的呼
喊和追寻来抵御世俗价值的侵蚀。他讲述的并不
是执行紧张激烈的消防任务，塑造的也非立下大
功的英雄模范人物——— 或者说，作为他致敬消防
的作品，这本书并没有迎合那些对优秀消防英雄
及其催泪事迹的期待，而是，揭去英雄的神圣面
纱，将英雄放置于市井平凡百姓的人生图景中，
让我们看到重情义行孝悌的活生生的消防军人，
他们消防之行的来路和归途，他们人性中的隐忍
与执念，以及他们背后不轻易示人的、含泪负重
前行却步履坚定的人生。

《我说红烧，你说肉》
初曰春 著
群众出版社

杨先让，徐悲鸿的学生，黄永玉的朋友，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创建者之一。他的
这部《黄河十四走》，既是为民间美术系创系
教学所完成的实地考察作品，也是一部向中国
数千年黄河文明致礼的巨著。

此时，距此套书的第一次出版，差不多过
去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民间艺术真的如他所
言，如潮水般消退于现代商业、科技、文化的
包围之中。有些读者见惯了艺术中的“阳春白
雪”，见惯了精雕细琢、雍容华贵的殿堂艺
术，初看这套书中的图片，或许会有一种由城
市进入乡村的感觉，有些民艺看上去简单幼
稚，它们不符合各种所谓的美学原理，不讲比
例，粗犷、奔放，天马行空。比如贺兰山发现
的岩画，反映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繁衍渴求；
在山西河曲发现的兽面瓦，通常造型简单，做

工粗放。其实，艺术本就不该有一定之规，当
我们摘除有色眼镜，剔除艺术偏见，再去欣赏
这些带着稚朴气息的民间艺术，你会发现简单
并非意味着别无深意；粗犷未必意味着情感粗
糙；那些流传千年，却仍然保持着童稚时期形
态的民间艺术品，恰恰证明着这种艺术持久的
生命力。

民间艺术不同于宫廷艺术，宫廷艺术虽发
端于民间，但一旦走入帝王将相、士大夫之
家，就脱离了实用性，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
精雕细琢。民艺最重要的作用除了装饰，还有
实用性，只有经历代手艺人不断打磨，经民众
不断选择而仍然能流传下来的艺术才是真正符
合百姓审美及心理需求的。比如民间的那些看
上去“呆萌”的石狮子，其实正是人们心中的
福兽，它们不可能像宫廷石狮子那样高大威

猛，也不可能那样精雕细琢，这些遍布于寻常
百姓家的小巧呆萌的石狮子一方面为平民百姓
镇邪避灾，一方面又给百姓以寻常温暖。

再比如在书的最后，杨先让老先生提笔书
写的山东泰安皮影艺术，这撑杆操作外加吹打
弹唱的全套民艺表演，可不是一套皇家乐队的
装配，这里所有的操作仅由一人完成。民间老
艺人范正安腿脚并用，声形并起，小鼓小钹节
拍协调，唱腔苍老有力，帘幕背后他一人撑杆
耍着皮影片子，完成一出完整的传统民间故
事，确实堪称“难以想象的艺术”。这套绝活
的形成，绝非天赋，而是因为当年的民间艺
人，为了讨生活，为了节省人力，而不断改进
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发掘自身潜能，在代代改
良与传承中形成了这民间艺术瑰宝。

可惜的是现代的各种速成艺术，“小鲜

肉”审美，加上炫酷的灯光音响效果，已经让
有深厚历史人文底蕴的传统艺术难有立足之
地。

这一本《黄河十四走》，既是民间艺术的
发掘之书、记忆之书，也可称之为一部怀念之
书。在百年后，该书或许就是中国黄河流域民
间文化的绝唱。正如老先生所言“为了复兴中
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元气，为了寻求使中华民族
的文化艺术赖以生存的不朽精神——— 那纯朴天
然、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阳刚之气，为了摆
脱那些矫揉造作的胭脂气，还有在象牙塔里哗
众取宠、无病呻吟和自作多情的姿态，就必须
走向民间去”。

《黄河十四走》
杨先让 杨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有句名言：“春天
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是季节的变化，而是一个
事件。”冬天占去了俄罗斯全年的一半多时
间，漫长得似乎总也盼不到春暖，这种季节感
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某些特质。

读《去北地，再去北地》这部陈保平与陈
丹燕联袂书写的俄罗斯游记，陈保平予我的感
觉，就是他对俄罗斯的特质很熟悉。文章风格
有着媒体人、出版人惯有的精简和清晰。当他
游贝加尔湖之时，他感受到忧伤的氛围；当他
站在克里姆林宫之时，他领略到权力的威压；
他在雪下得最浓厚的时候找到了新圣女修道
院，体验十字架环绕的宗教主题；走进皇村的
普希金公园，站在诗人握笔沉思的雕像之前，
深邃的目光穿越悠长的历史……

陈保平也很喜欢爱伦堡。1993年10月-11
月，陈保平与陈丹燕携手俄罗斯游。陈保平的
行囊里装着五本书，其中之一就是爱伦堡的
《人·岁月·生活》。在行旅日记里，陈保平不
断提起爱伦堡，爱伦堡赋予他审视俄罗斯的一

种目光。
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

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陈保平记叙这段
时，正在凭吊文人公墓，俄罗斯知识分子僻静
的安息之地。隔着山峦重重，俄罗斯的气息曾
经无远弗届地笼盖过中国的大地，后来一线一
线地退了，只将一些缥缈游荡的情愫遗存在一
些人的心里。

两位作者各自以日记的形式写下自己的见
闻与感想，自说自话，合成一集。因此这部游
记很有意思的一点，还展现在同样的风景人物
会有怎样的不同描摹与差异感触。不同于陈保
平总是重返历史、寻找根源，陈丹燕更关注触
目所及的俄罗斯人的现实生活。相比而言，女
作者更多一些感性抒情，更多一些实在的关
切。

走过莫斯科的地下通道，有一个瘦弱的像
豆芽一样沉静的女孩，她在吹一种木笛子，听
上去像俄罗斯的民间曲调。东方列车穿过白桦
林，陈丹燕与小男孩瓦尼亚和他漂亮的妈妈谈
话，孩子天真地快活地笑着，大人脸上刻着焦

虑，玻璃闪过银子一样雪地的反光。女作家伊
琳娜是两位作者的导游，陈保平写了她的热情
接待，陈丹燕笔下的伊琳娜更立体，女人与女
人之间容易敞开心扉，对时局、对困境，对面
包与创作的矛盾，这些谈话切入了当时当地俄
罗斯普通人的生活图像。俄罗斯人那种近乎绝
望的希望，深深烙刻在骨子里。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俄罗斯迅疾地
在改变它的面貌。走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旅
人心里的滋味大约也渗透着微凉。“气氛，有
时不是感受于当时，而是渗露于久远的后
日。”（舒国治语）。《去北地，再去北地》
的第三部分，是2017年的立陶宛之行，与1993年
构成了回鸣。在更北之地的清晨苏醒，窗外隐
约传来差不多的民谣，然而细加品味，气质约
略有不同了。用文字丈量行经的路程，就算一
样的路，再走一遍，总也有些不同。时间转
动，历史翻页。脚步之后，跟着还是脚步……

《去北地，再去北地》
陈保平 陈丹燕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听黄河回响，寻溯文明之根
□ 胡艳丽

脚步之后，跟着还是脚步
□ 林颐

人性的拷问
□ 谭 杰

椰壳碗外的人生
□ 戴锦华

■ 速读

人类某些行为背后的逻辑
□ 李恒 整理

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用幽
默另类、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
了各种奇特的心理现象，并通过
作者独到的分析，让你理解人类
某些行为背后的逻辑。

■ 新书导读

《根源之美》
庄申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远至先秦，近至20世纪，中国艺术中的
精华尽收书中，涵盖书法、绘画、版刻、雕
塑、器物、服饰、书籍、建筑等。作者将中
国艺术作为打开中国文化的钥匙，从艺术品
的风格、造型到用途，揭示其蕴含的文化、
历史、社会、宗教及哲学意义，一部艺术史
同时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史、思想史。

《软刺》
【美】艾米丽·福里德伦德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非主流”故事，
14岁少女瞥见成人世界的冰冷面孔，同时也
发现成人世界同样充满困惑和无助。原来，
成长并非只有色彩斑斓，还有讳莫如深的孤
独，和隐隐作痛的觉醒。

《如果末日无期》
王十月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时间不是一条线，空间是层层虚
拟；如果生是一串代码的创造，死是永生的
变体；如果一切的经历都是幻觉，一切的结果
都是想象……五个故事，带你走到时间的尽
头，世界的边缘，人性的黑洞，感受未来现实
主义的魔幻与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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