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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
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这首由席慕
蓉作词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谓是草原歌
曲中的经典。即便我们不是草原儿女，也会被歌
词中蕴含的浓郁乡愁所感染。席慕蓉是蒙古族
人，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她自幼随父母
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
洲留学。每换一次环境，孤独便增加一重，她只好
通过写诗来抒发重重寂寞。

席慕蓉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
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
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席慕蓉以
诗情闻名于世，但其散文温柔款曲，寓意隽
永，以庄严感性的姿态，抒写蕴含生命流离的
史诗，波澜壮阔，感人至深。席慕蓉曾说，
“绘画是我的理想，诗是我的痴狂，至于散
文，则是我的生活笔记，且行且注记，作为对
自己生活的纪录和整理。”

这本《写给幸福》是席慕蓉亲自编选的散文
精选，记录了作者对爱情、乡愁、人生、艺术等的
感悟和思考。席慕蓉认为，每个生命，都有他不同
的选择与不同的向往，有连他自己也无从解释和
抗拒的乡愁。作者在后记中特别谈到一匹蒙古马
历尽艰辛，从越南跨越大江大河、崇山峻岭，独自
回到蒙古草原主人身边的故事。既然马对于故乡
都有一种近乎执着的痴恋，那么作为蒙古人来
说，席慕蓉滋生乡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本书共分《生命的滋味》《异乡的河流》等
七篇，从早期的《初为人师》《写给幸福》，
到初履蒙古大地的感动，到追忆父亲生平的
《异乡的河流》，再到写给蒙古族的《聆听大
地》《乡关何处》，诗人虽自谦“细碎波
光”，但其庄严感性的姿态，其实蕴涵生命流
离的史诗，波澜壮阔，感人至深。

其中《写给幸福》仅两千来字，所涉及的
场景包括庭园、学校美术馆、医院、火车，这
些场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同样的主

题：那就是热爱生命，怜惜世间一切美好的事
物。这些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作者把它看成是
生活中的一种幸福。而在每一小节的末尾，作者
刻意营造了一个角色“你”，似乎是对恋人的倾
诉，又似乎是作者的呓语。“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
翠鸟，或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
颗年轻喜乐的心，或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
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也许会在，怕
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

席慕蓉极为看重散文，希望以散文的书
写，呈现个人创作和蒙古历史的丰饶风貌。整个
人类的生命有如一件一直在琢磨着的艺术创作，
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了开始，在我们之后也不会停
顿不会结束，而我们的来临、我们的存在却是这
漫长的琢磨过程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点，我们的每
一种努力都会留下印记。

《写给幸福》
席慕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欣赏美理解
美的能力。《李霖灿读画四十年》一书，不仅
要带读者领略中国古代绘画之美，更欲引领读
者感悟中国人文精神之美。

李霖灿，长期从事传统艺术尤其是绘画的
研究工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
退休。同时他还在台湾大学等校任教，教授
“中国美术史”等课程二十余年，著有《中国
美术史》《中国名画研究》《中国画史研究论
集》等。李霖灿常对人讲，他此生只做了两件
事，一是玉龙看雪，二是故宫看画。前者指他
在玉龙大雪山下研究纳西族文化，成为知名的
纳西学学者，被称为“么些先生”；后者指他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四十余年，终身从
事传统艺术尤其是绘画研究。

在本书里，李霖灿从自己最熟悉的传统艺
术入手，讲古画、讲书法、讲陶瓷，讲石
头……他不仅讲这些艺术品美在何处，如何体
会、认知这些艺术品的美感，更把这种美的欣

赏扩展开来，以此关照当下人们的生活。他主
张，美不仅存在于艺术作品，更存在于鸟兽鱼
虫、林木花草，乃至人间万事万物，每个人的
日常生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学会欣赏。

中国文化中有隐逸闲适的一派，周臣的
《闲看儿童捉柳花》和仇英的《松亭试泉图》，都
充分传达出闲适意趣。宋代理学家程明道也作诗
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
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其实，在我看来，现代人的忙，并非全是
因为忙得不可开交。人都有闲暇的时候，只是
好多人一旦闲下来就觉得无所事事，百无聊
赖。以至于，他们要马上想办法将多余的时间
打发掉。不管是打牌喝酒K歌，还是玩手机追
电视剧，哪怕是无聊，也要做。好像空闲不打
发掉就会遭殃一样。正应了叔本华的观点：人
生要么痛苦，要么无聊。对于绝大多数人而
言，精神的匮乏，是忙的假象中的一个真因。
观李唐的名画《坐石看云》，“宠辱不惊，看

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
舒。”那种从容不迫的淡雅，我们大概只有景
仰的份儿。

有一对法国医生夫妇，他们储蓄三年，就
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观画两周。台北“故
宫”博物院邀请他们作演讲，说明中西绘画之
异同，这对医生来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所看到的艺术品都充满了生机，与在欧洲所看到
的大不相同，所以他们总是储蓄上几年，就到台
北故宫博物院欣赏受用两个星期，他们已经完成
了五次循环。这对医生夫妇对中国画的执着，是
一种精神，但是支撑其精神的则是欣赏能力。

美国作家梭罗说:“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
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质量的，人是可以使
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生活的诗意，
并非缺乏，而是人们一直未能寻找。

《李霖灿读画四十年》
李霖灿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孩子的成长，妈妈的修行》一书，集幼儿
教师，心里咨询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母爱10
平方”特别推广者、4岁孩子的妈妈等众多角色
为一体，将自己的育儿经验，从实践到理论，深
入浅出地作了论述。

通读此书，你会感觉到作者深厚的教育理论
功底，她将自己学到的育儿知识，“博观约取，
由约返博”，使读者在一个个生动的生活事例
中，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学习到新的教育理念
和教育方法。这本书好就好在，作者以自己的育
儿经历现身说法，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使读者
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想起同样的经历，为自
己的教育不足之处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合适的路
径。例如，很多妈妈都遇到过孩子阶段性出现的
攻击性行为，可能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只是简单
了解事情经过，分出对错，批评错误一方，却很少
从心理层面探及孩子动手的原因。作者的儿子曾
经经常在幼儿园打小朋友，而作者在搞清楚原因
后，根据孩子的心理需求来编故事，通过这种方
式，疏散孩子特定时期的心结，使孩子改掉了打人
的毛病，重新获得了小朋友的欢迎。

现在的父母，很多奉行对子女进行鼓励教
育。他们认为，对孩子多表扬，多肯定，是培养
孩子自信心的重要法宝，但很多父母却在盲目地
不切实际地进行鼓励，殊不知，这种无目的的表
扬和肯定会换来孩子盲目的自信甚至于骄傲。因
此，作为父母，要避免“你真好”“你真棒”等
空洞的表扬方式，让孩子知道你为什么表扬他，
搞清楚获得表扬的原因，孩子才能进步。比如，
当一名六岁的小女孩自己洗手，妈妈在一旁夸张
地表扬：宝宝真棒！这种表扬就是促成孩子盲目
自信的失当夸奖。洗手，是幼儿园小班孩子就应
该具备的生活技能，对六岁的孩子，家长这种夸
张式的表扬就显得与孩子的年龄段失衡。

虽然此书中，将“妈妈”作为说教的主体，
但用心读完你会发现，妈妈一角，其实是父母的
统指，说出了家庭教育中父母身上肩负的担子有
多重要。当今社会，上大学要经过高考，求职需
要各种考证，连幼儿入园都要经过面试。而承载
着培养孩子重任的家庭第一任教师——— 父母，却
不需要任何的门槛。想来很是让人忧思。要给孩
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父母至关重要。

《孩子的成长，妈妈的修行》
云香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情绪识别的基因

研究证明，至少有3个基因会影响人脑对情
绪性表情的反应。你携带的是哪个版本的血清
素转运基因（SLC6A4），会影响你的杏仁核如
何对恐惧的面部表情作出反应；神经递质（如
多巴胺）的水平起调节作用的基因也会影响杏
仁核对恐惧表情的反应，杏仁核正是共情回路
中的一个关键脑区。另外还有一个精氨酸加压
素受体1A基因（AVPR1A），之前已经发现和
自闭症有关，它也会影响杏仁核对流露出恐惧
或愤怒的面孔的反应的。

许多研究表明，人在看见快乐的面孔时都会
高兴。就像我们喜欢观看食物或者美景，快乐的
面孔也使人愉悦。这一点在婴儿身上已经有所体
现，普通的8周左右的婴儿在看见快乐的面孔时
就会微笑，称为“社会性微笑”。我们还知道，当人
在体验使人愉悦的事物时，有两个关键脑区会激
活，它们是纹状体和黑质。因此当我们看见快乐
的面孔时，这两个脑区就自然激活了。

影响我们情绪识别的很可能还有别的基
因，但这三个已经足以说明，至少在共情的这
个方面（情绪识别）是受到基因影响。

与共情商数有关的基因

共情在脑的层面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
异。平均来说，女性在阅读别人面部的情绪性
表情时，共情回路的许多区域都比男性更加活
跃。最近还有一项两性脑部结构差异的研究显
示，许多因性别而不同的脑区中都包含了杏仁
核和“镜像神经元系统”，而它们同时也是共
情回路的组成部分。

过去10年里，我们一直在跟踪研究英国剑
桥郡的大约500名儿童，他们的母亲都做过羊膜

穿刺术。也就是说在她们怀孕期间，曾有一根
长针探入她们的子宫，为了临床方面的原因，
抽取了一些羊水。当年我们征得这些母亲的同
意，在她们的羊水中测量了睾酮，也就是所谓
“雄性激素”的含量。结果发现，孩子出生前
胚胎制造的睾酮越少，他们出生后在共情商数
儿童量表上的分数就越高。因此，性激素可能
也在人脑发育时参与了共情回路的构建。

催产素在大众媒体上有许多名称。有人称
它为“爱的激素”，因为我们会在亲密的身体
接触、包括性高潮的时候分泌它。还有人称它
为“信任激素”，因为当它的浓度上升，我们
就会对别人更加慷慨，即使陌生人来借钱也会
多给。有时，催产素也叫“依恋激素”，因为
它会在新妈妈给宝宝哺乳时分泌，由此产生的
幸福感使母亲爱上婴儿，也让婴儿爱上母亲。
总之，我们检测的就是参与催产素以及精氨酸
加压素的合成与接受的基因。

最后我们又挑选了一组基因，它们参与的
是我们大致称为“神经生长”的过程，选择它
们的理由很简单：对零度正面型（自闭症和阿
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脑部的研究发现，他们的
神经细胞（即神经元）连接，以及自闭者的脑
在出生后发育早期的生长速度，都表现出与常
人不同的模式。

与自闭特质有关的基因

我们从大众中招募的志愿者填写了情商量
表和自闭症光谱商数量表，后者测量的是你有
多少自闭特质。研究显示自闭倾向同样充满个
体差异：有的人得分较低，自闭特质较少；有
的人位于人群的平均区间；还有的人虽然并不
曾诊断出任何自闭症, 得分却很高。

虽然共情的减少会导致社交障碍，但自闭
者可能对细节格外关注，能对某个细小的问题

连续思考几个小时，并对这个问题产生高度系
统化的理解，这些都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虽
然他们在共情和社交上较为欠缺，却可能在特
定领域取得成功。如果你的成就是在一个不喜
欢社交的学术领域（比方数学或计算机科学，
工程或物理学），或是一个不必社交的实际工
种（比如汽车维修、勘测地形或制定火车时刻
表），又或者是一门艺术或者手艺（比如绘
画、建造模型或设计），你就有可能找到适合
自己的状态，无需诊断也能继续生活。由于这
些原因，我们在一般大众中也可能找到和自闭
特质相关的基因。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有的基因只影响情
商，还有的只影响自闭症光谱商数。

冷静分析

虽然很容易把零度共情怪罪在基因或是环
境头上，但它真正的原因显然是几种因素的混
合。比如，因为难产而患缺氧症的婴儿，较易
在成年后出现品行障碍、犯罪或暴力行为。身
体有轻度异常的男孩（比如低位耳）长大后较
易成为暴力犯罪者，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家庭环
境不稳定的话。低位耳可能是遗传导致的，也
可能是因为母亲在怀孕时曾经出血感染，这些
因素如果再碰上不稳定的家庭环境，都会增加
孩子的暴力倾向（因此使他们的共情降低）。
比如根据丹麦的一项研究，研究对象中4％的男
孩经历过难产和母亲的拒绝，但他们长大后参
与的暴力犯罪却占研究对象所参与的暴力犯罪
的18％。在这里，又一次见证了生物学因素
（出生创伤）和心理学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

其他动物的共情

我们还可以跳出人类的局限，去看看其他

动物是不是也有一些共情的先兆、哪怕只是较
为简单的形式。埃默里大学的灵长类学家弗朗
斯·德瓦尔主张人类并不是唯一能产生共情的
物种，不过他也承认，人类的共情已经演化到
了很高的境界，是其他动物身上都看不到的。
在他看来，动物的许多行为中都可以见到共情
的雏形。首先，有些猴子和其他动物会和群体
中的其他成员分享食物。

其次，除了分享食物之外，还有其他同一
物种的动物互相帮助的例子。比如研究者观察
到了有的黑猩猩互相帮助爬上一堵高墙的场
面。这类例子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动物能读懂彼
此的需求和目标。

第三，研究者观察到猴子或猿在打架之
后，打输的那只常常会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的
安慰。当它在舔舐伤口，另一只同类会走过来
轻轻触碰它一下，甚至会伸出一根胳膊搭上它
的肩膀，就好像在叫它不要难过似的。我们还
是可以将这看作是一个个体在用情绪来应和另
一个个体的情绪状态—简单地说就是共情。

最后，有充分证据显示，猴子和猿能够体
会同类用面部、声音或体态传达的情绪。比如
西北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苏珊·明尼卡和同事
就用一项著名的研究显示，如果母猴在见到蛇
时流露出了害怕的表情和声音，那么幼猴也会
习得对于蛇的恐惧。威斯康辛大学的心理学家
哈利·哈洛也发现，那些被人类隔离抚养、然
后放回到群体中去的猴子，会把同类的友善举
动看成是攻击行为，而那些由母亲抚养、和兄
弟姐妹一起长大的猴子，就能明确地区分另一
只动物的“意图”（是友善还是攻击）。

还有两项令人瞩目的早期研究显示，如果
一只大鼠懂得了推动一根杆子就能把另一只悬
挂的大鼠放到地上，它就会推动那根杆子。这
可是大鼠，我们向来以为缺乏共情的动物！灵
长类学家朱尔斯·马瑟曼和同事在1964年对我

们的近亲恒河猴作了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学
会了拉一根链子获得食物的恒河猴，在得知这
个动作还会使一个同类遭受电击之后，就不愿
再拉链子了。看来它们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立
在同类的痛苦上。由此可见，有人会相信包括
猿猴在内的其他动物都有一定的共情，也是很
有道理的。

不过其他物种的共情毕竟是有限的。黑猩
猩会发动“致命的地盘战争”扩大领地，在这
些战争中，大的黑猩猩群体会“派遣巡逻队，
有策略地杀死对手”，然后移居到新的领地上
去。这样的“残酷行为”在人类之外的物种中
是相当常见的。再举一个例子：在人类当中，
就算是学步的婴儿也会用食指指向物体，以引
起另一个人的注意，然而这个指向的动作却没
有在其他物种身上出现。别的动物也无法实施
可信的诈骗，这说明它们虽然可以响应另一只
动物的情绪，却终究无法体会对方的想法。

可见，无论我们在别的物种身上发现（或
自以为发现）了怎样共情的闪光，它们和人类
呈现的共情境界都有着本质的差异。

《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英】西蒙·巴伦－科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没有发明，便没有社会，人类也就没有今
天。《塑造世界经济的50项伟大发明》作者蒂
姆·哈福德精心挑选出曾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50项发明进行分析，“有
的引发了技术革命，有的开创了新的领域，有的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有的成就了百年老店”，像犁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塑料深刻影响了人们
的生活习惯，而知识产权和指数基金这些抽象的
概念则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

发明对社会的促进不言而喻。古往今来，
发明不单单是技术的推陈出新，还会对经济、
社会乃至政治等多个层面造成深刻的影响。哪
怕那些现在看起来技术含量极低的创新，都是
构成今天乃至未来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石。蒂姆
列举的50项发明中，不少具有开创性意义。这
些发明并非只是基于对过往技术的改善，而是
另起炉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与其他发明比
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蒂姆指出，“新的创意往往会改变经济实
力的平衡，创造赢家和输家”，但总体上会大
大推动社会进步。汽车的出现，意味着传统马
车的衰落；电灯的出现，宣告蜡烛生产走向没
落；轮船的出现，全方位超越木船……

发明不仅仅是基于产品本身的改进，有时
还会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历史上有着颠
覆性意义的“工业革命”自不待言，而今天我
们熟知的生活同样得益于此。

当然，万事有矛必有盾，此乃自然法则，
发明不能例外。发明在“给某些人解决问题的
同时，也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问题”。比如
说，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
从而为资本商制造更多利润。在市场利润的刺
激下，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的机械层出不穷。新
机械纷纷应用“此涨”的背后，往往是用工需
求的“彼消”。可以预见，在机器人时代许多
传统岗位必将彻底消失。

既然发明会“剥夺”就业岗位，这意味，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发明开怀笑纳。1811年，
工业革命诞生的英国曾发生这么不可思议的一
幕：失业的纺织工人闯进工厂，砸烂了据认为
导致他们失业的纺织机械。带头的人名叫内德·
勒德。后来，“勒德分子”被专门用来形容那
些不理解现代技术带来好处的顽固分子。

不过，技术的进步虽然会淘汰一些落后岗
位，但常常也会创造新的就业，许多传统岗位
确实消失了，但许多新岗位也诞生了。

发明对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既会产生
正效应，也会生成负面的“附产品”。原子弹
的威名至今令人不寒而栗：一方面核能有助人
类用上清洁能源，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幽魂仍旧
在全球四处游荡。无法否认的还有，世界上的
所有武器均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鲜明的负面效应极易为人类警觉，而有的
发明弊端则像温水煮青蛙不易令人注意，常常

是在一步步培养人们新习惯的同时，又会悄然
为未来植入恶果的基因，如塑料。塑料轻便、
便宜、耐用，优点不胜枚举。但塑料不易降解，其

“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时，化学物质会渗入地下
水，进入海洋后，会被有些生物食用。有人预计到
2050年，海洋里的所有塑料比所有的鱼加起来都
重”———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未来。

不过，尽管发明会生成具有负面影响的“附
产品”，但这并不意味人类就可以因噎废食，关键
在于制定完善的法律，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最大公约数”。今天，创新正成为各国竞争的“主
战场”。有必要指出的是，本书提及的所有50
项发明中只有纸的发明来自中华文明。这或许
意味着，尽管时过境迁，将对“赛先生”的深
切呼唤化为身体力行仍旧任重而道远。

《塑造世界经济的50项伟大发明》
[英] 蒂姆·哈福德 著
中信出版社

■ 速读

从共情能力出发，重新认识人性
□ 康平 整理

穿越善恶评判的语言迷雾，直击
人类残酷行为的发生逻辑。

发明，不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
□ 禾刀

陪孩子成长
□ 周伟

从容品尝生命的滋味
□ 彭忠富

赏中国古画，品诗意生活
□ 夏学杰

■ 新书导读

《尘埃之书》
[澳] 布劳姆·普里瑟尔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将普通人身处绝望时的痛苦、屈服、
绝望、挣扎、坚强等心理片段描写得淋漓尽
致，同时也道出了幸存者们即便逃离了死亡，
却难逃绵绵不绝的记忆侵袭和不可修复的心
灵创伤，难逃深深的自责与忏悔。战争之所
以残忍，就在于没人能真正幸免于难。

《神经的逻辑》
[美] 埃利泽·斯滕伯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最怪异的梦和幻觉，到精神分裂症与
多重人格，脑是各式各样怪念怪行的肇事
者。从外部看，这些现象常显得“疯狂”，
但其实它们都有逻辑可循，这套逻辑使我们
能创造经验、保全自我。

《阅读·阅美》
李修文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将网络上的字符、节目中的音频还原到
纸上，通过文字与图片、字距与留白、油墨
与纸张、翻动与停驻等多种元素，给触动人
心的文字另一种面貌，在纸质触感中，在静
止与流动的节奏中，再现文字之美。


	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