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我把你蠢哭了吗》是一本神经
学科普书，如同汉译书名的搞怪气质，
它的整体设计也是好玩的漫画风格。
封面顶部的英文书名“The Idiot Brain”

（直译为“白痴的大脑”）和中部的中文
书名均是黑色的大号字体，有一种瞬间
夺目的冲击力。封面的其余部分则由
四幅漫画组成，画中四人一个在发呆，
一个在写字，一个掩面哭泣，还有一个
双手挠头、正跟自己生气——显然，他
们无一例外地被自己的大脑“折磨”着，
为大脑所“苦”，而这正是该书的主题。
你是不是从来都相信人类聪明无比，人
脑进化得相当高级和完美？在生活中，
你也一定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是理性和
明智的，对于掌控自己的生活，从来都
不在话下？但是，很抱歉，神经科学家
提供的事实恐怕会让你大跌眼镜，此书
正是为打破这些思维惯性而写。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作者迪安·
博内特既是神经科学家，也是单口喜剧
演员，该书的有趣好读有赖于他的双重
身份。在写作时，他始终采用幽默诙谐
的脱口秀口吻，就连在“致谢”环节，他
也不忘调侃家人：“感谢我的太太凡妮
塔的支持，她非常努力地控制自己尽量
少翻白眼。”作为在业余时间进行喜剧
表演的演员，他是不折不扣的公众人
物，在英国《卫报》上，还开设了科学博
客“大脑夸夸其谈”。对英国读者来说，
做神经学科普，迪安是再合适不过的人
选，从他那嬉笑怒骂的“夸夸其谈”中了
解枯燥的神经学知识，原本就是他们的
阅读期待。所以，该书中文版别出心裁
的设计，也不全是为吸人眼球哗众取宠，
它不过是完美地契合了作者的文风罢了。

戳破大脑的聪明假象是迪安一向
热衷的事，“大脑处理信息的奇葩过程

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着调行为”，带给
他无穷乐趣。他因而反对把人脑“特
殊化”，认为它批评不得、甚至还有某
种特权的这类想法，在他看来更是要
不得。无论怎么高级，大脑也只是人
体的一个器官，对于它的各种习惯、
个性和老旧的运作方式，即便是科学
家们也常常瞠目结舌。如果说大脑的
进化有极其成功的一面，让人类产生了
无与伦比的自豪感的话，那么，它为成
功付出的代价则是它不可忽视的另一
面：在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后，大脑不仅复
杂得难以想象，还积累了大量垃圾。对
此，迪安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来形容大
脑的“不好用”：它如同使用多年的硬盘，
里面塞满了早已废弃的软件程序和下载
文件，当你想要打开一封邮件时，分分钟
就跳出一个失效网站的打折广告。

关于大脑的愚蠢，从爬行脑和新皮

层的“争斗”中即可见一斑。维持生命
的基本功能由脑干和小脑负责，因为它
们很原始，所以又被称为爬行脑；而相
对高级的意识、感知、推理等功能，则由
新皮层负责。新皮层灵活应变，爬行脑
则墨守成规，很多时候它们都没法相安
无事。晕车晕船晕飞机，是爬行脑占上
风的结果；而现代人无法控制的进食过
量，则完全由新皮层决定。作为靠谱的神
经科学家和不靠谱的喜剧演员，迪安想要
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大脑会犯错，它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混乱不堪；相对于它有
序的一面，它随意和杂乱的特性更应得到
重视。对人们做出的一些奇怪行为，我们
不妨抱着宽容的态度。而至于说到抑郁
症，迪安则变得一脸严肃，他呼吁人们关
爱病患而非嘲笑和歧视他们，因为如同滥
用毒品者，抑郁症患者大脑发生的改变是
实实在在的。

戳破大脑的聪明假象
牛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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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
历史迷雾中发现真相

十余年考证，在如山的文献
中慧眼识珠，从回忆录、访问记、论
文到人物传记、档案等，作者不断追
踪中共党史专家的研究成果，采访
了当年的亲历者以及有关人员，以
严谨的态度讲述党史。

开篇对一大会址的确认就体
现了党史考证的严谨性。上海军
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沈之瑜等人
于 1950 年寻访一大会址，一是实
地访问；二是访问熟悉那里情况
的酱园董老板，最终廓清了 30 年
间的春秋变幻；三是上海市委专
程派人带着照片赴京呈送中央领
导审阅，请毛泽东同志和董必武
同志过目，又找到当时房子的主
人李书城，由他确认了地址；四是
请一大代表实地确认。中央委托
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查
看，最终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
认为一大会址。

许多含糊不清的问题在这部
书里都得到了一一明确，特别是
交代了这些说法产生的背景、原
因，这是最难得的。关于一大代
表是 12 人、13 人还是 15 人，这三
种说法各有来历。中国共产党一
大的代表，除了 13 人得以普遍确
认外，还有南京、徐州的代表，当
年他们收到出席大会的通知，也
来到了上海，但没有出席大会。
后来党史专家逐渐确认了13名代

表之说，加上两位国际代表，共15
名代表出席了一大。

书中还有许多这样甄别真伪
的记述。

架构：
在一横一纵中追光探玉

《红色的起点》是生动讲述中
国共产党诞生历史的作品。前六
章描述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
生的过程。从第七章开始，细述中
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
人物的人生轨迹，看起来，更像是
20多人的简略传记。一横一纵，互
为呼应。《尾声》则勾勒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程。整部书纵横交错，内
容有多个维度。

每一个人物是一个篇章，特别
是第七章《锤炼》，每一篇章记述的
是一个人的核心事迹，截取的是其
中感人的片段，重点描写了每个人
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有人坚
贞，有人果敢，有人退出，有人落荒，
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愈到最后，这
队伍愈成为了纯粹、精锐的队伍。
从容就义绞刑架的李大钊，瘦骨嶙
峋、因病而亡的王尽美，倒在乱枪之
下的何叔衡，席地而坐、说了最后一
句话“此地很好“的瞿秋白，中了伏
击的张太雷等等，每一个人都是一
篇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整部书中还穿插了许多诗歌：
书信、图片等。从邓恩铭的山歌到
毛泽东、董必武等人的诗歌，红船画

舫的烟雨楼，或表达革命斗志和理
想，或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或对时事的评论，可谓壮怀激烈，慷
慨激昂。

正是在这样的结构里，纵深感
自然生成，让这部恢宏的作品更显
得厚重和深邃。

塑造：
在史实框架里跳出个性

人物是故事角色的特性。这
部纪实长篇小说描述的是活生生
的人，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了
独到的考证和呈现，对人物身上蕴
含的精神境界包括性格特点把握
得十分精准，读起来有味道，人物有
血有肉，个性极其鲜明。

比如对何叔衡个性的勾勒，作
者引用了毛泽东的几句评语，可谓
简洁明了，相当准确。第一句：“何
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何胡
子”是何叔衡的绰号。第二句话是
何叔衡引用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

“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
着了。”第三句话是毛泽东对何叔衡
的评价：“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
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只此几句，
何叔衡的个性跃然纸上。

对王尽美的描述更是极其形
象，他“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
话沉稳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
地叫他‘王大耳’”。他是一位富有
鼓动力的宣传家，组织罢工，他拿条
板凳一站，即席发表演说。他多才
多艺，擅长绘画、书法、写诗，还会演

戏，能演奏各种乐器，如琵琶、二胡、
月琴、笛、笙、箫、唢呐等。多种才能
加身，人物仿佛呼之欲出。

书中还描写了许多故事，包括
一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陈
望道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每抽完
一支烟，他总是用小茶壶倒一点茶
水洗一下手指头。陈望道自幼学过
武功，徒手可对付三四个不会武功
的人。手拿一根木棍，就可对付十多
个人。

邓恩铭的经历更是传奇。他
被抓后，曾组织了两次越狱。第一
次，几个“犯人”借故上厕所，当看
守警察打开囚室门的时候，将警察
撂倒在地，缴了十几条枪，冲出监
狱。但因另三个囚室的“犯人”未
来得及响应，邓恩铭等人被抓回。
第二次，准备充分，晚饭后，第一分
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看守。第
二、第三分队将一袋袋石灰撒向狱
卒，使这些狱卒睁不开眼睛。三个分
队18人冲到了大街上，但邓恩铭第
一个被抓了回来。

这些真实的故事，有如戏剧般
的情节，使这部纪实长篇小说既有
磅礴的气度，又有细致入微的人物
描摹，大的景象，小的细节，和历史背
景一起，构成了一幅壮阔的历史长卷。

《红色的起点》对中国共产党
建党过程真实的历史再现和平实
生动的文学表达，足以昭示：中国共
产党诞生的伟大历程是刻在中华
大地的壮丽诗篇，是写在史册上的
不朽传奇，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
之源。

寻找起点的印记
曲 宏

61个故事就像61幅素描

这个世界有两种作家：一种流
连于想象，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小说
当成他放飞思维的练习场。另一
种则完全地臣服于现实，立足他熟
悉的土地，读他熟悉的书，看他熟
悉的人，写他熟悉的生活。如果说
博尔赫斯是前一种的代表，那么契
弗则属于后一种。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他与E·B·怀特、约翰·厄普代
克同为老牌杂志《纽约客》的撰稿
人，始终秉承彼时杂志的宗旨，将
聚居于美国东北部的中产阶级生
活，作为他写作一以贯之的主题，
进而毫无争议地荣升为这一群体
的代言人。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以
下简称《短篇集》）共收录短篇小说
61篇。61个故事就像61幅素描，
密密实实地集中在他的出生地马
萨诸塞州，以及为他带来巨大文学
声誉的纽约。这不禁让人想起威
廉·福克纳。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一生的写作，都围绕着密西西比
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展开。

毫无疑问，契弗就是美国东北
部的福克纳。虽然他一再声称自
己对从未去过的异国抱有乡愁，但
事实上这种“别处的生活”终究离
得太远，既不现实，也不真切。于
是，他索性回到他的出生地——那
片被称为“新英格兰”的沃土。福
克纳曾说，“作家唯一的责任是对
他的艺术负责”。而契弗的艺术，
就是新英格兰的艺术。因此，就算
看尽了世间的繁华，尝遍了人情的
冷暖，他仍然忘不了新英格兰的山
山水水、田地海港，忘不了童年时
代行走在街巷里的家庭主妇，忘不
了太多到纽约寻求梦想的打工人，

以及每天穿梭在大厦各个楼层里
的电梯工、门房、公寓管理员。

新英格兰社区的看门人

或许，在契弗的想象中，他就
是新英格兰社区的看门人，每天迎
来送往各色人等，并把他们的婚丧
嫁娶、家长里短、人事升迁、成功失
败，一滴不漏地记在心上。于是，
阅读《短篇集》的过程，就像亲身走
入一幢高层公寓，电梯一开一关，
楼层不断变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却是相似的人与事。因为契弗的
文学世界实在太过逼仄，就像眼前
的公寓，扎实地塞满了往日生活的
痕迹：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
动荡时代的投影，更不会是百科全
书，可以从容地装下整个世界。

这就像一潭温吞吞的池水，清
而浅地照见了中产阶级的身影：他
们自命不凡，住在价值不菲的社区
里，在自家的沙龙谈论高雅艺术、
收听古典音乐，自以为是地过着

“凡尔赛”式的小日子，将整个世界
统统抛在脑后。问题是，这种生活
是否像表面上那么充满诗情画
意？当然不是。至少在契弗看
来，一切都像中产阶级的做派一
样，经不起过多的推敲。《公寓管
理员》一篇，他借人物之口说出了
他的心声。切斯特是城里一幢大
厦的管理员。他知道每一户人家
的秘密：家庭籍贯、职业背景、装
修风格、日常八卦。“他有时候忍
不住觉得他们（大楼里的住户）可
真是一个贫穷的物种。他们穷于
空间，穷于光线，穷于安静，穷于休
息，并穷于私密的氛围——穷于一
切能使一个人的家成为他的避难
所的要素”。

这句话奠定了所有故事的基

调。显然，契弗并不需要违背本
心，网开一面为这些“贫穷的物种”
带去华丽的假象。既然“贫穷”早
就是形容他们的关键词，他又何必
耗费精力加以美化？因为清醒才是
唯一的救赎。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
涯中，这种清醒与契弗相伴同行，几
乎是全方位、无死角地揭开了生活
的真相：集子里的每一个人物，从高
居公寓顶层的成功人士，到终日呆
在客厅里的阔太太，都活在对不堪
一击的表面功夫的过度修饰中，从
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人生。

《哈特利一家》中，哈特利先生
小心地保护着他的往事。一家人
在某个冬日傍晚抵达他8年前曾经
逗留的客栈。没有人知道他们来
自何方，又过着怎样的日子。偶
尔，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们给
其他客人“留下一种最近不幸遭受
了某种损失的感觉”。可哈特利夫
妇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是
哈特利先生失去了工作，还是另有
隐情？在哈特利太太的心不在焉
中，似乎隐藏着更大的不幸。他
们和契弗最擅长描写的中产阶级
家庭几乎如出一辙，有着同样的
貌合神离与同样激烈的争吵，只
是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维持着
虚假的体面。

失意无处不在

不过，猜想归猜想，契弗并不
急着用肯定的语气揭晓谜底。在
接下来的段落里，他依旧不急不躁
地讲着度假地的日常。只是到了
最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猝不
及防地打破了表面上的平静，让一
切永久地停留在悲伤之中。同样，

《萨顿广场故事》里，年轻的蕾内独
自过活。她总是言辞温和、待人亲

善，“喜欢把她现在的生活想成是
通往某种奇妙的、终极性的，甚至
是传统型的生活的序曲”。只是这
种希望很难变成现实。很快，一桩
意外事件的来临打破了她所有自
以为是的幻象。此时，她终于明
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孤单
一人的”。

很多时候，契弗就是坚定的现
实主义者。他仿佛是清醒的人类
学家，缓慢地走在新英格兰的土地
上，脸上带着一抹难以察觉的讪
笑，将路上所见都当成他的人类学
标本。《巴别塔里的克兰西》一篇，
乡下来的老实人克兰西拖着一条
瘸腿，到东区一幢公寓开电梯。起
初，他觉得所有住户“都是白糖做
的”。女士们穿的皮裘、戴的珠宝，
他一辈子都买不起；当他傍晚回家
时，他就像从远方归来的旅行家，
把他一天所见的新鲜事，统统告诉
了妻子。

因为在他看来，那幢公寓就是
不断涌现奇迹的巴别塔。然而，克
兰西终究还是失败了。随着了解
的深入，他逐渐看到了公寓生活的
真相：他的乘客“全都错综复杂地
被朋友和情人、狗和鸟儿、债务、遗
产、信托财产和工作牢牢地绑缚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
自由。类似的故事占据了《短篇
集》剩余的空间。尽管聪明的读
者早就认定这只是纯粹的虚构，
契弗仍然坚信，这些故事是真实
的，是有据可循的，来自某个“早已
失落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无缘
无故的幸福。如果有，那也不过是
一次偶然事件。至于新英格兰的
生活呢，它早就被无处不在的失意
所包裹，就像一堆灰烬——既然火
焰已经燃烧殆尽，也就无所谓美与
不美了。

契弗笔下的中产日常
谷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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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张定浩。
《孟子》，那么熟悉又常常不爱读的原作，被他

一通解读，有意思多了。还能这样？
张定浩是我所知晓的为数不多的当代文学

批评家中的一个，差不多是从《既见君子》开始
注意他。

一个搞当代文学批评的，论及《孟子》，够跨界的。
关键是，张定浩谈论《孟子》，很大胆，他敢和

主流文学叫板，而且还说得有板有眼，像那么回
事。张定浩说，读《孟子》可以先用文学的读法，琢
磨一下《孟子》文章写法的千转百折，也就是说文
辞上的表现力。过了这关，再用历史的读法，体会

《孟子》中的历史风貌。最后，用哲学的读法，看穿
当时的社会文化，观照我们自身。

已经有太多年没有读过《孟子》了，在张定浩
的三重维度拆解下，细细品来，感觉不一样了。

看来，我原来有点不懂装懂。

又是一本曾园的书。
茶是雅事，讲不好，就落了俗套。曾园说起

茶，茶人、趣闻、典籍，那真是滔滔不绝。
都说喝茶是件简单的事，可是我一直无法入

门，不知道是舌头的问题，还是心理上的缺陷。但
我觉得，喝茶挺好的。市面上有关茶的书很多，粗
略翻过几本，看来看去，铺垫半天，图穷匕首见，最
终都是要说书里的什么什么茶好。

当然了，究竟是红茶好，还是绿茶好，到底是
杭州产地的历史久远，还是武夷山的当世无匹，这
都不是我关心的，反正我也喝不明白，我只是对茶
本身好奇。这本《有茶气》，大段地梳理了茶的历
史，纠正了不少有关中国茶的谬误，有故事，有知
识，有见识。

关键是，作者曾园文字打磨得很用心，行文
中偶尔流露出的狡黠诙谐，真挺有意思，为本书
增色不少。

在这样的寒夜里，泡一杯热茶，看着蕴藉的茶
气，温暖啊。

有人说这是一本有关生育的小说。我不这么看。
生育是人生大事。这件大事，因为伴随着女

性的焦虑、抑郁、崩溃等一大堆心理问题，所以，难
免困扰，难免失控。

对想要孩子的人来说，生育意味着爱和未
来。对不想生的，等同于负担和磨难。

我们来看看这本小说。小说以“我”的叙述展
开，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名字。“我”对于怀孕充满
渴望，却又极度恐惧，磨磨叨叨挣扎、纠结了几个
月，才在丈夫约翰尼斯的鼓励下，作出怀孩子的决
定。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她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
又怕失去自我的那种无休止的缠斗。

很真实，读着读着，你会记起，那喃喃述说的
不就是曾经的我们自己吗？

但是，这只是小说的一半内容。还有另一半
内容，是“我”在怀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第一个小
孩子已经会走路后，再次怀孕时，追忆自己与得病
去世的母亲之间的琐碎，母亲和不爱说笑的外婆
之间的嫌隙，自己与正在怀着的孩子之间的又爱
又烦……

小说很好读，像极了一个人在深夜的自说自
话，细碎、跳跃、杂乱，却让你时刻有共鸣。

到底生不生小孩？生育之外，生命与自我的
意义究竟是啥？你可以思考下。

看这本小说，还可以翻翻阿什莉·奥德兰的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拼命挣扎，自我消耗，却
无法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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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自我
丁春凌

提示

十余年考
证，从回忆录、
访问记、论文到
人 物 传 记、档

案，叶永烈的《红色的起
点》一书，在如山的文献
中慧眼识珠，以大量扎
实的采访，借鉴最新的
党史研究成果，将一个
执政党的起源还原到一
个个鲜活具体的生命，生
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的历史。

美国当代文
坛从来不缺短篇小
说大师，约翰·契弗
就是其中一位。在

近半个世纪的写作中，他潜入
中产阶级的日常，深度还原这
一阶层不愿向外人道出的隐
秘真相。《约翰·契弗短篇小说
集》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从他
不事修饰的长句中，谁都可以
轻易地看到中产生活的真面
目。它很残酷，也很真实，与
我们的想象相去甚远。不过，
不必苛责契弗写得太过真
实。因为生活就是如此。我
们缺少的，恰恰是契弗独有的
清醒，以及直面现实的勇气。
而这正是一位优秀小说家的
本能。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