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的超级秘密

第

1

章

过时的谬误
002

很久以前，大家都曾以为地球是平的。许多杰出科学家曾提出“燃
素学说”，认为材料可燃是因为它们都含有“燃素”，而实际上这种物
质并不存在。还有科学家声称观察到火星上存在着纵横交错的运河河
道。许多诸如此类曾被奉为真理的观点，现在早已被推翻和遗忘，成
了一文不值的错误认知。同样，在脑科学领域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错误
认知。这一章将要讲述的就是一些关于大脑知识上的误区，不过这些
误区现在早已不再为人们所认同了。下面，我们就以思维的产生来抛
砖引玉。古时候，人们都认为思维源于心脏而非脑。后来，脑的重要
作用逐渐得到证实，但此时又有一些新的误区随之产生，同时还有一
些误区仍在流传，比如说动物的灵魂存在于神经之中，或脑中充盈液
体的脑室是心理功能的发源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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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思维源于心脏
现在我们都确切地知道思维和逻辑产生于脑，这个理

是“髓”，如俄语“ мозг ”，毛利语“ roro ”，印度尼西亚语

论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从主观

“ benak ”，波斯语“ ” زغم和斯瓦西里语“ ubongo ”）。在古

的角度看，除了眼睛，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感官可以让我们相

埃及的习俗中，从埋葬死者的行为就能看出他们对心脏中心

信心理生活源于头部。所以，从希腊到埃及的很多古代文明

理论的推崇：心脏和其他脏器都在死后受到无比的崇敬，会

中，人们都认为心理功能产生于心脏而非脑部这一点也就不

与尸体一同埋葬或保存在带盖的罐子中供奉，但脑却从鼻孔

足为奇了。

中掏出，或在头骨下方钻孔取出丢弃掉。

尽管如此，上述观点并不能代表这些古文明没有意识到

古希腊时期，在公元前 8 世纪创作的荷马史诗中，就反

脑功能的重要性。《埃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Edwin Smith

映出了一种对于灵魂三重境界的信仰。这三重境界分别是代

Papyrus 这篇文稿由美国考古学家埃德温·史密斯于 1862 年

表身体的灵魂、代表情感的灵魂和代表逻辑智慧的灵魂，其

购于卢克索，它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金字塔时代）的片段

中代表情感和逻辑智慧的灵魂虽然没有被明确指出是起源于

里透露，其实古埃及人很早就认识到脑损伤对身体会有一定

心脏，但荷马史诗中写道这三种灵魂都位于我们的胸腔之

的潜在影响，比如可能会造成瘫痪。但除了这个简单的认

中。在早期研究这些理论的学者中，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

识，心脏中心的观点仍占据着主流地位，而脑仅仅被视作一

勒（约公元前 495 年—公元前 435 年）最早明确提出思想起

种骨髓而已（在当今的许多语言中，脑这个词的字面意思都

源于心脏，他认为思维是由心脏周围的血液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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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脏中心学说的众多支持者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亚里
士多德（公元前 384 年—公元前 322 年）。和大部分学者一样，
他观察到心脏停止跳动就意味着生命终结，并基于这样一个事
实做出了判断。除此以外，亚里士多德还观察到三个现象：
一是脑的温度低、无知觉且处于身体的远端，
相反心脏是温热的、位于身体中央；
二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心脏的发育早于脑发育；
002

三是心脏与其他的感官相互连接，而脑并没
有，或者应该说他错误地认为没有。

汁变浓所导致的。2
实际上，心脏中心学说的观点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
经被很多学者质疑过，最早有古希腊克罗托内的生理哲学家
阿尔克米翁（约公元前 450 年），后来有“药学之父”希波
克拉底（生于约公元前 460 年）及他的追随者们。
阿尔克米翁是最早进行动物解剖实验的科学家之一。虽
然他的真迹已经遗失，但其他人对他的观点的引述中有这
样的记载：“感知功能位于脑……同样，脑也是思想产生的
源头。”

另外，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通过无脊椎动物没有脑这一
现象，论证了脑不能作为动作和感官的控制中心。

的说法相对应），同时，忧郁也发生在心脏中，是由于黑胆

1

虽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脑作为思想产生的源头，但他
依然把脑的作用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脑不
含血液，是用于心脏降温的一个调节器官，并能够参与控制
睡眠。
另一个著名的心脏中心学说支持者是古希腊卡利托斯的
狄奥克莱斯（约公元前 4 世纪），他对心脏的解剖学结构做
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认为所观察到的耳
廓形状的心耳是感觉器官，所以将这一重大发现作为有力证
据用于支持他所推崇的心脏中心观点。他还认为人们生气是
由心脏周围的血液沸腾而引起的（这倒是和今天“怒火中烧”

2007 年，罗切斯特大学神经学家罗伯特·多蒂（Robert
Doty）在他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阿尔克米翁的研究
结果至关重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哥白尼和达尔文
的发现相提并论。3
同样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波克拉底的专著《神圣的
疾病》
（The Sacred Disease，约公元前 425 年）一书中就有这
样的论述：
“人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快乐、幸福、欢笑、愉
悦，以及悲伤、痛苦、伤心、难过，都产生于脑，
而且仅能产生于脑。”
并在书中进一步描述了脑对于思维和感知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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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另一部具有预见性的专著《论头部外伤》
（On Injuries of Head）中非常准确地描述出，脑一侧受到损
伤却会使对侧肢体功能受损。
在希波克拉底之后，古希腊后期的解剖学家们在相关研
究中取得了进一步突破，他们首次对人类的解剖结构开展了
系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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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
事实上，心脏中心学说之所以很难被逆转，其中一个原
因是人们总被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所误导，而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心脏中心学说存在的时间出奇得长，而且得到了诸多著
名思想家、诗人的支持。
顺便一提，用权威人物来支撑原本漏洞百出的观点这种

来自古希腊卡尔西登的希罗菲卢斯生活在大约公元前

方法，时至今日对那些倡导伪科学的人们来说也依然适用。

300 年，他对脑神经和脑室（脑中充盈液体的腔体）进行过

在公元 2 世纪，由于长期受到克吕西波及其阵营的压

研究，学界通常认为他是人类解剖学的奠基人。古希腊喀俄

制，心脏中心学说的观点持续占据着学术主流，为反对克吕

斯岛的一位学者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将人类的小脑（位于脑后

西波的观点，盖伦决定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公开实验。

花椰菜形状的“微缩脑”）与动物中的类似结构进行了比较，
精准地推断出小脑的功能一定与动作有关。

盖伦因为在医治帕加马地区的角斗士时显示出高超的医
术而获得了“医圣”的美誉。他这次实验的内容是切断猪的

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两位学者都发现了在

喉返神经，5 喉返神经是连接脑与喉部（声带）的神经，切

人类的脑和脊椎中存在着分别控制感觉和运动能力的两种

断动物的这条神经后，即使持续鞭打它，动物也无法继续发

神经。

4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即使在脑中心论得到了肯
定后，心脏中心学说依然占据主流。
在公元前 3 世纪，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依然相信智慧和
灵魂存在于心脏之中。
这期间，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就是来自索利的斯多葛学
派哲学家克吕西波（公元前 277 年—公元前 204 年）。他认
为思维必定源起于心脏，因为心脏接收声音，而声音由思想

出叫声。
盖伦的观点是演讲和思维能力都由脑所控制，而如果
按照心脏中心学说支持者的思路，切断起源于脑的神经不可
能阻止猪的叫声，除非承认心脏中心学说是错误的。盖伦的
实验推翻了心脏中心学说的观点，历史学家查尔斯·格罗斯
（Charles Gross）将盖伦的实验记录为史上首个为验证脑对行为
控制而进行的实验。
当 然， 不 出 所 料， 并 不 是 每 个 人 都 对 他 的 实 验 表 示

003

脑的超级秘密

信服。盖伦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哲学家亚历山大·达马森
（Alexander Damascenus）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个实验仅
适用于动物身上。
历史上，关于心理功能源于心脏的观点仍旧持续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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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部分，认为心脏控制着身体的其他部分。
至今，仍有许多关于这个误区的后遗症，比如我们常用
的“专心学习”“用心去爱”等词语就暗示着心脏具有心理
功能或者心脏是爱的发源地。

长时间，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医生威廉·哈维

最后，非常有必要提醒大家，在脑主导认知功能这一理

（William Harvey）记录了他所发现的血液体内循环过程，形

念受到肯定的同时，也不断出现新的证据表明心脏也在影响

成了经典的论著《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我们的思维和情绪等功能（见误区 No.26），所以对古代心脏

in animalibus，发表于 1628 年），其中将心脏描述为身体中

中心学说的一些结论也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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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脑是动物灵魂的动力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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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和亚历山大城其他解剖学家的发现看起来非常贴近
现代的科学发现，但是他们的先见也具有误导性。实际上，
当时人们对于脑是如何支持心理功能产生的生理学过程基本
上一无所知，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泵出灵魂，并通过神经将动物的灵魂在体内上下转运而实
现的。
动物的灵魂在体内涌动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很滑稽，但
是和心脏中心学说认为心理功能产生于心脏一样，这种观点

比如说盖伦，除了他在解剖学工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

也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 17 世纪才被彻底推翻。花费

果外，他与同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身体中存在两种不

如此长的时间才将它推翻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模糊性。没

同的灵魂。他认为我们吸入的空气在心脏中转化为“重要灵

人能够准确描述出动物灵魂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们

魂”，在到达脑后转换为“动物灵气”
“生命灵气”。

具有不可见和无重量的特性，人们并不能直观地看到或感觉

盖伦认为这个转换的过程是发生在脑室的血管中和“美
妙的网”中，所谓的“网”是他在很多种动物脑底部发现的

到它们。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运用科技的手段
去证伪。

构造精妙的网状血管。事实上，这种结构在人类的脑中却并

现在，科学家认识到任何能够经得起推敲的理论，都可

不存在，可是由于他只对动物进行解剖，他并没能意识到这

通过严密的逻辑过程证伪。证伪就是说，应该能想象出证明

个问题。另外，他还进一步推测出，动作和感觉是通过脑

一个理论是错误的各种证据，即便这种证据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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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灵魂的说法之所以能够存在几个世纪，另一个原因

虽然笛卡尔一直坚持动物灵魂学说，但他的一些反对

是几代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对盖伦观点的敬畏之情。当时去

者还是不断挑战他的观点。他们希望能搞清楚一些最具体

挑战这位伟大科学家的观点被认为是一种亵渎，一方面是因

的问题，诸如“到底灵魂与身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信号

为他经过多方尝试得到了很多正确的结论，另一方面是因为

是如何传递到神经中的？”等，反对灵魂存在的证据在不断

他秉持一神论的宗教信仰，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可，包

增加。

6

006

括他对上帝创造万物和上帝力量的信仰。 与此同时，教会

一位科学家曾发现在装满水的浴盆中弯曲胳膊并不能排

在中世纪颁布了关于人体解剖的禁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

出水，他认为如果身体确实存在灵魂的流入，随着灵魂流入

碍了神经解剖学前进的步伐。

应该会排开水。对立的观点在 17 世纪相对集中起来，一种

让我们快进到 17 世纪，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的勒
内·笛卡尔，仍然认可动物灵魂的存在，并称它们为“一阵
微风”或“一簇纯粹而活泼的火苗”。这些难以捉摸的东西

观点认为神经中充盈液体，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神经内部含
有醚，通过醚的振动来控制其功能。
英国神经学家、医学家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

对他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他据此提出的关于人类灵魂及其

支持神经充盈液体这个理论，但这种观点通过最基本的观察

如何与身体相互作用的观点极具影响力。笛卡尔将灵魂的产

就被否定了，因为通过实验切断神经，其中并没有液体流

生地定位在了脑中的松果体（脑底部的一个微小结构），因为

出。同样，牛顿提出的“振动”观点也没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他认为这个结构所处的位置恰到好处，能够很好地净化灵魂

如果神经以他认为的这种方式工作，神经应该被拉紧，但实

并且能够让它们的运动维持在正轨。

际上并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7

我们现在认识到松果体位于脑室的上方，作为分泌激素

动物灵魂的观点最终能够被彻底推翻，与电的使用直

的主要结构，参与调节人体生物钟和季节性周期。笛卡尔则

接相关。早在盖伦所处的时代，科学家就已经知道发电鱼

认为松果体位于脑室，并且能够滚动和倾斜，使得它能够控

的存在（当时他们将此作为一种治疗头疼的方式），但是直

制灵魂通过脑的流动。笛卡尔认为当我们睡眠时，脑因神经

到 18 世纪，“电疗”这种方法才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先后

中没有灵魂流动而松弛下来，相比之下，清醒时充盈了灵魂

出现了大量的实验证明应用电疗可治疗瘫痪。这就引起相关

的脑则维持紧张和反应灵敏的状态。

科学家开始思考是否可以通过电来探索神经相互之间、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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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体各部分的肌肉间是如何沟通的。意大利解剖学家路易

上收集了很多被砍掉的头颅，然后演示了如何应用电流刺激

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作为发展这个观点的先驱者之

脑使得面部产生扭曲。1803 年，他在伦敦公开做了这个实

一，利用青蛙做了一系列的相关实验。

8

他的这个发现极为偶然，是他的助手在解剖青蛙时一个

验，展示这种令人恐怖的效应，试验品是被指控谋杀了自己
的妻子和孩子的杀人犯乔治·福斯特（George Forster）。

不经意的举动得出了最关键的揭示性发现。当时，伽伐尼的

乔凡尼后来证明了神经中含有脂肪，这就支持了他一

静电发电机是通过应用摩擦起电原理进行发电的，这名助手

直信奉的观点：在神经表面存在一个绝缘的脂肪层，使得

就站在静电发电机旁，恰巧在发电机放出电火花的同时，这

电 流 在 其 中 传 导。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1805 年， 人 类 神 经

名助手的手术刀刚好碰到了青蛙支配腿部肌肉的神经，这条

传导的速度由德国医学和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

腿突然动了一下。观察到这个现象至关重要，伽伐尼联想到

（Hermann von Helmholtz）测量得出，其传导速度可以达到

一定是电火花激发了原本在神经中存在着的电流。
伽伐尼的侄子乔凡尼·阿尔蒂尼（Giovanni Aldini）做
了更深入的研究。他进行了一项有些恐怖的工作，从断头台

35 米 / 秒。法国的神经学家在 19 世纪记载了一种非常严重
的神经系统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病症正是由于神经的脂肪绝
缘层退化而引起的，导致了神经信号的传导混乱。

007

脑的超级秘密

误
区

NO.3	
脑细胞连接形成巨大的
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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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神经学科的学生会告诉你，电流并不是神经间沟通

意大利解剖学家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 Golgi，也被称为

的唯一方式。是的，一股电流沿着一条神经（现在神经细胞

“帕米亚圣人”）做出的，其在 1873 年研究出了银染法实验

被称为神经元，最初由瓦尔代尔在 1891 年命名）最终触发

技术。但是，从现代科学的标准来看，他的方法依然较为原

了储存在神经元末端的神经递质释放。这种化学物质继续与

始。高尔基与他的合作者并没有因此观察到神经元之间存在

接收神经元发生接触，接收神经元位于被称为“突触”的微

的间隙，所以他们提出神经系统中的细胞是融合在一起的，

小间隙的另一侧（在证明这种微小间隙存在的确凿证据被发

形成了精巧的网状结构，即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学术观点，称

现前，“突触”由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于

为“网状学说”。

1897 年命名）。神经递质作用于接收神经元时，会沿着神经
产生一股电流。

在对神经细胞进行探索的首批科学家中，威廉·赫斯
（Wilhelm His）和奥古斯特·福雷尔（August Forel）在 19 世

但是，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们才真正了解神

纪 80 年代末发现神经元间可能存有间隙。但是，真正彻底

经系统内的信使细胞是如何进行通信的。显微技术和染色技

颠覆神经网这一观点的科学家，是来自西班牙的神经科学家

术的发展才使得了解这些知识成为可能，人类能够第一次有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Aantiago Ramony Cajal），他通过

机会细致地观察神经元的结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

对高尔基的染色技术进行重大改进，观察到了这一现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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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应用他的染色技术依然不足以观察到神经元的间隙（突

卡哈尔和高尔基因他们在脑解剖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

触），但是卡哈尔更清晰的图像也不能支持神经元是融合在

1906 年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这时可以发

一起的。基于他的发现，卡哈尔非常坚定地提出了神经元是

现很多已经过时和错误的顽固观点。高尔基在发表他的获奖

彼此相互独立的单元的观点，也就是为我们所知的“神经元

感言时依然拥护由他最早提出的“神经网”这一陈旧观念，

学说”，他还正确地提出了信息流是沿着神经元向同一方向

而且还不合时宜地将卡哈尔的“神经元学说”描述为一时的

传递的。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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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区

NO.4	
心理功能的控制存在于
脑空洞中

010

在讲到下一章关于神经生物学的神秘实践之前，让我们

2003 年的论文《关于心理功能在脑室中位置起源的分析》9

再讲讲与动物灵魂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长期以来的错误理论。我

（Where Did the Ventricular Location of Mental Faculties Come

们现在知道脑室中存在脑脊髓液，是作为脑应对外力冲撞的吸

From）中指出，涅墨西斯所处的时代导致他的论断无法对后

收保护系统。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脑室中存在动物

来的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格林断定，相比之下，在西方圣

灵魂，而且每一个灵魂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心理功能（见图 7）。

奥古斯汀（St Augustine）更具有影响力，他的影响力主要来源

脑室理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古老的著作中根深蒂

于他写于公元 401 年的著作《创世纪的书面含义》
（The Literal

固，但到了中世纪才融合成为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感觉
功能位于前部脑室，认知功能位于中部脑室，而记忆功能位于
后部脑室，接近脑干的位置。这个理论大约在公元 4 世纪末，
由涅墨西斯医生提出，同时他也是叙利亚艾梅莎市的主教。但
是，这个理论的诸多版本是在历史过程中由世界各地的人们所
提出的，每一个版本对不同脑室的确切分工也有不同的观点。
历 史 学 家 克 里 斯 托 弗· 格 林（Christopher Green） 在 他

Meaning of Genesis）。在书中他用如下的一段话描述三个脑室：
其中一个脑室靠近面部，是控制所有感官接收
的；第二个脑室位于脑后部，靠近脖颈，是控制所
有动作的；第三个位于前两个中间，是医学家们认
为控制记忆产生的位置。
几 个 世 纪 以 后， 列 奥 纳 多· 达· 芬 奇（Leonardo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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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i）也是这种学说的一个支持者，其在解剖学方面的发现

力证据，他的权威著作《脑解剖学》（Anatomy of the Brain）

也令人震惊。早在 16 世纪，他将热蜡注入一头公牛的脑中，

由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执笔绘制其中的插

浇铸出脑室内空洞的形状，这使得他能够更加细致地刻画出

图。插图绘制的内容包括从对脑损伤患者和脑先天缺陷病人

其结构。但他是将脑室的功能根据涅墨西斯的古代系统加以

的研究中获得的大量证据，以及他自己的解剖结论。威利斯

标记的。

得出了令人信服且正确的结论，认为诸如记忆、决定等很

虽然“不同位置脑室拥有不同的功能”这一观点的影响

多功能位于脑蟠曲结构的外层物质，即大脑皮层，人类的

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代，但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来

这一结构较其他动物异常的发达。他完全驳斥了这类功能

自比利时的解剖学家安德里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可能存在于脑空洞中的观点。威利斯还非常精准地分辨出，

对此持有反对观点。在其 1543 年出版的标志性著作《人体

光滑、肾形的纹状体（位于脑半球基底）是参与动作控制的

构造》
（On the Workings of the Human Body）一书中，维萨里

部位。

在书中展示了他对尸体的解剖结果，显示人体内并不存在与

虽然威利斯的研究和他的声名在外，但是科学教条直到

其他哺乳动物类似的脑内的空洞腔体，因此从根本上削弱了

18 世纪仍然认为大脑皮层不过是大脑的一层外皮，除了上

腔体支配不同心理功能这一观点。但他不得不承认，仅从解

面布满了血管，并不具备其他的功能。直至 19 世纪，随着

剖学角度无法解释脑是如何支持心理功能的。

由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所倡导的颅相

17 世纪，由托马斯·威利斯提出了反驳脑室理论的有

学兴起，大脑皮层的重要作用才逐渐被接受（见误区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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