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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关于脑的迷信想法鼓动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神经外科和
心理学上的实践。这一章记录了三个已经进入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学
民俗传说的理念：环钻术、颅相学、额叶切断术。虽然它们身披迷信
的外衣，但是关于这些疗法的应用至今并未消失殆尽。环钻术出现在
现代电影中，并且受到网络怪人的拥护；颅相学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小
古董商店里；额叶切断术进化成了一种高级的神经外科学形式，例如
脑深度刺激治疗和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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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在头骨上钻孔释放恶灵
环钻术或环锯法，就是在头骨上有目的地钻孔，这是在

史前就已经出现的一种治疗方法（见图 9）。当今的外科医生

个中世纪，人们不断地引入更加精细的钻孔和锯切工具。2
最负盛名的环钻术头骨之一来自 15 世纪的秘鲁。这个头

仍然在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探索，它可以用来减轻颅内压力，

骨是由 19 世纪的美国驻秘鲁大使乔治·斯奎尔（George Squier）

或者用于去除大脑表面的血块等。但是在历史上，这种技

在当地获得的，这位大使是一个类似于印第安纳·琼斯一样的

术是不用麻醉药的，而且它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一些迷信思

角色。在这个头骨右侧眼窝上方，额叶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孔

想，比如用来释放脑中的恶灵或魔鬼。甚至在今天，包括在

洞，该头骨目前存放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

一些偏远的部落或者被这一想法误导的怪人仍然在继续使用
环钻术，我们也无法从科学角度来解释他们的目的。
考古学证据显示，环钻术在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在全球
1

当时斯奎尔曾将其带到欧洲，交给人类学和神经病理学
专家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检测。关于布洛卡，我们今
天更为熟知的是他关于神经与语言之间连接关系的研究（见

各地广泛使用，范围从美洲到阿拉伯半岛。 目前确认的最

误区 No.9）。因为当时有一些关于种族的观念把脑的尺寸、

早使用环钻术的头骨发现于法国，据推测距今已有 7000 年

智力和种族划分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又因为当时神经外科手

的历史。在伊拉克发现的头骨历史很可能更加久远，甚至可

术风险很高，死亡率较高），布洛卡的同事认为秘鲁的印第

以追溯到 11 000 年前。最早的环钻术是利用黑曜岩、燧石和

安人能够进行头部手术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尽管布洛

金属等工具，用刮擦和切割的方法打磨原石。在古希腊和整

卡也持有这些偏见，但他相信头骨上的洞确实是在病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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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形成的，而且是在其经历了一次闭合性头颅外伤后，这样

的环钻术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如有证据表明，在盖伦

做可能是为了降低颅内压力所进行的一种治疗。换句话说，

所处的时代，医生会对脑膜这个大脑表面的保护层进行特殊

他经过推断认为秘鲁人一定有进行神经外科手术的能力。他

处理，防止其遭受损伤，之后再根据病人的年龄来推测其头

的结论是对的。自此之后，在秘鲁先后发现了很多头骨，有

骨的厚度。古希腊人运用环钻术治疗癫痫，起初是源于迷信

些头骨上甚至有好几个钻孔，说明有些病人可能接受了数次

的想法，认为通过钻孔可以将头颅中的恶魔释放出来，这种

手术。看起来，这个手术在他们的文化中已经非常普遍了。

做法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的欧洲。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治

在秘鲁首都利马南部的一处埋葬地，人们发掘出大约 1 万具

疗方法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非只是纯粹的迷信了。

尸体，其中 6% 左右的尸体上都遗留有环钻术的痕迹。

3

根据希波克拉底的多份手稿，我们可以得知古希腊人将

同 样， 也 有 证 据 表 明， 在 早 期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的 欧 洲，
有一种环钻术通过取出脑中的“石头”来治疗精神疾病。

环钻术作为治疗闭合性头颅损伤（即有人头部受到撞击，但

这 种 方 法 先 后 在 多 部 书 籍 中 被 人 提 及（包 括 1652 年 罗 伯

头骨并未受损）的一种特定手段。他们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是

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著作《忧郁的解剖》（Anatomy

认为钻孔可以防止体液过度增长，这与体液学说相辅相成。

of Melancholy）），并且在佛兰德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

体液学说所阐述的就是人体的健康与体内的四种体液的平衡

也有所体现，例如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

密切相关，这四种体液存在于人的躯干和脑中，分别是：黄

（The Cure for
1450—1515 年，见图 10）的画作《治疗愚蠢》

胆汁、黑胆汁、黏液和血液。当时的人们认为体液还有另外

Madness）。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环钻术已经发展成了一种

一些作用，它们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性格：黄胆汁代表着脾气

有效的精神外科手术方法，而此时额叶切断术也开始崭露头

暴躁；黑胆汁代表忧郁的性格；黏液代表平静（phlegm 这个

角。神经科学历史学家查尔斯·格罗斯在他 2003 年出版的

词在现在仍代表平静的意思）；血液则代表勇气。

著作《环钻术：历史、发现、理论》（Trepanation ：History，

在治疗手段相对缺乏的古代，希腊医学家认为头骨下的

Discovery，Theory）一书中解释道，有很多艺术历史学家将

血液凝聚在一起会形成非常有害的深色脓液。一些当代历史

博斯的画作当成是一种寓言，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

学家研究发现，虽然听起来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但这些疗法

可能开展类似的手术。但是格罗斯认为这种观点是愚蠢的：

对某些病人来说可能确实有效。从某些角度来讲，这些早期

“很显然，这些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博斯的画作以及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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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格尔和其他画家衍生出来的一批画作，都是基于他们所处

包括著有《环钻术：精神疾病治疗方法之一》（Trepanation ：

时代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医疗手段。”4 怀疑者们仍旧没有信

A Cure for Psychosis） 的 巴 特· 修 斯（Bart Hughes） 和《钻

服。2008 年，生物学家、艺术学家杰西卡·帕梅拉（Jessica

孔》
（Bore Hole）一书的作者杰伊·麦伦（Joey Mellen）。1998

Palmer）曾在她的个人博客上写道： “如果他们当时真的能

年的一部纪录片《头颅上的洞》（A Hole in the Head）中记录

够开展这些手术，手术过程一定是假的，也就是假装在手术

了一些自己实施环钻术的人故事，他们认为通过给头骨钻

过程中从头骨中取出一块石头，来证明‘导致人精神疾病的

孔，可使自己达到一个更加清醒的状态。2008 年，科技作

石头’这种迷信概念确实存在。”

者摩·康斯坦地（Mo Costandi）对曾经自己实施过环钻术的

5

根据格罗斯的记载，在 20 世纪存在大量证据证明环钻

海泽·派利（Heather Perry）做了一次采访，她叙述了自己

术的广泛应用，甚至包括在非洲的传统医学中，大夫也使用

是如何用电钻在自己的头骨上钻洞的，并解释了她进行环钻

这种方法。例如，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在肯尼亚西部基夕

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得精神上的能量并能保持

地区南湖附近，仍然有人利用这种环钻术来治疗因头部受伤

清醒。6

而引起的头痛，不过我并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证实他们时至今

1998 年，随着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ER）的热播，

日仍然在运用这种方法。在主流医学界以外，利用互联网作

环钻术更加为人们所熟知；讲述了一名环钻术实施者的故事

为宣传工具，环钻术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地许多对科学持怀疑

的黑白影片《圆周率》（Pi）也在同年上映；2003 年，大片

态度的人。国际环钻术倡议团体（ITAG）在其网站（www.

（Master and Commander）上映。令人担忧的是，
《怒海争锋》

trepan.com）上有如下陈述：
ITAG 假设，如果在头骨上打一个孔，可能会
使得通过脑的血液流动得更好，并能够改善脑功能，
在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中，这个发现相比于历史上
其他发现更加重要。
（2014 年 5 月 12 日仍然可见。
）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环钻术实施者，

现在很多指导人们自己动手进行环钻术的电影，在网上非常
容易就能搜索到。《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在 2000 年就做过相关报道，医生们对环钻术运动表示了一
定程度的担忧，并且对实际操作持有谨慎的态度。7 那么作
为本节的结尾，需要澄清的是，截至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表明环钻术确实能够在心理学或神秘主义方面带来任何
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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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通过头骨突起辨识个性

016

另一种关于脑的错误思想同样具有众多拥护者，这种情

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头骨曾由颅相学家杰姆

况在 19 世纪 30 年代达到了顶峰。德国医生、颅骨收藏家弗

斯·维尔（James De Ville）制作成一尊塑像用于研究工作。8

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及其学生约翰·斯

勃朗特姐妹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和夏洛特·勃朗特

柏兹姆（Johann Spurzheim）提出了颅相学，他们认为可以

（Charlotte Bronte）都曾是颅相学的忠实拥护者。乔治·康

通过头骨的突起判断人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见图 11）。

布（George Combe）是英国另一位重要的颅相学家，他的客

加尔的理论将脑分为 27 个功能区域（他称之为“脑功能”），

户中就有来自皇室的成员。9 颅相学在美国也同样受到追捧，

并认为包括智慧、诗词天赋等在内的其中 8 种脑功能是人类

主要归功于约翰·沃伦（John Warren）、约翰·贝尔（John

所特有的。

Bell）和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等医学家的

加尔最初将他的方法称作“颅骨学”，之后改称“器官

推崇。10 包括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埃德加·爱

学”，最后由斯柏兹姆将“颅相学”作为这个方法的名称而

伦·坡（Edgar Allen Poe）在内的许多名人都是颅相学的追

推广。他将加尔对脑功能的分区增加至 35 个，并将颅相学

随者。

的方法应用在社会改革和自我帮助之中。斯柏兹姆使颅相学

加尔的理论体系建立基于一系列混合的证据，包括他对

在英国流行起来，上至严谨的科学界，下至中产阶级的会客

自己认识的人的个人观察。例如，他观察到自己的一个同学

室。到了 1832 年，颅相学的实际应用已风靡 29 个国家。小

眼睛突出，而这个人具有超常的词汇记忆能力，于是加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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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额叶与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加尔认为控制语言

区的理论，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所进行的都是一些粗糙的

的部位就位于眼眶后部，虽然比实际位置更加靠前，但是从

动物实验，而没有研究过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虽然颅相

广义上来讲，他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

学作为流行心理学存在了很长时间，但自 1840 年以后，它

加尔同样关注了具有特殊天赋或者极端人格特征的人
群，他对数学天才和一些罪犯进行了研究，并对他们的头部

在严肃的科学领域逐渐失去了地位，并被漫画家和讽刺作家
频频模仿。

形状特征进行了观察。例如，他观察到人（和动物）中性欲

加尔是一名非常熟练的脑解剖学家，但颅相学的不利处

较强的个体具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脖子较粗，他推测控制性

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对他脑解剖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

欲的部位存在于脑干中，脑干位于后颈部，所以导致了这种

加尔之前，除了托马斯·威利斯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等少

11

特征的出现。 他收集了大量人和动物的头骨进行比较，用

数杰出科学家所做出的贡献外，脑皮层的重要功能在一定程

来证明他各种各样的理论。

度上被完全低估了。自古希腊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脑

加尔观点的最致命问题在于他仅仅寻找能够支持他的想

是像肠子一样盘绕在一起的一团均匀的物质，大部分人认

法的证据，这就是一个关于证实偏差的例子（见前言）。他

为它并没有不同的功能分区。一位瑞典的神秘主义者伊曼

对其他学者关于脑损伤的研究结论有选择地接受，只承认支

纽·史威登堡（Emmanuel Swedenborg）曾在 18 世纪粗略地

持他的观点的结论，而对不同观点则视而不见。这就导致他

撰写过一些对脑皮层功能结构的分析，但并未在学术方面做

所绘制的颅相学脑分区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例如颜色分

出过深层次的研究，所以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加尔一直突

区位于脑的前端而不是脑后部的视觉皮层），因此他的中心

出强调皮层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这一点不但非常正确，还

观点，即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特征可以通过头骨的突起来辨

引发科学界开始不断深入研究脑的不同部位控制着哪些功

识，也同样站不住脚。

能。保罗·布洛卡发现了语言功能位于左额叶（“布洛卡区”，

这个观点的主要反对者是与加尔同时代的法国科学家
皮埃尔·弗卢龙（Pierre Flourens）。12 他通过一系列动物实

见误区 No.9），他认为加尔的工作是“21 世纪以来脑生理学
所有研究发现的起点”。

验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加尔的功能分区理论。事实

至今，颅相学仍被公众所熟知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代表颅

上，他甚至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大脑皮层存在功能分

相学的半身像，这些粗制滥造的雕像上面绘制了头骨上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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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是如何分布的。许多人仍然在夸耀福勒的商标，这

人常常会利用颅相学来嘲笑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功能在一

算是对奥森·福勒（Orson Fowler）和洛伦佐·福勒（Loreo

定程度上与脑的特定部位有关，包括脑皮层内部，但是神经

Fowler）这对兄弟的敬意吧，19 世纪他们曾在全美大规模地

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脑中的大片区域都会在同一时间一起

发展颅相学产业。现代的脑成像研究声称独立的脑区会助力

激活，相对于离散的功能单元来说，功能网络的描述才更为

特定的心理功能（见误区 No.15），而对此观点表示质疑的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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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切断额叶可治疗精神
疾病
019

在这里，应当注意将额叶切除术（lobectomy，去除一

分连接的神经束切断后，性情变得非常温和。

部分或全部脑额叶）与额叶切断术（lobotomy）两个名词区

莫尼斯与他的同事艾尔梅达·利马（Almeida Lima）在

别开来。额叶切断术的字面意思就是“将额叶切断”，也就

手术中将乙醇注射进病人的脑中，以此产生他们所期望的病

是将连接额叶与脑部更深层次结构的神经束和组织摧毁或

变。之后，他们又升级了手术技术，利用一种可以伸缩的线

切 断。 早 在 1936 年， 葡 萄 牙 神 经 科 学 家 埃 加 斯· 莫 尼 斯

圈（称为“脑白质切断器”）来制造目标损伤。随后，莫尼

（Egas Moniz）就已针对相关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并将其

斯与利马报告说他们的疗法对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具

称为“脑白质切断术”，意思是切开脑中的白色物质。他认

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而在那时，这类患者的疾病并没有什么

为对脑的健康部分进行扰乱，会对病人脑中发生病变和失序

其他有效的治疗方法。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让莫尼斯获得了

的部分产生积极影响。他是在 1935 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

1949 年的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但是对莫尼斯来说人生

二届世界神经病学大会时得到的这一灵感。在那里，他听取

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此 10 年之前他被一名心怀怨恨的

了由耶鲁大学的约翰·佛尔顿（John Fulton）和卡莱尔·雅

病人枪击数次，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但是据报道，莫尼斯

各布森（Carlyle Jacobsen）所做的一则报告，其研究显示一

并没有为这名病人进行过额叶切断术。13

头攻击性很强的大猩猩在接受手术将前额皮质与脑的其他部

大 西 洋 的 另 一 端， 额 叶 切 断 术 被 神 经 外 科 学 家 沃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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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和他的同事詹姆斯·瓦特斯

虽然莫尼斯通常被认为是精神外科学的创立者，同时这

（James Watts）以非凡的热情在美国推广开来。他们在手术中

个学科也是由他所命名的，但是，有目的地通过损伤脑部健

将技术加以改进，手术器具改为像冰锥一样的工具，通过眼

康组织来达到精神解脱的方法，最早应当是起源于文艺复兴

眶进入脑（见图 12）。弗里曼在全国开展了数以千计的额叶

时期的欧洲通过环钻术来起到类似的作用，而后在 19 世纪，

切断手术，但在实行手术的过程中通常不使用麻药，而且对

瑞典精神病医生戈特利布·波克哈特（Gottlieb Burckhardt）

于病患的选择也越来越不加甄别。在他的病人中，较为著名

的工作中也有所涉及。16 他曾在 19 世纪 80 年代提出过“脑

的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姐姐罗斯玛丽·肯尼迪以及好

皮质部分切除术”，内容包括切断前部、顶部以及颞叶皮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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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坞女演员弗朗西斯·法默。 弗里曼也像莫尼斯一样，曾

等部位，但是他的观点一直未能推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对外宣称他的手术结果比较乐观。但是也同莫尼斯一样，他

他实施过手术的 6 个精神疾病患者中，有 2 人在术后不治

没能在术后对病人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而且他也经常被术

身亡。也许是因为波克哈特并不像 20 世纪的莫尼斯和弗里

后病人的死亡和后遗症所困扰，比如脑溢血或瘫痪等手术后

曼一样，具备极强的号召力和对科学的热忱，从而能够将

遗症。弗里曼、莫尼斯以及其他的额叶切断手术实施者都无

这一方法在急切需要治疗精神疾病的患者群体中迅速推广

法预知手术的后果，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将要通过手术而影

开来。

响到的脑部分的了解并不透彻。评论家称，即使那些顺利完

在今天看来，这种看起来非常粗糙和野蛮的治疗方法竟

成额叶切断手术的病人，其实也并未被治愈，而是因为手术

然能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十分令人不解。但是，对当时深受

失声或是丧失了智力。

疾病困扰的病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当中的

额叶切断术在英国也曾十分盛行，另一位喜欢夸夸其谈

许多人如果不进行手术，恐怕会在疯人院中终老，而且媒体

的神经科学家怀利·麦基索克（Wylie McKissock）曾在英国

也对许多接受了手术的病人进行报道，宣传他们术后的生活

大力推广，他也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数千例额叶切断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额叶切断术最兴盛的 20 世纪 50

15

麦基索克还在 1971 年被授予爵士称号。但是脑白质切除

年代，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在报道中用一句最简单直观

术并不是在任何国家都能畅行无阻，例如 1950 年，苏联就

的话概括病人的感受：“曾经混乱的脑终于平静下来了。”人

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了额叶切除术。

们可以用现在与此类似的化学疗法来支持这个观点，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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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利用化疗来杀灭健康细胞，以达到治愈癌症的目的；或

时期相比，这种方法已经能够极大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并

者这与整形手术相类似，健康的躯体或面部被切开，期望通

且比起药物不加区分地作用于整个脑，手术能够更加精准

过身体上的改变带来心理上的好转。

地对靶点部位进行独立地干扰。17 现在出于对手术接受者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氯普鲁马嗪（氯丙嗪）开始，随

保护，美国成立了专门的评估委员会，该协会的科学家会在

着对精神疾病的药物治疗逐步兴起，人们对额叶切断术失去

手术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通过对干扰手术的各种优缺点进

了原有的热度。与此同时，弗里曼及他所使用的冰锥疗法也

行比较和衡量，再决定病人是否适合接受手术。在英国及其

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主要原因是这种疗法在术后经常

他一些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的道德评估委员会来进行相似的

出现非常负面的效果。直至 1975 年，随着电影《飞跃疯人

运作。

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热映，额叶切断术

其他精神外科学的现代形式，并不都是以破坏脑的健

最终永久地留存在了神经病学的民间传说中。这部影片主要

康部位为理论基础的。其他方法还包括脑部深层刺激，即通

讲述的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病人麦克·墨菲（杰克·尼克尔森

过将一种装置植入脑中，对期望产生效果的局部神经靶点进

饰）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接受手术，然而术后他变成了一

行持续刺激，这种方法被用于治疗帕金森症、焦虑症及抑郁

具行尸走肉。

症；经颅磁刺激，利用电磁脉冲经由头皮传递，间歇性地刺

但是，并不能将此理解为精神外科现在已不复存在。它

激脑内关键区域。此外还有实验性的干细胞移植方法，将干

仍然存在，只不过已经进化到了新的形式。现在，对于有着

细胞移植进入脑损伤或患病区域，希望能够发育成为适应脑

严重的抑郁症或强迫症的患者来说，当所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中该区域功能的健康细胞。科学家也将继续就各种技术的有

都已无能为力时，仍然要将脑部手术作为最后一种方法。随

效性进行验证，将其中并未起到治疗作用，而只起到安慰剂

着新的放射技术及传统立体定向设备的发展，现在已能够借

效果的方法排除在外。

助三维效果，将拟进行手术的靶点部位进行精准定位。现代

在当今这个医药领域高速发展的时期，毫无疑问，现

的手术技术主要针对脑中参与情感过程的靶点，包括前扣

在的许多实验技术会令将来的神经科学家感到震惊。话虽如

带回、尾状核下束以及边缘白质等重点部位。支持上述方

此，很难想象现代社会还会再容忍像弗里曼和瓦特斯一样的

法的精神外科学家指出，与额叶切断术盛行下的黑暗统治

狂热和漫不经心。

021

脑的超级秘密

什么是电休克疗法

虽然电休克疗法确实可能导致记忆力衰退，但是公众认
知中对这种疗法的恶意丑化是非常不准确的。实际上，据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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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公众来说比较神秘的脑治疗方法，称为

多接受过电休克疗法的患者反馈，他们认为这种疗法拯救了

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它的

他们的生命，并经常提到如果抑郁症复发，他们仍然会再选

治疗过程是通过一定的电量对脑进行电击，而达到引

择这种治疗方法。20

发癫痫发作的目的。这一方法最初由精神病学家于 20

电休克疗法名声不佳的一部分原因来源于它的历史。这

世纪 30 年代确立，他们在对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发

一疗法在早期被滥用，包括惩罚一些难于管理的患者。在麻

现，近期经历过癫痫发作的病人，抑郁症的症状有所

醉剂和肌肉放松剂被广泛使用之前，因电击而引起的癫痫发

减轻。

作还会伴随非常剧烈的抽搐，偶尔会导致骨折或其他严重的

与额叶切断术不同的是，电休克疗法至今仍在广

伤害。一些电休克疗法在电影中的经典镜头也在一定程度上

泛使用，通常作为患有严重抑郁症的病人的最后选择。

毁掉了它的形象。这就包括在《飞越疯人院》中臭名昭著的

丹尼尔·帕格尼（Daniel Pagnin）及其同事在 2008 年

一组镜头，当麦克·墨菲带领一个病人对疯人院进行反抗

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显示，电休克

后，作为对他的惩罚，医院对他实施了电休克疗法。

疗法对于抑郁症的疗效相比抗抑郁药物要更好。18 斯

另一个令人对电休克疗法敬而远之的原因是精神病医

科特·利林菲尔德（Scott Lilienfeld）及其同事在 2010

生至今也未能成功地破解它的工作机制。一些新的证据出

年写道：“几乎没有一种精神疗法像电休克疗法一样，

现在 2012 年 21，英国阿伯丁大学的詹妮弗·佩林（Jennifer

存在如此多的误解。”19 调查显示，公众和一些医生都

Perrin）带领其研究团队通过研究 9 名病人在电休克疗法前

觉得这种疗法非常野蛮，而且认为治疗会导致病人变

后的功能性脑扫描图像，发现这种疗法会帮助病人减轻发

成傻瓜。

病时脑中的过度联结。近期，在 2013 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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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双相情感障碍与单相抑郁症患者在接受电休克疗法后，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道：“我坚信，在未来的

其脑灰质的部分体积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这些脑部变化

10 ～ 15 年内，电休克疗法将会像额叶切除术和惊喜

22

与治疗效果之间呈相关关系。 但是，电休克疗法仍然受

浴这些类型的荒诞疗法一样，被历史无情地抛入垃

到 很 多 人 的 抵 制。 心 理 学 家 约 翰· 瑞 德（John Read） 曾

圾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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