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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历史其实是由一系列人物聚集在一起形成的，而这些
人的不幸遭遇让我们对脑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成为神经
科学中必然会提到的传说故事。这一章将重点介绍他们之中的三位，
其中有两人生于 19 世纪，另一位生于 20 世纪，他们分别是菲尼亚
斯·盖奇、“ Tan ”以及亨利·莫莱森。
他们的经历充满了神秘色彩，出现在了成千上万的心理学和神经
科学的教科书中，艺术家们还以他们为原型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电影。
我们将通过对他们几位患者个体的研究，来证明他们对推翻关于脑的
误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过围绕他们自身的经历，倒是也出现了很
多虚构的故事和误传。事实上，现代科学家仍对盖奇等人的情况感到
着迷，他们还在继续使用最新的技术和工具对他们受损部分的大脑遗
体进行孜孜不倦地研究，以期能够有更多关于脑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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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最著名的神经科学个
案：脑损伤将人变得冲
动蛮横
菲尼亚斯·盖奇应该说是神经科学民间传说中最出名的

一位。他原本是一位普通的铁路工人，但他的人生在被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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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此像换了一个人。
约翰·哈洛（John Harlow）曾是盖奇的首诊医生之一，

铁棍穿过脑后彻底改变了。盖奇在 1848 年遭遇了这场灾难，

他见证过当时的场面，并且是为盖奇进行后续治疗的主治医

当时他正在佛蒙特中部修建由拉特兰市到巴灵顿的铁路。事

生。他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盖奇的思维已经发生了根本

故发生前，他将爆炸物填入了岩石当中。但是炸药提前爆炸

的改变，改变之明显令他的朋友、亲戚都说他不再是‘盖奇’

了，他用于填塞炸药的一根铁棍从其面部直接穿过，这根铁

了”。1 哈洛曾在 1868 年的报告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

棍重六公斤，长三英尺 半，直径一又四分之一英寸 ，从左

的智力才能与动物本性之间的平衡或均衡已经被彻底打破。”

眼下部穿入，由头部顶端穿出，并落在了他身后 20 米远的

哈洛对比了盖奇在发生事故前后的状态：“原来的他心智发

地方。神奇的是，当人们准备用牛车将他送到最近的医生那

展非常平衡、成熟，在其他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机敏、精

里时，他竟然完全不用其他人帮助，自行爬上了牛车。但是

明的生意人，特别具有活力，而且能够一丝不苟地执行自己

1 英尺＝ 0.305 米
1 英寸＝ 0.025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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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计划。”但是这个充满攻击性的新盖奇，手里拿着那

的流浪汉形象，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马克米兰和莱纳认

根铁棍，像马戏团里的怪兽一样被人围观，整日无所事事地

为，盖奇在遭遇不幸后所从事的工作刚好为他提供了适宜的

闲逛，在悲剧发生的第 11 年后离开人世。我们之所以会相

环境，为他的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与现代脑损伤患者

信这个神奇的故事，可能是因为成百上千的心理学和神经科

的后期康复情况相互印证（见误区 No.35）。最终，盖奇在

学教科书中都有所记载，此外他的故事还出现在了我们能看

1859 年感染了严重的疾病，于是离开智利，回到了旧金山

到的各种作品中，包括戏剧、电影、诗歌甚至 YouTube 上

的家人身边。在经受了几次癫痫发作的折磨后，于 1860 年

的短片。传说中的说法是，额叶是掌管个性的区域，一旦遭

在此溘然长逝。盖奇的头骨和穿过他头颅的铁棒现存于波士

到破坏，就会使人的性格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顿的华伦解剖学博物馆。

事实上，在最近 20 年，科学家们对盖奇的故事进行了

盖奇受伤和恢复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模糊，一部分原因是

重新评估，结论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这主要归功于墨尔

在事故所发生的时代，人们对于脑功能的知识非常匮乏。像

本大学的马尔科姆·马克米兰（Malcolm Macmillan）以及

我们在第 1 章中曾了解到的，神经科学在当时仅仅提出了包

2

马萨诸塞州大学的马修·莱纳（Matthew Lena） 所做的研

括额叶在内的大脑皮层具有功能意义，以及皮层是由不同的

究工作（此外还有新的图像证据支持，见网站 tinyurl.com/

功能分区组成。大量可得到的信息都是以颅相学的错误主张

a42wram）。他们的研究表明，盖奇在巴纳姆博物馆以及其

为基础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并没有对盖奇的尸体进行

他一些地方作为被展览观看的对象，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短。

尸检。

1851 年，他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汉诺威做了 18 个月的马车

盖 奇 的 头 骨 在 1868 年 时 被 挖 出 并 交 给 哈 洛。 基 于 猜

车夫。然后在 1852 ～ 1854 年移居到智利做马车车夫，工

测，他总结出左侧额叶和中额叶一定遭到了破坏，后来盖奇

作内容是驾驶六套马车往返于瓦尔帕莱索与圣地亚哥。这份

的身体功能之所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是由于在他未受

工作应该说要求很高，需要他学习新的词汇、礼貌对待乘

损的右侧半球中，与左侧相对应的位置对受损的功能进行

客、控制马匹，并且能在相距几百英里的路程中寻找能够抵

了补充。之后的一个世纪，盖奇的头骨被人们所遗忘。终

达目的地的正确道路。马克米兰和莱纳的证据材料都指向了

于，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又有众多的科学家应用当时最

一点，那就是盖奇的心理状况明显恢复；哈洛所刻画的粗暴

先进的技术，对盖奇的头骨进行了研究，力求复原盖奇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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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004 年，科学家利用计算解剖学这种最先进的方法进

段的健康男性脑扫描图像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认为盖奇的

行了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彼得·拉蒂乌（Peter Ratiu）

左侧脑半球中大约有 4% 的皮层灰质受到损伤，约 11% 的皮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里格姆妇女医院工作，他与同事

层白质受到损伤，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主神经束。他们还认

为盖奇的头骨创建了多层三维 CT 扫描模型，并模拟了铁棒

为这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左侧半球的功能，而且

穿过正常脑的三维模型。之后，他们重建了铁棍穿过头骨

也会间接地影响右侧半球的功能。不幸的是，这并没能真正

时的路径。与提出反对证据的马克米兰和莱纳的观点相一

告诉我们盖奇那些受损的连接通路是否适应了他所受到的损

致，拉蒂乌的团队建立的模型证明，盖奇极有可能只是左

伤，适应或不适应的程度又如何。

侧的额叶遭到了损伤，确切地说，应该是眶额区域和背外

虽然盖奇的经历在神经科学的历史上具有神秘的色彩，

侧区域，而脑室在这一事故中没有受到损伤。这就有力地反

但是他肯定不是当时唯一一个受到脑部重创后幸存下来的

驳了另外一些早期证据，这些证据显示盖奇的脑两侧均受

人。4《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曾先后记

损，如果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何盖奇能够获得如此明显的

录过很多受到严重脑损伤的人在之后过着相当正常的生活。

恢复。

例如 1853 年的论文《额骨的复合断裂及大脑物质损失的恢

时间更近一点，到了 2012 年，约翰·凡·霍恩（John

复案例研究》（Case of recovery after compound fracture of the

van Horn）带领一组团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哈佛大学医学

frontal bone and loss of cerebral substance），其中记录了一名

院，利用复杂的弥散张量成像数据以及解剖磁共振成像尝试

60 岁的男性布斯先生（Mr. Booth），他曾被卷入快速旋转的

了解盖奇的伤处如何影响了他脑中的结缔组织。他们认为早

卷扬机中，并且在事故中“至少失去了 1 ～ 2 汤匙”的“大

3

期的研究者忽略了这一课题 （见图 13）。在 21 世纪，他们

脑物质”。3 个月后，布斯先生的主治医生在报告中写道，

将铁棍穿过盖奇头骨时的轨迹与他们找到的 110 个相似年龄

病人的智力并未受损，而且肌肉也“完全没有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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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区

NO.9	
语言能力由全脑分散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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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对大脑皮层的重要性已逐渐形成

家及人类学家保罗·布洛卡为其治疗。他的遭遇颠覆了一个

了广泛的共识，医学家、科学家都逐步转向对脑损伤病人的

当时被很多人认可的误区：语言能力是由脑的很多区域共同

研究，将其作为一种探索脑功能的方式。例如“先天性疾

影响产生的。

病”可以提供大量有效的信息。如果一处局部脑损伤导致

勒伯尼的绰号叫作“ Tan ”，他在受挫 5 时会附和一句

了某一特定的功能丧失，而另一处区域的损伤并没有造成

“ Sacré nom de Dieu! ”（字面意思为“神的圣明”，俗语中一

这种后果，那么就表明这两个区域在功能上是相互独立的。

般认为是一句渎神的话，译为“见鬼！”），除此之外，他唯

更有说服力的是一种叫作“双重分离”的研究方法，即如

一能说出的话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音节“ Tan ”。虽说他的理

果一位病人脑中的某个区域受伤，而另一个病人的另一区

解能力并未受损，但其语言能力却早已经在 31 岁时就完全

域受伤，但是这两种伤口分别导致了不同形式的功能损伤。

丧失，可能的原因是他从年轻时起就长期受到癫痫的困扰，

诸如此类型的案例研究，时至今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而引起了并发症。他最早因为头痛于 1833 年就医，医生

在历史上，勒伯尼（Leborgne）先生的案例应该说是神

推测导致他剧烈头痛的原因可能是长期工作在剧毒的金属烟

经病学领域中里程碑式的案例。1861 年 4 月 11 日，时年 51

气中。6 数年过去，他逐渐地失去了对右侧身体的控制力。

岁的长期病号勒伯尼被转诊到毕赛特医院，由法国神经病学

由于右腿上产生了腐烂的坏疽，他在 1861 年转诊到毕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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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但是 Tan 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撑太久，在布洛卡第一

刻记录为“脑科学的重要历史转折点”。7 布洛卡很快又注

次为他检查后，仅仅过了一周，他就去世了。

意到了更多的案例，他们主要因大脑的前额受伤而丧失了

Tan 去世的时间对布洛卡来说十分凑巧，那时他刚好正

语言能力（其实法国神经病学家马克·达克斯早在几十年前

在与学术界其他专家就大脑前部是否对语言的产生具有重要

就做了观察，但却在研究结果发表前去世）8。布洛卡将这

作用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当时正值颅相学在学界失宠不久，

些语言障碍问题命名为“ aphemie ”（无语言能力），但是后

很多专家都认同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语言生成以及其他一

来被阿尔芒德·特鲁索改为希腊术语“ aphasia ”（意为失语

些心理功能分布于整个脑部。

症，字面意思可以说是“失去语言能力”）。现在，我们将由

让 - 巴蒂斯特·布约（Jean-Baptiste Bouillaud）、马克·
达克斯（Marc Dax）及其他一些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

布洛卡区受损引起的语言综合征和语言缺陷称为布洛卡氏失
语症。

收集了很多由于额叶受损而导致语言功能丧失的案例。但

Tan 与盖奇仿佛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例子，从某种程度上

是学术界仍然未能为之所动（见本章专栏），Tan 的出现彻底

说，我们现在对他的脑损伤研究得相当清楚，可是对他的生

地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布洛卡在 Tan 去世后，立即对他的

活故事所知甚少。在一些故事里，Tan 被描述成一个非常刻

脑做了详细的检查，并将研究结果向（他所建立的）法兰西

薄、冷酷的人，但是布洛卡在医疗记录中，并没有过多地对

人类学学会及解剖学学会进行展示。布洛卡描述了 Tan 的情

他的生平进行详细记载。好在波兰历史学家采扎里·多曼斯

况，他的语言出现问题，但是理解能力明显未丧失。布洛卡

基（Cezary Domanski）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

认为导致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 Tan 的左侧额叶的第三

2013 年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论文将所有档案资料的搜集

个回转处出现了损伤，后来脑中的这一部分组织被命名为布

研究结果归纳总结形成了概要，这其中就包括勒伯尼的医疗

洛卡区（见图 14）。

记录。9

布洛卡的声誉，再加上他所呈现案例的质量和详细程

我们现在知道“ Tan ”的全名叫路易斯·维克多·勒

度，令所有人的观点都有所转变，他最终在当时的神经科

伯尼（Louis Victor Leborgne），他出生于莫雷小镇，就是那

学学者中得到了认可，将大脑额叶与语言生成紧密结合在

个曾因风景如画而激发了莫奈和其他许多印象派画家创作

了一起。历史学家斯坦利·芬格（Stanley Finger）将这一时

灵感的美丽小镇。他的父亲皮埃尔·克里斯多夫·勒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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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Christophe Leborgne）是一名老师，他的母亲名叫玛

究者利用现代影响技术对其进行扫描：第一次在 1980 年利

格丽特·萨瓦德（Margueritte Savard）。在他因生病而导致

用计算机 X 射线断层技术，第二次在 1994 年利用磁共振成

偏瘫之前，勒伯尼曾是巴黎的一名“模具师”，主要是制造

像技术，第三次在 2007 年利用高分辨率的磁共振成像技术。

鞋匠在做鞋时用到的木质鞋楦，是非常熟练的手工艺人。但

这就使得他的脑成为费格斯所描述的“可能是在脑科学历史

是，据多曼斯基说，当疾病迫使他停止工作时，他的经济陷

上最著名的脑了”。

入了窘境，这位波兰历史学家也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也

像其他充满神秘色彩的案例一样，对 Tan 和他的脑的研

并不惊讶于有报告显示，勒伯尼不讨人喜欢。一个成年人的

究持续向前推进着。妮娜·丹克斯（Nina Dronkers）及她的

生活如此困窘，而且几乎永久地住在医院中。“很难想象，

团队通过在 2007 年所进行的扫描研究，发现了 Tan 的脑损

生活在这么悲惨的境地中，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很难说

伤远比布洛卡所意识到的要更加广泛，伤势一直深入左侧额

（勒伯尼的）性格不会被改变成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样子。”多

叶的内部，包括弓状纤维束，它作为前后部的区域的联结，

曼斯基称。

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神经束。10 实际上，Tan 的脑受到的

勒伯尼的家庭和早期职业信息的出现，也揭开了历史上

最严重的损伤并不是在布洛卡区，可能造成他语言障碍的最

关于他的一些谜团。勒伯尼常常被认为“没有受过教育，且

重要因素，是存在于脑的更深层部位的损伤。布洛卡并没能

来自下层社会的说法应该都被纠正过来”，多曼斯基写道。

在研究中发现并挖掘出这个损伤，因为他决定不对脑进行解

他还提供了他的进一步推测，勒伯尼出生的美丽的莫雷小

剖研究。

镇，同样是很多制革厂的所在地，多曼斯基很好奇勒伯尼一

丹克斯和她的同事还指出了这个特定区域（后第三个额

直重复发出 Tan 的音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儿时关于

下回），认为这个区域才应该是现在的布洛卡区，但讽刺的

小镇的零星记忆有关。

是，这并不是在解剖学上布洛卡之前所发现并确定的一块更

我们现在对 Tan 的脑了解非常充分，是因为布洛卡仅选

大范围的布洛卡区（位于额下回后面全部的一半）。这就意

择对其脑外观做了非常细致的观察研究，而并没有解剖，所

味着，我们将面临一个略显尴尬的局面，那就是新布洛卡区

以 Tan 的脑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勒伯尼的脑现存于巴黎的畸

比原布洛卡区要小，而且布洛卡氏失语症产生的原因，可能

形博物馆中）。勒伯尼的脑后来经过 3 次全方位的研究，研

与无论新的布洛卡区还是原布洛卡区的损伤都没有什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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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根据丹克斯及其同事的研究，所有这些可能“毫无疑问

速度非常缓慢，二是脑的其他区域（包括皮质运动区以及尾

都贬低了布洛卡的突破性研究”。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都

状核的顶部）取代了通常由布洛卡区所控制的功能。11 但是，

认为，布洛卡及其对 Tan 的研究，对人们认识神经心理学这

FV 恢复后却留下了一个奇怪的缺陷——他无法评论其他人

一学科，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的言语。

那么，现代神经科学判定布洛卡区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个个案研究发表在 2013 年，与此相

虽然布洛卡认为这部分区域的损伤会影响语言功能这一观点

关且相当离奇。案例是关于一个 17 岁的男孩的，在他 2 岁

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对比也是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脑还

时，为了移除一个良性肿瘤，他不但失去了布洛卡区，甚至

参与控制其他的心理功能，包括语言理解能力、听力和音乐

左半球脑都几乎完全被切除。关于这一案例的报告档案记录

表现力、表演能力和观察能力。现在的心理学家也对布洛卡

了他如何缓慢地通过右脑逐步获得了初级语言能力。研究人

区在处理音节方面的重要作用基本达成共识，包括对音节的

员通过不间断的观察，一直记录到他的语言和阅读能力最终

产生和理解这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一个更靠后

发展到了非常正常的水平。12 令人好奇的是，他通过右脑逐

的区域（威尔尼克区，位置在靠近大脑顶叶的联结处），被认

步发展形成并获得了新的语言系统，看起来这一系统与典型

为是非常重要的处理语言意思的区域。

的健康左脑的功能组织是相同的，仿佛是按照神经“蓝图”

关于布洛卡区的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案例

复制的一样。

表明脑的这一区域受到损伤后，仍有恢复语言生成能力的可

简单回顾一下 Tan 的情况，毫无疑问他的故事是心理

能性。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应该感谢另一个标志性的现代案

学和神经科学发展的中心。但是有新的观点认为，他所受到

例。FV，一名男性患者，曾经有一个巨大的肿瘤从他的脑前

的具体损伤特别是考虑到在现代案例研究中像 FV 一类的案

部被移除，这一区域曾经压迫到布洛卡区。尽管这样，他的

例，表明脑部发生损伤和恢复的过程几乎都不是直接的。虽

语言能力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莫尼克·普拉萨（Monique

然机能定位被认为是脑功能，但具体的机能无法通过非常整

Plaza）及她的同事们曾在 2009 年记录了这一案例，他们认

齐的界线用神经区域加以区分。每个脑的最终恢复结果，都

为 FV 能够快速恢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肿瘤的生长

是由器官的神奇自愈和调整能力的发展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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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赌！”

得最有名的赌了”。
布约的研究得到认可并获奖历经了很多年。医学学会在

032

虽然保罗·布洛卡常作为将语言功能位置确定在

1865 年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学术界对神经网络的关注焦点

左侧额叶上的科学家被纪念，实际上，法国医生让 -

在惯用一侧的功能研究上。在会上，一位名为维尔波氏的外

巴蒂斯特·布约（Jean-Baptiste Bouillaud）是第一个

科医生提出了布约的早期质疑以及他在 1843 年所见证的案

提出“额叶是语言生成的重要位置”这一模糊观点的

例，布约因此获得了奖项。想想看，在过去了这么多年后，

人。他曾在 1825 年出版过一本书，并发表了一些文

布约当时获奖时有着多么难以置信的表情吧！

章，记录了脑损伤患者的情况，特别是额叶受伤的患

关于维尔波氏的案例，你可以读一下出版于 1868 年弗

者失去了语言功能，但身体的其他功能并没有受到更

雷德里克·贝特曼（Frederic Bateman）所著的《论颅脑疾

多影响。

病导致的失语症或语言能力丧失》（On Aphasia，or Loss of

布约的问题在于，他所提出的观点听起来与颅

Speech in Cerebral Disease）一书，现在也可通过谷歌图书在

相学太过相似，而这一学科曾在 1848 年被学术界所

线阅读。13 根据贝特曼在书中所述，维尔波氏讲述了他的案

耻 笑（见 误 区 No.6）。23 年 后， 通 过 大 量 地 记 录 类

例，一位 60 岁的假发制作者的两个前部脑叶处曾生有肿瘤，

似案例，他非常确认语言能力相对独立地由未受损的

但是，最具证明力的部分是，这位患者在临死前的一个显著

额叶控制，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

特征是患有令人无法忍受的“多语症”。事实上，贝特曼传

举：任何人如果能为他提供脑前部受伤，但并没有失

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从未出现过比他话更多的人，甚至出现

去语言能力的患者，就可以得到 500 法郎的奖励，这

过多次因为话太多而被抱怨的问题，甚至经常让他们日夜都

在当时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历史学家斯坦利·芬格

无法入睡”。

（Stanley Finger）将其称作可能是“在脑科学历史上打

我们可能永远没法知道，维尔波氏所记录的案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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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如果准确的话，那么在没有额叶的情况下，患者是

者 弗 朗 西 斯· 希 尔 勒（Francis Shiller） 所 说：“在 经

如何能够说话的（很有可能是有幸使得脑前部的部分组织未

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激烈讨论之后，布约不得不付了

受损）？但我们知道的是，布约输了。根据布洛卡的传记作

赌注。”14

传奇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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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区

NO.10		
记忆由整个大脑皮层
控制

034

2008 年 12 月 2 日 下 午 5 点 05 分， 亨 利· 古 斯 塔· 莫

这时的亨利已经做好了尝试任何治疗方法的准备。

莱森（Henry Gustave Molaison）逝世，享年 82 岁，全世界

加 拿 大 神 经 外 科 医 生 怀 尔 德· 彭 菲 尔 德（Wilder

的神经科学和生理学界都对他的去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因

Penﬁeld） 的 学 生 威 廉· 比 彻· 斯 科 维 尔（William Beecher

为他的离去代表着这个学科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案例之一

Scoville）积累了很多为精神病患者取出脑内部小块组织的手

的逝去。出于对他的保护，1950 年起在文学作品或记录中，

术经验。他为亨利做了手术，手术采用了一种基本的方法，

莫莱森一直被称为 H.M.。他的生活在 27 岁时便被彻底改变

称为部分额叶切断术，希望能够比古代的手术方法达到更加

了，这源于当时他所遭受着的严重的癫痫病，作为治疗的最

精确和有效的治疗效果。斯科维尔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手

后选择，他不得不选择了接受神经外科手术来减轻病痛。早

术过程具有很大的风险（并且这个手术方法现在早已不再使

在 9 岁时，他由于被骑车的人撞伤并碰到了头部，他的癫痫

用），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通过手术移除亨利颞叶上的一小

病开始发作，自此经常不断地发病。到他 16 岁时，他所遭

部分组织，使他能有机会获得根除其癫痫病的可能。

受的强直阵挛性癫痫几乎一天要发作 10 余次（这对他的脑

当时，这场手术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医院进行，并

半球都有影响，关于癫痫的更多信息见误区 No.38）。他试

供人们观摩，那时大部分专家都还认为记忆是广泛分布在大

过了效力最强的抗惊厥药物，但是病情仍然没有丝毫好转，

脑皮层中的。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布洛卡在 20 世纪彻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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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关于语言生成部位的原理，阐述了实际控制语言的组织

的海马体和杏仁核这两个特定区域的组织进行了切除，而就

在脑中的分布问题，但是关于记忆功能在脑中的控制区域是

现在的研究结果看，这两个部分是记忆功能的关键部位。

如何分布的，仍然被继续固执地坚持着，这很大程度上是基

在他生前和死后，亨利被 12 000 余篇期刊文章和超过

于美国心理学家卡尔·莱斯利（Karl Lashley）及他的同事谢

100 名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专题研究提到过。米尔纳和

泼德·弗朗兹（Shepherd Franz）在 1917 年利用老鼠所做的

斯科维尔在 1957 年撰写并发表关于对亨利记忆特性研究的

15

实验。 无论莱斯利和谢泼德将老鼠的哪一部分大脑皮层去

第一篇论文，该论文截至目前已经被引用超过了 4000 次。16

除，它们似乎仍然能够记得从迷宫中出来的路。基于这个实

现在研究记忆的一流作者中，最有名的是英格兰纽约大学的

验发现，并结合其他的一些研究，莱斯利提出了等势的概

阿兰·巴德利（Alan Baddeley），他曾告诉我：“ H.M. 应该

念，这个观点认为记忆的损失并不取决于脑损伤的位置，而

是对神经科学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唯一一名患者。”

是取决于它损伤的程度。
所以当亨利从手术中醒来后，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不

在后期的研究中，很多是由布伦达·米尔纳的学生，麻
省理工学院的苏珊娜·柯尔金（Suzanne Corkin）完成的，她

但他的癫痫症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他的记忆。可是，

对亨利的记忆所保留的部分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亨利能

并不是他的所有记忆都消失了。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够学习对着镜子画画，这是非常需要技巧性的任务，虽然每

Milner），一位出生于英国的心理学家，在麦吉尔大学工作，

次测试时，他都记不得曾经做过这件事。这个棘手的实验要

她对亨利进行了一系列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并很快发现亨利

求看着镜子中的手来画出一些图形。亨利在这个实验中的进

的问题在于，他并不能继续将新的短期记忆储存在他的长期

步证明了他的“程序性”记忆是完整无损的，这种记忆类型

记忆中。他的短期记忆仅仅能够停留很短的几秒钟，而且他

主要依赖于我们的熟练度，比如骑自行车。另外，他还能够

只能够回忆起过去生活的一些零星片段。每一天，当米尔纳

画出他自己的房屋的细节设计图。一些新的片段化的常识性

见到他时，他都像是见到了一个陌生人。假如吃完饭半个小

知识也同样存在于他的记忆中——例如在 1963 年以后，他

时后，为他再提供一份，他也会坐下来再吃一顿。事情变得

知道美国总统在达拉斯被暗杀。他能够辨别气味的浓度，但

越来越清楚，亨利应该是患上了有史以来被记载过得最纯粹

是却无法区分它们。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亨利对于疼痛有超强

的健忘症（见误区 No.36），因为斯科维尔对他脑两侧大部分

的忍耐力。痛觉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组成部分，痛觉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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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部分基于对过去的记忆。亨利的疼痛忍耐力可能与

比亚电影公司已经获得了这本书的版权，影片的制片人是斯

他脑中杏仁核的缺失有关，现在已知杏仁核的作用就是参与

科特·鲁丁（Scott Rudin）。显而易见，亨利是一位亲切、温

到对过去疼痛经历的记忆中。

和的绅士，常常乐于帮助别人。但他对自己的处境了解非常

亨利在康涅狄格州的比克弗德保健中心中居住了很长

有限，但是当科尔金有一次问他是否感到快乐时，据说他是

时间，在那里，他免于受到媒体的打扰，只有少数几个经过

这样回答的：“我是这样想的，他们能够在我身上取得一些

筛选的研究人员知道他的地址，并对他进行研究。在他去世

研究结果，并能够利用它们去帮助更多的人。”18

后，他的脑如同事先计划好的一样，按照流程被保护了起
036

H.M. 是正确的，他对记忆科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并

来。他的遗体被送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脑观察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件好事。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阿格雷

在那里他的脑被取出，并经过扫描后，经由雅格布·安尼斯

顿（John Aggleton）在卡迪夫大学工作，2013 年，19 在其文

（Jacapo Annese）及他的同事操作，制成了 2401 个如同纸一

章中，他对 H. M. 的记忆研究占据主流地位可能带来的副作

样薄的脑切片标本（见图 15）。这些切片被制作成一幅脑

用表达了担忧。阿格雷顿在文章中写道，H.M. 的脑损伤区

的电子地图，这幅地图甚至已高度细节化到个体的神经元，

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海马体区域，损伤已经涉及了脑白质

2014 年已经可以供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这个项目甚至被

区域，这一部分超出区域也可能导致了一些其他后果。

比作脑的谷歌地图。这个漫长的切片过程持续了整整 53 个
小时，并且这个过程在网络上进行了实时直播，吸引了超过
400 000 人来观看。

17

事实上，亨利脑损伤的精确范围确实曾引发过一些讨
论。但在 2014 年，圣地亚哥脑研究中心的安尼斯带领团队，
发表了第 1 版关于亨利脑损伤的三维复原的细节图像。他们

2013 年，苏珊娜·柯尔金出版了一本关于亨利·莫莱

确认了亨利的脑海马体前部在手术过程中全部被切除，但是

森的书，名为《永远的现在时：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以及他

脑两侧的后部均没有被手术切除，而且这部分组织是健康

所教会我们的》（Permanent Present Tense，The Man With No

的。20 安尼斯的团队同样发现，亨利的内嗅皮层几乎全部不

Memory and What He Taught The World）。“我仍然在继续研

见了，内嗅皮层是大脑皮层及皮层下位置与海马体进行沟通

究他，”柯尔金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说，“虽然亨利已经

的重要通道。亨利的杏仁核也被确认几乎完全切除。他们做

故去，但是对我们来说，每天他都以新的形式存在。”哥伦

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在亨利的额叶前部皮层的左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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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伤痕，研究者们推测这个伤痕应该是斯科维尔在手术时

感觉有罪恶感，特别是当对这方面相关研究的质量得到肯定

无意间留下的，并且他的脑中还存在之后中风时留下的损

时。”阿格雷顿写道，“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就导致我们过

伤。阿格雷顿告诉我说，这些新的发现实际上给亨利非常精

度关注海马体对于记忆失序的影响，而且这种观点形成了偏

确的脑损伤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而并没有能够解答

见，并可能造成一些无心的后果。”

问题。例如这个结果，就给亨利脑中的海马体背侧是否与脑
的其他部分相联系，留下了可能性。

卡尔·莱斯利认为记忆功能是由均匀地分布在大脑皮层
的所有区域所控制的说法是错误的。很清晰的是，一些结构

无论亨利的脑损伤的确切范围到底如何，现代神经科

相比其他一些结构来说，担当着更重要的角色，并且海马体

学都将海马体对于记忆功能的重要作用固化了下来，很大程

和杏仁核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阿格雷顿也是正确

度上是因为对于最有名的健忘症患者来说，他的脑两侧的海

的——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思想，不能过度简化故事，并且将

马体结构都不复存在，而对于其他结构是否在实际上受到损

这部分结构当作是唯一的影响结构。在书的后一部分，我们

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包括其临近的乳头体，乳头体

还会重新回顾这个问题：心理功能在脑结构中的定位能够进

损伤也可以造成严重的健忘症。“质疑 H.M. 的影响，让人

展到何种程度（见误区 N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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