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谜幻人生

历史秘闻

变白与变黄

常识

意趣

1、在顺境中修行，永远不能成佛。
2、不要在你的智慧中夹杂着傲慢。 不要使

你的谦虚心缺乏智慧。
3、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其实是被财富所

拥有。
4、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

能够欺骗得了你。
5、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

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6、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
7、人不是坏的，只是习气罢了，每个人都有习气，只是深浅不

同罢了。 只要他有向道的心，能原谅的就原谅他，不要把他看做是
坏人。

8、白白地过一天，无所事事，就像犯了盗窃罪一样。
9、能够把自己压得低低的，那才是真正的尊贵。
10、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摘自《藏传佛教经典格言》）

较真

考量

警言

动物园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游人寥寥
无几。 动物园的老板德克·奥斯特冥思苦
想：怎样才能让更多人来动物园游玩呢？

有一天， 德克·奥斯特无意中看到孩
子们在翻《蠢特夫妇》的童话故事书。 书
上讲到， 一群猴子经常被凶恶的蠢特夫
妇强行 “头下脚上 ”地倒挂在横梁 。 后
来， 这些猴子为了报复和惩治讨厌的主
人，便把屋里的家具都倒粘在天花板上。

德克·奥斯特深受启发， 脑袋里闪现
出在动物园造“倒立”房屋吸引游客的念
头。 于是，他立刻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汉堡
的设计师迪尔克·奥斯特。 没过多久，迪
尔克·奥斯特就设计好了图纸。 于是他委
托手艺不错的木匠格哈德·莫霍斯特和
他的两名同伴进行建造。

三位木匠按照图纸，用 3 个多月的时
间建成了总高度 7 米的倒立房屋。 屋顶
刷上了黑色油漆， 外墙则是木板本来的
颜色，房屋还特意建在了斜坡上，给人似
乎刚刚侧身翻转 180°， 马上就会顺坡滚
下去的错觉。

房子虽然不大，可厨房、卫生间、起居

室和卧室样样都有。 因为入户门“悬”在
空中， 游客必须通过金属楼梯从侧面进
屋。 室内厨房的水槽、厨柜、餐刀、锅具、
洗刷用品 ，客厅的地毯 、沙发 、茶几 、电
视 、装饰品 ，卧室的床铺 、桌子 、衣柜 ，洗
手间的马桶 、花洒 、水龙头 、纸巾……屋
里所有大大小小的物品都被牢牢地倒挂
在头顶上。

格哈德·莫霍斯特说：“建造颠倒房屋
是我们所接到的最疯狂的工作。 浴室是
最难处理的部分， 因为要把马桶之类的
大块头固定到‘地面天花板’上。 ”他和两

名同伴固定了 50 多件家居物品，包括床、
桌子、微波炉和各种装饰画，就连带镜子
的大衣柜也被放在了 “地面天花板 ”上 。
为了追求完美， 他们还找来针线把床单
枕头固定好不下垂。 更让人惊讶的是，客
厅天花板上还站着一个模拟的孩子 ，屋
里的人们甚至可以碰到她的鼻子。

建造颠倒房屋是个巨大的挑战，在建
造过程中， 木工们要频频在脑海中想象
正常房子的颠倒景象。 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木工们说：“制作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
西，感觉很奇妙。 ”颠倒房屋外形奇特，屋
里更是让人头晕目眩， 游人说：“刚进屋
里天旋地转 ， 至少要半小时后才能适
应。 ”不过，很多游客还是心甘情愿地排
上几个小时的队，就为了进去感受一下。

许多游人都慕名而来，昔日冷冷清清
的动物园变得人来人往。 德克·奥斯特的
奇思妙想让人们感受到了疯狂的视野 ，
也为他自己带来了滚滚财富。

如果你感觉身边的世界平淡无奇，不
妨把世界倒过来试试。

（摘自《知识窗》 阙菊贞/文）

异想 把平淡无奇的世界倒过来
“建造颠倒房屋是我们所接到的最疯狂的工作。 ”

有一个国际调查机构搞了一个世界
各国生活水平排行榜， 居然把我们国家
排到了第 58 位， 而更让人气愤的是，排
在我们前面第 57 位的竟然是一个非洲
游牧部落！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那个
非洲游牧部落能跟我们相提并论吗？ 先
说住吧，他们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再
看我们，城市越来越大，市内高楼大厦林
立，虽然房价高得无人敢问津。 但房子有
啊！ 再说吃。 他们吃的那都是什么啊？ 动
物、昆虫，抓住什么吃什么。 你看我们吃
的，转基因食品、代可可脂巧克力、人造
黄油、速生鸡、激素猪，这些他们都听说
过吗？

还有， 那个游牧部落在荒漠上游荡
时，不是靠脚走，就是骑骆驼。 可我们出
行时 ，有飞机 ，有轮船 ，有火车 ，还有汽
车。 虽然火车票能不能买到，汽车安不安
全，全靠运气，但毕竟这些交通工具我们
已经司空见惯了。

医疗卫生他们更没法跟我们比。 他
们连药都没有，一旦受伤生病，也就是弄
点草药吃吃涂涂就完了。而我们呢？有医
生有医院，还有各种各样的药品，虽然那
些药不一定治病， 治病的你也不一定买
得起，但那也是有啊。 医生医院呢，治好
你未必，但只要你肯花大钱，他们有时还
是能确诊你得了什么病的。

那个游牧部落的管理也太落后 ，就
由一个老酋长领导， 大事小事都听他一
个人发号施令。 而我们国家有庞大的政
府机构， 根据职能这些机构还划分了好
多个部门。 出事的时候你未必能发现他
们的存在，但办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
的政府部门分工是多么详细了。

文化的发展也同样能反映出一个国
家的生活水平。 那个游牧部落闲着没事
时也就是围着篝火唱唱歌、跳跳舞而已。
再看我们，想唱歌有歌厅，还有人陪唱；
想跳舞有舞厅，还有人提供摇头丸助兴。

他们到底凭什么第 57 呢？是那个调
查机构弄错了，还是那个游牧部
落行贿了？ 总之，这份调查报告
的结果着实难以令人信服！
（摘自《讽刺与幽默》3.16 [俄 ]

阿纳托利·特鲁什金/文）

抗 议

你看我们吃的， 转基因食品、
代可可脂巧克力、人造黄油、速生
鸡、激素猪，这些他们都听说过吗？

我的好多朋友，最近几年都在
买房子。 不久前，我也跟着友人到
上海看房。 除了价钱之外，我们最
关注的就是 “土地租期还有几年”
的问题。

“我喜欢市区老房子 ，比较有
上海的感觉， 整修起来应该很美，
可惜……年限只有 50 年……”朋
友看上的是一间香山路的老房子。
我有感而发， 不免乌鸦嘴了起来：
“嘿，其实……也不用想这么多啦，
过 50 年，我们若不在坟墓里，也差
不多奄奄一息。 ”住天堂，还是地
狱？ 到时恐怕是更急迫的问题。

过去做广播节目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
事，是一位癌症末期患者在病房打电话来，问
我：她只剩半个月可活了，可是一直挂念着一
些小东西。 她以前很喜欢买袜子，现在她最担
心的是， 如果她走了， 家里那些袜子还没穿
过，可能就会被丢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怔忡了好久。 她也
若有所思。 “活了这么几十年， 这一刻我忽然
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努力得来的一切，不过是
一纸租赁契约，一切都是租来的。 到了某个年
限，就要缴清借款，还回去。 ”

想想，我们的人生，也都是租来的。这个世
界或许只是一个很大的租车公司。 被命运善
待的人，不过是租到了一部好车子。 旅程的最
尽头，有一些不舍 ，却还是得往前行 ，再美妙
的陪伴都带不走，越顺遂的人生，时光流逝得
越令人惊心。

但一辈子，谈不好感情，受不了挫折，存不
了美好记忆， 还车之前一点值得咀嚼几分钟
的旅程经验也没有，才是最值得遗憾的事情。

(摘自《思维与智慧》 吴淡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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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天堂，还是地狱？ 到
时恐怕是更急迫的问题。

姐姐的一位好友听说美国的护肤品便宜，托我帮她买一套某名牌的增白
护肤品。 我在化妆品专柜前巡视往返。 专柜小姐看到我迷茫的神情，告诉我，
她们没有增白产品。 后来，我给这位姐姐的朋友打电话，说我没有找到她要的
东西。 她很惊讶，说美国怎么连这个都没有呀。 我说，大概因为这边的人不想
变白，只想变棕、变巧克力呢。

自从我到美国以后，发现周围的人都想变黄、变棕。 人家看我们亚洲人的
黄皮肤，反倒觉得好，说什么像黄绸缎。 这大概说明大家都不喜欢自己，都不
珍惜已有的东西。 黄色的亚洲女孩儿拼了老命要变得像纸一样白，冒着铅中
毒的危险往全身涂抹天价的增白化妆品，出门阳伞、面罩、袖套地全副武装。
这些欧美姑娘呢，也的确是拼了老命、冒着皮肤癌的危险在四十摄氏度高温
下暴晒，妄想变成暗肤色。

如果为这些急于改变自己的姑娘写一出荒诞剧，结果就是亚洲姑娘增白
成功，终于变成白雪公主，欧美姑娘拼命地晒呀，终于晒成东方公主图兰朵。
世界终究还是色彩缤纷，只是颜色颠倒了。

这有点像韩国青春偶像剧里，男人总是像女人一样弱不禁风，动不动声
泪俱下。 而女人呢，都有点野蛮女友的势头，动武出招全不在话下。 最后我们
还是看到有男有女，不同的是，我们在男人身上看到了女人，在女人身上看到
了男人。 （摘自《广州日报》1.2 张惠雯/文)

这些欧美姑娘呢，也的确是拼了老命、冒着皮肤癌
的危险在四十摄氏度高温下暴晒，妄想变成暗肤色。

伍德养了 100 只鹅。有一天，死了 20 只。于是，他
跑到牧师那里，请教怎样牧鹅。 那位牧师专注地听完
伍德的叙述，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放牧的？ ”“上午。 ”
“哎呀，纯粹是个不吉利的时辰！ 要下午放牧！ ”

伍德感谢牧师的劝告，高兴地回了家。三天后，他
跑到牧师那里。“牧师，我又死了 20 只鹅。”“你是在哪
里放牧的？ ”“小河的右岸。 ”“哎呀，错了！要在左岸放
牧。 ”

过了三天，伍德再次来到牧师那里。 “牧师，昨天又死了 20 只鹅。 ”“不会吧，我的孩子。你给它们吃了
什么？ ”“喂了苞谷，苞谷粒。 ”牧师坐着深思良久，开始发表见解：“你做错了，应该把苞谷磨碎喂给鹅吃。 ”

又过了三天，伍德有点不快、但又充满希望地敲开了牧师的房门。 “唔，又碰到什么新问题啦，我的孩
子？ ”牧师得意地问道。 “昨晚又死了 20 只鹅。 ”“你的鹅在哪里饮水？ ”“当然是在那条小河里。 ”“真是大
错特错，错上加错！ 不能让它们饮河水，要给它们喝井水，这样才有效。 ”……

伍德再次敲开牧师的门进来时，牧师正埋头读着一部厚厚的古书。 “又死了 20 只鹅，牧师。 现在已经
没有鹅了。 ”牧师长时间地沉默不语。 深思许久后，他叹息道：“我还有几个忠告没对你说呢，多可惜啊！ ”

尽管不肯听信忠告有时候会被戴上“狂傲”、“自以为是”等等的帽子，但还是不能太过在乎
这些。 独立思考、富于主见，而非事事听从别人的意见，犯了错误、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我们每
个人长脑袋是用来思索，不是用来戴帽子的。 （摘自《让自己活得更好》 王莉萍/文）

100 只鹅为何而死

长脑袋是用来思索，不是用来戴帽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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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教授马克·萨
勒姆被人誉为 “读脑大师”，他
就像一台活的 “测谎机”，能够
靠别人最细微的表情和动作识
别出他们有没有撒谎。

即使萨勒姆被蒙住眼睛 ，
他通过倾听别人的衣服摩擦声
或闻嗅气味， 就能猜出别人口
袋中装着什么东西。 在一次表
演中， 萨勒姆让一名观众从口
袋中掏出一张 5 英镑纸币 ，并
让他记下纸币上的连续号码 ，
萨勒姆只朝这名观众看了几秒
钟， 就立即正确地说出了他手
中纸币上的连续号码， 就好像
他真的能够“透视”这名观众的
大脑一样！

据悉， 萨勒姆从孩提时代
起就爱好研究别人， 试图从他
人的声音中察觉别人脑袋中的
想法。他坚称，自己的“读脑术”
没有任何超自然因素， 除了依
靠肢体语言外， 还依赖他人最
微小的声音变化。萨勒姆宣称，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 “读脑 ”潜
能， 但大多数人的这种能力都
受到了限制。

拥有神奇“读脑术”的萨勒
姆经常被聘为法律顾问， 纽约
警察局也对他奉若神明，经常请他向纽
约警察们传授如何确定某个嫌犯是否
在撒谎的本领，而美国律师们也纷纷向
他“取经”，希望能在法庭上读懂陪审团
的想法，从而掌握先机。

萨勒姆称， 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
林顿在莱温斯基性丑闻爆出后，当着全
国观众的面在电视上否认自己和白宫
女实习生莱温斯基有过性关系时，萨勒
姆立即就知道克林顿撒了谎 ， 萨勒姆
说：“因为他在说这话时，垂下了自己的
下巴。 ”相反，萨勒姆称希拉里的肢体语
言却显示 ， 她真诚地相信丈夫是无辜
的。 （摘自《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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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档案

帝银事件是发生于 1948 年的一起银行抢劫案，虽然
最终一名疑犯落网并被判死刑，但究竟谁是真凶，罪犯又
是如何行凶的，一直都未有定论，成了持续 60 余年的一
个谜。

假扮官员的劫匪
1948 年 1 月 26 日下午 3 时，东京帝国银行快要关门

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个穿着西服、带着袖章、约 45 岁的
男子。 他的名片上写着“厚生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
会保障的部门）技术官，医学博士山口二郎”。

这位山口博士说：“最近刚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
很多人得了痢疾。据说有一个人今天来了你们银行，我怕
会感染，所以把预防药拿过来了。 ”16 名银行职员不疑有

诈，照着吩咐喝下了药水。 几分钟后，几乎所有的职员都
晕倒了。 而那位山口博士趁机向银行后面的金库走去。

等警察到来时， 那位山口博士早已不知所踪，16 名
受害者有 11 人死亡。这一起堂而皇之的银行抢劫案令整
个东京震惊。 为此，东京警察厅专门成立了搜查总部，开
展侦查。这一调查才发现，在安田银行也曾发生类似的事
件。 1947 年 10 月 14 日，一名中年男子来到安田银行，向
职员们分发了“厚生省技术官，医学博士松井蔚”的名片，
同样声称曾有痢疾患者来过这家银行， 要求大家服用预
防药物。但职员们喝下药后并没有出现异常状况。调查表
明，松井蔚博士确有其人，而且他确实是厚生省的技术官
员。

真凶还是替罪羊
警察找到了松井蔚博士。 然而松井博士却向警察们

出具了那天他未在安田银行的证明。 松井博士共印制了
100 张名片，发出了 94 张。警察对这 94 张进行一一排查，
最终找到了 62 张，另外的 32 张则不知所踪。 这条线索也
就没能再追查下去。

警方转向调查尸检报告， 发现受害者所喝的是一种
剧毒的氰化物。 能够接触到并娴熟运用这些化学药品的
人在当时除了医院研究所就只有日本 731 部队的退伍士
兵了。 在排除了医院研究人员之后， 搜查本部马上围绕
731 部队的退伍人员开始了盘查。

随着媒体的调查跟进， 关于 731 部队的报道渐渐引
起公众关注。有的媒体找到了 731 部队前成员的名单，开
始逐一采访调查。这让日本政府感到担忧，搜查总部很快
接到警告，必须停止对 731 部队的相关调查。各媒体以及
731 部队前成员都接到通知，禁止接受调查。

正在此时，从北海道传来了疑凶落网的消息。一位名
为平泽贞通的北海道画家曾与松井蔚博士交换过名片，
但是以钱包被盗为理由未能拿出名片。 警方逮捕他后不
久，他就作出了招认的供词。 虽然案件疑点甚多，东京地
方裁判所却仍宣判其为真凶，并判处死刑。

很多人认为平泽的被捕只不过是为了转移对 731 部
队的注意，直到他死后仍有人在争取为其翻案。新的证据
不断涌现，比如平泽贞通患有科尔萨科夫综合症，容易受
他人的诱导而相信自己做过某些其实是在媒体上看到的
事情。又比如平泽根本不具备使用氰化物的知识和技巧。
案件调查警官平冢八兵卫也承认， 曾经使用了刑讯手段
让平泽不再翻供。 在扑朔迷离的案情和草
菅人命的审判背后，或许深藏着更多不为
人知的秘密。 （摘自《法制周末》3.29）

一桩抢劫案 60 余年

1941 年的深秋，法国巨轮 “诺曼底 ”号停
泊在纽约港 。 德军早就盯上了这只法国船 。
1940 年 6 月 3 日，法国向德国投降。 在这之后
的两周， 德军反情报机构阿勃韦尔就向纳粹
在美国的间谍发出了命令 :“严密注意诺曼底
号！ ”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明白，美国一旦
加入对德战争， 这艘法国巨轮一次就能够运
送 12000 名美国海军士兵到欧洲参战。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 4 天后，希特勒
让德国议会不经表决就通过了对美国开战的
宣言。 就像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所担心的
那样，美国海军立即征用了“诺曼底”号，并召
集了 1500 名工人对船进行改装。 但是，2 月 9
日下午 ,“起火了” 的喊声突然从船上响了起
来。 这时候，距“诺曼底”号远征欧洲只有 3 周
的时间了。 当天是一个大风天，火很快就失去
了控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火漫过了甲板，不
到一个小时，整个船就变成了火的海洋。

在每一条船都显得非常重要的时候 ，美
国失去了一条最大的船 。 美国政府立即成
立了几个调查组以查明这起备受公众关注
的大事故 。 两个月后 ， 调查组发布结论说 :
“起火的直接原因应归结于民工的疏忽和

管理上的疏漏 。 ”
然而，广大的美国人并不买政府的账。 为什么一个

如此巨大的海轮，在有大量防火设施的情况下，能够爆
发大火，并在几小时内变成一堆焦炭？ 是不是有纳粹破
坏分子渗透到船上，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纵火烧毁了
这条船？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 1500 名民工散布在船的每
一个角落，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有人纵火呢？ 或者是两个
以上的纳粹或纳粹同情者共同完成了这项破坏性的工
作？ “诺曼底”号的烧毁是否是纳粹所为，已经伴随着

这场大火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
（摘自《世界军事之谜》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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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一名男子因车祸昏迷了 23 年， 但一次偶然的医学
检测发现，他的大脑竟然一直都是清醒的。23 年来，他能听见身
边每一个人的交谈，而他却无法让别人听见他的呐喊。

1983 年， 比利时学生罗姆·胡本因车祸瘫痪， 从此陷入昏
迷。 当时，医生曾用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反复检测罗姆的眼睛、
发声等机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每一次罗姆的表现都不好。 据
此医生认定，罗姆大脑受损严重，已经陷入深度昏迷，清醒过来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06 年，也就是罗姆昏迷了长达 23 年后，在一次偶然的医
学检测中，医生惊异地发现，罗姆的大脑竟然有反应，而且大脑

皮层意识活动相当活跃！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神经专家们立即对
罗姆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他们发现，罗姆的头脑非常清醒，他
只是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医院立即为罗姆配备了先进的科学仪器，让他与外界成功
沟通。 现在罗姆能将想要表达的意思通过仪器转换成文字，显
示在电脑屏幕上。 至此人们终于了解到罗姆这 23 年来的感受。
罗姆说：“我一直都能听见大家的交谈，我拼命呼喊，但没有人
能听见。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期盼有一天奇迹会发生，现
在，我获得了重生。 ”

（摘自《福州日报》）

“昏迷”23 年植物人头脑一直清醒

谜谜谜团团团
未 解

一名德国老人保存一桶猪油 64 年，交给当局检验，对方答复：可
以吃。

汉斯·费尔德梅尔现年 87 岁，退休药剂师。 1948 年，他是学生，
在德国北部城市罗斯托克领到这桶猪油、 两份面条和一些牛
奶。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德国的物资。

费尔德梅尔把猪油送交食品安全机构检验。这家机
构鉴定，猪油“难溶解，看上去有些陈旧”。 然而，
“总体而言，鉴于它的新鲜程度和物质成分，这
件产品鉴定为合格。 以现代食品安全标
准衡量，它可以上餐桌”。 费尔德
梅尔说，真没想到这桶猪油竟
然还能吃。 （摘自《海南
日报》2.3）

异度趣事

乌鸦也会
“打手势”传信息

“老猪油”尘封 64年
还能吃

生命传奇

人类在
会说话之前

的婴儿期是用手
势来表达意向的， 那么

没有手也不会说话的乌鸦是
如何传递信息呢？科学家近日揭开了

这一谜底———用嘴巴做手势。
研究人员对奥地利坎伯兰的乌鸦经过

长时间观察发现， 乌鸦嘴的功能与人类的手类
似 ，可以展示
和 提 供 某 些
东 西 ， 如 苔
藓 、石头和小
树枝。 这些手
势 多 数 是 对
异 性 伙 伴 做
出的 ，引导它

们去看某个目标。 乌鸦之间还通过嘴做出的姿势彼此交流，如用嘴触
及或者控制某个物体，然后观察潜在伙伴的反应，衡量对方对于该物

体的兴趣，或者与对方嬉闹增强已存在的关系。
（摘自《河北科技报》2011.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