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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关心心理学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更
是愿意拿一些心理学中的现象对号入座。 日
前，一组名为《细数现代人 12 个症候群》的涂鸦
漫画在各大论坛和微博上被网友多次转载和
转发，这组漫画细数的一些现代人的“流行病”
确实让看过的网友们都无法淡定了。

“每次听到新鲜又恐怖的名词，尤其是告
诫千万不要去查的时候， 总是华丽丽的手贱。
总是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绝症有没有？ 总是不停
地翻包找手机找钱包找钥匙有没有？ 考虑到一
会儿有好多事儿要做，不如上会儿网先故意拖
延的有没有？ 明明已经撑得不行了，心理上一
直饥饿着有没有……”这些都是网友总结出来
的在现代人中常见的症候群，在漫画中被赋予
“绝症臆想症 ”、“出门不停翻包丢东西臆想
症”、“手机恐惧症”、“拖延症”和“心理饥饿患
者”等“流行病”。

可爱的形象、幽默的画风还有直击要害的
对白，让许多网友看过之后都不淡定了。 “看到
几乎每个人都能中上一两个， 自己就宽慰多
了”， 有网友这样庆幸着；“这张漫画中列举的
一些问题，还并不能被称为‘心理疾病’，因为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所有人都会或多或少有一
点儿，所以大家尽管放宽心”，有网友这样安慰
着；“别看都是小问题，但也别忽视，这些‘心
病’有可能也是一种征兆”，也有网友这样提醒着。

而有一些对心理学稍微有些研究的网友给这组图
片做出了解释，说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是因焦虑而起，强
烈的心理暗示，也都是因为焦虑在作怪。 只要能在压力
调节和节奏平衡上做好，自然这些症状就会慢慢减轻。

听到这样的解释， 许多网友终于释
怀。于是也纷纷跟帖建议大家：“不要一开
始关注心理问题就主动给自己添病，保证
乐观的精神和充足的睡眠很重要。 ”

（摘自《辽宁日报》 张阿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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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的自留地
英国出现了一股森林抢购风潮，这股风潮不仅来自

于人们对小熊维尼森林历险记的怀念之情， 更出于对
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

过去几十年英国政府对林地管理不善，而人们现在
所做的就是为了恢复林地的生态多样性， 而且还有以
此养家糊口的机会。英国 95％的烧烤木炭都是从东南亚
进口的，这对本国供应商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当然，除了木材，还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可以让人们
享受这片空间。

居于仙境
当苏珊·阿什比和丈夫麦克·斯丹佛看到一个带有

4 英亩林地的房屋销售广告时， 立刻敲定了这笔买卖。
那是一栋整体依树而建、隐藏在树间的房屋，可谓树屋
中的“劳斯莱斯”。 “它仿佛有一种魔力。 ”61 岁的精神治
疗师苏珊说。

苏珊打算在此开展她的“灵气”治疗工作。“灵气”源
自日本， 是一种运用流动于世间万物的宇宙能量的治
疗艺术。 难道还有比这样一个神秘的林间圣地更为适
合的场所吗？ “我想这对于希望进行一次心灵之旅的人
们来说是个理想之地。 ”苏珊说，“向窗外望去，如此静
谧优美，阳光穿过橡树枝间落进木屋，让人非常放松。

“我常常忘记了自己，进入一个平和安详的境界。 ”
此外，树屋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屋角不知由谁打造了

一个小矮门，以便小精灵进进出出。 苏珊微笑着说：“我
不会把它锁起来的，万一能用得上呢。 上一任主人还为
他们准备了一张地席和两把小椅子。 ”

树林中的歌唱家
如果你漫步在布林恩古老森林中，说不定能有幸欣

赏一曲《我的太阳》，这是来自歌剧演员彼得·考克斯的
款待。

彼得来自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之前是维多利亚国家
歌剧院的歌剧演员。 20 年前迁居英国，并在 2010 年花费
5.5万英镑买下了一片 12 英亩的树林。 他打算和 29 岁的
儿子一起经营和恢复这片树林。 他们采用传统的择伐式
作业，依次将衰老的树木砍掉，以刺激新的萌条生长。 “砍
伐后的区域能有更多的阳光，这样几年后，所有的野花都
竞相开放，昆虫和蝴蝶也纷纷归来，对环境非常有好处。 ”

彼得认为：“对于购买者来说， 树林也
关乎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看重的并
不是能用木头来做些什么，而是大家能在
一起，这是最重要的。 ”

（摘自《传奇》 郭金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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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雨伞
其实 ，我是一个数学家 ，推导方程的时候 ，我喜欢

在雨中遛狗 ，绵密的雨声给悠闲的踱步配乐 ，灵感喷
涌。 可惜我的狗狗不喜欢淋雨……为了向菲尔兹奖挺
进 ，我愤而发明了这把狗狗雨伞 ，它还有一条链子可
以拴住狗脖子 ，保证它不会乱窜打扰我的思路 ，为国
增光指日可待有木有！

空调夹克
穿上厚厚的夹克过……夏天！ 你没看错，这就是越热

越要穿的“空调夹克”。 它是由日本“空调服公司”生产。 夹
克里安装有两台微型电风扇，可以把风吸进，再从领口和
袖口排出，帮汗液蒸发，给身体降温。 也正因如此，工作中
的空调服总是被空气撑得鼓鼓囊囊。 微型电风扇由锂电
池供电，每充一次电可以持续工作 11 小时。

废纸处理机
办公室里满天飞的是什么？除了八卦，还有废纸。这

个办公室废纸处理机能让废纸迅速变成铅
笔。设备里安装了铅笔芯和胶水，将废纸平整
放入进纸口启动机器后，稍等片刻，废纸包裹
着的铅笔就会从左侧伸出。

（摘自《中国青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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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道自己已经是肾癌晚期的当日， 美国新罕布
什尔州软件营销人员戴夫·迪博朗卡特从医生那里拿
到一张处方单。 处方单上潦草地写着“ACOR.org”。

ACOR 是癌症在线资源协会。 迪博朗卡特在网上
提交了自己的相关资料， 随后收到了网站上其他肾癌
病友推荐的专家名单，且附有联系方式。 半小时后，他
又收到了另一位会员的电子邮件， 其中提及了什么样
的检查对他会比较合适，并提供了白细胞介素-2 的治
疗详情。对于这样的一种病友自助方式，一位癌症患者
曾经表示：“癌症令人恐惧， 但是网站上那些名单却给
人带来了希望。 ”

事实上，除了迪博朗卡特，成百上千的癌症患者也
从医生那里拿到过这样的“处方”。在美国，癌症患者通
过网络抱团共享信息，并肩对抗共同的敌人。

PatientsLikeMe.com 也是一家供患者共享信息的
网站。 2008 年，一份学术报告称锂治疗于 ASL 有一定
成效。但是有类似治疗经验的患者在 PatientsLikeMe 上
披露， 锂治疗并无效果， 这比临床实验结果还早了半
年。

对于病人 2.0 时代的现象， 医疗界认为病人了解
更多信息对治疗是有帮助的，但同时，那些没有经过长
期、严格临床实验的治疗方法（即所谓偏方）又具有一
定的风险性。 诚如一位医生所言：“虽然每个人都是一
片好心，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提供正确的治疗方
法。 ”

由于害怕 ASL 患者在网上搜罗偏方， 数十间 ASL
诊所的医生在微博上自立门户， 回答患者有关非处方
治疗的问题，并将相关问诊和建议贴在网上。

据了解 ，ASL 的研究人员还打算在
2012 年开设相关课程， 让患者掌握更多
的知识，从门外汉变成半个行家。

（摘自《新快报》 当闻 /文）

在网络上，永远都有充满创意的商品。 最近，淘宝上
不少店家开始悄然贩卖 “后悔药”。 更让人觉得惊奇的
是，拍过的网友几乎都给了好评。

在淘宝网站，输入“后悔药”，能找到 10 个页面的产
品，200 多家店铺在出售这种商品， 售价在 1 角到 10 多
元钱不等。 这些店铺里的后悔药几乎都是一些人生哲
理、幽默笑话、励志故事等宽慰性的文字。 点击购买后，
店主会发给你一个 TXT 格式的文件， 里面还写明了用
法：“食用时，请配合捶胸顿足”。这些文字看上去没有什
么实际内容，但买的人居然不少，并且买家们连连好评。
问了几个买家，有些人是因为好奇，有人是真心希望“后
悔药”能帮帮自己。

心理专家认为，网上的“后悔药”等搞怪产品，迎合
了人们的猎奇心态，购买行为能起到让人舒缓情绪的作
用， 而且低廉的价格不会给网友增加经济负
担。但若沉迷于这类无厘头产品，每次遇到心
理不适就去买， 长此以往也容易形成一种心
理依赖。

（摘自《半岛都市报》 赵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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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 2.0时代

买“后悔药”
的人都说好

城市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总是把陵园跟悲哀、阴
森、恐怖、不吉利或者凄凉联系在一起，除了看墓人，没有
人愿意跟陵园比邻而居。 然而德国却是一个例外。

德国共有 3 万多个陵园， 其中多数并非远离 “尘
世”，而和人声、吠声、车马声声声相闻，有的离市中心
只有 10 分钟车程， 有的干脆就坐落在市区 “黄金地
段”，周边住宅环绕、楼群林立、商场密布。 德国人认为，
如果真的对逝者尊敬，就不要让他们隔我们生者太远，
更不要把他们丢在穷乡僻壤不管。

在德国，每座陵园都经专业人员精心设计，种什么
颜色的花木、铺什么种类的草地、立什么样式的墓碑，都
很讲究。 墓志铭或幽默风趣，或文字优美，或颇富哲理，
都强烈地透射出德意志民族“生和死同样神圣”的豁达

生死观。 如“安息在此的堂·穆曼是个火
车司机，技术不错，但一次散步时却被一
头疯牛撞死了。要是当时他正开着火车，

疯牛才不敢撞他呢！ ”几句话不仅将他的死因交代得清
清楚楚，还透着少许玩世不恭。

德国的陵园往往还专门开辟有餐馆、 理发店和咖
啡馆，而且还都不避讳地直接以陵园之名命名。 德国人
认为，在理发店理发剃须美容之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
和抖擞的精神去见先人， 也是在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深
深敬意。 心中带着对死者浓浓的缅怀之情，品味一顿美
餐或一杯浓香的咖啡，既顺理成章，又为美事一桩。

浓郁的文化韵味、绿色环保的环境、安静平和的氛
围，俨然使得陵园成了德国人的心灵花园。 在这里，生
者和逝者似乎并没有不可捉摸的阴阳之隔， 生和死美
妙祥和地共处着。 安详的祭奠者、默默的祈祷者、专心
致志的阅读者、热衷反思的冥想者，加上透明温暖的阳
光、清新得发蓝的空气，以及鲜花的芬芳、野鸽的啼鸣，
这一切组成了德国陵园特有的风景线。

（摘自《海外文摘》第 4期 唐若水 /文）

与陵园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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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卡·特朗普是纽
约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与
他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 在
这个拥有豪华游艇、 一座有
140 个房间的豪华别墅和 21
亿美元继承权的女孩身上，没
有一点娇生惯养的坏毛病。

伊万卡·特朗普 25 岁时， 就当
过世界超级名模， 是美国纽约房地
产巨鳄“特朗普集团”副总裁，未来
将要继承大约 21 亿美元的巨额财
产，连续第二年登上美国《福布斯》
杂志的全球十大未婚女富豪排行榜
榜首，世界上还有哪个女孩，能比伊万卡·特朗
普更幸运呢？

在教育孩子如何看待金钱的问题上， 伊万
卡的爸妈非常一致。 父亲说：“我们给她足够的
生活费，但绝不会让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母
亲则只肯给她提供学费， 其他一切费用甚至电
话账单都要她自掏腰包。 因此，尽管伊万卡在 7
岁时就从父亲那得到了第一颗钻石， 可她一直
懂得不劳而获是耻辱的。

于是，她上高中时就开始打零工当模特，16
岁时，凭着高挑的身材、亮丽的外表和自身的努
力， 伊万卡在精锐模特管理公司找到了一份模
特的兼职。 在公司的包装下，伊万卡的模特事业
进展顺利。 她清新的形象频频出现在著名时装
杂志《Elle》和《魅力》的内页中。 在 1997 年 5 月，
她甚至成了《17岁》杂志的封面女郎。同一年，她
成为了美国妙龄小姐选美比赛的主持人。 在洛
杉矶社交圈里，伊万卡的身家虽然丰厚，却是非
常内敛、谨慎。 她极少出没于各种来路不明的酒
吧和夜店， 也不会穿着太暴露的服装。 在报纸
上， 也绝不会看到伊万卡参加深夜派对后喝得
醉醺醺的报道。 人们普遍认为，她比起真正的公
主看起来更像是公主。

尽管她已经是一名超级名模， 但伊万卡却
仅仅将登上 T 台视为一种娱乐， 或者是单纯的
赚钱方式， 她说，“做模特不会成为我追求的事
业，当然，化一个美美的妆，在各个时尚秀中奔走，这确实
挺有意思，可是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想继承父亲的事
业，进入房地产业。 房地产才是我真正的事业。 ”这是一件
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穿梭于巴黎、米兰和伦敦的同时，
伊万卡仍然是名好学生，从高中到沃顿商学院，她始终保
持着全 A的优异成绩。

从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毕业后， 伊万卡出人意料
地自己找了家公司“修炼”生意经。 24岁那年，她正式加入
家族企业，成为特朗普集团副总裁，从房地产项目的评估、
建设，到行销、租赁，她统统都要涉足。不过，这并不会难倒
伊万卡。 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精明的头脑，6 岁时就开始
买股票赚钱了。

（摘自《东西南北》第 4期）

六年前，诗人王小妮飞赴海南大学任教。 六年过去，她发现，现实
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她决定放弃了。

2005 年， 诗人王
小妮和一群诗人在海
南大学成立中国诗歌
研究中心， 每年的秋
冬两季， 他们都会从

各自的城市飞赴这个海岛， 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朗诵和
谈论诗歌， 同时又能在春天和夏天继续生活在自己熟悉
的城市。

不过现实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当诗人们到海岛没多久，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就因学

校领导层变动成为一个空壳， 王小妮和她的诗人朋友没
法安心写诗， 他们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课程和不断扩招
的学生。

在一群为了饭碗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学生面前，王
小妮发现，谈论诗歌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事情，她宁可提前
十分钟下课让学生到饭堂吃到一口热饭热菜， 因为这更
现实。她曾期望通过谈论黄家驹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但她
没多久就发现，学生们根本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在一个班
上，只有一名学生知道王小波。

尽管王小妮已经尽力把课上好， 有课的几个月几乎
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
业， 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 并且她也发
现，同一个她教过的学生，一年级的时候和四年级的时候
已经完全换过了不止一个人， 但她还是决定放弃了，“我
从上课中找到了乐趣，但我想保全我自己，我注定是无法
和体制正常相处的人。 ”王小妮说。

去年 12 月，王小妮将这段教学生涯的“教后感”结集
出版《上课记》，反思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
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

她没有打算再去海岛，但她认为，在今天，一个自认
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 如果有讲课的机会， 哪怕白
讲，没有钱，只要没有一个糟糕的体制，她还是愿意和学
生在一起。

“稀里糊涂”去了海南大学
王小妮回忆说， 当时的校长是八十年代人大的毕业

生，估计他喜欢诗歌，想成立一个诗歌中心，于是找了多
多、唐晓渡、耿占春、徐敬亚和我。 我就稀里糊涂地去了，
档案也调了过去。

我的课都是提前几天准备，不用教材，刚上课时只有
一页讲义。 我实在受不了讲一样的课， 一定要讲得不一
样，重复讲，那不是念经吗？

我在海南上课的四个月，一首诗都写不了，我不觉得
可惜，对这个社会来说，写诗的人是没用的人，你做点有
用的事，内心会有一点宽慰。

为什么又放弃了在那里上课
面对记者提出的“你为何又放弃在那里上课”的问题，

王小妮说，不好玩，教授阿谀奉承，毫无风骨，还有就是开
会，就我参加的会议，没有一分钟说到我们怎么设置课程，
怎么把课讲好。 大学老师是计件工，上课就给你折成钱，有
的老师为了挣钱，不停地上课，一周要上三四十节。 在大学
的经费列表中，还有版面费，也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钱去
行贿，去买版面发论文，这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王小妮坦然地述说，当时去那里是觉得挺好玩的，不
用上课，写写东西就好，刚到海口时，房价才八百块钱一
平方米，在那儿度假也不错。看来我是无法进入任何一个
体制的，我在电影厂前后待了十多年，但我从来没有跟电
影有什么真的关系，就像我在大学，也从来没有和大学有
什么真的关系一样，我始终无法融入体制。我跟这个体制
就是隔膜着，隔阂着，没有碰它，也没有钻进去 ，它矫正
你，你就退后一步，再矫正，再退后一步，现在是退到最后
一步了。

现在的学生“吃”比“诗”更重要
王小妮说，前些天，我发了一条微博，对现在的学生

而言，到底念一首诗对他们更需要，还是念一张菜谱对他
们更需要， 他们可能
更想听川菜菜谱 ，刺
激一点的，油很大，比
听一首诗更高兴。

在海南大学会有
很多的贫困生， 听说
有在别人后面捡剩下
来的食物吃， 你有什
么资格要求他们背海
子的什么春暖花开 ，
肚子咕咕叫， 等着走
人， 我给他们上课中

间不休息了，然后提前十分钟下课，这样他们就可以吃饭
的时候抢在别人前面去，省得排队。

我后来也想，这些贫困的孩子，会不会一旦站稳在这
世上后， 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和对钱的欲望是否会变得更
为急迫？而如果一直处于最底层，那么他们的生命质感又
在哪里，诗意、敏感在贫困的孩子身上已经很少见和太短
促了。

大学让人有些看不懂
王小妮接着说，以前的学生都是想做大事，现在就是

能当逃兵就当逃兵，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不安全，他们完
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只有变成了公务员，被组织控制
了后，他就觉得控制了他自己，如果他没有被控制，他就
无所依靠。

王小妮认为，作为大学老师，起码应该认真上课吧，
认真上课挺复杂的，比如说你要不要认识学生，大学老师
可以不用认识学生，没必要，这本身是可笑的。 真正的老
师看了这本书肯定要笑的，我似乎有点大惊小怪了，很多
东西都是习以为常的，反常已经成为了常态，这就是我们
的大学。 所以你不要把我写成好老师，我远远不是。

（摘自《南都周刊》3.26�钟刚 /文）

唐纳德·格雷·特里普利特是世界首位被诊断为“自
闭症”的患者，现已 77岁，一直居住在家乡密西西比州弗
里斯特小镇，健康、快乐、独立。

1933 年 9 月， 唐纳德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富有家
庭，从小性格孤僻。 5 岁那年，父母向当时顶尖的儿童心
理专家里奥·坎纳求助。 他们描述孩子的种种怪异表现：
他好像“缩在自己的壳里”，对所有人毫无兴趣，却“疯狂
喜欢旋转积木、平底锅和其他圆形物品”，对数字、音符、
美国总统图片、英文字母极为着迷。 坎纳对唐纳德观察
了两星期，仍然无法对症下药。 在给玛丽的信中，坎纳首
次称这种病为“情感交流自闭困扰症”。 1943 年，他将研
究成果发表，从此，精神病学史上出现了“自闭症”这一
专门术语，而唐纳德成了一号病例。

唐纳德 9 岁时，被送到距离弗里斯特 10 英里处的刘
易斯夫妇家生活了 4 年。 刘易斯夫妇鼓励他工作。 坎纳
去拜访时，发现唐纳德一共种了 6 垄玉米，对养马、种地
等农活十分在行。 高中时期，他重返父母身边，又取得新
的进步。 虽然曾被取笑过几次，但他是公认的天才，有着
令人嫉妒的智力。 在米尔普斯学院上大学时，唐纳德主
修法语，其间加入了兄弟会，是男子无伴奏合唱团成员。
合唱团指挥从未使用过定音管，因为他可以直接从唐纳
德那里得到任何需要的音符。

唐纳德长大后， 在家族银行当了一名出纳。 家里为
他设立了一个永久性信托基金，以支付他的账单。 这个
信托基金经过精心设计，可以防范“女孩骗婚后卷钱而
逃”。 事实上，唐纳德从未对女性表示过兴趣，也从未有

过女朋友。
现在，已经 77 岁的唐纳德依然居住在父母养育他的

房子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 早晨和朋友一起喝咖啡，
然后散步锻炼，看电视，下午 4 点半，开着他那辆咖啡色
的凯迪拉克去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此外，每个月他要出门
远行一次，这大概是他作为自闭症患者最独特的一面。他
去过 36 个国家和美国 28 个州。 他参加过非洲狩猎队，坐
过几次游轮，还无数次现场观看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联赛。
他大概是这个小镇最热衷于旅行的居民了。

人们很难把眼前这个生活井井有条、健康快乐的老人
与当年那个孤独自闭的小孩联系在一起。原以为，他成年
之后，生活会一团糟。 谁曾想，他 23 岁学会打高尔夫，27
岁学会开车，36 岁迷上周游世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他具有超常计算能力， 能瞬间报出两位数乘两位数
的答案；面对一堵墙，扫一眼就能知道有几块砖。 记者问
他如何做到这一点，他说：“它（数字）就是出现了。 ”他对
数字特别敏感，会给他喜欢的人一个数字作为代号。他记
得所有人的号码，无需回忆，脱口而出，从未出错。

当然，他还是无法摆脱某些自闭困扰。 比如，正常的
交谈、 围绕某一主题的随意聊天， 是他从未尝试过的事
情。他擅长记忆时间、地点、人名和事件，但对暗示、情绪、
情感之类问题则明显束手无策。

在弗里斯特，他一直被充分“接纳”，从小时候母亲拒
绝专家意见执意把他从疗养院领回家， 到学生时代同学
们对他的尊重友善，再到如今高尔夫球友们的不离不弃。
自从这个小镇知道了“自闭症”这个医学术语，就敞开胸
怀接纳了他。 如果说治疗一个自闭症患者的理想环境包
括“宁静”、“熟悉”、“稳定”、“安全”几大要素，那么弗里斯
特小镇为唐纳德提供了一切。 其实，他并不需要治疗(因
为自闭症不可能痊愈)，他只需要成长。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12.5�尚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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