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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花了很多心思琢磨异性的长相， 却很少关注声
音。 如果有意识地对自己说话的发音方式稍作改变，或许
可以令你在情场和职场都春风得意。

对鸟类等动物而言，声音对繁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
类也不例外，当被问及对怎样的声音最喜欢，女人们的回
答惊人的一致：声音低沉的男人最有磁性。 让她们听了一
把低沉的嗓音后想象这个男人的特点，她们很容易把这种
嗓音和高大、肌肉发达的特点联系起来———这些正是强壮
男人的性感所在。

而一些科学家发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之中，男人会
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实力、地位与其他男人对比，然后把说
话的音调调高或者调低。 研究实验让男性志愿者和另一
个男人一起竞争一个美女的芳心，志愿者看不到他的“情

敌”，只听到其声音，其实“情敌”和美女是实验的托。 对交
谈录音分析后发现，如果志愿者感觉自己的条件比“情敌”
强，就会不自觉地降低说话的声调，反之则会不自觉地提
高声调。

在一个实验中， 科学家询问了一些人对问题的回答。
录音后，科学家对声音做成了 4 个版本的处理：升高或降
低音调 20%，加快或减慢语速 30%，而且处理后的语音听
起来还是挺自然的。 然后，找了一批志愿者对各种版本的
录音进行评判。结果，在说话内容完全一样的情况下，音调
较高的版本与音调较低的版本相比，前者被认为比较不真
实、没有力量、更加紧张；说得慢的版本与说
得快的版本相比，前者被认为不够真实、缺乏
说服力、缺乏积极性。 （摘自《广州日报》6.3）

对每个人来说,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事。 但世界上却有一
些人,能够在死神面前毫不畏惧,屡次逃过死神的魔爪 ,演绎出
一个个死里逃生的传奇。 一百年前,俄国就有一位生命力极强
的人,堪称史上最命硬的人。 这个人,就是俄国“妖僧”拉斯普
京。

神奇的上位之路
拉斯普京于 1869 年 1 月 10 日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省

的农家。 他年轻时是个无赖,还做过偷马贼,在村里名声极差。
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做神父， 以散播预言和施展神秘医
术为生。 由于拉斯普京预言出俄罗斯某地的三月干旱,以及治
好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叔父尼古拉大公的狗,因而名声大噪。

1905 年，俄国发生革命后，他被带到首都。在那里，他帮助
患血友病的皇储阿列克谢催眠控制了病情， 因此成为尼古拉
二世及皇后的宠臣。 拉斯普京对沙皇和皇后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力，甚至官员的任命都要先征得他的同意，由其游说皇后从
而得到批准。许多官员和贵族因为得罪了拉斯普京而被罢免，
因此他成了沙俄贵族想要除去的“眼中钉”，许多贵族都想除
之而后快。

屡杀不死的“妖僧”
1916 年 12 月 29 日，尤苏波夫亲王、德米特里·巴甫洛维

奇 ·罗曼诺夫大公、议员普利什凯维奇、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
金大尉和一名医生设下陷阱，尤苏波夫以妻子伊
琳娜为诱饵将拉斯普京诱来，并给他吃了八块掺

有氰化钾的蛋糕，喝了一瓶掺有氰化钾的葡萄酒，每一份都足
以毒死 20 人，但拉斯普京毫无反应。 于是尤苏波夫向拉斯普
京开了一枪，打穿了他的肺叶，碰伤心脏后留在肝脏里。 众人
以为他已经死掉，正要处理尸体时，拉斯普京突然苏醒过来并
扼住尤苏波夫的喉咙说：“明天就把你绞死。 ”随后他挣脱了众
人，跑到尤苏波夫的庭院里。 众人追出，向拉斯普京连开了三
枪，最后一枪正中其头部。 当密谋者将他的“尸体”拖进屋内
后，拉斯普京再度苏醒过来，尤苏波夫用哑铃猛击其太阳穴，
将他再度击昏。 没想到拉斯普京还是没死， 而且再度逃到屋
外。 在那里，一群手持棍棒的俄罗斯大汉对他进行殴打，但令
人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竟然还能挣脱出来， 并还有余力破开冰
河跳河逃生。拉斯普京跳入涅瓦河的第二天尸体被发现，经法
医验尸表明他确系溺水身亡， 而且他还在冰封下的河水中存
活了 8 分钟之久。

传奇还没有结束， 拉斯普京的尸体经过防腐处理后被运
到皇村。但二月革命很快就爆发了，进驻皇村的士兵发现了他
的尸体，决定焚尸。 而在焚毁拉斯普京的尸体时，有目击者称
放置其尸体的铅皮和锌皮棺材烧至熔化时， 他的尸体还未被
烧毁，并且从棺材里坐了起来，眼睛也睁开了。 士兵不断向尸
体上泼洒煤油，10 个小时后才将其烧为灰烬。 拉斯普京的传
奇经历令众多贵族妇女着迷，她们甚至化装来到焚尸的地方，
拾取他的灰烬带回家中作为圣物。

（摘自《诡异的谜团》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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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你看到来自

太空的画面的时候，你
是否注意过， 为什么与这些镜头相
伴的，总是人类制作的美妙音乐，而
不是来自太空的“同期声”呢？ 这是
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还从来没有真
正捕捉到过任何来自其他星球的声
音。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人类就
开始向金星和火星发射探测设备 ，
但是这些设备上的仪器总是着眼于
搜集其他星球上的环境数据和对图
像进行拍摄。 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携带录音设备的空间探测行动中 ，
人类还从来没有捕捉到过任何声音
信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火星极地登陆者”号飞行器曾经
携带了麦克风，但是它却在 1999 年
登陆火星的过程中， 以与地面失去
联系而告失败。 2008 年，NASA 终于
成功发射了 “凤凰号火星探测器”，
并为之装备了录音设备，但是“凤凰
号”最终未能传回任何音频数据。

但是， 我们没有捕捉到太空里的声音，
并不代表着那里真的是寂静无声的。 为此，
有科学家希望“创造”来自宇宙空间的声音，
来扩展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英国南安普
敦大学的声学家蒂姆·雷顿做的就是这样的
工作。 “雷顿之声”并非主观臆造出来的，是
他利用物理学的方法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
根据已知的大气压、外星环境构成，以及声
波在不同环境中的传播效果，推算出地球上
的声音在外星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雷顿已
经把这一过程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他甚
至计算出如果我们到其他星球(比如金星)上
去溜达一圈儿， 并在那里侃起大山的话，我
们彼此的声音听起来会是怎样的。

金星上大气的密度是地球的 90 倍 ，在
那种环境下，人类声带的振动频率将大大减
慢，但是产生的声波则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传
播。 这种情况甚至会令大脑对说话者的“块
头”产生错觉。 雷顿描述说，听到一个人在金
星上的声音， 你的脑海里出现的形象是：一
个很小的“小精灵”却发出异常“低沉”的声
音。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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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经 常 在
《非诚勿扰》上看人
出洋相。其实，被一
大群美女围观、挑衅，你真以为自己能泰然自若对答如流？ 最
近，荷兰内梅亨大学的学者发现，哪怕仅仅是预期要和陌生的
异性交流，也足以让男性认知失常。

此前，研究者已经证实，只要与女性互动，男性的认知必
然受损，尤其在面对有魅力的女性时。 荷兰的学者更进一步，
他们召集了很多志愿者参与经典的 Stroop 色词测试 （有不同
颜色的墨水写的词，比如蓝墨水写的词是绿色，要求参与者第
一时间说出每个词是什么颜色的墨水写的）。 在完成 Stroop
后，研究者让志愿者面对摄像头读一些单词，并告诉他们，摄
像头后面将会有一个观察员，其名字为常见的男女名，随机分

配。 自愿者可以看到这个观察员的名字。 随后，
又重做了一组 Stroop 测试， 结果那些 “女观察

员”监视的男性，在第
二组 Stroop 测试中成
绩迅速变差， 有趣的

是，他们甚至还没开始与“女观察员”真正地互动。类似的实验
又做了一次，这回研究人员明确告诉参与者，一半人是由男性
观察，另一半由女性观察。 不出所料，女参与者的成绩仍然没
什么起伏，而男参与者的成绩比上一次的测试更差劲。

总之，男性哪怕想到将和女性互动，他们的认知能力也会
受损。 研究者推测，由于这些男参与者都是年轻的异性恋，他
们可能受到“潜在的交配机会”影响。 这一实验结果也可能和
社会期望有关。现代社会对男生有更大压力，他们要在社交场
合取悦女生。 但是，欲速则不达，当你拼命想给女生留下好印
象时，头脑里不但没有风暴，反倒是一团浆糊。

（摘自《南都周刊》第 13 期）

《非诚勿扰》男嘉宾为何出洋相

1871 年 10 月 8 日，当月色降临芝加哥的时候，忽然，
城东北一幢房子首先起火，随后，城市的四面八方都相继
起火。 惊慌失措的市民在街上瞎跑乱撞，一些富商弃了马
车，骑上马向市郊突围，一路上踏死了不少人。 所幸火燃
之时，人们均未入睡，但全城被烧死和惊马踏死的也有千
余人。

这场火灾的肇事者是谁呢？ 报纸上说是 1 头母牛碰
翻煤油灯，触燃了牛棚，才蔓延于全城的。 但目击者称：
“整个天空都好像烧起来了，火雨从头上落下”。 同一天晚
上，芝加哥周围的密执安州、威斯康星州的一些森林、草
原，也都发生火灾。 靠近湖边的一座金属造船台，被烧熔
成团， 城内一尊大理石雕像也被烧熔了， 这要多高的温
度？ 几百人奋勇蹿出火海，死里逃生，庆幸来到郊区的公
路上，可是，他们却离奇地集体倒毙了。 尸检鉴定，他们的
死与火烧无关。

美国学者维·切姆别林研究了许多天文档案，比较了

大气和火灾之间的关系，得出“流星雨引火”的假设。 他联
想到， 在 1852 年曾有一颗已分裂成两半的彗星在冲破大
气层时产生剧烈燃烧形成“天火”。 “天火”是否就是恰好
运行到芝加哥上空并散落下来的陨石造成的呢？ 这样的
陨石落到地面，依旧具有极高的温度，足以使金属、石头熔
化。 附近各州亦溅落“天火”，引起一些森林、草原同时起
火。 陨落物含有大量致命的一氧化碳和氰，可以形成小区
域的“致命小气候”，使人不焚而亡。 几百人逃到空荡的郊
区公路上，正好进入“死亡区”。

切姆别林的上述假设言之有理， 但尊重事实的科学
家不以为然， 因为至今没有任何实物能够印证切姆别林
的假设， 在芝加哥连一小块当时散落的陨石碎屑都不曾
找到。 一个多世纪以来， 人们对芝加哥这场蹊跷大火，一
直没能找出真正的起因，因此被称为“无名之
火”，成为世界之谜。

（摘自《郑州晚报》）

芝加哥的神秘大火植物“犯困”，即植物睡眠。 比如常见的
合欢树， 它的叶子由许多小羽片组合而成，
在白天舒展而又平坦， 而一到夜幕降临时，
那无数小羽片就成双成对地折合关闭。会睡
觉的植物还有很多很多，如酢浆草、白屈菜、
羊角豆等。 这既是一种有趣的自然现象，也
是一个科学家们至今仍弄不出个所以然的
科学之谜。

植物的睡眠运动会为它带来什么好处
呢？ 最初，解释植物睡眠运动最广泛的理论
是“月光理论”。 科学家认为，叶子的睡眠运
动能使植物尽可能少地遭受月光的侵害。因
为过多的月光照射可能干扰植物正常的光
周期感官机制， 损害植物对昼夜变化的适
应。 然而，为什么许多没有光周期现象的热
带植物同样也会犯困？ 后来科学家又发现，
有些植物的睡眠运动并不受温度和光强度
的控制，而是由于叶柄基部中一些细胞的膨
压变化引起的。 通过叶子在夜间的闭合，以
减少热量的散失和水分的蒸发。

后来，美国科学家恩瑞特提出了一个新
解释。他用一根灵敏的温度探测针在夜间测

量多种植物叶片的温度，结果发现，呈水平方向（不
进行睡眠运动）的叶子的温度总比垂直方向（进行睡
眠运动）的叶子的温度要低 1℃左右。 恩瑞特认为，
正是这 1℃的微小差异， 成为阻止或减缓叶子生长
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相同的环境中，能进行睡眠运
动的植物生长速度较快，具有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还发现：植物与人一样也有
午睡的习惯。植物午睡的时间大约在中午 11 时至下
午 2 时。科学家认为，植物午睡主要是由于大气环境
的干燥、炎热引起的，午睡是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抗衡干旱的本能。

（摘自《奇闻怪事》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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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
鼓足勇气要来的号码， 未及联系， 手机竟被偷了。

为何不在她匆匆离去后立时拨打？ 现在一见钟情成了一
见终情！ 他不甘心，于是凭对女孩的记忆在微博上求助。
40 天后，他站在女孩面前，欣喜若狂……如今他依然恨
着那个窃去他 40 天幸福的贼，她却相反。 因为那天为了
打发不胜其烦的他，她随口编了个假号。

关门
有一天，乔治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他们每经过一

扇门， 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 “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
吗？ ”朋友很是纳闷。 “哦，当然有必要。 ”乔治微笑着说，
“我这一生都在关我身后的门。 你知道，当你关门时，也
将过去的一切留在后面，不管是美好的成就，还是懊恼
的失误，然后，你才可以重新开始。 ”

烧水
师父问：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时发现柴

不够，你该怎么办？ 有的弟子说赶快去找，有的说去借，
有的说去买。 师父说：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
世事总不能万般如意， 有舍才有得。 ——— 人生的许多
寻找，不在于千山万水，而在于咫尺之间。

拆迁
周围都拆迁了，就剩下她那幢孤零零的小屋，断路、

断水、断电，双倍的拆迁补偿,各种招数都用遍了 ,她都不
说话。 只是有一次掐断了她的电话线，她去电信闹了一
场……他们说她是个疯婆子。 领导出马 ,昏暗的角落 ,落
寞的她，守护着电话 ,半晌说出了拆迁以来的第一句话：
要拆了,失踪三年的女儿就真的回不来了。

发音
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曾有几对好心的夫妇想要领

养她,但都被倔强的她拒绝。现在二十四岁的她一个人在
一座大城市里生活工作,和城市中其他单身女
子并无什么不同。 她还养了一只叫做麻麻的
小猫。 她很喜欢这只小猫,虽然有几次当她不
小心用第一声调念出麻麻名字的时候,她会忍
不住流泪。 （摘自《大道》）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
做有用的事， 事实却证
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 ；
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
无用的事， 留下的东西后人却
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 后者的典
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
家， 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 如放鸽、养
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
化，玩出了趣味。 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
2003 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
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
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
有这 30 余年经济奇迹。 但有用之学主宰
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
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
心中欲望太强、 步子太大、动
作难免变形 ，所谓 “步子太大
扯着蛋”是也。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
去火。 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
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
的事， 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
前者清心 ，缓和焦虑症 ，自己
与自己和解 ；后者解毒 ，消化
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
绝不为过 ，早教经济 、学区房 、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
“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
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18 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
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
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
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
的儿童。 ”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 ”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
的一些市长们。

在房产开发、GDP 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
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 “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
GDP 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 所以，
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
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 “十朝古都”南京市
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听闻， 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
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 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
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

（摘自《新周刊》 朱坤/文）

钱穆 9 岁就能背诵《三国演
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
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 进
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
吗？ ”钱穆点头。 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 ”钱穆又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
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现得淋
漓尽致。

上个世纪 80 年代， 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
书，写信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
《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 《庄子》外，须
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
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
背诵……” 要求孙女背诵， 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
诵。 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 14 岁之前，
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
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
诗》、《古文观止》等。 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
部。

文史学者曹聚仁， 奉行的读书原则不是背诵，而

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在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
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
阅读遍数 ：《儒林外史 》 读了

100 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
《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 70 多遍；《聊斋》读了
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 20 多遍……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 就跟一个人腰包里有多少钱一
样，那属个人隐私。 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
了。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
够背诵《红楼梦》；不是读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
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易知录》的。 从根本
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
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
何也做不到。 我们既感到没有
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
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
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文
史成就。
（摘自《广州日报》 代淑蓉/文）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昔日
好友小李讲述了他的求职故
事。在毕业的前两年，他到处求
职无果，十分沮丧，感到怀才不
遇。 苦闷之中，走进一座大山，
看到山中溪水全是向低处流着
的，他顿时开悟。既然高职不好
求，不妨放下架子 ，求些低职 。
于是他到一家饭店去洗盘子 。
洗了几天，老板见他谈吐不凡，
便让他在大堂当领班； 当了半
年的领班，老板见他素质很高，
便让他当了经理助理； 当了一
年经理助理， 老板见他才华出
众，比自己还强，不是当助理的
料，便又让他当了经理，自己放
心地做了甩手掌柜， 饭店交与
他全权打理。后来在谈话中，老
板才知这人是一个学企管的高
材生呢！

人啊， 越是被盲目自信蒙
蔽了双眼， 越是容易跌入失败
的深渊。 而此时如果看低自己
一眼，从基础做起，则不失为一

个明智的选择。你低看
了自己，别人才会接
纳你；你怀着一颗平常心，才能
将世上风光尽收眼底 ； 大智若

愚，大勇若怯。 （摘自《新民
晚报》 牛锐/文）

从 1961 年起，金庸先生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射
雕”三部曲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的创作。 1977 年
3 月，金庸为此书的单行本写了篇后记，最后两段
这样写道：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
是男人与男人间的情义。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
自刎时的悲痛之情， 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
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

直到近日才在一本资料中看到， 原来
金庸在写《倚天屠龙记》时，刚三十多岁，对
于人生的生死离别，还没有切身体会。 1976
年 10月， 也就在他写这篇后记的 5 个月前，
他的长子自杀了。起因是金庸要离婚，在美国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长子查传侠不同意，并且以
死进谏，时年十九岁。当金庸得到儿子突然自缢丧命的
消息时，真如晴天霹雳，他伤心得几乎也想跟着自杀。

5 个月后，当金庸提笔写下《倚天屠龙记》后记，
物是人非，相隔两世，人生的生离死别，血淋淋地展
现在面前。 一句“那时候我还不明白”饱含了无尽的
感伤和至痛，还有冷彻入骨的遗憾。

人生中还有许许多多当时不明白的事情，有些
事需要时间和生活来告诉我们，而有些事需要我们
自己来磨砺。 还有一些人一些事，经过了，又错过
了；拥有了，又没有珍惜。 当所有经历都风干成记
忆， 才会读懂那句话：“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
而遗憾也就此铸就。

（摘自《山东青年》 薛峰/文）

问一位朋友，身边常备多少钱。他说
5000 元。 我说，这是随时可以作一趟国
内旅游的准备。 他说对。

又问一位朋友，身边常备多少钱。他
说 1000 元。 我说，这是随时可以请朋友
下一次馆子的准备。 他说对。

再问一位朋友，身边常备多少钱。他
说 100 元。我说，这是随时请朋友喝一次
茶的准备。 他说对。

还问一位朋友，身边常备多少钱。他
说常常身无分文。我说，这只能是随时回

家吃饭的准备。 他说不对，这
是随时可以浪迹天涯的准备，
这个准备，与钱无关。

（摘自《北方新报》5.14 莫
小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