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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约翰·伯格生平与著述的首部传记。约翰·伯
格是战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作为小
说家，
他在 1972 年获得布克奖；
作为电视主持人，
他以
《观看之道》改变了我们看艺术的方式；
作为一个政治活
动家，
他捍卫了全世界工人、移民和被压迫者的权利和
尊严。直到 2017 年 1 月去世，
他仍然是一位革命家。
本书围绕着一系列个人和历史的分水岭，追溯了
伯格的人生历程，从上世纪 50 年代伦敦冷战时期的
艺术学生和论战者，到 60 年代的狂热。通过第一手
的、未发表的访谈和最近公开的档案资料，本书作者
在诸多争议性的时刻之下挖掘出一个具有非凡复杂
性和韧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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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多巴胺仿佛永远驱动着我们
追逐欲望、及时行乐，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总
是这样头脑发热。是什么抑制了这种冲动呢？
作者的答案，还是多巴胺。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是因为，同样是
指向未来的多巴胺，它在大脑中通过的路径
不同，产生的作用也会不同，就像同样的燃料
既可以让火箭加速，也可以让其减速一样。经
过中脑边缘回路的多巴胺会产生冲动，被称
为“多巴胺欲望回路”；经过中脑皮层回路的
多巴胺可以进行计算和规划，被称为“多巴胺
控制回路”。后者的目的，就是管理欲望多巴
胺不可控的冲动，它利用欲望多巴胺提供的
兴奋和动力，评估选项、挑选工具、制定策略，
去获得想要的东西。
“生物学并不能主宰一切”
不管是欲望多巴胺还是控制多巴胺，一
旦失衡都会带来负面效应。欲望多巴胺如果
书中写道：
“便捷性是成瘾的关键。”而当
失控，会让人不管不顾地追求享受，甚至对身
下无疑是个极度追求便捷性的时代。
“比如短
心健康有害的事物上瘾；而控制多巴胺一旦
视频，只要手指轻轻一划，推荐算法就会自动
过度，会让人被渴望成功的焦虑驱使，牺牲了
生成你感兴趣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不断刺激
体会当下快乐的能力。
你的欲望多巴胺回路。另一方面，复杂性也可
这些都是多巴胺如何在生理 层 面影 响
能带来多巴胺失控。比如现在双十一的活动
个人的情绪和行为。但《贪婪的多巴胺》一书
规则越来越复杂，但还是有很多人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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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情、毒品到人类历史

的讲述并不局限于此，它扩展视角，从更宏
观的层面看多巴胺如何影响人类历史和社
会的发展。
比如，多巴胺与创造力相关，往往越是有
创造力的天才，其体内的多巴胺就越活跃。可
以说，造就各种天才是多巴胺对人类的一个
贡献。然而，多巴胺能使一个人成为天才，也
可能让他成为“疯子”。多巴胺系统过度活跃
的天才，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就可能产生偏执
和妄想，导致狂躁行为。再如，
科学研究表明，
古代人类的全球迁徙和现代人的移民，都与
多巴胺有关系；多巴胺也影响着人们的政治
倾向，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等等。
正是如此多样化的内容和语言风格，让
该书译者、广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郑
李垚在翻译的过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新
鲜感，经历了“持续的多巴胺释放”。
该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乔治·华盛顿
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和行为学专家丹尼尔·
利伯曼，另一位是物理学专业出身的“斜杠
学者”
——
—集演讲稿撰写人、
编剧、作家、演讲
家和教师于一身的迈克尔·E. 朗。“两位作者
的合作让这本书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他们
一步步将逻辑链条铺陈开来，让人读起来十
分过瘾，读后又回味无穷。”郑李垚说。

“鸟会唱歌，鱼会大鱼吃小鱼，只有人会作诗。作诗
是种权利，也是良心话，怪不得法国诗人艾侣雅说：
‘心
在树上，你摘就是！’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写于北京太
阳城，再过个把月，就九十八了。”从自序中足见黄永玉
这位画坛大家、作家的不拘一格、恣意洒脱。
本书为其诗歌全编，收录其 1947~2021 年间创作的
150 余首诗作，
其中的部分诗篇诸如《老婆啊，
不要哭》
《听
说从丰台来》等，
已经成为名篇，
也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珍
贵记录，
见人性人情，
见历史反思。另一些诗作如《非梦》，
是诗人 95 岁时所作，
依然葆有着珍贵的悲悯情怀，
读来感
人至深。这本诗集是作者阅历与情感的抒怀，
也是时代历
史变迁的见证，
从中可读到贯穿一生的爱、
怜悯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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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是面对未来的欲望分子，对于它
来说，
“拥有”是无趣的，
“获得”才有趣。进化
的本能使多巴胺尤其善于瞄准那些关乎生存
的东西，然后吹响号角——
—去得到它，不管你
是否喜欢、现在是否需要，而且永不满足。
当多巴胺退去后，如果当下体验无法弥
补多巴胺能激励的损失，懊悔感就会油然而
生。想一想，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你都买了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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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多巴胺》，[美]丹尼尔·利伯曼、
[美]迈克尔·E.朗著，郑李垚译，中信出版集
团 2021 年 9 月出版，定价：5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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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发现于 1957 年。科学家发现，虽
然只有二十万分之一的脑细胞可以产生多巴
胺，但这些细胞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
当实验参与者产生多巴胺时，他们会感到快
乐，因此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激活这些稀有的
细胞。多巴胺由此被称为“快乐分子”，大脑中
产生多巴胺的途径被称作
“奖赏回路”。
然而后来，这一结论却被推翻了。
科学家将老鼠装进笼子，同时测量它们
多巴胺神经元的活性。他们发现，从放入第一
个食物开始，老鼠们的多巴胺系统立即启动
了。然而，当他们每天持续在笼子里放置食
物，老鼠仍旧热情地把食物消灭了，但大脑中
多巴胺的活动却停止了。为什么持续的刺激
会让多巴胺熄火？
科学家又做了一个猴子和电 灯泡 的 实
验。他们把猴子放到一个装置中，里面还有两
个灯泡和两个盒子。灯泡亮起和盒子中出现
食物存在一定的规律。在猴子摸清规律之前，
它们的多巴胺会在发现食物时激活；而当猴
子发现规律后，多巴胺激活的时间就变成了
亮灯时。显然，刺激多巴胺的不是食物本身，
而是亮灯的惊喜感。
由此，科学家提出了新的假说：多巴胺不
是快乐的制造者，而是对可能性和预期的反
应，
他们将之称为“奖赏预测误差”。正是这种
误差触发了多巴胺的行动。
这样一来，人的很多行为就可以得到解
释。比如，随着恋爱双方越来越熟悉、对彼此
的想象变成日常，多巴胺通路关闭，激情也就
随之退却了；对于人类来说，快递箱里的东西
就像是放进盒子的食物，快递箱的到来才是
猴子期盼亮起的灯。
既然恋爱中的激情不能长久，那又是什
么使爱情得以维持呢？作者这时引入了一个
—当下分子。
概念——
心理学家发现，人的大脑会将外部世界分
为远体空间和近体空间两个独立的区域，分别
用完全不同的信号通路和化学物质来管理。远
体空间关乎未来，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与预
期和可能性相关的多巴胺；而近体空间关乎
当下的体验，影响它的则是一系列能直接感
受当下的神经递质和激素——
—血清素、催产
素、内啡肽和内源性大麻素，作者将它们统称
为
“当下分子”
。
当恋爱从“激情之爱”发展到“陪伴之
爱”
，
多巴胺退去，当下分子登场。它使人们从
恋爱早期的兴奋、好奇、理想化、对未来充满
想象，过渡到满足、平和、通过身体感官和情
感去体验当下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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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种满减、叠加用券、叠加红包，得出自
己的最优方案。实际上，这是商家的一种策
略，让你在薅羊毛的时候动用控制多巴胺的
计算和规划能力，从而获得满足感和成就
感。”郑李垚说，
“这时候，如果我们清楚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从更深的层面了解这种机制，
就更容易跳出这个框架。”
化学专业出身的郑李垚，习惯于用分子
的视角去观察日常事物。“普通人很难有机
会用现代科学仪器分析自己的大脑，但我们
若是多了解一些大脑在分子和细胞层面的
运行机制，更细心地去感受和分析，就有可
能对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抽丝剥茧，由此对自
己的行为和人生规划做一些有益的指导。这
其中最关键的分子就是多巴胺，它是我们重
识自己的一把钥匙。”郑李垚在该书的译后
记中写道。
也许有些读者会将此类科普书归类为还
原主义的范畴，对于表观上的任何现象，都用
其背后更小的东西去理解，比如将人的行为
和情绪归结为生物学、神经系统甚至更小的
分子层面的原因。
“深入微观来认识宏观，这是近几百年科
学发展的脉络之一。按目前科学研究的结果，
人的行为和情绪确实在分子层面上受到多巴
胺和其他神经递质、激素等的影响。有读者或
许会疑惑，我的很多不良嗜好和情绪问题都
能从生物学甚至分子层面解释得通，那是不
是就合理了？”郑李垚说，
“合理的范围很宽，
但通向和谐挺难。我们了解多巴胺的运作机
制，绝不是为了找借口，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
自己，在此基础上做有针对性的调控，从而去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
更加理解他人某些行为和情绪产生的原因，
更好地与他人共情或给予帮助。”
这一点，在郑李垚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
得到了验证。他的孩子有一段时间迷上了坦
克动画片，一连看十集还不过瘾，如果强行停
止就会大喊大叫，这是一种典型的被多巴胺
欲望回路“劫持”的状态。他和妻子想出了两
个策略，一是进行预期管理，商量好每天看三
集，降低孩子的预期误差；二是亲子创作，用
游戏和互动将多巴胺与当下体验相结合。虽
然孩子不懂理论，但短短几天后效果显著，孩
子自己就可以下意识地应用这些策略了。
“他甚至自己把这个策略推广了，知道
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这其实
是个学习的过程，其中也有多巴胺的参与。
当我们合理运用多巴胺控制回路，就能‘用
魔法打败魔法’，从而兼顾当下体验和长远
回报。”郑李垚说，
“ 本书最后一章给了很多
启示，但这方面光看书不行，还需要我们自
己在实践中摸索。”正如书中所说，
“ 生物学
并不能主宰一切”。
郑李垚还记得自己的博士生 导师 无 意
中说过的一句话，
“ 如果连乙醇都搞不定，还
搞什么化学？”在翻译这本书遇到瓶颈的时
候，他就会想：
“ 如果连多巴胺都搞不定，还
谈什么人生？”
“搞定多巴胺，不是要把它解决、消灭，
而是说我们要驯服多巴胺，与之和谐共处，
并合理地利用多巴胺回路。”郑李垚说，
“我
们可以把多巴胺和当下分子比作大脑中的
音符，它们大部分时候是自己串起来成为曲
子的，但失调了就会产生噪声。当我们了解
大脑运行机制之后，可以尝试自己作曲，通
过有意识地引导和训练，让这些音符产生和
谐的‘化学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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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总有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快
乐，比如，展开一段甜蜜的爱情、吃到美味的
食物、买买买或者刷手机。有人说，因为这些
活动能刺激大脑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
胺能给人带来快乐。
然而，这种快乐又总是短暂易逝，或者让
人感到矛盾。度过初恋期的情侣，彼此的热情
越来越少；期待好久的快递，开箱后常常就不
香了；刷短视频时，明明困得眼睛都睁不开
了，可还是管不住一直向上滑动的手指。看
来，
多巴胺的作用机制并没有那么简单。
《贪婪的多巴胺》一书的内容印证了这一
点。作者在书中讲述了多巴胺是如何通过复
杂的大脑回路影响我们的行为与情绪，也让
我们借此重识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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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让涉水过河，因为山里面的洪水很深很
急。我们没有遇到过大型猛兽，最多也就是
狼、狐狸之类的。因为我们人多，它们一看见
我们就躲，人一多，它们也还是怕人的。
我不会让学生做过于危险的事情。每次
去野外考察，我也总要一遍遍跟大家强调纪
律。在野外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绝对
不允许有任何的个人主义。
比方说他把自己工作点上的事情先做完
了，要先走、要下山去车上之类的事情是绝不
容许的。大家必须同时出工，同时收工。出去
以后，我们不敢有任何闪失，即便是受个伤什
么的都应该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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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或
协助主持与参加国家级科技课题研究，独
立编写出版过多部机器人学相关专著和教
材，这都为该英文专著的撰写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该书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该书系统
全面地涵盖了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
传统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技术，以及计
算智能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其次，该书注重
创新，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广泛应用的机器
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以及其他人工智能的
高级学习方法。第三，该书的理论和实践高
度融合，不仅有理论、技术和方法，而且列
举了许多应用实例，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人工智能理论及其应用开发。第四，该书的
内容结构颇具特点，将基于知识的人工智
能、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应
用三部分内容，与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即
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密切关联，反映出
作者对人工智能学科内涵的深刻理解。
（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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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我主要是在黄河源区、长江源区
做一些样地调查、实验，大概都是在海拔 3000
米以上。但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经历，我的经
历很平淡。
以前一些搞冰川（研究）的团队中，
就有人
不小心掉到冰窟窿里，也有人不小心掉到河里
面，
但我们团队都没有遇到过。这一方面可能是
我运气好，
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不敢大意。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一般不会一个人单
独去跑一些点。过冰川的时候，我的原则是
必须要有一队人，起码要有三四个人。在有
冰缝的地方要特别小心，用安全绳相互拴在
一起。跨河也特别危险。夏季有洪水，原则

作为一门前沿 交 叉学 科， 人工 智 能
（AI）研究的重要性已获得普遍共识。目
前，国内外已出版了大量人工智能著作，
为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
的参考资料。然而，兼具传统人工智能和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专著仍难见到。中南
大学教授蔡自兴的英文专著
即填补
了这个空白。
该书以蔡自兴 提 出的 人 工 智能 核 心
要素，即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为基础，
把全书分为基于知识的人工智能、基于数
据的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应用三部分，为
人工智能学科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
体系。
早在 1987 年，蔡自兴等编著的《人工
智能及其应用》一书就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
版，
成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首部人工
智能著作。到 2020 年，
包括台北儒林版和研
究生用书版在内，该书已出版了 7 个版本。
2020 年 3 月，
亚太地区最大的科技出版商世
界科技出版社（WSP）在调研后发现了本书
的特色和市场价值，
联系清华大学出版社商
谈版权事宜。在与蔡自兴商议并经过美国斯
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进行评审后，
WSP 建议蔡自兴不再出版教材，而是出版
专著，并给这部人工智能专著题了书名
“
”
（《人工智能：谈古论今》）。
“我们接受了审稿专家和出版社的建
议和要求，编写了这部人工智能英文专著，
而且使用了审稿专家提出的书名。在国际
上出版人工智能专著，将在更广泛领域和
读者中传播人工智能知识，促进人工智能
科技和学术交流，产生更大的影响，为国际
人工智能的发展作出中国人工智能学者应
有的贡献。”蔡自兴说。
蔡自兴长期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

自 1980 年至今，库巴斯已出版七部短篇小说集，
成为当代西班牙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家。本书是她的最
新作品，2015 年出版后被众多西班牙媒体评为年度好
书，并荣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西班牙评论奖和杜尔
塞·查孔文学奖。
一个小女孩妒忌妹妹诺娜受到家人特殊的关注，
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觉醒；一个即将被房东赶出门的姑
娘在街头偶遇一个老太太，在老太太家中的遭遇令人
匪夷所思；一个丧夫的老太太从巴塞罗那独自来到马
德里，却意外发现年轻时的丈夫，由此陷入一场时间
的漩涡……库巴斯用六个故事重新审视童年与成年、
孤独与家庭、故乡和城市的日常生活，向我们展示出
蕴含其间的神秘、意外和震颤。

、

王根绪（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谈人工智能的古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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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遍强调纪律，不敢有任何闪失

中国学者在国外出版 AI 系统专著：

，

右边是雅鲁藏布江的深渊。
没办法，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徒步
走了 36 公里，在背崩乡考察了几天，又
走 36 公里回来。开车往回走的时候，
130 公里的路，才开了 20 公里，结果下
了一场大雨，把刚修通的路给冲毁了，
剩下的路我们又走了三天。从海拔
1000 米走到 4300 米的雪山垭口，然后
再翻山下去走到 3000 米海拔的地方。
中途遇到了修路施工队住的那种简易
住处，我们就住一晚。
那个时候已经是 9 月初，马上要大
雪封山，大雪封山之后，这个县城就相
当于与世隔绝了。当时司机开着车还出
不来，他们说，
“要是抢修不成功的话，
我们就得在里边过冬了，要一直等到第
二年 5 月份雪化了才能出来”。比较幸
运的是，仅三天之后路就修通了，司机
又开着车，翻过山，在那边的山脚下把
我们接上。
当然，现在路都修得很好。嘎隆拉
山里面还打了个隧道，现在冬天也能进
去了。

，

那次科考之后，我在内蒙古、云南
考察的时候也骑过马。但是从 2014 年
之后就再也没有骑过马，因为很多路都
修好了。
不过，
在西南地区，
虽然路修得一年
比一年好，但每年夏天雨季的时候还是
偶尔会出现一些地段被冲毁的情况。
2009 年 8 月，我们去西藏墨脱县考
察，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早在 1994 年从波密县往墨脱县，公路
曾经修通过一次，开了一辆车进去，然
后路就断了。一断就是十几年，那辆车
就一直在县城里放着，成了文物。因为
整个县城就那一辆车。
2009 年我们去考察的时候，那里
的路又一次修通了，所以我们的车可以
开进去。在县城周围考察了两天之后，
我们需要继续往南走，去背崩乡方向。
结果车子刚开了几公里，两位有 30 年
驾龄的老司机就都不敢开了。他们说：
“我们不能把你们这些科研人员性命当
儿戏，你们还是走路过去吧，我们开不
了。”那个路跟车一样宽，左边是绝壁，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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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 版）

女性主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主义？如
何用女性主义进行思考？本书是上野千鹤子继《厌女》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版之后的新作。
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女性主义普及读物，在轻
松的对谈中普及女性主义的内涵、历史，以及如何以
女性主义角度思考日常的工作、婚恋、育儿问题。
书中内容触及现代女性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揭示
了在当今社会中女性仍然面对的诸多不公与困境。作
者从自身的经历着手，将女性主义放置在个人生活的
背景中，告诉我们女性主义不仅仅关乎女性，更关乎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