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基因检测”到底要不要做？
荫如何搜索出最好的医院？
荫如何判断医生专业不专业？
荫治疗方式过于昂贵该怎么办？
荫医生总让我选择治疗方案，

太纠结了怎么办？ 作者史密斯为耶鲁大学政治哲学名家，他的著作
《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已成为社科类畅销书。

本书围绕着“何为现代性”和“我们的不满”两个
主题展开论述。在前一部分中，作者追溯了“现代性”
概念在哲学中的历史，从“第一个现代政治科学家”马
基雅维利到将人类认知的核心定位到自己主观意识
的笛卡尔，再到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颂扬者黑格尔；
在后一部分中，作者则梳理了从卢梭到施特劳斯，再
到索尔·贝娄等一系列“反启蒙”思想家或曰现代性批
判者的理论。在全书的最后，他把选择建立或赞同何
种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个问题留给“现代人”自己去回
答———我们无法避免成为现代人，但并不需要全盘接
受现代性所包含的一切，也并不需要全盘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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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家属，请来一下》，王兴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年 9 月出版，
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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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景凯旋认为，面对同样的夕阳，李商隐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歌德说，“西沉的永远是
这同一个太阳”，李商隐感受到的是当下时间的短暂，
歌德体验到的是超越时间的永恒。这似乎代表了中西
文化在宇宙意识上的某种差异。而且，中国士人不是
没有自由意识，但这种意识并未见于反抗的姿态———
就像 19世纪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人那样，而
是见于流放边陲蛮荒之地的痛苦与绝望。

作者尽量展示诗人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作全面
评价，而是对每位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他试图
在唐诗中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
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以及诗人的心
路历程、审美情趣、性格品质和艺术技巧等。此外，还
收录了几篇附文，分别讨论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
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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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研究权威马丁·肯普
教授负有盛名的专著，结合大师生平和时代背景，全
方位展现了作为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的
达·芬奇的一生，同时对达·芬奇的各类作品及其活动
进行细致阐释，详解其最重要的艺术、科学和工程杰
作，可谓“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书中另附有达·芬奇一生各时期的珍贵手稿、设
计稿、画作两百余幅，读者可进一步探究达·芬奇的奇
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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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奶奶、母亲、“我”（蒋韵）三代女性的主厨
食谱为经，以开封、太原、香港等城市空间的辗转为
纬，串起了一个北方的行医世家———孔氏家族长达 70
年的风风雨雨。

食物更迭背后往往缠绞着个人经验和社会信息。
作者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用正义和良心的墨线校
准纷繁人事和社会变迁，私人经验、时代大事、物质剧
变、心理隐微，都通过厨房和食物的小切面涌入。
《结束语》一章，作者由对美好食物的抒写转向冷

峻的反思发问。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应该自省不断挑
起祸端的舌头。书最后以这样的文字结尾：“也许，有
一天，人类会找到并严守自己食物链的界限。”（喜平）

书后

王兴：最懂家属心思的小大夫
姻本报记者李芸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听到医生这句邀
请面谈的话，涌上家属心头的一定是焦虑、恐
惧和无措。而这种慌乱和无助可能还会长时
间地伴随着一个家庭的抗病之路。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王
兴，近日出版了一本以此为名的图书《病人家
属，请来一下》，解决的就是“家人得了癌症，
我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对病人家属说：病人
就是月亮，你只有先点亮自己成为太阳，才能
照亮你的月亮。

这本由医生从朋友角度给出全方位科学
指导的书，内容分为信息、心理、经济、陪护四
个部分。“基因检测”到底要不要做？如何搜索
出最好的医院？如何判断医生专业不专业？治
疗方式过于昂贵该怎么办？医生总让我选择
治疗方案，太纠结了怎么办？……抗癌之路上
或早或晚会遇到的问题，王兴都试图给出贴
心意见。

33岁的王兴，虽然年轻，但在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胸外科、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胸外科有过 10年的一线工作经验。
他从医生的角度告诉病人家属，为什么医生
会这样———

门诊的医生为什么总是三言两语打发病
人？因为门诊时间有限，医生必须主导谈话采
用收拢型谈话方式。

如何高效地跟医生沟通？医生的精力和
时间都有限，逮着机会上来就直接问几个明
确的小问题，而不是寒暄客套，医生会直接给
你答案。

管床大夫太凶了怎么办？医生太温柔，病
人容易不把医生的话当回事，医生发火还有
可能因为病人某个举动真的很危险，并不是
医生在“小题大做”。

知道医生是如何思考问题的，病人家属
才能更好地跟医生沟通，因此王兴把医生的
“底牌”———所思所想、顾虑、情绪、局限性都
一一亮出。

了解病人家属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对一
些医生来说可能觉得没必要。王兴不这样认
为。这或许与他的一段经历相关。

2014年正在筹备婚礼的他，丈母娘突然
检查出了胃癌。手术顺利结束后，接下来是化
疗。问题来了———有两种化疗药，一种是国产
的，一个周期（3周）大概需要 1500元，进口的
大概要 15000元。

作为肿瘤科大夫，王兴知道，从效果上来
说国产药并不比进口药差。但坊间有传闻，国
产药不同批次生产工艺上可能有欠缺。更重
要的是，考虑到选了国产药出现任何问题，自
己都可能会背上“不孝顺、不尽心、抠门、不是
亲生”的锅，最终当时月薪不足 15000元的王
兴，因为“求生欲”选择了进口药。

效果一样，一个便宜一个贵，看起来很容
易的选择，病人家属都可能顾虑重重。王兴进
一步思考，如果不是进口化疗药，而是一个月
三五万的免疫治疗呢？如果患者的家庭经济
正在因为疫情吃紧呢？

因此，在这本“人命关天”的书中，王兴花
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谈钱这个很俗的话题，
从治疗的“性价比”到知易行难的“量力而
行”，再到昂贵的抗癌药物是可选项还是必选
项，给了很多冷静、中肯的建议。

实际上，近些年王兴还利用业余时间在
互联网问答平台上，做家庭抗癌治疗的咨询
工作，他自称是“最懂家属心思的小大夫”，已
经与 200 多个用户进行过一对一的咨询，为
他们制定治疗、生活方案。

这些病人家属的急事、难事、愁事正是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的素材来源。

《中国科学报》：您在问答平台上做咨询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王兴：我回答的话题有“帮你制定肿瘤早
筛及预防策略”“家有肿瘤病人，如何治疗、生
活”“医生视角帮你选择合理的保险”。我和用
户会通过线下比如约在咖啡厅或茶馆，或是
线上的方式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相比在医院，话题可以更发散一些。比如
有的病人情况比较好，家属想带病人出去旅
游可不可行、什么时候最应该去、该做哪些准
备。比如家属都比较关心的如何为病人补充
营养、有哪些禁忌、有没有食物能提高免疫
力。还有一些晚期病人什么时候选择放弃治
疗这样相对敏感的话题。

从这些年的咨询中我感受到，病人和家
属真的需要一个为他着想的方案，在他的经
济条件、家庭关系下，在医学这个框架内找到
一个适合他的最优解。

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我希望能有更多
途径给家属提供一些暖心的建议，让他们的

抗癌治病过程少一些遗憾、多一些舒心。
《中国科学报》：这类咨询大概需要多长

时间？
王兴：我的经验是大概 45 分钟到一小

时，基本上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因为一般情
况下，用户已经有了医院的意见，他只是想询
问下医院为什么给这个意见、有没有别的方
案、有没有更适合的选项等。
《中国科学报》：这种意见，您觉得在就医

时医生能给出吗？
王兴：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

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我觉得比较难。
首先，在医院我没法给出一个超越医生

身份的答案。以是否可以出去旅游为例，如果
我是医生，对于病人我会给出在家好好休息、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这样没有错的建议。如果
是朋友，我可能就会建议在什么时候出去比
较安全又合理。虽然这个建议不那么科学、有
风险，但比正确答案多一点人情味。

在咨询中，我和用户是朋友关系，我提供自
身的医学知识，用户提供病人的心理生理特征、
家庭关系、经济情况等，我们一起做一些判断，
类似于民主式的医疗。但在医院，还是需要医生
承担主导角色的家长式医疗。

其次，门诊时间很短，我们没有资源无
限、人工无限、时间无限的条件。在现阶段，医
生要平衡好看更多的患者和让每个患者尽可
能满意这两个方面。

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利用互联网平台
为有需求的患者家庭提供类似的付费服务是
一种方式。

出书做科普也是一种方式，这是我写《病
人家属，请来一下》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在书中您提了很多与钱
相关的问题，我还看到有营销号把您这本书
关于保险的内容摘出来用作宣传文案。关于
“经济”这个部分，好像读者的评价不一。

王兴：要知道，看病是一个绕不开钱的事
情。很有钱的家庭，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病
人家属，请来一下》把家属主要定位在子女
上，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房贷，可能还
生了二胎，经济结构本来就很脆弱。子女可能
没想过父母有一天会生病甚至生这么大的
病，一开始一定是想怎么样才最好，但后来被
现实打得鼻青脸肿的现象，作为医生的我见
得不少。

基因检测、免疫疗法、靶向治疗，这些费
用高昂的项目到底该不该选？我们能把经济
学中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价值的原则用到治
病场景中来吗？用少很多的钱，选择治疗效果
稍微差一点的治疗方式，这种“量力而行”对
不对？这是不是不孝顺？

我在书中还是主张作出理性的、符合家
庭实际情况的决定，而不是但凡有人生病就
考虑卖房卖地不顾一切。

另外我想说的是，孝顺可以早一步，给父
母安排好体检，可能每年花 500 到 1000 块
钱，但可以做到早诊早治。

我不讳言保险，实际上现在国家也提倡
老百姓配置商业保险。我们医生很喜欢有保
险的病人，也很愿意配合病人选择在保险覆
盖范围内的合适的医疗。这样医生开心，病人
也不焦虑。

医疗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很多问题就
不是问题。
《中国科学报》：《病人家属，请来一下》是

您的第五本书，其中还有两本《肺话》《癌症病
人怎么吃》是科普书，为什么这么热爱码字做
科普？出书效率高有什么诀窍？写科普会挤压
科研时间吗？有下一本书的计划吗？

王兴：很多病人和家属告诉我，他们把这
些书放在床边偶尔看几段，会觉得很放松。读
者的反馈让我更有信心和动力继续做。

我比较喜欢文字这种表达方式，写作速
度也不错。《病人家属，请来一下》是我从北京
来上海，工作还没安排好的时候，那时还没有
房子，我就在一家青旅里待了两周，一天 1万
字，写完了这本书。当然积累准备的时间可能
要很长，大概一年时间。

出版科普书不会挤压我的工作和科研时
间。在医院做科普未必是科研成果，但科普
是医院推崇甚至认为是必须做的事情。我们
医院院长给这本书作序并到处推荐，他说这
本书能帮助患者找到合适的医生、理解疾
病，是一个医院应该承担的责任，他称之为
“主动健康”。

上海的科普氛围也很好，前不久我还因
为这本书拿了含金量挺高的上海市科普教育
创新大赛的一等奖。

除了科普书，我还写过一本医疗题材的小
说《怪医笔记》，下一本书应该是写它的续集。

爱鸟的人
姻李绍明

刚刚翻译了一本小书，题目我译作《人鸟
与共》，直译应该是《它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
命运———鸟类如何预警对于我们和我们世界
的威胁》，作者是澳大利亚微生物学者和免疫
学者、诺奖得主彼得·多尔蒂。一壁翻译，一壁
也就喜欢起这本书来。

我是喜欢植物的人，这与我曾是一个农
民有关系。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辨认上百种有
用没用的草。对鸟的爱好和知识，可就差得远
了。鸡鸭鹅是必须熟悉的，笼养鸟可就得“有
条件”。从小接受的家训，就包括“待要穷，玩
毛虫”，说的是贫家子弟不可养鸟。我的乐趣
只限于秋天里看高空的雁阵、隆冬里听村外
麦田间高亢的鹤鸣。高中时和高中后，也偶尔
照着画谱画鸟，自娱自乐，心得全无。

我翻译的多尔蒂，人家对鸟的爱和知识，
咱可就没的比了。这本书是谈论鸟的健康与
疾病的，但是，远没有想象中那样讨厌。虽然
免不了有很多的疾病，病毒、病菌和寄生虫，
以及免疫机制术语，但还是有大量的篇幅是
关于鸟和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引人入胜、摄
人心魄，牵动着人的爱心、好奇心，还包含对
于生态、经济和文化的关切和理解。

有几个板块，一般读者都会开卷有益，就
我而言，这几个板块，有其中一个，也就觉得
物有所值了。几个板块如下：

鸟的生理学（和鸡胚胎学）。看过鸟类呼
吸系统示意图和人的同一系统的比较，看到
鸟类那套双向风箱式的高效能系统，你已经
知道这本书买着了。

鸟类的站姿如何取得、鸟类的脖子跟我
们有何不同、鸟中的帕瓦罗蒂如何难以为艺
术学院声乐系的教授所模仿，这里就不给剧
透了。

与鸟有关的传统和文化。科学是很多人
都能教的，多尔蒂的本事是在教科学的时候，
还教我们历史和文化。可别说这样的“东拉西
扯”不管事。从科学看历史和文化，我们就不
再觉得那些传说没有合理的成分；反之，下一
次再听到看到什么传统和传说，我们大概也
会去琢磨下这里面是不是有些合理的东西。

举个例子。看古代农书，养蚕的、酿造的，都
要在某个当口斋戒沐浴，禁这个禁那个，我就想
到这些高度仪式化的行为，是在那些行为者不
知所以然的情况下，客观上减少了感染的机会。

很多科学巨星是研究鸟类疾病起家的，
而其中颇有几位，还是作者的同事或同行。于
是，我们知道了很多细节，关于科学家的经

历、个性、行径、命运、建树，从而知道了很多
关于“科学是怎样做成的”解释。

多尔蒂还津津乐道往昔的科研是怎么做
的，以及有些优良传统至今没有失去意义和
价值。

于是，那一大块的科学，如微生物学、遗
传学、免疫学、病毒学、公共卫生学、物候学等
就再也不是死板的事实了。它们都是具体的
一个个活人做出来的有悲欢、有故事的学问。

这本书的主旨，“超越了素常的社会主题
和环境主题，进而探讨一片较为阴暗的领
域———病理学、毒物和瘟疫”，重在阐述鸟类
疾病与人类疾病的关系，以及公民参与鸟类
科研的重要性。对于科学，不同的人自有不同
的关注角度。

首先是“科学的公私两面：公众看到了科
学中的实际效用，而研究者专注的是科学中
的认知”。研究疾病，当然能治病救人或救
治动物、保障民生。但另一方面，好的科学，
却是由纯粹的好奇心驱动的。发现什么并
找出其所以然，其时的那份兴奋和激动，才
是最重要的。

作者提到了“攀登珠穆朗玛峰”原则：之
所以要攀登，是因为它在那儿，并且有可能。
好的科学，并不是急功近利的。

作者的许多案例都说明这一点。比如，一
个小小的鸡肿瘤病毒的研究，初看跟人类关
系不大，后来却取得了多方面的丰厚成果，包
括重大的实用成果。

作为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他进而指出，
“伟大的科学既涉及创造力、洞察力和开阔的
视野，也涉及测量和理性”。

此外，关于为什么研究野生动物离不开
大众参与，为什么说不能局限于纯粹以人类
为中心的世界观、如果那样我们会失去什么，
作者也反复谆谆言之。

本书中，当然也是作者多尔蒂的厚重之
处，还在于他的历史感。好的学问，离不开这
门学问的历史。多尔蒂认为，历史书更多地记
载了战乱，而造成更大损失的传染病却很少
见诸史籍。“这反映了一种深度的人类状况。”

由于机缘，由于时代，由于科学家自身的
生老病死“阴差阳错”和外部加诸的不公，由
于性格，比如一些人的“强势”和另一些人的
“淡泊”或“慷慨”，乃至由于蓄意的诬陷和打
压，许许多多本应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沦于
湮没无闻，他们当然值得我们感恩和铭记。
《罗马史》的作者尼布尔有言：“钩沉索隐，功
同再造。”这方面，多尔蒂做的是很足的。

粗略计数了下，他在本书中叙述了不少
于 15位诺奖得主的生平事业，其中包括他的
多位同事和朋友。

书中讲述了许许多多饶有趣味、意义重
大却鲜为人知的鸟类科研故事，每一个故事
都写得“见物见人”，除了诺奖得主，还有更多

名气较小但同样重要和有趣的人。
补充一句，本书涉及的领域是很多的。作

者虽然是多面手，但对书中所涉的多数领域，
他本来也是陌生的。但是，他在探讨这些领域
的时候，是得到业内顶级高手的亲自指导和
帮助的。这就保证了本书的可靠性和深度。

凭借这本小书的销路，我倒想看看中国
读书界心理成熟的程度。近年来，很多有识者
已经鄙弃了纯粹的心灵鸡汤。但是，书店里汗
牛充栋的所谓“自然写作”，何尝不是变相的
鸡汤？充其量不过是有关动植物的有趣知识。
可是，有趣和知识并不等同于智慧。

我接触到的所谓“自然作家”里，多尔蒂
的文笔算是最为质朴无华的了。他对鸟类之
美是充满真赏的，然而，他的鸟爱是深沉的，
并不想在表层上多加属意。偶尔涉笔，也是简
笔白描。

为了让读者不至于对这样一本大谈疾病
和科研的书望而生畏，多尔蒂为我们写了一
个比较亮色的引子，只有在这里，他下笔才略
为浓重些：
“整个内航道，随处都是白头海雕和渡鸦

的身影。它们像通勤水陆两栖飞机一样无处
不在，机警地停泊在方便起飞的地点，随时准
备腾空而起，在人类定居点的海景线处画弧
画圈或下扎上蹿。从船上，我们能确定无误地
跟踪有花斑的白头海雕低空掠过，还有一些
则从原始森林高树上的鸟巢里往外探头。有一
只海雕，在崩裂的浮冰上危立不动，忽然就戏剧
性地腾身而起，俯冲到冷到冰点的海面，再度腾
空而起时，爪子间乃紧扣着一条大鱼。”

只有对自己所写的对象深爱、深知并身
临其境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小小段子。

顶好的科学家是超越科学的。他们对于
人文的理解和把握，往往比纯文人深刻得多。
正是这样的科学家的存在，人类才不致在控
制自然的努力中，陷于另一个不可自拔的泥
潭———科学主义的泥潭。

多尔蒂并不是徒然地带领读者在人文的
野地里闲游。他是在深邃广阔的思想史海洋
里，为我们探求和巡视人类在体验和把握这
个世界的长久努力中所取得的进步和尚存的
缺陷，同时也将自己的科学活动放置于更为
宏大的画面之中。

这本书思想深邃、局面宏阔，固不乏知识
和趣味，但更重要的是，它激发思想、检讨人
生。对于读者而言，说不定还能在纯粹的心智
满足之外，得到一些科学研究的法门呢。

《人鸟与共》，[澳]彼得·多尔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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