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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书评

“研究社会生物学这一学科

到底有什么用呢？

简单来讲，社会生物学有

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行为和

动物社会行为的不同特性，同

时也可以更加客观和精确地去

描述人性。

域外

本书是从城市视角讲述世
界史。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本书
也是一本亲切的旅游指南，充满
了迷人的神秘和清晰的分析。足
不出户的“神游旅行者”应该非
常欣赏本书。

“
了解动物社会，然后人类社会

■韩冰琦

一

关于法国作家加缪说过的“自杀是唯一严肃
的哲学问题”这句话，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借
小说人物之口说，这句话之后应该加上“除了伦
理，政治，审美，现实性还有其他一切。”而在我翻
开新版《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
理与联系》后，发现作者爱德华·威尔逊在开篇就
针对这句话展开了讨论，不免觉得惊喜。
这当然不是一本讨论哲学话题的书，却和一

个哲思相关，在未来，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
的稳定和保持，与野生自然之间的联系将成为人
类的中心议题。“生物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决定
了心智发育”，从社会性动物出发，探究人类社会
的现象，并思考我们未来何去何从，这本书可谓
是做了十分细腻的叙述。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和其余的动物差异
巨大，就像白蚁和猴子无法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但实际上它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群体中的成
员都是通过 10~100个数量级的非组合信号交流
饥饿、警告、敌意、等级地位和生殖状态等信息，
形成了可以类比的相互合作的类群：明显的劳动
分工、血缘关系等等。

比如安博塞利的草原狒狒通过权力等级系
统组织起它们的社会，通常对外来者怀有敌意，
竞争雌性狒狒失败后的雄性狒狒会离开草原；非
洲白蚁的新婚蚁王和蚁后会掘造自己的房间，它
们的工蚁和兵蚁会接班继续筑巢，最后成熟的蚁
巢从地基开始高达 5米，可容纳 200多万只白
蚁；印度乌叶猴在出生九个月后，它们的母亲为
了让小猴更好地适应群体社会，会故意以冷漠的
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促使它们更快和更自由地
与其他成员交往，等等。
在本书中，这样有意思的例子贯穿首尾，让

人类反思，之于其他动物，我们的行为真的就完
全区别于它们吗？

二

拿到这部全新的中译本，不禁感叹设计升级
了，同时也感叹它的厚度，内容丰满，翻译考究，

内含相当数目的插图以及 3000多条参考书目，
为学术界之外的读者提供了翔实的术语解释，保
证他们能够领会文意。

书分为三大部分：社会进化、社会机制以及
社会物种。作者从一套最基本的定义开始，描
述并记录了生物学的一般定义和社会生物学
的特殊定义。这样一本教科书式的大部头，在
1989 年被“动物行为协会”票选为有史以来最
重要的动物行为学专著，地位甚至超越达尔文
的书。

威尔逊有个坎坷的童年，因为对大自然的热
爱，他开始在这一领域探险。起初他研究昆虫、蚂
蚁，著作《蚂蚁的故事》让他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他之所以一开始选择昆虫做深入研究，是因
为社会昆虫物种超过 1.2万个，数量远远高于脊
椎动物（仅数百个），而且社会昆虫更受制于固有
本能，受到遗传与环境的复杂影响较少。

尽管脊椎动物和昆虫的差异很大，但作者表

示，“这两种动物类群进化出来的社会行为在程
度上和复杂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后来，威尔逊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写了
30多部著作以及 430多篇学术论文，开创了社会
生物学的理论。这本书就是他通过将昆虫学和群
体生物学结合起来，从群体遗传学和行为生物学的
主要原理中发展出一门成熟的科学———社会生物
学，使之成为了一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科学。

三

研究社会生物学这一学科到底有什么用呢？
简单来讲，社会生物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人

类社会行为和动物社会行为的不同特性，同时
也可以更加客观和精确地去描述人性。正如

杂志对此书的推荐所云，如果你已经
拥有这本书，那你可以开始为理解人类社会做
好思想准备。

作者认为，社会生物学最终会成为社会科学
的基础，重要的知识分界从来不是一种界限，而
是需要共同合作去开拓的领域。

凡是生命的较高特性都是自然发生的。被
隔离出社会的猴子所做出的特定行为，即使观
察和研究得再多，也不能等同那些猴子社会中
的猴子，因为它们会受到其所在社会环境的强
烈影响。

社会性不是人类独有的，亲缘关系和利他主
义是社会生物最经典的行为模式，也存在于其他
的社会性生物身上。威尔逊从这些动物出发，解释
了人类的阶级、宗教、情感等方面的社会行为，着重
于基因的影响，也未否认文化对人类的影响。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社会的方面还在于，人
类社会存在大量具有高度组织性、在身份上彼此
重叠的亚类群，例如家系、公司、俱乐部等。

由于他更倾向于基因决定了生物该如何行
为，导致许多学者和读者对他的立场表示抗议，
其中让多数人难以接受的论点是基因的目标就
是延续下去，继而他有保持目前社会现状，让自
然“自然繁衍”的意思。

我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观察报告，是
动物学家 Robert Sapolsky和 Lisa Share所做的，一
群狒狒原本是父系社会，群体的雄性攻击性强，以
武力抢占雌性和地盘，这种社会维持了六年左右
时间没有任何改变。突然有一天部落中雄性狒狒
因为吃错了东西全部中毒身亡，只留下雌性和幼
崽。三年过去，成长起来的小狒狒与母亲攻击性都
很低，在这种没有武力的环境中狒狒变得喜欢用
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首领依旧存在，但是
不会再通过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了。

因此，在类似的研究中，人们更倾向于社会
性动物的行为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也就是由
“后天”而非“基因”决定。

在学术探索的路上各抒己见本不应该惹众
怒，人类只是很容易被冒犯而已———这又算得上
是基因决定的还是从后天的文化中习得的呢？

拥有自己的观点并不断地探索下去，穷其一
生钻研，为了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为了让人
类社会变得更好，就已经充满了现实的、正向的
意义。

《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
为原理与联系》，[美]爱德华·O.威尔逊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 11月出版，毛
盛贤、孙港波、刘晓君、刘耳译，定价：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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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赜索隐：博物
学史》英文原书名是

，译者在“译后
序”中提到，最初中译
名叫做“彰显奥义”，
现在的书名是由北京
大学教授刘华杰改
的，译者认为这是直
击原书灵魂的好书
名。“探赜索隐”意思
是探究深奥的道理、
搜索隐秘的事情，出
自《易·系辞上》：“探
赜索隐，钩深致远，以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
蓍龟。”

本书作者约翰·G.
T.安德森，现就职于美
国大西洋学院，任生态
学和博物学教授，研究
对象包括动物学、动物
行为及生态学。目前主
要活跃于美国缅因州
的大鸭岛，研究岛屿生
态与海鸟的筑巢行为。
他对博物学历史亦有
研究。

博物学是人类与
大自然打交道的最古
老的学科之一，涉及知
识、情感和价值观等多
个维度，人们在探索、
利用大自然过程中形

成了丰富的博物学文化。
远古采集狩猎时期需要博物学的知识

来帮助人们认识自然、克服饥饿，而后又需
要植物的药用知识来帮助人类治愈疾病，随
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种花观鸟丰富精神生活
陶冶情操。它已经从起初的服务于人类果腹

蔽体的实际需求，演进为今天对植物、动物、
矿物及周遭环境的系统性认知。

本书梳理了人类三千年的博物历程，
通过讲述一群了不起的博物学家的经历
和贡献，如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约
翰·雷、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森、达尔
文、林奈、班克斯、洪堡、华莱士、格雷、怀
特等，勾勒出博物学兴起、繁荣、衰落和复
兴的历史。

刘华杰将博物学家粗略分成几个类
型，例如普林尼、布丰是百科全书型；亚里
士多德是传道授业型；怀特、梭罗是阿卡
迪亚型 (田园牧歌型 )；居维叶是解剖实验
型；洪堡、华莱士是综合科考型，等等。当
然，许多博物学家的类型是重合的，综合
了多种分类。

关注这些人物，通过他们的生活、探
险经历、观察和发现透视自然的历史，是
他们努力将一种涉猎宽泛的业余爱好变
成一门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有些人虽然没
有将博物学作为职业，但也在自己的领域
里独树一帜。

本书作者汇集了大量史料，带着读者认
识博物学史上这些博物学家，跟随他们的脚
步游历山川，观鸟识花认石头，采集标本做
实验。

要知道这些早期博物学家都历尽千辛
万苦，有的甚至在考察采集道路上命丧黄
泉，有的则在海上遗失标本，功亏一篑。

通过作者的梳理，也让我们认识到，从
古至今，这些博物学家彼此之间都有联系，
他们彼此似乎都认识，阅读过同样的书稿，
问过相同的问题，面临过同样的困境，然后
一次又一次收获同样的喜悦。

刘华杰认为，博物学分为一阶和二阶。
“一阶博物学要从‘生地’做起，二阶则要从
‘远方’着眼。”直接观察昆虫、鸟、植物等或
者对其进行分类、描述，属于一阶工作，而二
阶探索与博物学史、博物致知方式、环境教
育研究有关。

本书更多的是二阶方面的内容。从书
中，我们可以了解西方自古以来博物学文
化的发展和研究方法沿袭，当我们在“生
地”进行一阶博物学研究的时候，就能够
指导我们掌握研究方法，激励我们识别出
“生地”的价值，指引我们走向更高层次的
二阶博物学研究。这也许是本书体现出的
唤醒价值。

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博物学的缓慢
死亡（和复兴）》，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也是
在探究博物学何去何从。

现代生态学越来越重视定量方法和
假设检验，研究人员却连基本的植物和虫
子都辨识不出来，凡此种种值得思考的问
题，都是作者在企图唤醒人们心中的博物精
神，希望能够重建人和大自然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科学的细化让博物学成为
一门脱离当下学校课程表的古老学问，但是
以博物的眼光来观察、理解世界，会让人生
更丰富，不会陷入内卷中，正如书中所说，
“初次结识某种生灵的惊喜，屏息观察奇特
行为的乐趣、与泉畔野花不期而遇的心醉神
迷”都使作者认为“即使在我最灰心失望的
时候，也相信博物学家和博物学永不会绝
迹”。这是作者带给我们的对于博物学复兴
的信心。

《探赜索隐：博物学史》，[美]
约翰·G.T.安德森著，冯倩丽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年 7
月出版，定价：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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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美国
Doubleday 出版公司出
版了英国历史学家 Ben
Wilson（本·威尔逊）的
著作

（本文作者译为“大都
市：人类最伟大的发
明———城市之历史”）。威
尔逊从剑桥大学获得历
史学专业的学士和硕士
学位。他已经出版了多部
著作，其中《自由有什么
代价？》获得索末菲·毛姆
奖，《海洋帝国：英国海军
的兴衰》登上了《星期日
泰晤士报》的畅销书榜。

本书概述了过去
6000年来城市的兴起如
何型范了人类历史。威尔
逊注意到，在公元 1800
年之前，居住在“面积尚
可的城市区域”的人口不
超过世界总人口的 5%，
而现在人口学家预测，到 2050年，2/3的
人口将居住在城市里。

在人类 20万年的历史中，对人类影响
最深的莫过于城市了。城市创造了种种人
类伟业———新型的职业，新型的艺术形态、
宗教形态和贸易形态，催生了人类文明。

威尔逊梳理了聚居人群的巨大能量所
推动的种种创新：雅典古代市场中的公民
互动、19 世纪的巴格达从事的全球贸易、
伦敦咖啡馆内谈成的金融生意、阿姆斯特
丹市中心舒适的家居生活、巴黎美好年代
（1871—1914）中一些人的炫耀行为（pea-
cocking），等等。

现时代中，城市依然重要或者说更加
重要。纽约的摩天大楼激发了人们关于社
区设计的乌托邦想象，21世纪的西雅图和
上海的树木则指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本
书重点考察了从过去到现在的 26 个重要
城市。简单地说，人类文明史基本上就是城
市的历史。

为了考察“定居于城市的人群以及他
们找到了哪些方式来应对高压锅般的城市
生活并生存下来”，威尔逊剖析了处于各自
历史紧要关头的多个大都市。

例如，中世纪的巴格达汇聚了四方八
面的烹饪传统，而烹饪发达迄今仍是大城
市的“商标”；20世纪早期的纽约拼命建造
“更大、更好、更有油水可赚”的摩天大楼，
则说明了商业力量在城市中心发挥了多么
有力的作用；对二战之后洛杉矶的考察则
表明，白人大迁移（指白人因担心市中心的
治安而纷纷搬到郊区居住）、郊区的兴起、
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共同造成了“超级都市”
现象；书中还描述了所谓“巴黎病”，指的是
对法国首都怀有浪漫想象的 19世纪的旅
游者如何震惊于他们在巴黎遇到的肮脏、
拥挤和粗野。

威尔逊讨论不同的主题都游刃有余。
比如他叙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及该史诗
与世界上的第一个大城市———乌鲁克的关
系；讲述了 18世纪伦敦的咖啡文化以及汹
涌于伦敦的政治异议和反叛社会规范的潜
流；谈到了广岛和长崎的被炸以及这两个城
市快速而艰难的复苏，等等。别看威尔逊是
英国人，本书内容显示出，他对诞生于美国
的嘻哈文化的早期历史亦是相当的熟悉。

本书是从城市视角讲述世界史。但从另
一个角度说，本书也是一本亲切的旅游指
南，充满了迷人的神秘和清晰的分析。足不
出户的“神游旅行者”应该非常欣赏本书。

有书评者说，本书可与其他几本论述
城市的重要著作相比肩，包括美国耶鲁大
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反对谷物：最早期国家的深度历
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该书考察了
早期农业、最初的城市和最初的政府之间
的密切关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
类学教授莫妮卡·史密斯的

（中国台湾的脸谱出版社 2021
年 9月推出的该书中文版定名为《城市、演
化、人》）；还有加拿大著名学者简·雅各布
斯于 1961年发表的不朽名著《美国大城市
的死与生（纪念版）》（译林出版社 2006年
8月出版）。

用“心理师”这把利剑披荆斩棘
■帅雯霖

随着电视剧《女心理师》的播出，毕淑敏的原著
小说《女心理师》也进入我的视野。花了三天时间把
小说看完，原来此电视剧除了剧名，男女主人贺顿、
钱开逸，以及老心理学家姬铭骢这三个名字和原著
是一样外，其他似乎和原著没有太大关系。

原著是一个农村出身的草根丫头柴绛香为了
生存不惜一切代价成为女心理师贺顿的自我奋斗、
自我救赎史，同时以心理咨询为线，带入一个个心
理故事。女心理师贺顿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抽
丝剥茧地发现并揭开了自己的心理隐患，最终走向
重生，成为一个优秀的女心理师。而电视剧完全拍
成了一部冲突四起的都市家庭情感剧，完全是两个
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

从根本上来说，毕淑敏原著是一部以心理学为
名的一个女人的奋斗史，女主用“心理师”这把利剑
披荆斩棘，打开自己生长之路。

乡下贫苦出身的女孩柴绛香一个人进入举目无
亲的城市，先是做了一家养老院的护工，机缘巧合，她
来到一个富裕家庭照顾有着贵族家世的贺奶奶，得到
了老人多方面的培养和调教。老人死后，绛香做过劣
质化妆品推销员、售楼小姐，慢慢融入这个城市。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进入一个心理机构，想了
解自己一直半身冰凉的原因，但是花了高额的咨询
费后，得到的却是似是而非的解释，并没有解决她
任何问题，于是她萌生了自己当心理医生的想法，
并改名贺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把自己“奉
献”给一个秃头男人换取报名参加心理师培训班的
学费。凭借天资和苦学，她通过了心理咨询师考试，
并拿到了执照。

贺顿长得不好，皮肤黝黑，但是她有一副天生的
好嗓音，从而被电台男主播钱开逸发掘，成了电台的
心理访谈节目的主持嘉宾，并且与钱成为了恋人。

不过，为了实现自己开心理诊所的理想，她选
择了与闹市中有两套房的房东的儿子柏万福结婚，
换取了开诊所需要的房产证；为了十万元公司注册
资金，她用虚假的处女身利用钱开逸的愧疚从他那
里借来了十万元，从而完成了她的原始积累。

虽然与柏万福结了婚，但是她还维持着与钱开
逸的恋人关系，并将他作为自己的精神交流对象。

原来的乡下丫头柴绛香，有理想有抱负，恪守
职业道德，是一个善良积极向上的人；现在的贺顿，
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择手段，利用一切资源达到自己
的目的。可以说是亦正亦邪。

这正是人的复杂性、人心的复杂性使然，所以
才需要“心理师”。这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维难题
和道德困境。

但是作者毕淑敏还是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贺顿的种种行为根源于童年经历———受到继父性
侵害，这使她丧失了感知爱的能力，当姬教授用催
眠法攻破了她潜意识中那个坚痂，原来贺顿所有的
这些“肮脏”全都是防御，那部分的自我是残缺的，
是行尸走肉的。

幸运的是贺顿最终可以突破成长，有了爱与被
爱的能力，最终她结束了不恰当的关系。她是一面
被雾气迷蒙的镜子，那层雾气消散了，依然洁净透
亮。最后的贺顿通过救赎他人而救赎了自己，她还
是一个充满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人。

这部作品描述了很多心理咨询案例。丈夫出轨
来寻求帮助的大芳，竟然是她自己一次次把“小三”
送到丈夫面前，这缘于她从母亲那里带来的“大老

婆情结”；年轻有为的苏三的发言恐惧症，缘于童年
的创伤；8 岁的天真男童在老板秘书带领下来咨
询，他的目的是为了请心理师帮忙制止父亲与秘书
结婚，从而达到让父母复婚的目的；悲痛无比的女
人发现，原来位高权重、恩爱无比的爱人，竟然是因
为在雨夜去赴情妇之约而丧命，纠结要不要去大闹
灵堂，让大家知道这个伪君子……

一个个故事让作为心理师的贺顿历经沧桑，也
让读者跟着一起乘风破浪，了解人世间的跌宕与人
性的变化。

单从小说内容上来说，也给出了几个普遍的成
长规律：1.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
一生治愈童年。贺顿无疑是那个不幸的人。2.任何
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无论
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停止对知识的追求，不要停止对
自我成长的探究。3.成功需要高人指点、贵人相助、个
人奋斗。贺奶奶、钱开逸、柏万福等都是她的助力，更
重要的是贺顿自己的努力造就了她的成功。

毕淑敏自己本身就是一名注册心理师，同时她
也是一个文学硕士出身的小说家，这样的知识背
景，让她能够较好地将文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让
文学与心理学挽手前行，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小说在故事构造上比较用心，不同的故事反复
钩锁，但惜乎还是不够圆熟，比起她最擅长的军旅
文学来说，火候还是有所欠缺。

如果从文学性上来评判，本书无太多可圈可点
之处，但是从故事性上来说，作为作家的毕淑敏是
聪明的，用“女心理师”这个职业角色把光怪陆离的
故事一个个自然地穿插排比起来，阅读感很强。

虽然毕淑敏自己也是心理师，但小说毕竟是小
说，更多的是讲故事，而不是心理学，也不是治疗。
这种写法，比单纯的口述实录或现场采访要高明，
而且因为故事性强、题材丰富，又充分满足人们对
于人性最隐秘故事的好奇，也适合拍成电视剧，因
此电视剧《女心理师》热播、引发较高关注度也不足
为奇了。或许毕淑敏在写作前就预设了把小说拍成
电视剧的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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