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嗨，大脑，今天吃好了吗？
■吴燕

一

韩剧《记忆》中，律师朴泰硕在人生最春风
得意之时被确诊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他一度无
法接受这个现实。某天他突然陷入困顿，原本和
家人约好共进晚餐，但在赴约的路上忘记了约
好的地点。他茫然无助、近乎绝望地站在岔路
口，而拥挤的人流车流向他奔涌而来，那一幕场
景很像是一个关于命运的缩影，也让人不禁联
想：当年华老去，是否我们也将遗忘我们曾经最
珍爱的一切？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在文
艺作品中，它是亲情故事的背景是关于人类
命运的暗示，也是某种思想实验的最佳样本；
在现实中，对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它是
一场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真实的痛苦。而
对于全球的脑科学家来说，它是他们藉以了
解大脑运作方式的研究对象，也是他们想要
攻克的难题。

丽莎·莫斯考尼也是这些脑科学家中的
一员。作为纽约大学营养与脑部健康实验室
创始人及负责人、威尔康奈尔医学院阿尔茨
海默病预防中心副主任，莫斯考尼已专注于
神经科学 /脑科学研究长达 15年。

在研究之外，她的科普演讲也很受欢迎。既
有一线的科研经历，也有面向公众讲解专业知
识的经验，以此背景撰写的科普图书自然是值
得一读的。比如这本《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
员：让我们精力更足、记性更好、情绪更佳的健
脑饮食全书》。

书名已经揭示出该书的主题，即普通人怎
样通过吃来呵护自己的大脑，从而让它能更长
时间地保持健康状态。

作者坦言，让大脑获得营养的唯一方式
就是吃。我得承认，如果不是读了此书，我对
食物与大脑关系的认识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
吃货的层次：美味食物可以给人带来愉悦，还
可能激发某种灵感。因此，作为一个资深吃
货，我为又发现了吃这种爱好的一个好处而
感到高兴。

二

当然，同样是吃，吃什么以及怎么个吃法却
大有讲究，作者在此书中要给出的就是更加善
待大脑的吃法及其所依据的原理。

为此，莫斯考尼从其专业背景出发，首先
做出理论上的铺陈。从中可以看到，构成本书
观点之基础的是脑科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两
个新进展。

一是新的检测技术与方法为我们揭示了一

幅与我们以往认知有所不同的图景。比如说利
用脑成像技术，世界上有几个研究小组已经成
功地绘制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过程。

简言之，被我们俗称为“老年痴呆症”的认
知障碍并不只是年老的结果，也是持续多年的
大脑受损的结局，而导致痴呆症的大脑变化，可
能在成年早期就已经开始了。

假如因此而感到害怕，也大可不必，因为
作者随即很贴心地提示，这样一个漫长的时
间间隔对我们来说恰恰是一个机会。对于研
究者来说是跟踪研究的样本，对于我们每一
个终会走向衰老的普通人来说，在如此漫长
的时间里可以延缓（假如无法阻断的话）大脑
受损的发生。

这就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个炸药包可能会在
某天炸响，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它有一个长长的
引信，这也就为我们赢得了补救的时间，可以想
办法推迟或者减弱其影响。

既然认知障碍并非年老使然，就有了第二
个认知：大脑与食物的关系非同寻常。

造成认知障碍的原因除了年纪之外，更重
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我们的饮食方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这也是大多数人没有或者刚刚意识到
的。事实上，在人体所有器官中，大脑是最容易
受到不良饮食损害的。同时，大脑获得营养的唯

一途径是饮食。
有这两个研究进展，想必可以让大多数偶

尔会为年老时可能发生的认知障碍而感到担忧
的人松口气，因为这就好像将一把解锁未来美
好生活的钥匙交到了每个人自己手中。

在此之后，作者即向我们解释了食物如何
分解成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又在多大程度
上滋养了我们的大脑。

除了在原理上加以细心说明，她推荐的健
脑食物清单尤其具有实用性。为了让每个人都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食谱，她先开出了一个测试
问卷，让读者摸清自己的饮食偏好对于大脑而
言是否健康，然后给不同饮食偏好的人群列出
专属饮食计划。

对于很想健康生活却无从入手的人来说，
此书无疑是一部极为实用的饮食指南。有关具
体的吃的方案，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大可找书来
读，在此自不必多言。

三

在这里，我更想说的是，这些实际指导建议
所依托的理念，尤其是作者对于被科学技术所
改变的现代生活的评论，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工业化农业以及食品加工方式的
反思。阅读全书就会发现，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

的一件事是食物的品质比量更重要。
但要实现对品质的追求并不容易，有太多

因素会影响到食物的品质，而这在食物从生长、
加工直至摆上餐桌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体现：
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饲养的动
物以含有生长激素、抗生素的转基因饲料为
食，而动物饲料中的防腐剂还可能含有砷等
有害物质……所有这些不只会使土壤以及我
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并渐趋恶化，其
恶果是终将成为我们的盘中餐。

食品加工是现代社会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一方面食品的过度加工会导致诸如维生素、膳
食纤维等有益物质流失，另一方面，在对食品进
行过度加工的过程中，类似防腐剂、乳化剂等化
学物质以及填充剂被过量加入到食品当中，这
些则会损害大脑和肠道健康。

其二是对食品的溯源以及与此相关的食品
标识问题，这其实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要吃得健康就要努力
绕开那些可能会损害大脑以及健康的物质，那
么，了解食物中到底存在哪些物质以及它们的
利弊也就成为现代人必修的基本技能。

从食物的来源到它们的加工方式乃至其中
所包含的成分，无一不需要食客自己了然于胸。
而要实现这一点，对食物产品做出诚实标识也
就成为必需之举。

其三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常识，即为
大脑补充有益的物质不等于服用营养素或补
充剂。

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营养素有益于
人体健康；但它也告诉我们，摄入营养补剂并
不等同于从天然完整的食物中获取营养。

此二者组成了一个关于食物营养的完整
故事。

但是，正如我们在广告中经常看到的一样，
那些受雇出演专家的“演员”们往往只把这个故
事讲到一半便开始推销各种营养素。或许我们
很难指责这些“演员”及其背后的企业说谎，但
故事讲一半的做法的确有违现代社会诚信的基
本操守。

相比于书中那些实用建议，作者对上述三
个问题的省思更具有启发性。

对于前者，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不妨照着食
谱一试，因为清单中列出的大多以低脂低盐食
物为主，所以很符合现代健康标准。假如觉得天
天照此食谱用餐实在太寡，我倒觉得偶尔让自
己吃得不那么健康也没关系。

对于后者，也就是上述列出的三个问题，我
认为其实是更值得时时追问和反思的事，因为
它们会让我们更容易地实现此书给出的所有实
用建议。

《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让我们精力更足、记性更好、情绪更佳的健脑饮
食全书》，[意]丽莎·莫斯考尼著，康洁译，九州出版社 2022年 4月出版，定价：62元

生命与光的一场神奇邂逅
■段艳芳

生命像是宇宙间的奇迹，其存在与光密不
可分。我对这一主题一直有所关注，除了关心身
边的花鸟鱼虫、季节变迁，作为杂志编辑还组织
编写“光合作用膜蛋白”“光遗传学”“光生物学”
等专题文章，介绍该领域的科学进展。

最近读了《从光子到神经元———光、成像和
视觉》一书，学习了生命与光的更多内容。生命
的多彩与光的复杂特性交织在一起，演绎了生
命与光之间一场神奇的邂逅。

植物和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利用来自太阳的
能量使地球变得生机勃勃。蘑菇、水母等一些生
物会发出荧光。蝴蝶翅膀、鸟类羽毛等以规则有
序的结构反射光线，从而呈现出绚丽的色彩。

更非同寻常的是，动物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视
觉系统观察和感知周围的世界。比如海星具有由
少数光敏细胞组成的眼点，古老的鹦鹉螺具有小
孔状眼，脊椎动物的眼睛则通过晶状体成像至视
网膜，并涉及复杂精密的信号转导过程。

这背后既涉及光的各种物理特性，包括荧
光共振能量转移、光致异构化、色觉机制、光的
折射、光的衍射等，又体现出生物令人惊叹的适
应机制。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光由被称为光子
的小单元组成，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其能量与波
长呈正比，这是爱因斯坦以超凡的物理直觉对
光电效应的解释。

生命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眼视觉转导机
制对于光的量子特性有直接体现和利用。人的

眼睛具有卓越的感光和成像能力，可以适应从
微弱星光到太阳光等光强差异极大的环境，感
光主要由视网膜上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两种感
光细胞来负责。

它们是一类特殊的神经元，前者对微弱光线
非常敏感，后者辨色能力强。视杆细胞呈现出非常
狭长的结构，一端是能传递信号的突触，另一端是
类似于梳子的条状膜盘结构，富含能感光的视紫
红质。每个视杆细胞上有多达上亿个能够感光的
视紫红质复合物，后者由一种叫作视黄醛的吸光
色团嵌在一个蛋白质大分子上形成。
这本书论述到，视紫红质对单个光子敏感，

在一个光子的作用下，视黄醛的构象发生变化，
即发生光致异构化，使得视紫红质复合物发生
状态变化，进入激活状态，从而引发后续一系列
响应过程。视杆细胞有很大概率对单个视紫红
质状态改变产生明确的信号。

光子本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却实实在
在地引发了生物大分子和细胞状态的改变，令
人感受到光子的力量，也对视觉信号转导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就如同在生物学研究中，将“基
因”这一原本抽象的概念与 DNA分子这一物
理实体联系起来后，才真正认识了基因。

再以色觉为例，大多数哺乳动物只能看到
黑白的视野，人和猿类可以看到彩色的世界，一
些鸟类有更丰富的视觉，这与光的性质和色觉
感受机制息息相关。

太阳的可见光在棱镜下可以被分解为不同

波段的连续光谱，然而光谱固定的三种基色光
也能匹配出多种颜色，此为三色模型。在人的视
网膜上刚好存在三种不同的色彩感受器———视
锥细胞。它们的敏感峰值位于可见光三个不同
的波长处，在吸收光后经过复杂的信号转导过
程并最终在大脑中还原出多样的色彩。

博学多才的托马斯·杨早在 1802年即提出
我们的视网膜中有三种用于明视觉的色彩感受
器，这一假说直到 160年后才得以确认。不知是
出于进化的偶然还是进化的奇迹，人和猿类窥
探到物理原理，用相当简洁有效的方式来感受
丰富的颜色。

对于光合作用、结构色，以及在生物学研究
中相当重要的多光子成像、光遗传学技术等内
容，本书也都有详细的介绍。

该书为美国物理学家菲利普·纳尔逊所著。
这是作者继《生物物理学：能量、信息、生命》和
《生命系统的物理建模》后出版的新著作，也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团队与纳尔逊的又一
次合作。

纳尔逊擅长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生物学
系统。该书围绕生物与光，充分融合了从量子
力学到分子生物学的前沿进展，基于量子思
想对当前生命科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生物学
现象以及多种荧光成像实验技术，特别是视
觉机制进行透彻的介绍，内容丰富严谨，既有
广度又有深度。

作为一本专著，本书注重用物理学思想来

看待生物学问题，并通过物理学建模汇集了很
多新发现，学科跨度广，信息量大，对于开阔视
野大有裨益。该书并不容易读，但好在全书行文
流畅，脚注处有很多前后章节相呼应的注释，方
便读者对照阅读。一旦静心阅读，能体会到一种
获得新发现的乐趣。

不仅如此，该书也体现出作者对年轻人进
行科学探索的指导。开篇是“致学生”，并且以一
句名言“没有好奇心的人，不过是戴着眼镜的瞎
子”开始，体现出作者的用心。

书中每一章节前的导语也引人思考。我尤
其喜欢其中引述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
布的一段话：“我们对一般性问题的思考所获有
限，反而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却能取得越来越
普适的结论。这就是提问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惊
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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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认知障碍的原因除了年纪之
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饮食方式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大
多数人没有或者刚刚意识到的。

事实上，在人体所有器官中，大脑是

最容易受到不良饮食损害的，同时，大脑
获得营养的唯一途径是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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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令海峡以及海峡两岸地
区，在 19世纪早期曾经居住着
许多很小的民族，后来被归为
三个主要的语言群体，包括因
纽皮亚特人、尤皮克人和楚科
奇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
与海洋、海岸、森林、滩涂、极地
冰原等环境，以及生活在各类
环境中的动植物结成了一种永
续共生式的关系。

但这一切在 19 世纪早期
被打破。在海峡西岸，俄国人将
楚科奇地区列为了本国领地。
而东岸则成为了美国治下的阿
拉斯加。不仅是俄国人和美国
人，欧洲、亚洲、美洲等国的人
也纷至沓来。

人们为了捕猎而来。白令
海、波弗特海、楚科奇海堪称地
球上最为丰裕的生态系统，是
各种生命体的家园，有着数十
亿的浮游生物，有上百吨的弓
头鲸，有在海中生长而在岸上
栖息的海象、海豹，还有各种鸟
类和鱼类。

这片丰饶的海域，最南扩
至阿留申群岛，也在相当程度
上挡住了辽阔的太平洋上经常
出现的飓风等灾害。海域中的各种动物，与白令
海峡地区的原住民长期共存，甚至不存在自我
防护意识，捕杀难度无疑相当低。

在海峡两岸的陆地上有海象、狐狸，内陆还
有驯鹿。地质学家还勘测发现当地存在黄金和
锡矿。这就解释了外来者缘何蜂拥而至。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一

书作者芭丝谢芭·德穆思是美国布朗大学环境
与社会史助理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北极地区
能源史与气候史。

这本书分五个章节回溯了 19世纪 40年代到
20世纪末 160多年的不同时期，人类（准确地说是
白令海峡地区的外来者们）对该地区的大海、大
洋、海岸、陆地、地下进行开发改造的过程。

19世纪 40年代是白令海峡地区发展形态
发生剧变的开始。俄美两国开始将各自边界内
的边疆整合进入自己的国家体系，这种整合和
改造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后期。

书中指出，这些来自温带地区的外来者带
着故土的思维，致力于将树木、煤炭、石油等物
产中的能量转化为动能的工业生产力，将海洋
物产以及内陆动物都列为可以经科学计划编
制、管理、量化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更不堪的是，许多国家的捕鲸船持续在白
令海、波弗特海、楚科奇海不加节制地搜捕弓头
鲸，乃至掠夺一切可以被纳入商品市场的海陆
生物资源。

书中特别讲述了弓头鲸等鲸类面临的真正
厄运是，工业化、军事化的捕鲸装备被越来越多
地应用。尽管 20世纪初以来，受公众压力推动，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参与磋商建立一体化的捕鲸
管制体系，但海洋捕捞的经济价值显然使得缔
约国以及拒绝缔约的少数国家不愿意受束缚，
而是继续让白令海峡等海域成为无主公地。这
让国际磋商和协作流于表面。20世纪后期发达
国家兴起的环保组织甚至采取了暴力对抗举
措，才让一些国家的滥捕行为稍稍得到遏制。

作者长期在白令海峡地区生活，并掌握了
相关的研究史料，带着对白令海峡海陆生态景
观的深切热爱，以及对 100多年来无序、剧烈开
发造成的环境后果的无限痛惜，向读者展现了
白令海峡地区这样一个物产丰饶却高度脆弱的
地区是怎样迎来毁灭性的变化的，并发出了警
示和呐喊。

全书文辞优美，作者克制地书写了该地区
的奇美景观，穿插讲述了环境剧变的历史故事，
相当程度上示范了环境史写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食物供应链早已扩
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北极圈内海域出产的鱼
虾等海产品就是例证。地球、海洋、欧亚大陆北
极圈内冻原等环境系统，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
身，以捕鲸为标志的无序海洋捕捞，将持续加剧
包括白令海峡地区在内的全球海陆生态系统的
脆弱性，最终造成的生态代价不可避免地需要
全球每一个人来背负。

比如，白令海峡地区的人类活动足迹的增
多，包括但不限于内陆捕猎、海洋捕捞、矿产开
发、林木滥伐以及城镇化开发等，让当地的气候
系统陷入紊乱。

这样的冲击显然不止一个地区，叠加全球
温带、热带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城市化、工业化影
响，将使得全球气候变得更加难以预测、灾难性
天气增加。

更需要人们加以关注的是，作者提到，白令
海峡地区而今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秩序，很大程
度上就建立在过度开发基础上，这让当地的生
态环境保护陷入一种发展与保护二选一的拉锯
式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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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拿起画笔，就像培训师当初指导的那样，灵活娴熟地
重复着每个动作，抿、蘸、画……一批年龄在 14岁到 16岁之
间的女工给手表表盘涂上能在夜间发光的含镭涂料。她们对镭
的放射性一无所知，用舌头将上色的笔尖捋顺，让笔刷能够更
加精准地上色，没有人告诉她们这么做是危险的。因为在 20世
纪初，没人认为镭是危险的，镭被应用到很多领域。

不久后，女工们陆续出现了身体不适：牙齿掉落、下颌骨脱
落、骨头疼痛、白血病、癌症、瘫痪、全身溃烂……找不到病因。
后来有人打开去世女工的棺椁时，看到骨头发出绿色的幽光。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企业拒绝承担责任；官员、专家、

律师无视“镭姑娘”的悲惨遭遇。最终，勇敢的姑娘们站了
出来，团结一致，在支持者的帮助下，赢得了她们的正义
和尊严，也警醒了世人。

本书作者通过阅览受害者的日记、信件、法庭发言，并且访
谈受害者亲友，走访有关现场，翻阅律师、医生留下的档案和报
纸的相关报道等，严谨细致地梳理并深入挖掘这段被埋藏的历
史，再现了这群鲜为人知的悲剧主角和她们所经历的痛苦挣
扎、顽强斗争。

《发光的骨头》，[英 ]
凯特·摩尔著，刘畅译，上
海教育出版社 2022年 8
月出版，定价：68元

《拼凑真相———认清
纷繁世界的十大数据法
则》，[英]蒂姆·哈福德著，郑
晓云译，中信出版社 2022
年 7月出版，定价：65元

荐书

在纷乱的信息时代，人们特别信赖统计数据，但统计数据
很容易“撒谎”。当然没有统计数据，撒谎更容易。

数据在对的人手中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好的统计数
据不是一种把戏，也不是障眼法，它们就像天文学家的望远
镜、细菌学家的显微镜、放射学家的 X光片，可以让人们在纷
繁世界中变得更聪明。

本书作者认为，好的统计数据不是用来扭曲真相或掩盖
事实的，而是让大家识别真相的有效工具。通过对统计数据本
质的认识，人们可以越过逻辑错误、情感因素和认知偏见的障
碍，到达真相的彼岸。

本书列出十大法则来帮助读者理解统计数据，并运用大量
生动、鲜活且知名的故事，辅以大量资料佐证，带读者进入充满
虚假信息、不良研究和糟糕动机的世界，从中挖掘可靠的数据，
让“用数据沟通”变得更可信。

作者蒂姆·哈福德著有《混乱》《卧底经济学》等，是《金融
时报》专栏作家，他能够用经济学理论为读者提供轻松诙谐的
经济学解读。2019年，他因对“经济学的普及与推广”的贡献
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