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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史蒂芬路8号，
盛大集团国际总部。
我和陈天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很放

松地聊天，茶几上是他一家五口的合影，阳光
在他们夫妇和孩子脸上洋溢。
有陈天桥的地方就有传奇。除了投资，现在陈

天桥和妻子的主要精力放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目前
重点关注脑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他们成立了脑科学研
究学院，计划拿出10亿美元作为第一阶段的投入，探索
大脑感知对人类行为和健康的影响，整个探索有三大主
题：大脑探知、大脑相关疾病治疗、大脑能力开发。

脑科学是人类现有知识体系里最复杂困难的课
题之一，横跨生物学、化学、工程学、数学、物理学、
社会学等领域，当陈天桥决定把“全力支持人
类对大脑认知领域的无尽探索”作为自己
最重要的工作时，他很明白，这意味
着巨大的付出和漫长的等

待。

“感知就是全世界”

秦朔：进入脑科学领域，有特别
的机缘吗？

陈天桥：不是某一天的某个机
缘，是把人生方方面面的思考统一

在一起的结果，就像盲人摸象，可以

有很多角度。

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全部

来自大脑。疼痛、快乐、兴奋、抑郁、

恐惧都来自大脑。大脑是感知

的出发点，而不是说外在

的物理世界是感知的

出发点。物理世界

只是触媒，最终决

定给你感知的是

大脑。

感知取决

于大脑，而感

知就是全世

界。过去说唯

物主义和唯心

主义的分别，现

在从量子力学

来说，还有第三

种状态，你观察它，

它就存在，你不观察

它，它就不存在。心和

物已经被统一起来了。

“‘黑客帝国’是完全可能的”

秦朔：这么古老又深刻复杂的
问题，现在是解决问题的好时机吗？

陈天桥：我觉得重大突破的“奇
点”正在来临。我见了很多研究“奇

点”方面的专家，大家一致认为超级

计算机、显影技术和人工智能会加

速改变很多东西。

我们基本上明确下来了，我们

要做三个课题：第一个是大脑发现；

第二个是大脑疾病的治疗；第三个

是大脑发展。

不研究人脑，电脑、人工智能、

机器人都深入不下去。比方说计算

机视觉，无人驾驶最大的问题是如

何用摄像头读懂图像，用雷达、激光

雷达，它能分辨物体，但看不懂颜

色、看不懂标牌；再比如VR、AR，现

在是通过“欺骗”你的眼睛努力“欺

骗”你的大脑，其实最早的VR就是

立体声，让你觉得声音在你身边。

现在VR就是立体人，“忽悠”你的

眼睛。假设未来可以“忽悠”你的皮

肤、你的鼻子、你的舌头，甚至我提

出了一个概念，将来VR或者AR的

目的是为了“黑掉（hack）”大脑，不

是为了“欺骗（cheat）”大脑。cheat

和hack是有本质不同的。cheat就

是它还在外面操作，但是必须按照

大脑的规则。hack的话，举个例子

来说，我们用新材料和纳米技术把

你的一个神经元替换掉，你本来看

到的是一个丑陋的东西，我让一个

纳米进入神经元，传到另外一个路

径去，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美的东

西。如果最终能“黑掉”大脑，那样

“黑客帝国”就完全可能了。

感知就是全世界，你可以真的

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你

能看，你能听，你能摸到。但要真的

到“黑客帝国”，对大脑没有研究是

不可能的。

“可怕的技术，疯狂的想法”

秦朔：脑科学研究最吸引你的
地方在哪里？

陈天桥：现在最前沿的脑科学
研究，用干细胞改造成神经元细胞，

神经元细胞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开

始成长，长出完整的脑干，脑干是连

接大脑、小脑和脊椎的重要部分。

如果通过这个脑干再长出大脑、小

脑和别的各个部分，你能否设想一

下这个大脑就是用干细胞造成的？

假设实验室让这个大脑存活，这个

大脑会不会一下子就产生了意识？

如果它产生意识，就是最好的实验

对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大

脑意识到的“我”是谁？这是非常可

怕的技术，疯狂的想法。我这个人

就喜欢寻找真相，它到底是怎么回

事，我一定要去研究。

我从20年前开始做互联网，互

联网科技把每个人通过软件、硬件

连在一起。脑科学未来要研究的是

人脑的直接互联。南加州大学最近

宣布，已经可以把人的长期记忆存

在一个芯片里。在加州理工，可以

用芯片直接植入瘫痪病人，病人用

意念控制芯片，芯片直接对机器发

出信号。哈佛

大学的最新研

究成果是给你

打一针，相当

于纳米级的电

子收发信号，

它可以自动分布在脑皮层和大脑里

接受和传播信号。如果这个技术成

熟，人脑里有芯片，人与人之间收发

信息就不用通过电脑、手机了。人

脑比现在的电脑聪明得多，假设每

个人脑都是超级计算机，而且通过

意念就可以直接沟通，那才是真正

的互联网。

大脑里在孕育什么新传奇？

日前，新疆文化出版社推出了“谭旭东儿童文学文集”10

卷本，收录了谭旭东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作的儿童诗、儿童散文、

童话、寓言、儿童小说、微童话、科幻小说等，较全面地展示了谭

旭东十七年来的儿童文学创作成就。

谭旭东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

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他的儿童文学理

论著作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创作获得过

中国童话金奖、冰心图书奖和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等大奖，作品被翻译到美国、

埃及、俄罗斯、德国、波兰和委内瑞拉等

国。 （水上书）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在无
数经典的案件中，给世人留下了教科

书式的经典侦探教程之后却退隐山

林当起养蜂人，让我们无限遗憾。我

希望福尔摩斯能像名侦探柯南上不

完的小学一年级那样永葆青春，江湖

上再也没有他的足迹，却处处都传颂

着关于他的传奇，世界小说史上最伟

大的侦探离我们远去。终于，在享有

“美国版阿加莎”之称的女作家劳拉�
金笔下，我们的福尔摩斯又重新走出

了隐居生活，为我们留下新的期待，

这其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就是本书

——《上锁的房间》。

由劳拉�金创作的这个“新”探
案系列共14个案件，系列的创作时

间在二战之后，从时间还原程度上

来讲比较近似，在情节和人物以及

景物风貌等特点上来看很贴近原

著。同时，劳拉�金女性特有的细
腻给我们的主人公添加了更多细

微的气质，让我感觉福尔摩斯更加

贴近现实，作者各方面的拿捏甚至

人物的塑造都非常精准，《上锁的

房间》在往常柯南�道尔的故事情
节基础上逐步递进层次分明，在框

架外也是亮点多多，让我喜出望外

的莫过于对福尔摩斯婚后生活和

对爱人体贴的描写，众多女粉终于

可以放心，“男神”婚后风采依旧不

减反增。

侦探悬疑小说最吸引人的莫

过于悬疑和线索。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劳拉对于婚后福尔摩斯形象

的塑造，在保持了敏锐的洞察力和

令人折服的思维能力外，已为人夫

的福尔摩斯对迷茫焦躁的妻子百

般呵护，表面上任由她胡闹，暗地

里却费心费力地去保护她，我们情

商偏低的“男神”在爱情的滋

养下，变得更加善解人意，善

于经营婚姻和爱情，从福尔

摩斯对妻子适时的恭维和同

如孩子们和哈米特这些人的

交流来看，这填补了福尔摩斯几乎

唯一的缺点，使神探夏洛克更趋完

美，讨人喜欢。这个案子可谓从无

到有，几尽曲折，涉及人物也比较

庞杂，但是作者寥寥数语便使人物

跃然于纸上，如文章最后出场的华

人明医生篇幅很短，但给人的印象

却相当深刻。

《上锁的房间》饶有

趣味，读起来流畅无比，

有很多精致的小玩笑和

戏谑的揶揄都如同母语

小说一般自然呈现，这也给侦探

小说加分不少，这有赖于作者清晰

的表达，更要归功于本书优秀的翻

译。感谢劳拉�金使福尔摩斯更加
完美生动，也使我终于可以期待有

新探案可以读，特别是我们的“男

神”从此有了一位美貌与智慧并

重、勇气与侠义化身的妻子——玛

丽�罗斯。

福尔摩斯夫妇
——读《上锁的房间》

□夏瑜

克雷洛夫的一生都和书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联系首先来自于他的家庭。克雷洛

夫的父亲酷爱读书，他把全部闲钱都用于买

书，这对于一个贫苦家庭来说是奢侈的，但对

于克雷洛夫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克雷洛夫

对所读过的书过目不忘，他甚至能够背出来。

可惜的是，在克雷洛夫9岁时，他的父亲去世

了，他不得不挑起养家的担子。

16岁时，克雷洛夫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本，

这部剧本被一个出版商买下，价钱相当于克雷洛

夫当时月薪的9倍，对于克雷洛夫来说，这可是一

大笔钱，但克雷洛夫没有选择现金，而是让对方

给他一批书籍。这并不是说克雷洛夫“不差钱”，

而是因为他立志要成为戏剧家，他更需要的是学

习，是世界著名戏剧家的书。况且，对于爱书人

来说，再没有比书更好的“报酬”了。在爱书人眼

中，书籍无异于衡量一切价值的度量衡。

36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克雷洛夫开始了他的寓言创

作。40岁时，克雷洛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寓言集。两年后，

克雷洛夫出版了第二部寓言集。61岁时，克雷洛夫出版了新

寓言集（插图版）。在克雷洛夫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写了

203篇寓言。

1844年11月5日，克雷洛

夫去世，享年75岁。一生酷爱

书籍、善良风趣的克雷洛夫，在

临终前也不忘和这个世界开开

“玩笑”。在1844年11月9日，

即克雷洛夫出殡的那天，彼得

堡有一千多名居民都收到一个

包裹，里面装着新出版的《克雷

洛夫寓言》九卷集。可以想象，

当时人们收到这个包裹时惊讶

的表情：克雷洛夫不是死了

吗？克雷洛夫还活着？

当然，克雷洛夫还活着，他

一直活在读者的心里。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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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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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旭东儿童文学文集出版

坦率地说，陈天桥匪夷所思
的很多想法，我并没有完全消
化。但我意识到，他已经告别了
包括移动互联网在内的一切“外
物”，走向了生命的“本体”——大
脑。神奇的大脑是物质的也是意
识的，其复杂性无与伦比，但这些
至今难以破解的谜团，成为陈天
桥兴奋的来源。

陈天桥说，脑科学的研究是愚
公移山。当他看到属于自己的“山”
就在那里，无论多难多远多不可思
议，他都要义无反顾地出发。
（节选自《秦朔访问：照亮

世界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东
方出版中心）

□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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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祥芝镇卫计办、计生协

会、妇联联合卫生院在前山公园开展第30个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悬挂“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

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共同关注流动人口

艾滋病防治”等横幅。卫生院医生现场提供

义诊、咨询、测血压服务，积极向群众宣传艾

滋病传播途径及预防知识；卫计宣传员、巾

帼志愿者现场为过往群众发放防艾知识、生

殖健康手册、法律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有

效提高了辖区群众的防艾知晓率、法律知晓

率和生殖保健意识。

据悉，活动共计免费发放避孕套200多

盒、各种宣传资料和围裙、抹布等卫计宣传品

400多份，活动深受群众欢迎，有效形成浓厚防

艾宣传氛围。（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杨松峰）

本报讯 11月30日下午锦尚镇卫计办、

计生协会联合石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锦

尚镇卫生院在石狮市依思幼儿园开展第30

个“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观看展板、分发宣传单、现场

宣讲等方式，让家长们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

径、预防、治疗知识和如何保护好自我健康，

以及正确看待艾滋病患者，更好理解、关爱

他人等。工作人员还解读了国家“四免一关

怀”政策，发放宣传资料200多份，通过宣传

艾滋病的防治知识，让群众正确认识艾滋

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呼吁人们正

视问题，互助互爱，共同创建和谐友爱健康

的社会。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容俭）

本报讯 12月1日，蚶江镇卫计办、计生

协会联合卫生院在锦亭村卫生所开展“世界

艾滋病日”义诊宣传活动。

当天，该镇开展关注流动人口艾滋病防

治活动，现场为200多名群众进行免费体检，

包括血压测量、男科、妇科检查等项目。同

时，现场发出防艾宣传品500余份，避孕药具

300多份，该活动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氛围。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郭文烟）

防艾宣传
在行动

主办：市卫计局 市计生协会

承办：石狮日报社

人口与计生之窗

协办：
凤里、湖滨、灵秀
宝盖、蚶江、永宁
祥芝、鸿山、锦尚

计
生
办

蚶江

祥芝

锦尚

2017年12月1日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
的主题为：“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
国”，为进一步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营造全民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良好氛围，石狮各镇办积极开展防艾宣传
服务活动。

本报讯 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中国一天天

变化着。地处东南沿海石

狮市宝盖镇的小村落

——郑厝村，让年近七

旬的美籍华人柯明智

深深地感受到祖国的

变化。12月6日下

午，借着回外祖父家

探亲之际，柯明智参

观了郑厝村老人食

堂，邻里和谐与幸福

生活的场景触动着这

位游子的心，每到动情

处，他都热泪盈眶。

2014年元旦，郑厝村老

人食堂开始启用，向村落的老人

免费提供一日三餐。近四年来，

到郑厝村参观老人食堂的人络绎

不绝。12月6日下午，郑厝村老人

食堂突然来了一群客人。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次来的客人来自美

国。他们是远道而来的美籍华人

柯明智与他的亲友，一行15人。

郑厝村老年协会的老人们热情接

待，带着客人到食堂内外参观了

起来。

今年69岁的柯明智祖籍晋江

市新塘街道塘市社区，其外祖父

就是郑厝村人。6岁那年，柯明智

随其家人迁居美国，并在美国中

部扎根。

此次到石狮，柯明智是到表

弟郑培坤家探亲。当郑培坤说起

村里老人食堂免费给老人提供一

日三餐一事后，柯明智不敢相信，

马上想到老人食堂看个究竟。

参观完郑厝村的老人食堂

后，柯明智非常激动。“真的想不

到！”柯明智竖起大拇指高兴地

说，“这样的生活很幸福、很美

好！”对于广大乡亲一起出资出力

创办老人食堂，他不仅惊讶，更是

激动。对柯明智来说，那是因为

他切身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与祖国

的发展。每每谈及祖国与家乡这

两个词，柯明智的声音便会哽咽

起来，他的双眼饱含热泪，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或许，这两个词深

深地触动了这位海外游子的内

心。

虽然从小迁居美国，但柯明

智的闽南话很地道，普通话也很

流利，发音依然保持着纯正的腔

调。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很

亲切，很温暖。”让柯明智感到温

暖的还有家乡人的邻里生活，他

说，“乡亲聚在一起生活很温

馨。”

“每次回祖国，都能发现新的

变化。祖国与家乡今天的面貌，

跟我小时候听父母讲述的已完全

不一样，可以用一个天一个地来

形容。”最近的十几年来，柯明智

每年都会回国探亲，他由衷地说

道，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人

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郑国贤）

美籍华人回乡探亲携亲友参观郑厝老人食堂后竖起大拇指——

“这样的生活很幸福，很美好！”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内

消防安全工作，消除各类火灾隐

患。日前，湖滨派出所下片民警带

领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店面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对店铺的用

电、用气情况进行检查，要求经营

户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配备消防器

材，注意用电用火安全，消防灭火

器及时年检，不堆积易燃物品。检

查中发现个别店铺没有配备灭火

器，民警提醒经营户一定要及时采

购灭火器，并发放整改通知单，要

求他们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整

改。

通过检查，给沿街店面经营户

再一次敲响了安全警钟，社区将不

断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认真检查落

实，确保辖区安全稳定，保障居民生

活平安幸福。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12月4日，蚶江镇

城管办结合“12�4”国家宪法
日活动开展垃圾分类公益宣

传，以此增强村民垃圾分类意

识和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

活动中，蚶江镇城管办执

法人员，在垃圾分类宣传看板

前向前来参观的蚶江小学学

生宣传垃圾分类的目的与意

义，并详细介绍厨余垃圾、可

回收垃圾、有毒垃圾、其他垃

圾的类别与种类等。通过本

次公益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

村民群众、广大青少年学生垃

圾分类的积极性，提高环保意

识，改善居住环境。图为垃圾
分类公益宣传活动现场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李荣亮）

12月6日，锦尚镇联
合锦尚司法所、镇综治办、
石狮市法律援助中心、计
生协会志愿者等部门在福
德龙超市举办国家宪法日
宣传咨询活动。活动通过
张贴横幅、分发宣传材料、
宪法知识有奖问答等方
式，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咨询、计生知识普及、反邪
教宣传等服务。此次活动
共发放宣传材料 500余
份，解答法律咨询50人
次，大大提高了辖区群众
的法制观念。（记者 邱育
钦 通讯员 王静敏）

湖滨加强沿街店铺消防安全检查

蚶江城管办开展垃圾分类公益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