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 13 日，“拉筋拍打神

医”萧宏慈因过失杀人罪，被澳大利亚

悉尼东宁地区法院判处入狱10年。

据媒体报道，自称有着名校毕业

生、海归、华尔街金融业成功人士、作

家、深悟佛道的云游者等多重身份的萧

宏慈，44岁学医，依靠着一本 2009年出

版的《医行天下》，到49岁时已是享誉全

球的“神医”了。

然而，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

了，只用了十年的时间，神医，就成了杀

人犯。

神医的人类学根源 为什么这些

来自于江湖术士的另类疗法总是会有

为数众多的信徒，神医们又是如何在追

随者的脑子里注入一个逻辑闭环的？这

其实与医学最初的形态和人体的生理

病理有关。

医学的目的是解除人类痛苦，而造

成人类痛苦的最主要的根源，一个是

病，另一个是死。在古人眼里，疾病和死

亡都是神秘的，而且这两者密切相关，

死亡几乎总是疾病的结果。其他动物面

对疾病和死亡似乎只有听之任之，或者

仅在面对天敌的捕杀时拼命逃跑，可人

类自打攀升至食物链的顶端之后，在自

然界就再也没有肉眼可见的天敌了，当

古人遭遇病痛时，仍然不甘心坐以待

毙，他们试图摆脱病痛，他们要为疾病

的产生找到一个解释。

大自然并非有意掩盖疾病的秘密，

故意让人类摸不到头绪，只是智慧生命

的产生乃是宇宙的奇迹，几百万年以

来，动物们一直顺从地生病或死去，可

奇怪的人类居然要为疾病寻找原因。

他们最初为疾病寻找到的原因是

敌对部落恶灵的报复或神祇的惩罚，那

么针对这样的解释，他们采取的治疗措

施也只能是神秘主义的巫术或宗教仪

式。这个起源就是理解当下一切另类疗

法的钥匙。试想，这类神秘疗法，显然比

拍打或芒硝更加没有道理，可为什么在

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人怀疑这

类疗法的效果呢？

按照大多数人的思维惯性，时间顺

序上的先后两件事，往往被视为有因果

关系，既然治疗在前，疾病好转或痊愈

在后，可不就是疾病被治疗好了？其实，

疾病好转的原因很多，并不一定就是治

疗的结果。

疾病的自限性 野生动物界，并没

有专门的医生为它们看病，但也一样繁

衍生息至今，难道在它们最终病死或丧

命于天敌之口之前，从不生病吗？这当

然不可能，疾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命

现象，绝非人类独有，那么这些并没有

医学救助手段的动物在生病之后是怎

么挺过来的呢？靠的是身体的自愈。也

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疾病是有自限性

的，即从起病到病程结束，有一个大致

固定的周期，过了这一周期，疾病自然

痊愈，即使是一些可能致死的疾病，其

病死率一般也不是 100%，那些幸而不

死的，也是身体自行复愈的。所以，如果

古代的某人得的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又

恰好接受了某种古代的治疗，而后身体

渐渐康复，他当然会感恩这样的治愈。

在古希腊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腊神

话中的医神）的神庙，一代又一代被疾病

折磨的人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求治，他

们在这里虔诚地睡下，神祇在他们的梦

里出现，当他们醒来时疾病便已痊愈。

只要治疗的数量足够多，那么总会

有治疗效果好的成功案例被记载下来广

为流传，而相反的无效的案例则很快被

人们忘得一干二净，这种记忆上的选择

偏倚加上信仰的狂热张力，创造了一种

非常有利于病人的精神心理安慰，以至

于数千年来，大部分人对此都毫不怀疑。

甚至即使在今天，尚未完全退出历

史舞台的部分民间医学，仍旧钻了这个

空子，让某些对超自然力量有向往的人

吃尽了苦头。虽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人

们很容易发现这类医学方法的荒谬之

处，但也有些人由于欠缺科学的思维方

式，尤其当其在遭遇复杂疾病时，往往

在不同的医学体系之间犹豫不决举棋

不定，最后一脚踏空，相信了某个神医，

堕入万丈深渊。

安慰剂与狐假虎威效应 安慰剂

效应指的是在没有明显的对身体干预

的情况下，通过病人的精神力量使症状

改善甚至身体痊愈的现象。

仅疾病的自限性和安慰剂效应两条

原因，其实就足够解释大部分另类医学

疗法也能产生足以迷惑众人的所谓“疗

效”，但在现代社会仍然时不时沉渣泛起

的民间疗法已经演化得更加狡猾了。

因此，我们还可以提出第三条原

因，狐假虎威——当一套玄妙的治疗方

案与正规的治疗同时施加给病人的话，

那么病人的痊愈之功，就很可能会被一

起记在两种疗法头上，即使有一种疗法

根本没起任何积极的作用。萧宏慈这次

马失前蹄也许与他居然相信了自家狐

假虎威的疗法真正起了作用有关。试

想，假如澳大利亚那位罹患 I型糖尿病

的孩子在接受他的拍打疗法的同时，并

未停止正规的胰岛素治疗，那么这个小

男孩很可能就不会死了。

很多聪明的另类疗法之所以久经

不衰，就是因为从业者非常狡猾地将自

己实施的疗法定位为辅助手段，不去与

主流医学争功，让病人正常接收主流正

规的治疗，自己只是乖乖闷头赚钱而

已。这种情况下，利用话术对病人进行

暗示，很可能会让病人觉得这样的辅助

治疗也改善了治疗结果。多一个治疗方

法，多一条活路嘛。可惜，这种患方自以

为聪明的做法，却屡屡把病人引向一条

死路。

神医致死的必然性 心理学家爱

德华·墨菲提出，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

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

这种选择。简而言之，如果事情有变坏

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

会发生。萧宏慈也好，在他之前的胡万

林之流也好，他们的那套理论和方法，

本身就不是基于科学的理论提出的，因

此从概率上就存在致人于死命的可能，

再加上他们本人对疾病的凶险认识有

限，面对将死之病人，可能都察觉不到

凶险，大量信众的盲从也会使他们这样

的治疗者本人变得更加自信，有病人枉

死在神医手中就毫不奇怪了。

法国思想家孔多塞（1743—1794）
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说：“人

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幼年时的种种偏见，

哪怕是在已经认识到了全部必要的足

以推翻它们的真理很久以后。”

也就是说，早在 200 多年前，先贤

已经意识到了想要改变人们心底的谬

见是非常艰难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胡万林在中国的罪

名是非法行医罪，萧宏慈在澳大利亚的

罪名是过失杀人罪。另外，根据《悉尼先

驱晨报》的报道，在萧案中，那位枉死的

小孩的家长也可能被定罪（在中国还没

有类似的先例），这种定罪的差异颇耐

人寻味。

我们要对社会进步的曲折性有充

分的理解，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理性

觉醒的时间还很短，医学科学依然有数

不清的问题留待解决，很多病人还在被

病痛折磨，人群当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

对神秘主义的治疗方法有原始的渴求，

愚昧的事情短时间内注定不会绝迹，我

们要有耐心。

当致死性的疾病忽然祸从天降

时，很多人原本就储备不足的理性，就

会彻底被濒死的恐惧覆盖遮蔽了。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病人向神秘主义求

助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而我们

的医疗系统和医务人员尤其要重视病

人的心理因素，因为我们的对手——

那些神医们，自古以来就是操弄病人

心理的高手。

（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

愈”，较原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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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图书1：
《模型思维》

作者：［美］斯科特·佩奇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斯科特·佩奇强

调我们需依赖多重模型，用许

多棱镜看复杂世界，这就好像

是从有很多面窗户的房间往外

看，每面窗户朝着不同的方向。

每个模型各有其逻辑框架，强

调各自的因果链条，其洞见和

影响因此交错交织，带来丰富、

深刻的理解。

推荐图书2：
《像艺术家一样思考》

作者：［英］威尔·贡培兹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艺术家是如何获得灵感，

又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独

特风格或创作主题的？在成为

大师之前，他们有着怎样的经

历？通过与世界上伟大的创意

思想家多年的亲密接触，BBC

艺术频道主编、曾担任泰特美

术馆媒体主管的威尔·贡培兹

发现了这些大师共同的特点

——他们是极度好奇、勇敢、

懂得思考的：卡拉瓦乔有极大

的好奇心，米开朗基罗是勇敢

的人，伦勃朗有自己的观点，

杜尚会停下来去思考……贡

培兹将从古至今的艺术大师

分门别类，以轻松风趣的语言

重点讲述了 20 余位艺术家背

后的创意故事，更记录了他与

我们这个时代著名艺术家的

直接交流。每个人都可以借鉴

这些艺术家的经历。

推荐图书3：
《超级话题》

作者：肖大侠

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当今信息碎片化甚至粉

末化的时代，10个营销人，9个

说营销越来越难做了。产品的

同质化、市场的价格竞争、线上

流量的高成本、大众对传播的

不信任、品牌忠诚度的降低

……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营

销人该如何杀出重围，占领用

户的碎片化时间，形成病毒式

裂变传播，不断打造出“刷屏

级”营销事件？

多款超级话题操盘手、新

旗互动创始人肖大侠在本书中

回顾近 10 年的营销思考和实

战经验，公开了众多经典营销

案例的成功秘诀。

学 人
kexueren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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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谈祥柏的数学科普

从胡万林到萧宏慈，为什么“神医”总会有市场？

上海市反邪教协会协办

□李清晨

30多年前，我国科普界开始将张景中、谈祥柏和李毓佩三位先生

并誉为“中国数学科普的三驾马车”。他们的数学科普作品皆独具一

格，自出机杼，令人钦佩。凑巧，2019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了“致敬科

普前辈，共筑科学梦想——李毓佩科普创作研讨会”，11月20日又在

上海如期举行旨在进一步倡导科普评论、推动科普原创的“谈祥柏科

普作品评论研讨会”。笔者参与了谈祥柏这次研讨会的策划和筹备工

作，并在会上简短发言。本文即据这次发言增删而成。

一

谈先生擅英、日、俄、德、法诸语，译作丰硕，包括《数学加德纳》

《果戈尔博士的数学奇遇记》《矩阵博士的魔法数》等名著。惜乎本文

专叙谈先生的原创作品，译事只好来日另说了。

谈先生的科普书，迄今已出版约50种。其作品就数量而言，以面

向中小学师生者居多。今年春天，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10册

《谈祥柏趣味数学详谈》丛书（以下简称《详谈》），张景中院士为其写

了长长的序言，缕陈《详谈》的出版与文化价值、学术与人文价值、科

普及其研究价值，乃至数学教育价值。所言精当恳切，读者自可细细

品味。

《详谈》的策划者游建华、沙国祥二位编审撰写的后记谈到：

70年来，谈老趣味数学著作等身，但多为单本出版；散见于全国

各地报刊的众多文章，更是未能成集。也就是说，谈老为之奉献一生

的趣味数学创作成果，极可能因此散失，无法传之久远，让一代又一

代读者受益。

我社一批“数学出版人”很快达成共识：要尽快对谈祥柏先生的

作品，尤其是未结集发表过的科普文章、趣题，做搜集、整理、分类工

作，并编辑出版谈老的“代全集”……一贯谦虚谨慎的谈老终于接受

了我们的想法，同意采取十本小册子构成一套丛书的形式，并与我们

字斟句酌，确定了十本小册子的书名。

《详谈》10册书名为《巧算巧解脑洞开》《数学游戏大家玩》《数学

福尔摩斯》《特异的数学美》《数学文史一家亲》《数学趣味化大师》《趣

味数学长相思》《有个性的自然数》《初等数学新思维》《行云流水话数

学》，经过两年努力，大功告成，完满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

谈先生生于1930年，农历庚午年，故有笔名曰“庚午生”。他长我

13岁，是我的良师益友。1959年，我第一次读到谈先生的书——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品《线性规划》。当时我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谈

先生也才29岁，《线性规划》是他写的第二本书。从此，谈祥柏这个名

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悠悠23年之后，我与谈先生首次晤面。这次相会的大背景，在我

国现代科普史上值得留下一笔。1982年4月，创建未久的中国科普研

究所在北戴河召开“全国科普创作研究计划会议”。会议第一小组的

14名成员，有王梓坤、谈祥柏、郭正谊、林之光诸公，我亦忝列其侧。谈

先生从小爱好天文，我又是数学爱好者，自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告诉

我，年轻时记住全天20颗一等星的外文名，至今依然未忘。还告诉我，

不久前有新著《趣味对策论》付梓，若有兴趣则会后即寄上求教。我自

然求之不得。

1982年的北戴河会议，有一项重要议程是“制定近几年内的研究

与创作选题计划，并落实到人”。与会者有不少好的想法，例如高庄的

“竺可桢与科学普及”、符其珣的“别莱利曼及其作品研究”、谈祥柏的

“马丁·加德纳及其数学科普作品研究”等。我本人所提的课题是“阿

西莫夫科普作品研究”。

谈先生对马丁·加德纳及其数学科普之研究，堪为同道楷模。

2010年 5月 22日加德纳以 96岁高龄与世长辞，谈先生在上海的《科

学》杂志上发表纪念长文《马丁·加德纳—— 一位把数学变成画卷的

艺术大师》。文中述及，谈先生早年发现加德纳在《科学美国人》上的

趣味数学专栏文章对教学颇有帮助，便开始了搜集加德纳作品的艰

辛历程：跑遍复旦、同济、上海交大等高校，尤其是不断前往上海图书

馆。当时没有复印机，就边看边抄，咀嚼消化。20世纪80年代，利用参

加学术会议的间隙，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西安、兰州、南

京、杭州等地自费复印，终于收齐加德纳趣味数学的全部文章，感到

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不幸的是，抄录和复印的这些资料，后来竟丢

失了大部分。然而，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谈先生身上却是永不磨

灭的，他的全部作品便是最好的明证。

三

本文题目取为“说文解数 形散神敛”，前四字“说文解数”脱胎于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撰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巨著。但所“解”者

由“字”换成了“数”，“文”的内涵也拓宽为“文史”“人文”乃至于“文

化”了。题目后四字“形散神敛”，是谈祥柏数学科普作品的鲜明特色。

“散”是“发散”，“敛”是“收敛”，这两个普通的动词，又是两个重要的

数学概念。谈先生的数学科普文章，开头往往是一段貌似离题的故事

或趣闻，有点像开胃的佐料，又像是通幽的曲径，其实都是为主人公

登场设下的伏笔。此类文字，谈先生写来收放自如，张弛有度，乍一看

似乎很“发散”，最终却总能“收敛”到数学文化上。其所含的信息量，

既拓展了人文视野，也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

谈先生练就这身“形散神敛”的好功夫，曾得恩师郑逸梅先生亲

炙。30多年前，我正热衷于闲读郑逸梅著《艺林散叶》《书报话旧》《影

坛旧闻》诸书，孰料同谈先生一聊，他竟告诉我，郑逸梅先生是他就读

大同大学附中的语文老师！我不禁大为惊奇：原来谈兄竟是这位南社

诗人、“补白大王”的弟子，难怪知识如此渊博。当然，名师之徒不成材

者也不少，师父领进门，“修行”还得靠自己。

在《数学文史一家亲》中收录了谈先生《上天入地，难觅第二——

一个扣人心弦的可除长链》一文，回忆了一生与郑老的诸多交往，绝

对堪称佳话。这篇文章引起了读者的普遍关注。文中提到谈先生家距

郑先生家很近，故常去拜望，向老师请教各种文史问题，仍如在大同

中学的课堂中一样——

郑先生知道我非常喜欢对联，尤其是中间嵌着数字的，于是就

告诉我，苏州网师园濯缨水阁中有一幅清代名人郑板桥所书的怪

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对联只有寥寥八个字，可是奥妙无穷、意

义深刻。

原来，“曾三”是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颜四”是指孔门大弟

子颜渊立下的四条规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凡不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事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动。“禹寸”是说大禹

珍惜点滴光阴，忘我治水，乃过家门而不入。“陶”指晋代的陶侃，他曾

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吾辈，当惜分明。”此言很受后人称道。

“曾三颜四，禹寸陶分”一联，已入我国历代名联之列。谈先生在

文中画龙点睛道：“上联说的是‘数’，下联说的是‘量’，不仅对仗工

整，而且充满着极其浓郁的数学趣味。”至于文章究竟如何转入那个

“扣人心弦的可除长链”，真是相当有趣，诸君查阅原文便知。

四

谈先生知我也爱文史，遂屡次同我聊起郁达夫。正巧日前找出谈

先生30多年前惠赠的《智慧的磨刀石》一书，发现其中夹了一封短信，

所署日期是1982年10月31日，并附“又及：浙江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

了一本《郁达夫外传》，只九角钱，内容不错，建议您去看一看”。爱书

人见到好书欲与友人同享其乐的心境，跃然纸上矣！

整整20年前，江苏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谈先生著《数学广角镜》

（1999年），它是“金苹果文库”（以下简称“金苹果”）第2辑的一员，谈

先生为“金苹果”撰写的另一本书《稳操胜券》（2000年）则纳入第 4
辑。“文库”的主编是我本人，出版社方面由时任副总编辑喻纬先生负

责。喻纬是数学专业出身，《数学广角镜》《稳操胜券》亦由其亲任责

编。“金苹果”每个品种的卷首，各由作者撰写“命题作文”一篇，曰《我

与科学世界》。

在《数学广角镜》的《我与科学世界》中，谈先生说道：“天文学是

一切科学中最具有诗意的学科”“天文爱好将我引入科学之门”“尽管

我对天文学如此偏爱，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数学。这是什么原因呢？”他

说，扼要言之，原因约有三。其中第三点是：“由于我在读中学时期，曾

经小试牛刀，解决过一些看来像是鸡毛蒜皮，但确是前人没有发现的

问题，所以我才断然决定，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数学，这大概可以

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不是轻举妄动吧。”

谈先生接着说：“做任何学问，都必须占有资料……我一生爱书

成癖，从只有一本书而积累到藏书数万册，省吃俭用，微薄收入的绝

大部分都倾注在这个‘无底洞’里。我成名较早，也出版过不少著作，

写过许多文章，所得稿费完全不用于改善物质生活，百分之百地用于

买书。郁达夫先生说：‘出卖文章为买书’，但他由于嗜酒和爱交游，或

许未必能够做到，而我却是真正身体力行的。”这篇《我与科学世界》

中谈及一些淘旧书的趣闻轶事，亦皆言之有物，读来有味。

谈先生记忆力极佳，又极为勤奋，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他居

然说“已经够了”。我想，这样的一个人，写出这么多精彩的作品，恐怕

也就不足为怪了。不是吗？

□卞毓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