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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真能删除记忆？ 涨知识

皮皮虾“铁拳”有助
开发航天材料

流言求证

并非传说
人人都可被浅度催眠，

深度催眠需易感性强

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心理咨询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
应用心理学博士生郑秋强看来，
催眠既不是魔术，也不仅仅是催
人睡眠，实际上，催眠真真切切存
在于生活中，但它并不神秘。作为
一种临床心理治疗技术，在催眠
师的暗示下，催眠通过一套预先
设计的流程来帮助被催眠者放松
并集中注意力。从通俗的意义来
理解，催眠无处不在，只要是专注
的状态就是催眠，人们在看电影、
看小说和绘画等过程中，都会有
不同程度的被催眠现象。

央视《走进科学》栏目曾展
示过一段名为“人桥”的催眠秀，
主角是京城著名催眠师、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治疗心理学博
士李涛。“你是一个非常结实、非
常僵硬的钢板，你的身体充满了
力量……”只见李涛一边催眠，
一边左右晃动着一个外国小伙
的身体。经过催眠后，外国小伙
闭着双眼，身体僵硬，双手紧紧
贴着大腿，然后被直挺挺腾空架
在两张椅子之上，甚至一个壮实
的男子整个人踩上他的肚子，他
也毫无察觉……

在贵州海之源心理教育机
构，记者也实地体验了一下贵州
心理教育专家陈昌海的催眠。安
静的房间里，灯光很柔和。坐在
沙发上，闭着眼睛，记者全身放
松，在陈昌海的暗示下，慢慢把
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呼吸上。呼
-吸-呼-吸，几次反复，耳边飘来
陈昌海轻柔的声音：“想象着将
烦心的事装进一个个文件夹里，
写上名字，逐一封存。”此时，记

者的意识很清醒，却愿意听从引
导。随着这些文件夹被想象着放
到离自己 5 米、10 米、5 千米、10
千米……甚至更远的地方，记者
感到周围似乎一下子变得寂静
起来。

陈昌海说，浅度催眠，只要
和催眠师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关
系，人人都能进入状态。但如果
要进入更深的催眠状态，比如

“人桥”，就要精心挑选出那些易
感性强的人配合表演。因为一般
情况下，易感性强的人比起个性
偏执者来说，更容易接受深度催
眠。当然，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接
受催眠，有精神障碍和严重抑郁
症的人就不行。

目前，国际上较为普遍的是
以六级理论对催眠状态作区分。
其中，第一、二级是浅度催眠，在
这种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能感
觉到自己的意识完全清醒，会出
现眼皮睁不开和手臂僵直的现
象；第三、四级是中度催眠，被催
眠者无法站立和走路，意识活动
消失，会遗忘数字和自己的名字；
第五、六级是深度催眠，被催眠者
开始有梦游现象产生，出现幻觉。

别被误导
催眠不能删除记忆，

也不能完全操控他人

虽然电影和新闻里都提到
了催眠可以“删除”记忆，但郑秋
强解释，催眠确实可以达到“记
忆遮蔽”的效果，让人在一定时
间内忘掉相应的情境或事物，但
这并非真的删除记忆，有可能在
一定情境的刺激下，记忆又恢复
了。因此，企图以催眠来遗忘不
快并不可取，因为这本身就是一
种逃避行为。至于用催眠“删除”
记忆中电视剧里的剧情，有可能

也只是一场商业闹剧。
近10年的催眠实践，让李涛

笃信催眠的治疗效果。几年前，
一位刚刚升职的公司高管，因为
经常整晚睡不着觉，对生活和工
作几乎丧失了信心。在和他交流
的过程中，李涛发现他属于那种
很容易受到暗示的人。不到5分
钟，李涛就让他进入很深的催眠
状态，直至沉沉入睡，醒来后，这
位公司高管如释重负，重新找回
了先前的自信。

李涛一个患肝癌的朋友，癌
症晚期疼得受不了，李涛和他聊
了一会儿，让他进入较深的催眠
状态。一个小时后，病人的痛觉
消失，并且在此后的24小时内，
没有依靠任何止痛药也不再感
觉疼痛难忍。

值得一提的是，催眠治疗固
然靠谱，但也没有100%的成功
率，即便是治愈后也可能出现反
复。李涛表示，这是很正常的现
象，从他的临床实践看，成功率
在90%以上。

没那么神
催眠治病只是对话潜意识，

激发人体本身自愈力

事实上，自从人类诞生的那
一刻开始，催眠就已经存在。只不
过，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由
于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
催眠为神职人员所应用，作为一
种“法术”或“法道”来呼神祛魔。
直到100多年前，心理学家佛洛伊
德的潜意识理论出现后，催眠的
理论基础才慢慢形成。

佛洛伊德将人类整个意识比
喻成一座冰山，在他的观念里，冰
山浮出水面的部分属于显意识，
约占意识的5%，冰山隐藏在水面
下的95%就属于潜意识了。人的言
行举止，只有少部分由显意识控
制，其他大部分都由潜意识主宰，
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而已。

催眠是催眠师与被催眠者
潜意识取得沟通的渠道，它借由
催眠师直接或间接的暗示，让被
催眠者进入一个设定的情境中，
引发被催眠者原有但不被察觉
的潜能，将被催眠者原本的悲伤
情绪转换或释放，进而激发被催
眠者本身的情绪愈合能力，最终
达到催眠治疗的目的。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咨
询治疗中心主任刘鹰强调，真正在
催眠治疗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个
人的自我治愈能力，这是每个人与
生俱来的能力。 据《科技日报》

流言：近日，一条微博称鳗
鱼不能养殖，已经被吃成了濒危
物种，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有日
媒报道称，早在 2014 年就成为
濒危物种的日本鳗的鳗苗本季
遭遇了十分严重的鱼荒，日本鳗
鱼捕获量只有去年同期的 1% 。
可想而知鳗鱼的数量骤减的有
多严重。如果继续这样捕捞下
去，鳗鱼捕获量将出现史上最低
水平。鳗鱼真的没救了吗？

真相：日本鳗被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 IUCN ）列为了濒危物
种，而欧洲鳗更是极危物种。现
在市面上的烤鳗鱼，极少是直接

捕捞野外的成年鳗，大多是从野
外捞来小苗子，再养大。我们虽
然名义上吃的是养殖鳗鱼，其实
它们依然来自野生，消耗的还是
野生资源。而且，IUCN 说它是
濒危，但 IUCN 只能给未来的法
律提供参考，它本身没有法律效
力，所以濒危是濒危，各国还是
可以合法捞、合法吃。所以说鳗
鱼被吃到濒危，是对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鳗鱼基本
没得救了。首先，人们已经开始
保护欧洲鳗。2009 年，欧洲鳗被
列入华盛顿公约（CITES ）附录
二。跟 IUCN 不同，CITES 是有

法律效力的，这对欧洲鳗是个好
消息，它们的捕捞被限制，捞起
来的还会被大量放流，对于这种
繁殖力还不错的鱼来说，恢复元
气是可以期待的。今年日本的鳗
鱼荒，可能是特殊原因造成，还
需继续观察。若种群持续下降，
早晚也要进 CITES 附录二。

其次，其实鳗鱼是可以完全
人工繁殖的，只是难度非常大，
成本非常高还未商业化。2 0 1 0
年，日本已经做到了完全人工养
殖鳗鱼，只不过养殖只限于实验
室，人工繁殖的鳗鱼大量上市，
还遥遥无期。 据《博物杂志》

鳗鱼被吃成濒危了吗

用于机器人的
“人工肌肉”

美国一研究小组从折纸
术的折叠技术中取得灵感，创
造出用于机器人、价格低廉的

“人工肌肉”，让机器人有力气
举起比自己重 1000 倍的物体，
这相当于一个成人用单臂提
起一辆 SUV 。这种肌肉称为
促动器(actuator)，做在金属线
圈或塑料板材的架构上，每条
肌肉的制造成本约为一美元。

据悉，人工肌肉可能用途
包括：火星上的可扩充太空栖
息地、小型外科器械、穿戴式机
械外骨骼、深海探测设备、甚至
是可变形的建筑。科学家表示：

“人工肌肉促动器，是所有工程
界最重要的庞大挑战。既然我
们已经制造出有类似天然肌肉
特性的促动器，就有可能为几
乎任何任务创造出机器人。”

据《知识就是力量》

氢动力自行车

法国初创企业普拉格马
工业公司已开始量化生产氢
动力自行车。普拉格马的“阿
尔法”氢动力自行车携带两升
氢气瓶，最远里程约100公里，
但重新充气时间只需数分钟。
1公斤氢气蓄能比同等重量的
锂电池多600倍。不过，报道并
未写明自行车的最高时速。

每辆车7500欧元（约合人
民币5 . 94万元）的价格以及每
个充电站至少 3 万欧元的造
价，都让这款氢动力自行车眼
下不太适合普通消费者。普拉
格马说，正努力将售价降至一
辆5000欧元，与高档电动自行
车价格相当。 据新华社

3D打印细菌墨水

近日，瑞士研究人员开发
出了一种生物相容墨水，用于
活细菌的 3D 打印。科学家们把
这材料称为“Flink ”，意思是多
功能的“墨水”。这种墨水是由
一种水凝胶和细菌混合而成
的，这种水凝胶既能保持细菌
的活力，也能被 3D 打印成几乎
任何形状。虽然这项研究还处
于初期阶段，但这种细菌墨水
的用途却十分广泛。一类细菌
墨水可以用来分解化学工业中
经常产生的有毒化学物质，而
另一类天然分泌纤维素的细菌
可以用于医疗应用，如烧伤治
疗和皮肤替代物。还有一些细
菌种类，研究人员设想用于清
理石油泄漏，感知饮用水中的
毒素以及研究细菌如何形成生
物膜。 据搜狐科技

胖人的细胞组织
跟正常人不一样

最近，一项最新的研究发
现，胖子的脂肪组织会变得虚
弱、受损、更容易发炎，这将使
减肥的难度增加。

科学家发现，纤维状的脂
肪组织在经过减肥后，将变得
更加坚硬和僵硬。脂肪组织的
受损可以改变一个人能量运
输途径，这些脂肪组织受损之
后，更多的脂肪将把能量运输
在更深层的腹部和周围的器
官。这样的人，脂肪组织可以
沉积在他们的腹部和他们的
内脏器官，包括他们的肝脏，
胰腺，肌肉和心脏。也可以储
存在动脉中，导致动脉硬化。
动脉僵硬能使人产生高血压、
心脏病和中风。此外，研究还
发现，脂肪组织的受损也与糖
尿病有关。 据快科技

科学上目前认为，彗星的
主要成分之一是冰，地球上的
水的一部分正是由坠落到地表
的彗星带来的。但是，彗星上的
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更加终
极的问题是：宇宙中的水分子
来自何方呢？大量的水是怎么
产生的呢？

最新研究认为，在宇宙的
星云中，存在着大量游离的氧
离子和氢离子，两种离子会吸
附在星云中的尘埃上，然后彼
此发生反应，结合形成了水分
子。由于星云的温度非常低，
形成的水立刻在尘埃表面形
成了冰。尘埃彼此吸引，逐渐
靠拢并凝集，形成了诸如彗星
那样的含冰天体。彗星四处游
荡，有的落到地球、火星的表
面上，就把水带到了这些行星
上，海洋、河流也由此形成。

据《大科技》

水从何来的
终极答案

螳螂虾在中国俗称“皮皮
虾”，正式名称为“虾蛄”。美国
一个科研团队专门对粉碎型虾
蛄的螯棒结构进行了研究。螯
棒又被称为“趾棒”，此前已知
它是无机甲壳质构成的多层结
构，外部是可以防冲击的坚硬
外衣。趾棒内部又分成两个区
域，第一个区域分布着螺旋状
纤维物质，可以吸收冲击能量；
第二个区域被称为“条纹区”。
最新研究显示，趾棒的条纹区
高度整齐地排列着纤维物质，
它们紧紧包裹着趾棒，保护趾
棒遭受冲击时不会扩张开裂。

美国空军科研办公室投资
750万美元资助了这项研究。研
究团队希望据此开发下一代复
合材料，包括航天器及运动头
盔等领域所需的超硬材料。

据《人民日报》

在公众的眼中，催眠总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最近，一则消
息，让催眠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报道称，为了避免追剧时被别人
透露的剧情扫兴，韩国一家电视机制造商联合催眠师推出催眠服
务，只要经过 23 分钟的“洗脑”，剧情就能从记忆中“删除”。这对于
常被剧透败兴的剧迷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催眠真的可以
做到“删除”记忆这么神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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