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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梦”的经历，我只有过这一次，梦
中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梦中的我是一位公主，流落到埃及，
遇到了爱慕我的帅气王子；同时，我身边
的英俊侍卫也对我一往情深……公主我
有些迷茫了，到底应该选择绝对忠诚的侍
卫，还是选择出身高贵的王子呢？

这时我想到了影视剧里常用的桥
段：一般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都是要决斗
的呀。于是我提出：让他们两人决斗，我
将选择胜者。

话一出口，我觉出有点不对劲，接着

明白过来：自己是在做梦啊。可是这样难
得的梦境，怎么舍得醒？我凭借着坚强的
意志告诉自己，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被两
个帅哥争夺的体验了，必须继续睡下去，
不能醒过来！

决斗结束，王子胜出，可就在我看着王
子手捧花环，深情款款向我走来的时候，闹
钟响了……作为一只从未准时让我起床的
闹钟，居然在这种关键时刻来搅局！

我闭着眼火速把闹钟关了，但是此时
意识已经处于半清醒状态，只不过脑海里
一直萦绕着手捧花环缓缓走来的王子。我

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梦已经到了生死攸关
的节点，如果我有半点犹豫和迟疑，将错
过生命中唯一一次和王子在一起的机会！
为了能把这个梦做到有个完美结局，我缩
进被子里，脑子里狠狠地回忆着闹钟响起
时的梦境，并且有意识地引导自己：下面
的剧情应该是“王子先是求婚，然后要抱
着我走向皇宫……

凭借着这份超强的意志力和不间断
的自我麻醉，我真的硬生生回到了梦境
里，含泪投入了王子的怀抱。起床之后，我
感到自己拥有了续梦的“超能力”。（华靖）

你做过“清明梦”吗？

所谓“清明梦”，和我们的清明节毫无关系，它是纯字面意思的——在梦里，你
清醒过来，明白自己是在做梦——注意，是在梦里明白过来自己在做梦，而不是真
正醒过来。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种神奇的体验，对于这种“盗梦空间”一般的现象，科学
家们也进行过不少相关研究。

这些研究的成果表明：清明梦现象是一种可以被验证及复制的现象，即使是
普通人，在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也可以体验到这种有趣的现象。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更是彻底打破了清明梦这一现象的神秘外衣，让更多的人
可以更科学、更理性地理解与接受这种现象，从而大大丰富我们的心灵体验。

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学会在“梦中知梦”，充分利用梦境的清醒体验，那么，在睡
眠这项占据了我们有限生命大约三分之一时间的活动里，你的生命就在无形中得
到了某种延长。

并且，这种体验不会影响你睡眠的质量。 （图据荷兰艺术家M.C.埃舍尔作品）

我的“清明梦”主要分两种类型，两种
都不太愉快。第一种是掉牙齿。在梦里，和
人说着说着话，一颗牙齿就从嘴里崩出来，
然后试着用舌头感知一下，怎么其他的牙
齿也有松动的感觉？接着牙就一颗一颗掉
下来，满嘴都是血……

有时候这个梦还会“升级”，牙齿不是
一颗一颗地掉下来，而是突然就碎成了一
小块一小块的细渣，混着血……被吓醒过
几次后，不知不觉就知道这是做梦了，有一
次，我又梦见满嘴的牙都掉了，梦中的我却
不害怕，在心里对自己说：继续继续，反正
也是在做梦，明天醒来就没事了。

然后“呸”一口，吐掉那些混着血的牙
齿碎渣，该干嘛干嘛。

第二种便是必须要沿很陡很窄的阶梯
往下走，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梦见站在吴哥
窟某个废墟之上，面前是一个坡度估计超
过 60 度的阶梯，两边没有栏杆，每一阶的
宽度还不够放下一只脚。

在梦里，我眼睛一闭，手脚并用开始往
下走，腿不停发抖，终于支撑不住了，就滚
下去了……这样的梦有好多个版本，不管
是在珠穆朗玛峰还是28楼楼顶。“滚”下去
很多次之后，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梦里一遇
到这种情况，立刻就能意识到：反正也是做
梦，早醒早解脱，也不一步步地下了，索性
纵身一跳，痛快！ （比利亚）

如何做一个
“清明梦”？

大量研究的成果表明：清明梦
现象是一种可以被验证及复制的
现象，即使是普通人，在通过一定
的训练之后，也可能体验到这种有
趣的现象。

你一定会好奇：如何训练呢？
针对这个问题，科学并未提供

可量化的办法，民间倒是有不少擅
长做这类梦的网友们自己总结的
经验。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自我催
眠”：在睡前想象一个场景，比如骑
着自行车在路上走，想象路两边的
风景，一边想，一边慢慢沉入睡眠。
幸运的话，这些想象会不知不觉成
为真正的梦境。

还有就是，平时多培养自己的
“质疑”精神，在入睡之前，提醒自
己，如果在梦中遇到不常见的人和
事，就要及时反问：是不是在做梦？
很多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梦中，就
是因为意识到了梦境与现实不一
样的地方。

当然，如上种种，只是许多个
人化的体验的总结，并不具备科学
权威，在此仅供感兴趣的读者们参
考而已。对于“梦”这个古老又神奇
的现象，人类的研究还有很长的道
路要走。

早在远古时期，在部落中，总会有少数
的人能够偶尔体验并记录下一些超乎寻常
的梦境，其中也包括清明梦的现象。于是就
有了关于梦境以及清明梦最早期的研究。

遗憾的是，在远古时期，人们对于
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无力解读，往往都
会和神鬼传说或者原始的自然崇拜挂
钩。这些特殊的梦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
来自神的预言或警示，而有能力体验并
记录这种梦境的人，则慢慢演变成了部
落中的巫师。

直到今天，“清明梦”仍是一个待研
究的课题，但最近的一些试验结果表明：
这是一种清醒意识和睡眠的混合态。这
种观点，从那个“续梦”的真实故事中，可
以得到验证。

在梦中，人们会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事

情，经历各种匪夷所思的经历，但大家很
少，或者说几乎从不去——质疑。

尽管我们在梦中有感觉和情绪，但意
识方式却与清醒的时候完全不同。所以我
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在梦里，并且经常错
把梦里面奇异的事情当成现实。

不过，我们中间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在
一生中至少经历一次清明梦。这是一件让
人期待的事，因为它使人们能够虚拟出他
们渴求的场景：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拥抱生
活中爱而不得的人；亲临沙场，赢得一场冷
兵器大战……所有你白日梦里想像过的一
切，都可以实现。

目前，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清明梦是
可以被有意识地引导的。在相关的研究中，
经历过清明梦的参与者们都表示，他们在
梦里能更好地操控思想和行为，有能力进

行逻辑思考，甚至更善于触及他们清醒时
候的真实记忆。

还有一个研究是调查人们在清明梦、
不清醒的梦、完全醒着的状态下做出有意
识决定的能力，结果表明：在我们清醒和做
清明梦时的意志能力，有很大程度上的重
叠。然而相比起完全清醒，在清明梦中做计
划的能力明显要差一些。

嗯，这个结论，是不是也不太需要研究
就能得出呢？

另一项研究更加细化了涉及清明梦的
大脑区域，发现了类似前额皮质和楔前叶
等区域更多的活动。这些大脑区域和更高
的意识能力相关，比如信息的自我参照处
理和自我行动意识——再一次支持了清明
梦是一种意识混合态的观点。

但相关研究也仅仅到此为止，要知道，

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可谓神经科学中最复
杂的问题之一了。但令人欣慰
的是，研究清明梦，可以为研究
意识神经科学提供一些有帮助
的新观念。通过比较大脑活动
在清明梦和非清醒做梦时的具
体差别，我们就能找出一些能
够在清明梦中促进加强意识体
验的特点。

此外，通过在清明梦中
使用眼球转动的信号作为标
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研究
神经生物活动，从而更深入
地理解、利用和维持高度自
觉意识的根源，以及其首先
出现的机制。

（综合/Racoon）

境仍在

里醒来，

我真的很渴望在梦中醒来，那种感觉太
神奇了。这种“清明梦”，我一共做过三次。

第一次，我还在上大学，周末在寝室
睡午觉，迷迷糊糊醒来，不知不觉便清醒
地进入了梦境。并且，仍然是在寝室里，在
梦中的寝室，我好奇地左顾右盼，这时，两
位室友走进来，还对我说话，我忍不住告
诉她们：“嘿，你们知道吗？你们都是我梦
出来的哦！”

她俩面面相觑，忽然之间，我发现
自己看不清她们的脸了，吓得我立刻就醒
来了。

第二次的场景是在黑夜里，我进入一

个精美的房间，一盏精致的水晶吊灯在我
头上放光，周遭的一切都发着金色的微
光，让我目不暇给，连连惊叹：“这一切都
是在我梦中的世界里啊，真美……”

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梦中场景就在
我常去逛的财富中心楼下不远处。在一个
路口，我和一位女同事在等车，她沮丧地
告诉我：自己刚才坐反了方向，只好去街
对面坐回上一站，再另外转车。

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抬头望向财富中
心，忽然发现：这栋大楼变成了扁平状，仿
佛一堵墙那般，矗立在薄暮里，楼下还有
一株盛开的桃花。楼和花的奇怪之处在

于，它们都淹没在巨大的阴影中，仿佛摄
影棚没打开灯光。

就是这一点，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在
做梦。

当这个意识进入我脑海时，一股久违
的欢乐与激动之情骤然袭来，我扭头看看
身边的同事，不敢再轻易提醒她什么，却忽
然明白：这是我的世界，我可以“为所欲
为”。于是，我挥手招来一条飞毯，让她坐上
去，说：“别麻烦了，你就坐这个回家吧！”

看着她在天空中远去，我笑得开心极
了，笑着笑着，眼前越来越亮，醒了。

（Nemo）

故事

分析

●被动型
多次经历相同场景后，意识到在梦中

我曾梦到我从梦中醒来，环境是熟悉
的卧室，自己的床上，置身于恋人的怀抱
中。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已经醒来。

背后的声音睡意蒙胧：“怎么哭了？”
“梦到你走了。”
“嘘，不会的，还早，再睡一会。”
我便又睡着了。很快发现自己在海边，

恋人放开我的手，独自走向远远的灯塔。我
大声呼唤他的名字，求他不要扔下我，他没
有回头。我跌倒在湿冷的沙滩上，浪一层一
层漫上来，水像绝望一样冰冷。

这时，我终于发现，自己还在梦中。于
是似乎同时有两个我存在：一个我趴在地
上伤心欲绝，另一个我好像抽离了出来，冷
冷俯视着那个伤心的自己，心想只要赶紧
醒过来，就会发现自己还是在熟悉的卧室
里，置身于恋人的怀抱中。

于是清醒的那个我，拼命催地上的那
个我：“快醒，快醒！”

然后我就真的醒了。熟悉的卧室，自己
的床上，被子已经踢到床下。可是，哪有什
么恋人呢？枕边有一本珍妮特·温特森的

《写在身体上》，一本科尔姆·托宾的《黑水
灯塔船》，封面贴颊，纸页冰凉，难怪会梦到
把脸埋进湿冷的沙。

无端撕心裂肺了一场，得到和失去，原
不过是梦境之上的梦境。 （雯雯）

●发挥型
我的梦里，我就是主宰

●主导型
通过自我诱导留住梦境

我挥挥手，给她招来一张魔毯

“鬼压床”的学名
叫睡眠瘫痪症

有资料显示：超过百分之五十
的人体验过“睡眠瘫痪症”。换个大
家更熟悉（虽然更吓人）的说法，就
是所谓的“鬼压床”。

在医学上，这种现象的正规名
称，就叫睡眠瘫痪症。通常发生在
刚入睡或是将醒未醒时，感觉自己
醒过来，但是身体却动弹不得，也
发不出声音。

睡眠瘫痪症发生在睡眠周期
中的快速眼动期，快速眼动期正是
我们进入熟睡开始做梦的睡眠周
期。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状态下，人
的做梦活动加速，身体随意肌开始
静止，我们的骨骼肌除了呼吸肌及
眼肌外，都处于极低张力的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类似瘫痪一
般。这是一种保护，可以避免我们
随着梦境做出剧烈动作，从而伤害
到自己或是枕边人。

但有时候，在快速眼动期中，
不知是什么原因，意识已清醒过
来，但是肢体的肌肉仍停留在低张
力状态，而造成身体不听意识指挥
的情形，令人感到恐惧。

其实，这也属于清明梦的一种，
只不过梦境没有脱离现实而已。

“清明梦”:清醒意识和睡眠的混合态

小贴士
吓着吓着，便明白了

为了王子，我必须回到梦里！

●分裂型
一半在梦里，一半已醒来

一个在哭，另一个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