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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看了刚刚热播的《急诊科医

生》以后，简直分分钟想弃剧啊！
虽然这里面有我喜欢的张嘉译和

江珊，但两位演技派完全抵不过一个王
珞丹啊，那装腔作势的派头，真是看到
第一眼就想笑。

去个大型购物广场还非得戴个墨
镜，是生怕别人不晓得是主角登场了
哇？而且还要把自行车停在购物中心里
面，对，方圆数百米，就她一辆车哦，好
拽。当然，这也可能是女主角专属待遇
吧。而且被小偷偷了包以后，不是像我
们那样，本能地起身就追，还要骑起自
行车在七拐八拐的购物中心里面追，你
这是讽刺现在实体经济萧条呢，还是展
示自己转弯技术高超？可是最后不还是
没追到小偷吗？

最可笑的是，当发现小偷突然晕倒
在地以后，她却立马丢下自行车和到手
的里面装了钱和手机的包包冲了上去。
对，这样的医生和情怀确实令人敬佩，
可是顺便把包包攥在手里又能耽误好
多秒钟嘛？剧情还是稍微符合常人逻辑
一点好吗，不能为了突出主题就一味的
拔高啊！

于是，就因为钱也没有手机也没
有，这个一心为病人着想的医生将小偷
送到医院急诊科以后，不仅要霸道地指
挥医生急救，还霸道地抢别人的手机
用，还动不动甩英语，女主气场直冲云
霄啊！

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哈佛医学院
的急救博士！可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
又怎么啦，就可以在医院机动车停车
场停自己的自行车吗？就可以在别人
指出来时还很傲气地来一句“你都不
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吗？而且刚从哈佛
医学院毕业的博士一回来就可以当副
主任医师吗？我没在医院呆过，不熟悉
医院的情况，但总觉得是不是也太唯
学历是命了，好歹也得观察几个月再
说吧。至于才到急诊科报到几小时还
没来得及正式上班，就召集全科室的
人开会，这样的讨人嫌可能也只能活
在电视剧里吧。虽说职场不该有太多
套路，但起码的尊重总该有吧。

还有王珞丹的声音我也很听不
惯，拖起拖起的，就像嘴巴里含了个汤

圆，恼火。
还有去墓地探望自己的父母，还要

白衬衫扎在黑裤子里，这么精英干什
么，你这是在扫墓而不是上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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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王珞丹，其他人身上的细节也

没好到哪儿去。有一集，那个第二天就
将当新郎的小伙子在煤气爆炸时为救
一个小女孩，将自己炸成了一个血人，
送到急诊科时已经不行了。可是偌大个
急诊科，居然没有一个人实施实质性的
抢救，只留下两个年轻的医生专注制造

“完了完了，这娃真的快不行了”的紧张
气氛，然后大段大段地让即将死去的小
伙子在那儿煽情，说了一箩筐的话，以
至于我渐渐产生了幻觉：有力气说这么
多话，英雄肯定不会死！所以，当新娘风
驰电掣地赶到，却刚好看到白布蒙上小
伙子的脸时，我简直比新娘还要伤心和
愤怒。

不过有一幕我还是很喜欢的。就是
张嘉译扮演的何建一被前妻梅律师的
手下请去吃日料。这一过程中这位化着
浓妆的女人一直表示“我不是梅律师派
来当说客的，是我自己要请你”，继而直
接从对面走过来，抱着张嘉译的膀子表
白“我喜欢你”“我哪儿不好了，我又年

轻又漂亮”，吓得我们的驼背张直接起
身，穿起外套就开溜：“我这个人比较保
守，不喜欢和不熟的人这么亲密”“我当
医生当惯了，喜欢主动，你突然让我这
么被动，我很不习惯，有一点被人宰割
的感觉”。哈哈哈，不愧是我喜欢的张嘉
译，够直接，够男人。这样的男人，不油
腻也不猥琐了吧。

3
哦对了，最近大家都在说，韩剧里，

如果没有一项超能力，都没资格当主角
了；其实在国产剧里，如果没有海外留
学的经历，也不配当主角了。上半年靳
东、白百合演的《外科风云》，靳东演的
庄恕也是美国著名医学院毕业，这次王
珞丹演的江晓琪也是；而且庄恕回国也
是为了查清母亲的死因，带着报复的成
分，而江晓琪同样如此。呵呵，中国的编
剧真是一个脑回路啊。

但我必须承认，就《急诊科医生》和
《外科风云》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外科
风云》一点，至少和王珞丹比，白百合演
技要自然得多，而且笑起来还多乖的。
王珞丹可能是被人和白百合比较怕了，
又这么久没当过女主角，憋了一肚子的
劲，可惜在这部剧里，明显用力过猛了，
连走路都带着一股狠劲。 （贺和）

2
开始总是吵吵闹闹互相看不惯，结束

又一定是你侬我侬再也分不开，“同居梗”
这瓶老酒，无论怎么变换外面的瓶子，少女
少妇们总是千杯不醉、百喝不厌的。

毕业于重点大学的优等生女主智昊，
坚持着成为电视编剧的梦想，可 5 年下
来，也只混到帮大牌编剧写写广告植入的
地步。好不容易独立完成的剧本，又在被
冠上名编剧的大名后，改得面目全非；住
得好好的房子，因为年纪轻轻的弟弟要当

爸爸了，而被“鸠占鹊巢”；暧昧了三年的
理想对象，暴露出不堪的本色……30岁的
智昊不只一事无成，而且倒霉至极。

女主没钱没去处，需要有一套不用付
押金、月租便宜的房子。我们的男主世熙
呢？他是个30来岁的程序员，话慢、话少，零
社交，买了房要还贷，可以说是相当无趣
了。他精确计算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因为
除了养活自己、供养房子和猫，他再没有一
分闲钱了。他需要一个能帮忙分担贷款、擅
长垃圾分类回收、偶尔还能帮他照顾猫咪
的房客。

王珞丹太用力了王珞丹太用力了，，
连走路都带着一股狠劲连走路都带着一股狠劲

我们的童年记忆
丢失在了哪里？

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
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
来说来说，，
今生都是今生都是
第一次碰到第一次碰到

对于许多人来说对于许多人来说，，记一件事情不是难事记一件事情不是难事。。但很奇怪的是但很奇怪的是，，在一个人在一个人
的一生中的一生中，，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记忆两头都会处于空白阶段记忆两头都会处于空白阶段，，一个是老一个是老
年的失忆年的失忆，，一个是成年人童年时期的失忆一个是成年人童年时期的失忆。。老年时的失忆很好理解老年时的失忆很好理解，，毕毕
竟步入老年后竟步入老年后，，许多生理机能都会退化许多生理机能都会退化，，但要说到儿童也患上了失忆但要说到儿童也患上了失忆
症症，，就很难理解了就很难理解了。。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童年时期可以说是学习的最宝贵时期童年时期可以说是学习的最宝贵时期，，像语言像语言、、走路走路
这些复杂的技能都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这些复杂的技能都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甚至有研究表明甚至有研究表明，，婴儿们在婴儿们在
母亲的子宫里就开始了思维训练母亲的子宫里就开始了思维训练。。所以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对于儿童来说，，记忆一些事情记忆一些事情
应该不难应该不难，，何况这些事情还都弥足珍贵何况这些事情还都弥足珍贵，，谁不想记住自己开口说的第谁不想记住自己开口说的第
一句话一句话，，或者交的第一个朋友呢或者交的第一个朋友呢？？那么那么，，我们的童年记忆是在哪里丢失我们的童年记忆是在哪里丢失
了的呢了的呢？？

偷走童年记忆的真凶

这些研究为我们找到了偷走童
年记忆的真凶——新增的神经元。

研究者们推测，哺乳动物在成长
过程中，大脑中有两个其他动物没有
的区域在不断地产生神经元，海马区
的齿状回就是其中一个，新的神经元
在齿状回中不断生成，这些新的神经
元激烈地争夺着地盘，改变预先存在
的神经元连接，建立新的神经连接，
严重扰乱了储存旧记忆的大脑电路。
大多数这些早期的连接最后会被“修
剪掉”。导致其被毁坏，使这部分记忆
被遗忘。

在7岁前，这场“地盘争夺战”尤
其激烈，但随着年龄增长，神经形成
会放缓，大概在 7 岁左右，大脑的海
马体实现了较稳定的神经元连接，人
们开始能保存情景记忆。

那么，我们可以找回童年记忆
吗？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一些旧的神
经元连接可能已经被“修剪掉”，无法
再恢复，即使一些早期记忆经受住了
大脑生长和衰退的周期动荡，但也可
能产生记忆变形，我们也不能太信任
这些记忆。1995年，研究者们曾进行
过一次实验，向志愿者讲述了一些志
愿者自己的童年故事（这些故事是从
志愿者亲友那儿征集来的），参与者
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研
究者虚构的，这个故事说的是他们曾
经在 5 岁前在商场走失过。然而，四
分之一的参与者认为这就是他们童
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即使告知他们这
个故事是捏造的，一些志愿者们依然
坚持。这个实验表明一些人认为自己
能回忆起来的童年经历，可能掺杂了
许多别人的故事或幻想成分，不是真
实存在的。

由于神经元在不断新增，防止一
些已经存在的记忆被遗忘是不太可
能的，我们也许会不可避免地丢掉童
年记忆。但有失就会有得，如果没有
这样灵活可塑的大脑，年幼的孩子将
没法展示惊人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
力。

（文/叶青青 图/东方IC）

研究者注意到一个现象，人们并不会
忘记童年的所有事情，比如在儿童时代，如
果学会了行走、游泳和骑自行车这些动作，
就不会忘记。相较而言，人们往往忘掉的是
那些与长期记忆有关的情景记忆，比如过
往的经历、事件，而在大脑长期记忆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是海马体。海马体位于大脑
颞叶，紧密联系着大脑的边缘系统，经过过
滤的信息会在海马体中暂时储存，时间是
几分钟至几周，而重要的感观信息会由海
马体中的神经元传输到长期记忆区中。

婴儿每秒会形成700个新的神经元连
接，那么，会不会是这些神经元出现了什
么问题呢？

为了研究神经发生和遗忘之间的相
关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
一次测验。首先，一组成年老鼠会被训练

得对轻微的电击环境十分害怕。然后，一
些成年老鼠会被放到一个可以踩车轮的
环境中去，当再次返回到电击环境中，成
年老鼠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它们电击的
恐惧；但那些没有踩过轮子的老鼠依旧记
住了电击环境和恐惧的关联性。那么，为
什么成年老鼠忘记了之前的恐惧呢？这是
因为踩车轮运动已经被证明可以提高神
经元的活跃度，换句话说，成年老鼠新生
的神经元可能干扰了之前的记忆。

研究者们又用幼鼠进行了一次实验。
幼鼠每天会进食一些减缓神经元生长速
度的药物。根据第一个实验结果推测，如
果记忆与神经元的生长速度有关系的话，
幼鼠吞食了药物之后，随着神经元生长被
抑制，它们应该会比没有服药的幼鼠记忆
力好。最后，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

曾有一种流行了很久的观点认为，
在7岁前，孩子们根本无法形成稳定的
记忆，所以遗忘是必然的。但1980年后
的一系列实验表明，早在 3 岁前，儿童
就已经开始记事了。在 6 个月大时，婴
儿的记忆可以至少持续一天；到两岁时
可以记得一年前的事情。2005年，研究
者们又发现，四岁半的孩子可以详细回
忆18个月前的一次迪尼斯之旅；5岁半
的时候，能记住 80%的三岁的记忆。大
约到了7岁半，孩子们才开始忘记许多
早期记忆，只能记住40%的童年生活。

这些研究表明，儿童不是因为没有
发达的记忆能力才记不住，他们同样可
以创建记忆，并且能检索记忆。但很奇
怪，这些记忆会在 7 岁后快速消失。于
是，研究者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是
什么让记忆消失，而不是儿童能不能记
住事情上。他们找到了一些影响因素，
比如语言能力和自我意识。

研究者发现，语言能力可以影响童
年记忆。一个实验小组曾采访过急症室
的儿童，这些儿童并不是患上了什么大
病，只是在玩耍的过程中，身体被轻微
地擦伤。研究者询问了他们当时是怎么
擦伤的，并记录了这些孩子们的回答。5
年后，研究者们又采访了这些孩子，发
现那些当时能够用语言描述事情发生

经过的孩子，在 5 年后能再次回忆起
来。而那些当时不能叙述整件事情的孩
子就很难回忆起来，或者干脆忘得一干
二净。这项研究表明，如果早期的经验
没有被翻译成语言，它们可能会丢失。
从1岁到6岁，儿童从会讲一个单词到
能流利说话，在语言能力上有重大突
破，这时儿童的记忆能力也在不断增
强。

与语言相关的是另一项能力——
自我意识。儿童大概在18个月到24个
月大的时候，开始说“你”和“我”，表明
他们已经初步形成自我意识，意识到自
己与别人是不同的。研究者发现在更注
重自我的文化环境里（北美与欧洲地
区），这些文化传统更关注儿童的个人
经验、喜好和情感，而不是他们与他人
的关系，或者是社会规则、行为标准，这
些地区的成年人会比亚洲和非洲的成
年人有更早和更详细的童年记忆。如欧
洲裔的人最早记忆出现的平均年龄是
3.5岁，新西兰的毛利人是2.7岁，而东
亚人则是4.8岁。

毫无疑问，良好的语言和自我意识
可以增强记忆能力。但是，除此之外，还
有哪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童年记忆
呢？

大脑电击的实验

《
急
诊
科
医
生
》

《
今
生
是
第
一
次
》

1
身背30年购房贷款的房奴，跟一辈子

买不起房的租客，彼此都为了减轻财务负
担而入住同一间房子，进而朝夕相处渐渐
摩擦出爱的火花……

如果故事只是这样，还真没什么吸引
力——毕竟Rain和宋慧乔早在10多年前，
就为我们奉献出了男女主角身处同一屋
檐，小浪漫、小惊喜不断的《浪漫满屋》。更
早的1996年，一场大火将《一吻定情》里佐
藤蓝子的家夷为平地，她阴差阳错住进柏

原崇家，开启了一段尴尬的甜蜜冒险。也
是在这一年，事业失意的木村拓哉与婚姻
破灭的山口智子，在《悠长假期》里成了室
友，进而谱出一曲经典的恋爱乐章。要说
近的也有，国产剧续集不断的《爱情公
寓》，那一对对的小情侣，不就是“集体同
居”的结果吗？

所以当我冲着海报上那只美貌的猫，开
始了追剧的历程，却发现《今生是第一次》不
仅仅是一部“因为男女主角同居，后来就在
一起”的恋爱轻喜剧，我的心情随着剧情又
哭又笑，默默为编剧的匠心点了个赞。

3
这对冤家日久生情的过程里，编剧尝试

从各种阶层、角度，提供解决现代人婚姻VS
爱情、工作VS梦想等种种生活难题的可能。

男女主角选择契约结婚，住进同一个
房子。这样对女主来说，她可以不必回到家
乡，继续低成本留在大城市逐梦。对男主来
说，就可以抵住母亲不断施予的精神压力，
缓解父子关系。这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女主闺蜜秀智，有着看似体面却需要
应酬的工作，她不把男人太当回事，每天
奔波劳累独立自主，坚持做新时代的事业
女性。男主的上司马代表，被酷酷的秀智
吸引，他明白一个女人在男人堆里工作的

苦闷，又是理解又是心疼，他想要和她发
展恋情，付出真情和疼爱，却被秀智无情
拒绝。

女主闺蜜浩朗和男友元锡相恋七年，
感情稳定。浩朗一心求嫁又好面子，元锡
心系创业安于感情现状。对于浩朗的频频
暗示，元锡摸不着头脑，几次试图搞清楚
女友的想法，却又次次理解错误频频碰
壁。两人爱得要死要活，既无法分不开，也
没法结婚。

每个人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今
生都是第一次碰到，别说是标准答案了，连
个可以参考的解题思路都没有。反正今生
大家都是第一次，不妨大胆一点，用自己的
方式，试着解决吧。 （李小姐）

记忆、语言与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