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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魇 (nightmare)



睡眠性麻痹

• 感觉清醒

• 压迫感

• 无法挣脱

• 发不出声

• 持续几秒至几分钟



诱因

恐怖电影

心情焦虑

应激性事件

手臂压迫胸部 药物副作用

呼吸不畅 突然受到外界声音或震动的干扰



为什么梦魇中出现的幻觉比一般的梦更加真实？



• http://harvardscience.harvard.edu/directory/researchers/richard-j-mcnally



为什么我们明明醒了却不能动、不能喊叫？

在快速动眼的睡眠期，我们的
大脑会释放一种神经递质，它
能够使我们身体的运动系统进
入暂时的麻痹状态。



能否想象出这样一类人的处境?

• 严重的脑部及躯体创伤

• 失去了对各种感觉刺激的反应

• 无法自主生活

• 无法进行沟通

• 无法按照指令进行哪怕是眨眼的运动

• 实际上保留了完好的意识

• 能够理解语言以及周围的环境

• 可以明确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罗姆·胡本(Rom Houben)

23年前的一次车祸，使他全身瘫痪，随后经过国际公认的临床行为
学检测，经过反复测试，他被诊断为‚植物状态‛（植物人）。



罗姆·胡本的母亲
I believe my son 

know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him, and I gave no 
thought to letting 

him die.



‚这种沮丧的感觉难于言表，就仿佛心灵被困在自己的躯体中一样。‛

‚我无法忘记那一天，他们发现以前对我的诊断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的第
二次生命。‛

‚我想读书，我想与我的朋友们聊天，我想继续享受生活，因为人

们知道我还没有‘死’。‛



斯蒂文·劳瑞斯—罗姆的‚发现者‛

Steven Laureys 
currently leads the 

Coma Science Group at 

the Cyclotron Research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Liège, Belgium.



植物人的误诊率约为37%-43%



我们到底该怎么判定一个独立于我们的
个体，是否具有意识？



他人心灵(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other minds)



Behavior              Consciousness



关于意识的三个重要方面

• 1，仅仅有生命的动物才具有意识，而其他形式的生命如
植物和非生命的物体如石头、椅子等没有。

• 2，意识内容可以通过交流的方式与他人分享，这样的方
式使彼此间交换思想、感受、想法成为可能。

• 3，意识的能动性塑造了所谓的‚道德观念‛(Knobe and 
Prinz, 2008)。



临床神经科学关于意识的定义

• 觉醒（arousal, wakefulness）

• 对自我与环境的觉知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 and of self）
（James, 1890; Plum & Posner, 1983）



觉醒

• 出现或相对持久的保持自发

的或被引发的睁眼行为。

• 觉醒并不用有或无来界定，
因为觉醒体现的是具有连续
性的意识状态对外界刺激进
行响应的一种内在涨落。



觉知

• 个体自身的思想和感受

• 个体对外部世界潜在的知觉并与之
进行自发的、自主的行为交互（也
称为知觉意识）。

• 临床行为测量:病人对于听觉、触
觉、视觉、嗅觉等等是否具有自主
的、有目的的、持续的并可重复的
行为反应。



对昏迷、植物状态、最小意识状态、闭锁综
合症等等的界定

Laureys et al., Lancet Neurol., 2004



闭锁综合症（Lock-in-syndrome）

患者有意识但是却完全瘫痪



尚·多明尼克·鲍比，1952-1997
(Jean-Dominique Bauby)
法国杂志编辑、作家

1995年12月8日中风，20天后苏醒，
完全丧失发音能力，仅仅剩下一只
左眼能够眨动。

《潜水钟与蝴蝶》

每个单词平均耗时
两分钟，整本书依
靠200,000次眨眼完
成。

1997年3月本书发行，首周销量达到150,000册。
本书出版后10天，他因心衰在医院过世。



Director: 

Julian Schnabel

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金球奖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
(2007)



植物状态 （vegetative state）

完全丧失对环境以及自身的觉知



安乐死(euthanasia)



泰瑞·夏沃，美国
1990年被诊断为‚持续植物状
态‛(Terri Schiavo, 1963-2005)



埃鲁阿纳·恩格拉罗，意大利
1992年被诊断为‚持续植物状态‛
(Eluana Englaro, 1970-2009)



• 获知另一个存在体是否具有意识，取决于这个存
在体能否通过可以识别的、可能发生的行为反应

与我们进行交流。



人工智能（A.I.）

‚如果一个人类测试者正在通过电传
打字机与一台计算机交谈，并且这个测
试者不能区分自己到底是与一台计算机
还是一个人交谈时，那么这台机器一定
具有智能。‛

Alan Turing 图灵测试



• 科学研究者正在含蓄地采用‚图灵测
试‛，考察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
……



脑成像技术在脑损伤病人领域中的应用



植物人听母亲讲故事时有情绪反应
(Jong et al., 1997)

植物人信息整合能力出现‚断裂‛
(Laureys et al., 1999)

植物人丘脑与皮层的联系变弱，但是恢复后，
这种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Laureys et al., 2000)

植物人保留了对于视觉、触觉、听觉信息
的初级加工 (Moritz et al., 2001)



植物人保留了残余的面孔识别和语言知觉能力
(Owen et al., 2002)

植物人对痛觉刺激有皮层反应
(Laureys et al., 2002; Kassubek 
et al., 2003; Boly et al., 2005)

利用层级性磁共振听觉研究范式，发现
植物人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语言理解能力
(Colemen et al., 2007; 2009)



植物状态和最小意识状态对
于亲人呼唤自己的名字具有
不同的反应模式，这为临床
上更为准确地诊断两类病人
提供了可能(Di et al., 
2007)。

植物人在听自己名字时，扣带
回活动显著，这个区域与自我
意识加工密切关联。更重要的
是，这个区域的活动强弱与植
物人日后的意识恢复情况密切
相关(Qin et al., 2009)。



• ‚即便某些植物人对外界的被动性刺激具
有接近正常的脑反应模式，仍然不能证明
这样的植物人具有意识。‛

（Boly et al. 2007）



‚只有我们设计某种实验，并且这个实验
直接涉及的就是行为的‚意志‛层面，才
能回答上述问题。‛(Owen, 2005)

Adrian M. Owen
MRC Cognition and Brain 

Sciences Unit, Cambridge 



想象自己打网球（运动任务）

想象自己在家周围散步（空间导航任务）



Owen et al., Science, 2006

Owen将结论表述为：
‚虽然这名女性行为上
满足国际上植物状态诊
断的所有标准，但是这
名患者依然能够理解语
言，并通过自己的脑活
动对语言指令做出反应。
这个事实无疑肯定了她
具有对自身和环境的觉
知。‛

她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
(Stins 2008; 
Naccache 2006)。



大样本：54名病人

5名病人可以进行想象任务

一名病人可以根据想象
任务回答问题



应用磁共振、脑电等技术进行‚实时交流‛
的可行性

这种技术能否所为替代行为、语言的一种交流手段?



‚读脑术‛(Mind Reading)

Haynes et al., Current Biology, 2007



‚脑—计界面‛
(brain-computer-interface, BCI)

Weiskopf et al., 2004



Sorger et al., 2009

95%神经解码准确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