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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囚禁在植物人体内的声音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10月10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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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实验室将陷入植物人状态的病人送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中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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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安·欧文
看起来，这场发生在医院的对话没有什么不寻常。
医生拿起巴掌大的对讲机，向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机器中的病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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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神经学家安德里安·欧文能够“听懂”他们的回答。通过植物人的大脑活动扫
描数据，他发现特定问题会引发大脑特定区域的反应。只要不是一片灰色，仪器上
闪烁的红绿蓝线条，就是这些沉默者的回复。
“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看上去没有反应，其实许多想法被困在他们的身体里，
必须要寻找一种不同的方法表达出来。”欧文实验室研究员洛琳娜·南希对中国青年
报记者说。
我感觉
觉自己被困在了自己的身体里，我不敢去想如果当时
时没有这
这次大脑扫
脑扫描，
我今天会是怎么样
样
作为数据解读员，南希这样自我介绍：“我的工作就是阅读人们的大脑。”
她解释说，如果医生告诉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动一动手指，病人很可能没有任
何回应，这说明也许病人已经完全丧失意识，无法听到提问并做出反应，也可能是
病人听到并完全理解这句话，只是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
作为全球知名的脑神经学实验室，欧文所领导的团队就是要“听听那些困在身体
里的声音”。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过近20年的研究，2010年来到加拿大的西安
大略大学后，仍在努力和植物人对话，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试图与他们交换
信息。
第一次试图跟植物人对话时，欧文还是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一名年轻研究员，在
所属的教学医院艾登布汝克医院工作。他所在的脑显像中心隔壁就是神经科的加护
病房，在医生的聊天儿中，欧文得知了凯特·班布里奇的病情。
那是1997年，班布里奇还是个26岁的老师。她从南安普顿大学历史系毕业，在一
所中学教书，但一场急性病毒感染却让她成为植物人。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无法醒来
的漫长梦魇，她像是睡着了一样平静地呼吸，心脏有规律地跳动。天亮了，她的眼
睛会像醒来时一样缓缓睁开，只是无法说话，也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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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的是，欧文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扫描技术为大脑区域绘图，“我们正在寻找有
意义的研究对象，而班布里奇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植物人”。
在获得其家人同意后，欧文将班布里奇放进像是个洞穴的医学检查设备里，这是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检查仪，它通过对不同正电子的分析处理，
借助高灵敏度的照相机捕捉，能够记录大脑活动，并在电脑屏幕上实时显示数据。
后来，欧文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器，这种人脑成像技术功能更为强大，能够更
为精确地检测人脑中血流的变化。
生病后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跟家人说过话的班布里奇被推进实验室里。欧文开始向
她展示家人的照片。随着照片一张张在班布里奇的眼前翻过，活跃的大脑区域在扫
描屏幕上显示出颜色，大脑中的一个叫做“梭状回面孔区”的区域有了反应，“像着
火一样”亮了起来。神经学家普遍认为，这个区域在面部识别上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我们惊呆了，反应图亮得像棵圣诞树。”欧文表示，“班布里奇的大脑并不是简
单地近似于正常水平，而是跟正常人的活动一模一样。这个植物人被证实有明显的
大脑运转功能且复原反应良好，这成了一切的开始。”
几个月的反复实验后，班布里奇摆脱了植物人状态，渐渐恢复意识。如今，她需
要依靠轮椅生活，却能够通过字母板比划着表达含义，甚至还常常通过邮件接受媒
体采访。
“不能交流的感觉差劲极了，我感觉被困在了身体里。我心里有一大堆问题，可
是我没法动一动我的脸，也没法告诉别人我有多恐惧。”清醒后的班布里奇在写给
媒体的信中这样说，“我不敢去想如果当时没有这次大脑扫描，我今天会是怎么
样。”
为 什么不给
给植物人一个机会，听听他们
们想说
说什么
欧文说，班布里奇的实验成为了他的动力。2006年，欧文和来自比利时列日大学
的神经学家们一起对54名植物人患者研究。当时，这项研究引起很大争议。由于病
人没法表达想法，医生们无法判断他们是否还有意识，从而对于是否继续治疗产生
了争议。
但欧文说：“为什么我们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听听他们想说什么？”
这一次，欧文不仅仅要测试植物人是否对刺激有反应，更要看看大脑是否能够正
确地回答问题。为了保护隐私，欧文将每个实验对象编号，然后向他们询问个人信
息中最直观的问题，期待他们回答出正确的答案。最佳答案直到23号才出现，一个
因为车祸陷入植物人状态的24岁年轻人。
“你的父亲叫做托马斯吗？”面对23号，欧文拿着手机模样的白色对讲机问道。
23号一言不发，但是电脑屏幕实时显示着他的大脑活动。只见海马旁回区域像是
画了一个图圈，显示出明亮的红色。南希介绍说，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代表不同的
含义，每种含义都有精准的扫描位置，而这个位于海马旁区的红色圈圈代表着“不
是”。
“你父亲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吗？”第一个问题得到正确答复后，欧文继续问。
他面前的屏幕继续闪烁着。这一次，表示活动在辅助运动区的蓝线亮了起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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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是的”，它在回答阶段上升，在休息时间下降。这又是一个正确答案。
欧文一共问了6个问题，包括“你有兄弟吗”、“你有姐妹吗”等简单的是非问答
题。虽然看似简单，但整个过程只花掉了两个小时。每次提问都需要让病人先集中
精力30秒，还要休息30秒，并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才能获得最终的答案。最后，23
号答对了5个问题。
此后，欧文在报告中写道：“当我们看到病人的大脑扫描结果的时候，我们感到
非常惊讶，他正确地回答了问题，而这些提问并非简单反应，而需要他稍稍动一动
脑子。”
直到今天，欧文实验室的研究员们依然为23号的回复感到兴奋不已。“这是里程
碑式的5个问题，我们发现植物人状态下的患者依然有意识，可以跟其他人交流对
话。”南希说。
这时，欧文有了一个更激动人心的新主意：“我们选择让他们想象运动，以此来
测试植物人是否能够理解话语并按照指令执行一项复杂的运动任务。”
当时，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通过对讲机，欧文问道：“你想打网球
吗？”
在欧文对健康的志愿者进行的扫描中，当提问让他们打网球时，如果得到肯定答
复，大脑中辅助运动区的运动皮层都处于持续活跃状态，特别是控制不同部位运动
的特定区域会亮起来，显示为即将打网球所做的预先行动准备。
而在一个植物人患者的提问中，欧文得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大脑活动模式。“这
证明这位植物人患者是有意识的”， 他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
上。不过，如何界定是否“有意识”也引起了神经学界的争议。“如果最后他们说没
有理由去相信病人是有意识的，那我只能说‘那好，我也没有理由相信你是有意识
的。’”欧文说。
欧文在论文中写道：“既然她能够感知发生在周围的事情，就意味着并非处于植
物人状态，这意味着诊断标准很可能有缺失的环节。”
只要植物人依然困在身体里，他们
们就会继续问
继续问下去
在与沉默的植物人聊天儿中，欧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回复，但他依然还有更多的
问题想要问。如今他开始询问：“你感到疼吗？”
南希说，他们正在努力让病人对自己的感觉状态进行判断。这些答案将对医生开
止痛药的剂量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还可以有效配置药物资源。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回答都是‘不’，还不必对他们的用药进行干预。”南希
说。
除此之外，欧文实验室还对植物人进行听觉实验。研究人员会在植物人的耳边播
放简短的句子，类似于“国王身边都是敌人”，或者“他的咖啡里面含有牛奶和糖”，
来检测他们的大脑相应区域是否准确反映。这些简短的句子还会伴随着不相干的噪
音同时播放，研究人员借此来测试植物人是否对所接受的听觉刺激产生有不同反
应。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困在自己身体里的群体。”欧文说。他认为，大约20%的植
物人是有能力进行沟通的，只是他们找不到方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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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所采用的实验方法代价昂贵，每小时的实验大约要花费500到900美元，再加
上住院费用等等，对于病人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为此，欧文实验室正在着力开发
一种便携的简易设备，它运用脑电图（EEG）产生大脑活动信号。虽然脑电图不如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精准，但价格要便宜得多，而且就像是网状的帽子一样，只要戴
在头顶就可以。
现在，欧文每年的工作计划上不仅要对25名植物人患者进行精确检查，他还配备
了一辆叫做“EEGeep”的实验车，把研究人员直接送到无法到达实验室的植物人患
者面前，在那里开始提问。
这所实验室除了46岁的欧文，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南希形容这个近20
人的研究团队是一个“活力充沛的小分队”，拍照的时候他们喜欢把便携式的脑电图
仪器像帽子一样戴在头上，让更多人对自己的项目感兴趣，把困在身体里的思想解
救出来。
作为实验室主要负责数据解读的研究员，南希还热情地数着目前研究涉及的地
域，“我们有欧洲实验组，加拿大实验组，希望有一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
的研究之中”。
像欧文一样，这个年轻的研究员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唤醒更多的“班布里奇”。她
表示，只要那些困在身体里的生命还能回答问题，他们就会一直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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