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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

          ——人类如何成为了最危险物种》

人文社科 ·心理系列

《尸检——验尸官日记》 《日常漫游——早间使用说明》



人类是如何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物种的？ “
大脑书籍大奖”获奖作者塞巴斯蒂安·博勒在
这部新作品中提出了一个反传统假设：久而
久之，人类将遭受精神病的折磨。

我们何曾想过，人类的特征其实不是笑
声、语言或对永恒的渴望，而是他那无可匹
敌的毁灭力量？气候变化、气温上升、水位
上升、流行病……我们正让自己直奔灾难。

诚然，该对这场灾难负责的是人类本身。
通过在生态环境中变得最强大，并占据整个
地球表面，人类的行为就像一个巨强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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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博勒著

塞巴斯蒂安·博勒（Sébastien Bohler）
是 法 国 《 大 脑 与 心 理 》 （ C e r v e a u & 
Psycho）杂志的科学记者，法国电视5台节
目的专栏作家。曾是高等理工学院的学生，
神经生物学博士，专注从心理学及神经生物
学方向研究人类大脑的功能。已出版小说《
创造》（Création)，以及社科论述《人类故
障》（Bug humain)，获“大脑书籍大奖”。

作者简介

 뻿 一部深入剖析人类行为的心理学论述，结

合当代社会现象及历史等多重资料，揭开人心

险恶之源，从心理学的角度寻找治愈之道。

 뻿 行文流畅，论述清晰有条例，逻辑性强，

为适合大众阅读的社科书。

 뻿 由神经科学及心理学专家、科学报刊记
者、讲座专家、“大脑书籍大奖”获奖作者诚心

打造。

 뻿 法国亚马逊近5星高分好评！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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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被赋予了无限的联系。

正是这个大脑从地球上不断获取资源，
生产了数百万辆 SUV 和智能手机，让人类
不知疲倦地工作，并向大气排放数十亿吨二
氧化碳。但是这个器官在想什么？它有欲望
吗？有情绪吗？它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在《精神病患者》一书中，作者采用了一
种临床方法，就像心理医生对待病人那样，
分析已变成全球大脑的人类这一物种。他确
定了人类相对于环境的行动原则，并将其与
个人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比较。

他提供的观察结果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大
脑具有精神病患者的特征。它符合连环杀手
的所有特征，而地球正式其受害者。如果人
类本身就是一个存在，那么这个存在就具有
精神病患者的特征：优越感、剥削他人的倾
向、缺乏同理心以及不考虑行为后果等等。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精神病患者。

问题在于，我们能治好这个大脑吗？这正
是本书的终极质疑。通过重重分析论证，它
将引领读者通往虚无和希望之间的狭窄山脊
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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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主题清晰，参考文献详细，是一本好书，一篇对我们即将失去的人性的
犀利分析。”

                  ——法国亚马逊读者Benayoun laurent，2022年2月25日

“这本书写得很好，每个人都非常容易理解，展开了一个不可挑剔的逻辑
论述，并且非常有据可查。 这是一部应该很快成为畅销书的杰作。”

  ——法国亚马逊读者Jacqus Sens，2022年2月10日

“这本书引人入胜，会令人不安但让人信服，流畅自然，让人不禁一口气
读完。 读起来很愉快，因为它成功地综合了大量的知识、工作和思考。”

 ——法国亚马逊读者Georges，2022年2月11日



犯罪现场、法医行动，案件重演、巡回审
判……萨帕内医生带领读者，从晦涩难懂的
犯罪场景到司法真相的揭开，走一回曲折离
奇的破案之路。

在本书中，法医萨帕内回顾了在他手术
刀下的30多起刑事案件。猎枪、菜刀、日本
刀、绞杀等作案手法，无论凶手采用的是哪
种方式，每一种手法都会在受害者的尸体上
留下痕迹，都逃不开尸检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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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萨帕内著

米歇尔·萨帕内（Michel Sapanet）为
法国法医专家和讲师，自 1987 年以来一直
为法医科学专家。指导普瓦捷大学医院内的 
Poitou-Charentes 法医研究所。 已出版八
部作品，其中四部关于尸检的书籍：《法医
编年史》（为最受欢迎作品，销量突破10
万册）、《新法医编年史》以及《太平间直
播》等。

作者简介

 뻿 法国著名法医萨帕内的最新日记，收录三
十起离奇犯罪案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带读者走

进尸检的世界。

 뻿 另有2021年出版的《太平间直播》，版权

可售，出版至今大获读者欢迎，已突破万册销

量。

 뻿 法国亚马逊排行榜第一！（犯罪学和监狱

学刑法类别）

亮点
本书包含了几起震惊法国的谋杀案件。其

中就有9个月大的小尼诺事件。如果没有萨
帕内医生团队的洞察力，小尼诺的死将被简
单归为“婴儿猝死综合症”，一起常见的新生
儿意外死亡事件。但尸检结果证实了小尼诺
在死亡前几周，收到多次暴力虐待，包括剧
烈且致命的摇晃动作。

又譬如75岁的受害者玛丽-露西事件。就
在受害人被判断为“自然”死亡后，一切准备
就绪进行埋葬，棺材即将合上时，却因尸检
报告的疑点暂停了葬礼：尸检揭示了老妇人
在生前最后的时刻曾受到了暴力折磨，她是
被殴打和勒死的。

法医萨帕内让读者了解到尸检团队的检
查、剖析和分析工作，并以稍带幽默的语气
解释医学知识。从普通暴力事件到骇人听闻
的案件现场，本书将让读者在了解犯罪案件
中的医学常识之余，打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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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书中记录的案件调查都不
同，并且每一个都比另一个更有意味，作者甚至告诉我
们审判的部分内容，对读者来说是非常微妙的。作者能
够让我们更接近死者，无论是通过他们的故事还是通过
他们的死亡。

我只能将这本书推荐给天生好奇的人，或者像我一
样喜欢刑事调查的人。”

——法国亚马逊读者Edwige，2022年3月11日

“我对法医这一职业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本书令人着
迷，因为它揭示了它的一千零一个方面。萨帕内医生以
严肃却幽默的方式讲述了这些案件，但从不失礼。他的
工作如何发现了许多刑事案件的真相，甚至可能与警察
一样多。 ”

——法国亚马逊读者chatperché，2022年3月23日



早晨还属于我们吗？在这个既深刻又有趣
的时间段中，充满了变数，这无疑是属于当
代社会的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

早晨代表了我们与时间的精神分裂关系，
许多人更愿意横向度过这段时间，但道德、
宗教或资本主义社会已迫使我们纵向度过： 
这个本是最私人的日常时段却被迫与世界的
喧嚣擦肩而过。

当代社会的早晨，充斥着塑造我们行为的
图像：广告、电视剧、艺术或文学已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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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奇·莱里登著

布兰奇·莱里登（Blanche Leridon) ，法
国记者，出生于1990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
院，为法国政府内阁多个智囊团工作。

作者简介

 뻿 一部罕见的大众社会学论述，聚焦当代

生活中最平凡却匆忙的时刻，融合了思想大

家与流行文化元素。

 뻿 通过将政治家、企业家与普通百姓的早

间时刻对比，男性与女性不同的早间活动对

比，揭露了不平等待遇等资本主义下的当代

社会问题。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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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早晨的表征，它有时是和谐的、令人
安心的和亲密的，有时则是孤独、常规和平
庸的。

无论我们是否受工作限制，有否有爱的人
或是为他人服务：在一天的凌晨，我们并不
都是平等的，在“双重日子”和羞耻之间，女
性似乎特别受到顽固的陈词滥调和当代的新
禁令而影响。

在同一张早餐桌上，这本充满活力的书将
是市面上第一本献给早晨的书，它将乔治·
佩雷克和巧克力麦片、阿尔伯特·科恩和安
吉拉·默克尔、马克·奥雷尔和让-雅克·戈德
曼汇聚一堂，只为了一个目的：以不同的方
式展示一日之初，那个我们每人每天都看，
却从未真正看到的早间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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