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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张清单再决定
□爱妍 整理

你是不是常常后悔作过的决定？
是不是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考虑不够
周全？ 美国科普作家史蒂文·约翰逊，
又被称为美国“技术界的达尔文”，他
用 5 年时间整理出一本名为《远见》
的书，用许多故事告诉我们，作重大
决策一定要有“远见”。 而这种“远见”
可以用一些计算方法来确定，甚至可
以在课堂上进行学习与训练来掌握
相关方法的。

而查尔斯·达尔文在“我应该结
婚吗？ ”这个问题上如何作出决定的
故事，一方面说明决策可以用计算来
得出结论， 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
无论多么严谨的“结论”，是否正确依
然要面对相当多的变数。

关于这个问题，达尔文也曾
疑惑过。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至
今仍保存着达尔文关于这个情
感问题的“会计账目”。 在其中一
页的页脚上，他潦草地写着“结
婚、结婚、结婚，证明完毕”。

1838 年 7 月， 查尔斯·达尔
文坐在大西洋彼岸， 作出了一个
间接改变未来科技史发展轨迹的
决定。那年，达尔文 29 岁。在那之
前两年， 他结束了搭乘英国皇家

海军勘探船“小猎犬号”进行的传
奇环球旅行。 在那几个月后，他写
下了关于《自然选择》的第一稿，
但又过了 20 年，他才最终出版了
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 达尔文在
那个 7 月的艰难决定， 是其成果
延迟发表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当然，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他的这个决定其实无关科学问
题和物种起源。 它是另外一种类
型的决定———它虽然与存在主义
有关，但更具个人化色彩，这个
决定就是：“我应该结婚吗？ ”

达尔文采用了时下我们很多
人所认可的方法：在笔记本的两
张对开页上，他分列两栏，写下
了结婚与不结婚的理由。

在今天来看， 我们不能说达
尔文所作的结婚决策是错误的。
这个决策并非下意识、 心血来潮
的思考，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场
婚姻竟然会产生新的变量。

的确， 人们永远无法作出完
美的决策。 任何一个选择和决策，
都有时间的局限性。 我们所能做
的，就是搜集足够多的信息，作出
对未来有利的判断。

但当我们面临人生重大决策
时———找工作、找对象、跳槽、买
房、搬家、创业———怎么作出富有
远见的选择？ 怎么做才能让未来
的自己感谢现在的你？

具体来说应该有三个步骤：
绘图 - 预测 - 选择。

○步骤一、绘图：列出真实和
虚拟的变量

在面临艰难抉择时， 你首先
应该最全面了解它的“全貌”。 比
如像画地图一样，可以试试描绘出
周边真实的和虚拟的“地形地
貌”， 盘点出所有能发挥作用的力
量，勾勒出所有可见的区域，对于
盲点和潜在变量，至少也要做到心
中有数。 你不能把关注点仅仅放
到你认为有把握的变量上。 这样
你才能从已知的情况中发现隐藏
变量，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作出有远见的决策并非易事。
富有远见的决策涉及各种互动变
量，需要我们就不同的经验和范围
做全面考虑。 它迫使我们依照程
度不一的确定性预测未来，它往往
带有相互冲突的目标，或具有最初
难以发现的潜在有用选项。 所以
你要学会利用群体的多样性。 每
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都有其独一
无二的地图。 但用尽可能多的智
慧去分析地图，作出选择，这背后
的艺术还要有敏锐的视觉，看清真
实情况。 而培养敏锐视觉的最佳
方式，就是让不同的人就相关问题
发表各自的看法。 这样你才能绘
出最全面的“地图”。

○步骤二、预测：模拟未来事
件的走向

在作艰难选择时，我们实际上
是在对未来事件的走向作预测。

当我们看着手中所绘的“地
图”，在作决定是否要在一座发展
中的城市的郊区建造一个公园
时，我们需要尝试预测各种可能，

例如预测到该公园会吸引哪些常
客；要预测到该城市可能会继续扩
张，在未来几年里这个郊区公园会
变成市内公园； 我们还要预测到，
将城市空地用于商业发展，从长远
看其实是完全负面的，因为城市中
的绿地将会越来越稀缺。

在艰难选择中， 我们应该避
免单一思维。 尝试选择新的视角，
哪怕是一个模拟视角， 观看世界
时你总会有新发现。

○步骤三、权衡：从剩余选项
中选择

最后作决定时， 你完全可以
像达尔文一样，拿出一张纸，在中
间画一条线，把它分成两栏：一栏
用来写赞成的理由， 一栏用来写
反对的理由。 然后，在接下来三四
天的考虑时间里，依照不同时间、
基于不同动机而产生的不同想
法，记下赞成或反对的理由。 当把
所有理由都罗列出来的时候，就

可以开始全面权衡比较了。
当我们发现赞成一栏的某个

理由和反对一栏的某个理由所占
比重大致相当、可相互抵消后，我
们就把它们一起划掉； 如果某个
赞成理由所占比重相当于两个反
对理由， 那我们就把它们三个一
起划掉；如果某两个赞成理由所占
比重相当于某三个反对理由，则这
五个会被一起划掉。 这样一来，最
终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之后
的一两天里，如果赞成和反对这两
栏中都没有新的思考发现，那么我
们就可以据此作出决定了。

结果就同达尔文的最终决定
是一样的： 总会有一方选项赢得
决定性胜利。

这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
法，尤其是当一个决定涉及价值观各
不相同的利益相关方时。 因为在计
算结果之前，你要考虑他们的不同观
点并赋予各个观点不同的权重。

公正地讲， 我们大多数人在
作复杂决策时应该并没有进行任
何实际的数学计算。 你有没有发
现， 我们也从未上过任何一堂课
是教我们如何面对复杂问题作出
决策的。

但事实上，作出明智的、创造
性的决定， 是一项适用于生活各
个方面的技能： 如何选择工作环
境； 怎样扮演父母或家庭成员的
角色； 如何管理每月的预算或计
划退休后的生活……无论你在生
活中做什么， 无论选择哪条职业
道路， 在真正重要的时刻作出正
确选择的能力， 是一项让你受益
终身的技能。

所以，如今已出现一个新兴
的多学科研究领域，教我们如何
在生命的重要节点作出更好的
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 决策的前期
准备工作应包括时下最先进的策
略：事前剖析、情景规划、专家角
色，以及利益相关方的集思会等。
但一旦这些演练拓宽了你的视
角， 并帮助你跳出最初的直觉反
应之后，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静
待沉淀，让大脑的“默认网络”发
挥魔力， 比如延长散步时间或在
淋浴间多逗留一会儿， 放飞你的

思绪。
有关大脑的“默认网络”的内

容可能出现在大二学生的生物学
神经病学单元。 它是指我们俗称
为做“白日梦”时，大脑会变得活
跃的区域，思维会游离出来，想象
未来的场景和结果。 当把“默认网
络” 放在教你作出更好决策的课
堂上时，“白日梦” 就会被赋予新
的意义。你会发现，做“白日梦”其
实是我们根据日常行为， 设想长
此以往后的结果的独特能力。

近代历史上的大量案例表
明，人们作出复杂决策时，通常会
有意识地采取更有“远见” 的策
略。 对于任何一位领导来说，没有
比决策更有价值的技能了。 一旦
面对复杂情况，“决策者” 需要的
不是勇气、魅力、智慧，他需要掌
握一种技术———一套特定的解决
问题、 深入探索、 权衡选项的步
骤。

现在这种技术是可以被传授
的。关于“决策”的教学大纲，它将
涉及历史、 道德哲学、 行为经济
学、概率论、神经学、计算机科学
和文学方面的研究。 如果我们可
以通过这些多维度的矩阵来一一
划分， 最终的决定就会逐渐浮现
出来了。

除了多学科知识， 学生们还
可以学习一系列技术， 然后将其
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中， 比如构建
一个复杂决策的微型示意图；设
计场景计划和报告准备……他们
甚至会认识到在作出艰难决策时
保持客观的重要性，还有，阅读优
秀文学作品也能提高这种能力。

谁不想作出更好的选择呢？
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智慧”时，内
里意思就是说他“善于作出决
策”。 现在大量哲学文献和越来越
多的神经科学都在研究这个课
题， 因为它对每个人都有直接实
用的价值。

6 个月后， 达尔文和表姐艾
玛喜结连理。

尽管达尔文与表姐艾玛的婚
姻十分甜蜜，但是结的“果”却是
苦涩的———婚后， 艾玛生了 6 男
4 女，共计 10 个孩子。然而，没有
一个孩子身体健康： 两个大女儿
未长大就夭折了， 三女儿和两个
儿子都终身不育， 其余的孩子也

都被病魔缠身，智力低下。
达尔文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晚年研究植物进化过程中发
现， 异花授粉的个体比自花授粉
的个体， 结出的果实又大又多，
而且自花授粉的个体非常容易被
大自然淘汰 。 这时他才恍然大
悟： 大自然讨厌近亲婚姻。 这就
是他与表姐婚姻的悲剧所在。

而在“结婚”的一栏中，他的理由如下：

在“不结婚”的一栏中，他的理由如下：

将“决策”的方法引入课堂

永远没有完美的决策 ———但至少应该作更有利的判断

从达尔文决定结不结婚的“算计”中，我们发现“决策” 的重要性

“我应该结婚吗？ ”

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选择社交与规避社交
可以去俱乐部同聪明人士交流
不必拜访亲属，不必忙于琐事
养育孩子的开支与焦虑
可能的争吵
时间上的损失
晚上无法阅读
身体发福、闲散无事
焦虑和责任
购书等开支会减少
孩子多了就需要多挣钱（但工作太多对身体非常不好）
妻子可能不喜欢伦敦，结果就是放逐，然后堕落成懒散

的、无所事事的笨蛋

孩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对彼此感兴趣的、常年的伴侣（以及老年时的朋友）
挚爱的玩伴。 无论如何比养狗强
家以及顾家的人
音乐的魅力和女性的絮叨。 这些对健康是有益的，但同

时也会浪费大量时间
我的天啊，如果人这一生就像工蜂一样忙来忙去，最终

一无所有，那是我无法忍受的———不，不，决不能这样
设想一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伦敦的一栋烟熏火燎、

又脏又乱的房子里过日子
再设想一下，沙发上坐着温柔的好太太，一旁是炉火、

书籍，可能还有音乐，等等
把这个情景同伦敦大马尔伯勒街的肮脏现实对比一下

“我应该结婚吗？ ”
———达尔文是如何作出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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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视觉中国晚年的达尔文（资料图片）

▲达尔文的大女儿安妮
图片来自央视 《探索·发现 》
节目相关资料

▲艾玛画像（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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