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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现有的认知当中，宇
宙是具有无限广度的，而人类的
心灵也是具有无限深度的，我们
探索不到宇宙的边界，也体会不
尽心灵的深邃，这是人类探究客
观世界和主观自我的永恒课题。
《星际穿越》一如既往地秉承着克
里斯托弗·诺兰强大而精密的叙
事追求，试图在宇宙和心灵之间
探寻一种相生相克的奥义。他是
否做得足够成功，见仁见智，但至
少这一次，诺兰的电影制造出前
所未有的温情。

用“梦幻”来理解
电影更能入戏
不久的将来，地球环

境恶化，人类岌岌可危，为
了寻找一个可以繁衍生息的
地外家园，几位科学家肩负起

拯救人类的重
任，他们要做的
是寻找一个适
合 生 存 的 星
球。故事的

基本设定是科
幻电影中常见的拯
救未来模式，在这个
过程中影片角色中

的博爱和自私的
人性决斗并没有
超 出 既 有 的 范
本。这似乎并非
是诺兰所擅长的，
或者是他根本不屑

于使用的叙事手段。剧本的严
谨和结构的诡异才是他的王道，
《星际穿越》又一次体现了诺兰

对于“电影梦境”的天才理解力
和表达力。尽管就复杂性而

言，本片并不是具有明显“诺兰
特征”的一部电影，甚至单就严谨性
而言，这恐怕也是诺兰最难自圆其
说的一次影像表述。但具体到某些
细节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盗梦
空间》、《记忆碎片》的一些影子，那
种似梦非梦，亦真亦幻的时空错位
感最直接地体现出了诺兰电影惯
有的不可预期感和轮回宿命感。

相对论、时间旅行、虫洞、五维
时空等抽象的物理学概念，在《星
际穿越》中得到了比较形象的表
现，即使不懂这些知识的观众也能
理解影片的基本表达，我以为这是
本片的一大科普贡献。实际上，片
中关于时间旅行的情节是最引人
入胜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出现硬伤
的地方，穿越虫洞到达既定的目的

星球，仅仅笼统地表达出“时间旅
行”这一概念，只有一种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的神奇感，甚至在场景的设
计上也并没有表现出超出预期的
视觉想象力。关于这一过程，只能
通过观众的想象力来弥补既有知
识的欠缺了，然而这恐怕也是本片
阅读力延伸的一次绝好机会。当主
人公在时间旅行中与另一个时空中
的自己相遇时，那种宿命感和神秘
感，直接把本片提升到了“神化”的

“高度”，想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本
片已经有些捉襟见肘，此时用“梦
幻”来理解电影反而更能入戏。这
恐怕也是《星际旅行》不能让某些观
众信服的地方。

诺兰电影中
少见的温暖之作

本片更无法让硬科幻迷认同
的一个地方在于，在穿越虫洞到
达预先设定的目标星球时，女主
角安妮·海瑟薇和男友的心灵感
应，以及男主角在重返地球时，和
女儿那种穿越时空的情感交流让
这部科幻电影显得十分“形而
上”，似乎并不符合科学探究的唯
物性。然而，对于笔者而言，这反
而是诺兰电影最出彩的一次关于
情感的表述，这也是诺兰电影中
最能打动笔者的一部。印象中克
里斯托弗·诺兰的所有电影都是
冷冰冰的，严谨而冷酷，尽管在无
懈可击的情节体现中让人不得不
承认他陈述的客观性，但人性的
阴暗面和生命的无奈感也让人压
抑和憎恶。再加之，诺兰电影的
诡谲和烧脑，让笔者对这位导演
的作品，钦佩有之，喜爱全无。然
而当《星际穿越》降低了它的烧脑
特性，提升了它的情感指数时，这
部诺兰电影变得温暖起来。特别
是当男主人公库珀告别女儿踏上
征途时，两个人彼此之间错位感，

在汉斯·季默极富震撼力的配乐
之下，造就了诺兰电影中少见的
催人泪下的情境。

作为一部科幻片，《星际穿
越》是一部典型的“反乌托邦”电
影，即人类的未来并不光明，科学
技术并没有根本解决人类生存和
发展问题，反而以它双刃剑的另
一面伤害到了人类自身。这也是
为什么在片中，面对生存环境的
恶化，人类选择逃避，甚至否认了
阿波罗计划的存在。有了这个前
提的设置，就不难理解《星际穿
越》想表达的那种关于人类情感
的重要性和力量感。当险恶来
临，当一切辅助手段不能解决问
题时，支撑人类生命意志的绝对
不可能是科学，只有内心。诺兰
显然也是想证明这一点，在马
特·达蒙饰演的反派曼恩博士攻
击男主角库珀这个在不少太空电
影中都会出现的“反水”桥段时，
不断重复的“你看到了你的亲人
没有”，既是他自己曾在濒死之时
的情感体验，也是在提醒观众当
时当地能够救库珀的，唯有他自
己对于家人关爱而产生的求生意
志。几乎在所有的“反乌托邦”电
影中，影片如果要实现人类的绝
地反击大逆转，都需要体现人类
自我救赎意志，也就是与爱有关
的一切情感的集中爆发，否则连
生存的基本欲望都没有了，即使
再好的科学利器也无能为力，这
也是人类复杂和伟大的一面。

因此，基于这个层面，关于对
《星际旅行》的认识和理解，用现有
严谨的科学概念去解读，反而是一
次吃力不讨好的自寻烦恼，此时，

“形而上”反而比“形而下”更能带
来观影的愉悦感。更何况对于宇
宙万物的最终奥秘，人类现有科学
的解读力本来就微不足道。影片
中关于五维空间的表述，其实就是
一次科学和神学的有趣博弈，谁能
保证现实中的某些无法解释的异
象不是时空错乱的结果，而谁又能
保证神化和科学其实原本不过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类对此
的分歧不过是因为站在了束缚了
我们眼界的时空而已。既然能够
论证五维空间的存在，如何确保世
界不受另外一个时空的另外一个
我们的影响？当这些影响无法让
我们解释时，那就是我们已经看到
的所有一切玄而又玄的东西。

因此，科学的尽头其实就是

“神化”。

《星际穿越》：

科学的尽头其实是“神化”
文\本刊特约撰稿张紫星

《西部一百万种死法》（美）

推荐指数★★★★★
合家欢指数 ★
屌丝牧羊人阿尔伯特（麦克法

兰饰），除了懦弱、善良和一点真诚
之外，一无是处：跟人家PK决斗不
敢拔枪，除了一个怪怪的鞋匠爱德
华外再无朋友，就连女友也被胡须
美容店老板撬了。天降良缘的性感
美女居然是西部头号劫匪科林奇
（利亚姆·尼尔森饰）的马子，屌丝摊
上大事件。临阵练枪法，真的不靠
谱，但吉人自有天相，阿尔伯特和印
第安人学得秘技、决斗中杀死了科
林奇，赢得财富赢得美人，标准的屌
丝励志喜剧。片中几大看点：甜心
之舞。胡须美容店老板佛伊对光滑
下巴的阿尔伯特，极尽羞辱。片中
有一段歌词：没钱，没关系，只要有
好胡须，泡妞没问题；大胡子、茂盛
的大胡子，你必须得有胡须；鞋匠爱
德华和情人的爱情，两个人完全无
视他人视角，真诚的爱情表达，文字
无法描述非亲自观剧不可；片中明
星多。女主角是查理兹·塞隆，女配
角是阿曼达·塞弗里德，男配角是一
贯搞古搞怪的尼尔·哈里斯……就
是《老爸老妈浪漫史》那个情圣。

《美味情书》（印）

推荐指数★★★★★
合家欢指数★★★★★
一部镜头朴实流畅的印度情感

剧。背景：孟买白领的午饭是妻子在
家里做好，再交付一个复杂的物流系
统经过自行车—汇聚板车——城铁
——自行车派送到白领的办公桌
上。主妇伊娜给丈夫的午餐盒被错
送到一位闷骚中年鳏夫费南迪斯桌
上，两人通过午餐盒进行着互动。男
主留字条评价菜太咸惹怒了女主，女
主第二天就在楼上阿姨闺蜜授意下
放了超级辣椒惩罚。妙的是楼上那
位无所不知的阿姨闺蜜，只闻其声不
见其人，除了递送物品的箩筐在女主
犹豫时强势的抖一抖外再无其他，镜
头语言简练生动。全剧在两个人都
在寻找对方时，戛然而止，留给观众
足够的想象空间。

《巨乳排球队》（日）

推荐指数★★★★★
合家欢指数★★★★★
这个绝非那种寻常见到的岛国

电影，而是一部青春励志喜剧。故
事讲得是1979年的户畑三中来了
位漂亮的女老师兼任男子排球部教
练，一群歪瓜裂枣排球小痴汉怎么
突然变得那么刻苦自律呢？原来女
老师悬赏只要小痴汉们能打败北九
州男排联赛霸主，就给他们看胸
部！到底这个悬赏真的兑现了吗，
小痴汉们真的拿下联赛冠军了吗？
在此绝不剧透。不得不说的是，小
痴汉们为体验巨乳的手感，不惜冒
险骑车高坡速降达伸手抓风——看
起来有点眼熟吧，邓超今年在《分手
大师》里面也这么干——借鉴也好

致敬也好，麻烦留个标注。

《星际穿越》一如
既往地秉承着克里斯
托弗·诺兰强大而精
密的叙事追求，试图
在宇宙和心灵之间探
寻一种相生相克的奥
义。他是否做得足够
成功，见仁见智，但至
少这一次，诺兰的电
影制造出前所未有的
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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