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欣赏到西班牙电影《倒数第
N 次分手》。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宣称为
科幻电影，当然这一定义值得商榷。但
无论如何，影片确实将时间作为故事的
一个重要因素，探讨了当下年轻人被困
诸时间难以逃脱的窘境。想必制作者是
在做一种有关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

通篇没有采用什么技术性的特技手
法，毕竟反映时间变幻的故事最容易依
靠平素的镜头语言来铺陈和讲述。说得
通俗一点，就是女主人公反复经历同一
天的场景，运用了所谓科幻中的“无限
流”形式。

影片一开始，便是几名年轻人前往
郊外别墅度假。在经历了简单的寻常生
活之后，女主人公被“打回”到此前的
前往车辆上。继而她数次经历“到达别
墅—寻常生活—回归车上”的单调序
列，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当然这个“循环”有一点点小小的
变化，那就是每次重复女主人公的时间
都会减少一小时——这一特征或者说缺
憾具有相当明显的意义，它给人一种

“时不我待”的严重紧张感，强烈的焦
虑在女主人公与观众之间同步产生并逐
渐弥漫。

在电影语言的叙述上，有两条线索
始终交织其间——

一个是爱情的持续与终结，这一点
上倒是应和了中译片名。女主人公在一

次次的时间更迭中，不停地做出与男主
人公继续交往、毅然分手或不计前嫌重
归于好的决定。

另一个是寻宝。别墅周围布满了女
主人公年幼时埋下的各种小器件，它们
在这次郊游中一次次被重新发现，并被

赋予各种颇具深意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沐浴”和“烹

饪”两个桥段在这里构成了标志性的意
象。每一次女主人公“返回”，都要加
班加点地赶制出一个简陋的浴室 （别墅
没有供水），让男主人公有一个荡涤自
己身心的场所；与此同时，女主人公还
要抓紧在厨房烹饪佳肴，以便下一步与
男主人公前往自然中的“餐厅”交流。
女主人公一次次囿于这一形式，甚至到
了执着与痴迷的程度，似乎只要完成这
一仪式，与男主人公的关系就能重获
新生。

在上述背景下，其他伙伴如同可有
可无的人形背景，而制作者又极力想要
将他们拉回到故事当中，以至于龃龉不
断，矛盾迭出；此外从未露面的女主人
公父亲的电话也营造出一种附设性的关
联，从他那里传来的信息似乎为女主人
公带来一种时空上的遥远记忆。

形式上唯一值得玩味的设置，是以
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实现的——屏幕的格
式在女主人公一小时一小时缩减的过程
中，逐渐变得越来越窄。开始的时候观
众还难以察觉，但及至后面则愈发明
显：从横版长方形变成正方形，又变成
了竖版长方形，再变成手机竖屏，最终
缩减为一道竖直的细线……

当然，随着最后竖版长方形两条长
边不可避免地相聚，最终的结果是女主

人公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这对情侣战
胜了困难，重新获得爱情——而且，时
间终于开始正常流淌。

这一点尤其耐人寻味。因为一般来
说，我们总认为时间会埋葬爱情，但在
这里爱情却拯救了时间，这与当下的社
会现实似乎多少有些隔阂。

对西班牙电影的迷恋，源自科幻电
影 《海市蜃楼》。简直无法想象，怎么
会有如此烧脑且逻辑完备的时间科幻，
而且能被构造得如此漂亮——况且还出
自擅长编造故事的好莱坞之外！并因此
追踪到同一导演的另一部作品《看不见
的客人》，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
不妨说句题外话，西班牙朋友告知《看
不见的客人》在西班牙本国并未受到如
此青睐，大家对该片居然在中国受到如
此追捧颇感不可思议。

所以不得不说，《倒数第 N 次分
手》确实没让我产生如上述两部影片一
般的观赏兴奋，就这一点来说稍显遗
憾。当然这部作品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反
映时间主题，还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作 者 系 北 京 作 家 协 会 专 业 作
家，主要从事科幻与科普创作）

《倒数第N次分手》电影海报

近些年，当人们谈论人工智能
时，总热衷于讨论算法的优化、模
型的迭代、算力的多少。人们不断
地在追求模型的深度、数据的规模
和芯片的算力。海量参数的复杂网
络仿佛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然而，这就是真的智能吗？

比尔·盖茨 2021 年度书单重磅
推荐了计算机科学家与神经科学家
杰夫·霍金斯的新书 《千脑智能》。
书中揭示了一种关于大脑和智能的
理论——千脑智能理论，这将彻底
改变我们对大脑和人工智能的未来
的理解。

杰夫·霍金斯是科技界的一代
传奇，美国著名发明家，于2003年
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他多年
来深耕对大脑的探索，致力于解释
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他认为只有把
人类智能弄明白，才能制造出像人
类大脑一样工作的机器智能，并著
有《千脑智能》《新机器智能》。

杰夫·霍金斯认为，就像人类
最终不是通过模仿鸟类，而是通过
理解空气动力学而发明了飞行一
样，在我们改进机器和深度学习的

同时，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大脑是如
何工作的。实现机器智能的最快途
径是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然后在
计算机中模仿这些原理。

杰夫·霍金斯和他的团队发
现，大脑使用类似地图的结构来建
立一个世界的模型——不仅仅是一
个模型，而是成千上万个我们所知
道的一切的模型，也就是千脑智能
理论。这一发现为创造机器智能提
供了清晰的路线图。

霍金斯多年深耕于大脑研究的
领域，终于在这本书中给出了答
案。

书中的预言之一是，在大脑最
大的部分、与感知和智能最相关的
新皮质中，可以找到创建参考系的
神经元，即网格细胞。霍金斯表
示，这本书能够解释为什么如今的
人工智能并不智能，以及为什么实
现机器智能的最快途径是理解大脑
的工作原理，然后在计算机中模仿
这些原理。同时，《千脑智能》 也
描述了他的最新发现将如何改变人
工智能的未来，以及未来人工智能
将如何改变人类。 （思琦）

创 造 机 器 智 能 先 要 理 解 大 脑

《千脑智能》，[美]杰夫·霍金斯
著， 廖璐 熊宇轩 马雷译，湛庐文
化/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2022 年 9 月
出版。

困 在 时 间 当 中
□□ 星 河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今天
耳熟能详的很多成语都来自它。孔子
为 《诗经》 编辑成集作出主要贡献。
不过，我们现在读的《诗经》版本由
西汉时期毛亨和毛苌注释过，俗称

“毛诗”。再往后，历代封建文人又对
它做了不少注释。

其实在《诗经》里面那些诗歌诞
生的年代，铁器还没有普及，人口稀
少，诗歌大量记录的当时生产生活场
面，是研究上古科技的宝贵材料。

以《生民》为例，这篇诗歌记载
了周始祖后稷的功业。他会种谷、豆
和瓜，会选种和锄草。在他带领下，
人们舂米扬糠，蒸饭烤肉。

这首诗让我们知道当时的生产力
水平，但却没讲后稷的任何战功，他
更像一位老村长，带领族人生产劳
动。这是中华上古文化与其他民族上
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除了黄帝，
中华远古英雄都因为有建设成就，而
不是因为战功得到纪念。

根据考古学成果显示，黄河流域
八千年前就开始刀耕火种，到后稷那
个时代，先民们已经在那里定居从事
农业长达 4000 多年。《诗经》 的诗歌
产生于农耕文化早期，部落时代晚
期，社会结构比封建时代单纯很多。
虽然不少诗歌里有“国”字，不过是
大型部落而已。先民吟诵这些诗歌，
更多是歌颂生产生活。很多诗的原作
者未必识字，只是在劳动中随口成
章。不排除个别诗篇就是劳动号子，
在生产中起到指挥调度，或者解除疲
劳的作用。

后来，官方的“采诗官”将这些
民间诗歌整理成文字，流传至今。这
样的渊源，让我们很容易从里面看到
当时的生产力原貌。

诗篇《公刘》的主人公是后稷的
重孙。诗歌讲述公刘带领部落离开灾
区，另选佳址，采石料，挖地基，建
新房，造新城。上古地广人稀，大片
土地都是无人区。公刘不用带领部落
去征服谁，只需要选取宜农荒地，另
建新城。

这首诗还给公刘加上一个形容词
——“笃”，意思是老实厚道，行为专
注。诗里面的情节描述，再加上这个
形容词，让他更像一位远古时代的地
质学家兼土木工程师。

诗篇 《绵》 记载了周人另一位先祖古公亶父。
同样描写他组织人们选址、分田、测线、夯土，俨
然是村长或者工头。当时人口已经增长，古公亶父
不像后稷、公刘那样从容。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
他还要面对“昆夷”这些外部落敌人。然而，诗歌
并没有写战争，而是写到由于经济发展得好，国力
强盛，不用出征，敌人已经远远避开。

当然，同样是歌颂周朝先祖的诗，《生民》《公
刘》 和 《绵》 远不如那句“牧野洋洋，檀车煌煌”
流传得广。那是讲武王伐纣的《大明》，同样收录于

《诗经》。毕竟，人们更喜欢看打仗的故事，而不是
如何挖地基、吊墨线。

孔子对《诗经》的作用还说过一句话，认为它
们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把《诗经》当成原
始百科全书。确实如此，比如《七月》一诗，通篇
就在讲什么季节该做哪样农活。当时农耕产量低
下，人们要辅以野菜野果才能度日，野生植物还提
供大量生活材料，《诗经》里仅提到可以采的野生植
物就有几十种之多。

人类对灾难的认识，也是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月之交》就是专门描写地震的诗篇。原文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
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首诗被后来的文人解释为在隐喻世事无常，
其实，它更像直接描写地震场面的诗歌，体现了古
人对灾难的关注。最后两句只是引申和感慨，就像
今天一部灾难电影结束时，主人公发出的几句议论。

回到《诗经》的文本就能发现，很多诗歌的主
旨不是讽刺什么，隐喻什么，就是在赞美生产劳动
和社会生活，它是文字中的考古遗迹。戴上科技史
的眼镜去阅读《诗经》，你会得到很多惊喜。

（作者系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科幻
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从2020年伊始到现在，我们全国上下
一条心，共同战“疫”，与可怕的病毒搏
斗。当下阅读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
斯顿于1994年撰写的《血疫：埃博拉的故
事》，不仅有借鉴意义，更有广泛的社会
学、人类学意义。普雷斯顿在该书最后的
一句“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
人类的免疫反应”，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

该书从法国人夏尔·莫内感染“扎伊
尔埃博拉病毒”说起，引出1967年爆发于
德国的“马尔堡病毒”。1980年年初，莫
内居住工作于肯尼亚与乌干达交界的埃尔
贡山一角。那里有着非洲典型的热带雨
林，当莫内进入过那个很可能是“马尔堡
病毒”原始栖身地的奇塔姆洞后，如作者
的细节描写，他要么在洞内划破过手，并
接触到果蝠粪便，或其他病毒源物质；要
么在平时喂猴子时感染；甚至一只病死在
他手中的织布鸟，也具备使他感染的可能

性。不久后，病毒在莫内身上显现发作，
情形极其吓人，双眼通红，神志呆滞，咳
出黑血。他坐飞机前往内罗毕医院，因呕
吐物喷发，传染了穆索凯医生。莫内于次
日死去，穆索凯医生出现症状后，竟在十
几天后治愈。因这次病毒事件，作者有感
而发道：“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
航班的距离。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
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
市。”

由此，作者开始探寻，追溯到1967年
的德国马尔堡。那里当时有个“贝林制药
厂”，每年从乌干达进口野生绿猴，利用
绿猴的肾脏细胞生产疫苗。殊不知，有一
种病毒正在这些猴子间传播，并传染了第
一个人克劳斯。克劳斯两周后死去，之后
共感染了31人，导致7人死亡，致死率近
23%，这种可怕的病毒被称为“马尔堡病
毒”。直到1982年，英国兽医琼斯回忆起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他知道欧洲每年
从非洲进口13000多只猴子，而这些猴子
上飞机前，需经过一次肉眼识别检查。看
似病猴的被剔除，这些病猴被装进笼子，
运送到维多利亚湖上的一个小岛放生，从
而形成恶性循环。

祸不单行，1976年夏末秋初，“苏丹
埃博拉病毒”经历多达16代的传染，几乎
摧毁苏丹南部全部人口，死亡率达 50%。
同年9月，更为可怕的“扎伊尔埃博拉病
毒”暴发于扎伊尔北部的邦巴区，致死率
高达90%。

继而，1989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雷
斯顿，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在收到从菲律
宾运来的100只食蟹猴中，发现了高度传
染的“马尔堡病毒”。大量猴子不明原因
地病死后，经工作人员解剖，发现此病
毒，并确认此病毒与“扎伊尔埃博拉病
毒”关系密切，被称为“雷斯顿病毒”，

遂动用美军处理了所有感染病毒的试验动
物。所幸这种病毒不传染人类，令人类逃
过一劫。

人类能永远这么幸运吗？无知又贪婪
地攫取，愈来愈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无
休止地践踏破坏生物圈，人类将逼近怎样
的未来？真实，往往比想象更惊悚。

诚然，这确实是一本“人命关天”的
书，作者在最后说：“大自然有自我平衡
的手段，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
生物的感染。”我们应视为警世恒言，去
爱惜和保护地球家园！

本书作者于1993年曾进入了那个“恐
怖”的奇塔姆洞，但未探寻到任何病毒的
蛛丝马迹。病毒无影无踪，既古老又狡
猾，它必须寄生在宿主身上，才能无限复
制。我们必须科学理性地保护大自然，才
能更有序地繁衍生息，才能更好地与所有
物种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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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球 正 在 启 动 对 人 类 的 免 疫 反 应 ？
□□ 李庆林

开栏的话 从上古时期的《尚书》《诗经》，
到现当代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杨潇的《百年
长歌》等等，这些文学作品里都蕴含着大量的
科学知识。为此，本报特开设“追文逐字话科
学”栏目，旨在从科技视角解读历史文化，从
中外名著里看当年的科技成就，以今证古，古
今结合，激发读者热爱科学的兴趣。

“百无一用，说的就是进入海洋的人类。”美国蒙特
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的海洋生态学家凯利·J.贝努瓦-伯德
这样说道，“在水中，人类没法呼吸，视野只有一臂
远，也无法理解听到的声音。”或许就是因为如此，自人
类诞生时起，海洋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无人潜水器、
先进的遥感技术和快捷、便携的基因测序仪器带来了各种
各样的惊喜。在2022年9月出版的《环球科学》里，开设
了“深海追踪”专题，从海面到海底，整理了近期最为迷
人的那些科学发现，希望能展现海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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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家赵致真最近在做一件事情，他
要把多年来淘到的大量苏联科普图书进行甄
选，和长江少儿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苏
联科普佳作丛书》。大抵是对于今天读者的口
味难以把握的缘故，第一次他们准备先出版
10本初中以下的选题来投石问路，而原本他
是规划要出 50 本，分为“小学卷”“初中
卷”“高中卷”及“学前卷”的。

苏联的科普书是什么样？今天的孩子和
“80后”“90后”的家长肯定比较陌生，但对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那就是见
书如面般的亲切了。如今活跃在科学界的许多
著名科学家，都是读着苏联科普读物成长的，
他们对小时候读过的科普作品和苏联科普大师
的名字念念不忘。这种状况也是时代使然，现
在的图书市场，外国科普图书很多，但在上世
纪，孩子们的科普阅读，很重要的来源是苏联
科普读物。就像赵致真表述的那样，他在上中
学时，每天放学后的醉心阅读，就是图书馆里

的苏联科普读物，以至于他几年来花大量时间
精力要重新挖掘这些科普作品的价值，其初衷
就是一种“老人想把小时候吃过的美味急急地
告诉现在的孩子们”。

至于这批读物能不能得到今天读者的
认可，我想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
供给侧的角度，近几十年，欧美文化大量
涌入，其强势力量裹挟资本占据了市场重
要份额。与美国大片、美国音乐一样，流
行文化也反映在图书市场上，随处可见美
国大企业策划出版的科普读物。曾经占据
了主流地位的苏联科普读物，由于世事变
迁日渐式微。而作为后发力量，我国科普
出版的进步有目共睹，出现了一大批优秀
少儿科普读物。但毋庸讳言，尽管现在我
们的原创性在加大，优秀作品在增多，但
仍未形成自己的科普出版风格，特别是缺
乏叫得响的自主品牌。

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对于出版

市场上的科普读物，也应呈现出千姿百态的
面貌，苏联科普读物市场的萎缩，并不完全
是读者选择的结果，有特定历史时期国家间
交往减少、翻译人才锐减，受欧美企业冲击
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老一代科普人对苏联科
普书津津乐道，不管从取材、叙事、编排、
装帧等，都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尤其是上世
纪五六十代是苏联科普出版的黄金时期，出
现了一大批优秀科普作品，也出现了一批科
普大师。对于这一段时期的翻译出版缺失，
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补上这一块，使我
们的科普出版展现更多的流派和传统，对于
赵致真等科普人为此所做的努力，社会都应
给予肯定。

而从需求侧来说，重读曾经影响过爷爷
辈的科普书，是一件过时的事吗？科技的发
展日新月异，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恨不
得去年的书今年就会过时。这也是如今流行
文化带来的观念，市场上多见的快餐式绘本

读物，让学生们在眼花缭乱的画面中，进行
一些碎片化的阅读，不是说这种阅读方式不
好，它应该只是阅读方式中的一种。

科技创新是不断迭代和否定的过程，但
那些经历了时间沉淀的科学原理、科学家趣
事、科学知识却是历久弥新的。苏联科普读
物的一种普遍风格，是对文字的讲究，文字
中呈现着有趣故事，洋溢着人文情怀，触类
旁通的知识传达，辅以精致的插图，如同导
师带着学生们徜徉知识海洋，提供了沉浸式
阅读的环境，让人细细体会阅读的乐趣，这
是对当前普遍存在阅读浮躁的纠偏。

重出苏联科普作品，对于科普出版，应
该是补上均衡性和多样性的一种体现，而对
于学生们来说，则应该是纠正一种长期的精
神营养的偏食，在英美科普读物之外，提供
其他的参照系和信息源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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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影响过爷爷辈的科普书，今天还受欢迎吗
□□ 金振蓉

《苏联科普佳作丛书》中《人类
如何发现了地球的形状》封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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