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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很多人提到电影好不好看会说到

娱乐性这个问题， 有外界评论说这部电影缺

乏娱乐性？

诺兰：

就算你对这部片子的科学原理、自

然法则没有兴趣， 但同样你还是能获得轻松

的经历。

记者： 时间在你的很多部作品中都是很

重要的武器。你对时间的讨论那么感兴趣，那

你对“时间”是如何定义的？

诺兰：

我之前的作品有很多时间的因素

在里面，但在那些作品中，我对时间的表现和

演绎， 更多的是想去探索人主观上对时间的

感受。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时间这个因素变得

更加独立。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一个大反派的

话，我觉得时间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反派。

记者： 人常常会幻想自己某一天去到另

外一个空间维度干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不

知道你们有没有幻想过？

诺兰：

你正好说到这部电影很重要的一

个情节核心。其实对每个人主观来说，时间都

是一样的。但是你和心爱的人，家人被迫分隔

在两个时间维度里生活， 那是一件很痛苦的

事情，我不觉得那有任何吸引人之处。

记者： 电影很重要的内核是关于亲情和

爱的描述。听说之前影片有一个名字是《

Flo鄄

ra

’

sLetter

》， 你接手后把原剧本中男主角库

克的儿子变成了女儿。 那么女儿在你参与创

作过程中有为你带来什么灵感？

诺兰：

其实你已经提到了，我这个电影很

重要的核心就是一个父亲和孩子的感情，这

种连接， 它是怎样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下被

考验，作为父亲，我对这些事很关注。至于我

用我女儿的名字给这部电影的代码命名，是

因为我每一部电影都是用我孩子的名字做代

码命名。

记者：不管是《盗梦空间》里的

Cobb

还是

《星际穿越》里的

Cooper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

的愿望支撑，那就是“回家”和一对儿女团聚，

这是巧合？还是有你自己对家庭的深刻理解？

诺兰：

对我来说，家和家人是非常充满能量

的部分，你的工作、你的责任等等都会把你从这

扯远，你会希望与他们重新建立某种联系，我觉

得去认识清楚这个事实是因为这对我来说、对

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据《南方都市报》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有观众已经看

了三遍《星际穿越》，普通观众要想完全

看懂这部电影，也至少要看三遍；看第一

遍的时候，前一个小时比较沉闷，观众可

能会有些出戏。在近三个小时的观影体验

里， 文科生可能会被各种科学名词弄晕，

这时千万不要看剧透，但可以去网上看一

些解析，带着问题观看第二遍，会有不一

样的收获。

看完两遍后，第三遍就是尽情享受了，

有看过第三遍的观众说：“诺兰把爱写进台

词里，刻进了男主角马修·麦康纳暴哭的脸

上，但这部影片触动观众的，不是爱，而是

孤独，不论身处七十亿人口的星球，家人的

环绕，还是漂浮在未知的宇宙，人类亘古不

变的孤独都深入骨髓，无法磨灭。有人想摆

脱它，有人想拥抱它，但它一直存在，伴随

左右。”

dé yì shuāng x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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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杨红樱。据

悉，由她出资的“杨红樱儿童文学奖”预计下

个月就会正式启动，届时将面向全国征稿，这

是国内首个完全属于儿童自己的文学奖，由

“儿童写、儿童读、儿童评”。

设杨红樱文学奖

让儿童写儿童读儿童评

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国产儿童读物相对

匮乏， 大部分是安徒生童话这样的 “舶来

品”。当时，18岁的杨红樱还在成都一所小学

当语文老师，在其他人眼中，她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另类老师”：她不爱拿成绩和作业压学

生，允许孩子按着自己的个性发展。后来，杨

红樱也在《轰隆隆老师》这本书中描写了颇

具魔幻色彩的另类老师，能让学生学得轻松，

她说：“我做过老师我有深深的体会，要达到

‘学中玩’‘玩中学’的教学效果。我十分佩

服这样的老师。”

杨红樱回忆起与儿童文学的结缘完全是

无心插柳，她开始写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她

也从未有过当作家的志向， 只是单纯地想让

她的学生爱上阅读和写作。 在语文课上能给

学生提供好的阅读材料。当时，她不确定孩子

是否爱看，就将自己发表的童话‘战战兢兢’

地夹在书里拿给学生。没想到，孩子们非常喜

欢。 孩子们的肯定， 使杨红樱的创作得到激

励。而六年小学语文老师、七年少儿读物编辑

的经历， 更让她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特点和真

实需求有着切身了解。

看到文学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今年杨红

樱计划做一个属于儿童的文学奖来激励他们。

杨红樱说， 她希望通过阅读启发孩子的心灵，

引导他们向善、向上，儿童文学的第一要义是

为孩子的一生打好精神底子。她透露，国内首

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杨红樱儿

童文学奖”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预计将于

12月正式启动， 奖项落户成都， 面向全国征

稿。“杨红樱儿童文学奖” 的奖金由她出资，

“它最大特点是儿童写、儿童读、儿童评。前

期工作已经准备好了， 目前对得奖者的奖金

还在商议中。征稿时间大约有3个月。我们初

步想法是，有成人评委团和儿童评委团，各占

百分之比不同，以科学的比例来评选。正式启

动后征稿大致是三个渠道： 全国各地文联单

位，宣传教育文化部门和学校文学社团、全国

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30年坚持写作

引领孩子健康成长

谈到30年的创作之路， 杨红樱倍感幸

福，她说，从19岁开始创作至今，在她作品的

正能量的影响下，一波波小读者健康快乐地

成长。她最大的幸福就是听到长大后的读者

告诉自己， 童书中的正能量帮助了他的成

长，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

是她坚持创作几十年的巨大动力。杨红樱最

大的心愿就是“破解童心”，还孩子一个眼

中的世界，满足他们的想象力、求知欲和心

灵成长的需要，从小说《女生日记》《男生日

记》为代表的“校园系列”起，杨红樱开始关

注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们成长中的心路历程：

男孩立志做小小男子汉的决心、女孩在发育

期的惶惑不安，这些描写细腻到位，写到了

孩子们的心坎上。

在杨红樱的家里，有一个房间都堆满了

孩子们寄来的信。 杨红樱说已经无以计数

了，她喜欢和孩子们写信，也喜欢在微博上和

她的读者互动， 她毫不吝啬对孩子的鼓励和

爱的言语。 令杨红樱欣慰的是这其中大部分

都因为她的书收获了正能量， 她的书引领着

孩子们朝着健康的方向成长。比如她的“笑

猫”系列第一篇《保姆狗的阴谋》，讲述每个

人都有的嫉妒心如同心灵上的一颗毒瘤，如

果不去除掉就会酿成悲剧。后来，有个小朋友

专门写信给杨红樱说：“杨阿姨，我在班上一

直很优秀，但谁要比我好就恨不得希望他死，

希望他消失。 幸好我在这个年纪读到了你的

书，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改正。”杨红樱表示

“听到这样的话我很幸福”！

杨红樱对于教育极其关注， 经常回成都

为家乡的孩子上课，今年5月，杨红樱启动

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作家培训基地，每

年会回来上一次课， 其余课都委托成都儿

童作家上， 成都商报记者也赶往现场听杨红

樱给小学生上课。

课堂上， 有学生举手问杨红樱：“杨老

师，我觉得写作文很难，怎么才能写出好的作

文？” 杨红樱给学生们讲到她的写作体会，

“作文技巧不重要， 关键是你们对生活的感

受，比如看到这杯水，会有特别的思考。”

杨红樱在《漂亮老师和坏小子》一书中，

融入了她对教育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 什么

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把人性关怀放在首

位”的教育理念，给予家长和老师深刻启迪，

“最基本的就是对孩子的赏识和尊重”。杨红

樱在书中呼吁“把快乐还给孩子”，这也是她

写儿童作品的初衷。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巴黎时装

周、 米兰时装周、 纽约时装周……12月8

日～22日， 成都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时装

周。昨日上午，2014成都时尚周新闻发布会

在锦江宾馆举行。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本

届时装周将于12月8日在彭州工业开发区

的“CIFC·中国（成都）国际时尚中心”正

式拉开帷幕。届时将围绕“时尚就是生活”

主题，举行开幕式首秀、服装产业高峰论坛、

中国 （成都） 设计师一条街开街 、

2014CCTV网络模特大赛总决赛暨颁奖盛

典等七大主题活动。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 中国服装协会副

会长王茁告诉记者，选择成都做时装周，是

综合城市优势、文化底蕴、消费优势几大综

合因素。 尤其是彭州的服装产业基地有很

大的发展。记者了解到，在时装周的七大主

题活动中， 最吸引人的莫过于2014CCTV

网络模特大赛总决赛。“以模特赛事为平

台，国内外超级模特、人气偶像明星、时尚

行业精英等全时尚行业嘉宾鼎力支持。届

时国内外时尚电视、网络、平面、广播等百

家媒体会同步或专题向全球宣传推广。”

相关负责人昨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同时，

本届时装周首次开设“设计师一条街”，汇

集国内外部分名设计师到场。此外，时装周

还首次尝试“B2C模式”，观众在欣赏服装

秀的同时，还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服装。

百年经典《天鹅湖》，是全世界范围内

上演场次最多的芭蕾舞剧。2000年5月，成

都演艺集团引进第一支 “天鹅”———中央

芭蕾舞团《天鹅湖》，带动芭蕾热在成都逐

渐升温。此后连续14年，“天鹅”年年都飞

来成都过冬，12月23日、24日， 俄罗斯皇家

芭蕾舞团将在华美紫馨国际剧场上演纯正

俄版《天鹅湖》全剧。

“绝招”一 绝美舞姿

《天鹅湖》的经典，第一就是绝美舞

姿。《天鹅湖》融汇独舞、双人舞和多人舞、

群舞等芭蕾舞剧中所有舞蹈格式， 舞者修

长而舒展的肢体动作， 充分展示线条的流

动，完美地体现出高雅气质，给人无限愉悦

感。最通俗的四小天鹅舞、最著名的黑天鹅

与王子的双人舞中， 黑天鹅的32圈大回旋

是不能错过的享受之一。

“绝招”二 童话故事

《天鹅湖》取材于古老的童话故事，王

子与公主缠绵悱恻的爱情， 最容易打动人

心，用芭蕾语言来表现，更显诗情画意。值

得一提的是，名家名团对《天鹅湖》的完美

演绎也至关重要。

“绝招”三 音乐不朽

《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代

表作之一， 这也是它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之一。像轻松明快的《四小天鹅舞曲》、热

烈的《西班牙舞曲》、洋溢着意大利风格活

泼的《那波里舞曲》等。尤其在第二幕的

《白天鹅双人舞》中，那如泣如诉的旋律，

形象逼真地表达出了公主对自己被困于魔

掌之中的无助与无奈， 对纯真爱情和自由

生活的无限向往。

演出团队：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荣誉出品：

成都演艺集团； 演出时间：

2014

年

12

月

23

日、

24

日；演出地点： 华美紫馨国际剧场；演出票价：

880/680/380/280/180

（元）； 抢票热线

: 028-

84456111/84456688/84459300

；“小小芭蕾星”

报名电话：

028-84459300

；官方在线选座：立即

送票务

www.LjsPiao.com

；官方总票房：成都演

艺集团娇子音乐厅售票口（水碾河

48

号）；鸣谢

单位：王府井百货、奥克斯广场、太平洋咖啡、艾

薇芭蕾舞学校、雅艺艺术文化中心、蝶舞舞蹈学

校、杰·芭蕾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地道的成都人， 从19

岁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

品， 已经从事儿童文学创

作30年，现已出版童话、儿

童小说、散文80余种，总销

量超过7000万册， 创造了

原创童书的销售奇迹和中

国儿童的阅读神话，被誉为

“中国童书皇后”。 她是亚

马逊“年度畅销作家排行

榜”的常客；她的作品《女

生日记》 章节被选进了中

国小学语文试验教材，《男

生日记》 是教育部指定的

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

杨红樱文学奖下月启动 儿童写儿童评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神秘的宇宙， 总是吸引着全世界千千

万万的科幻迷。12日下午， 经过十年的追

赶，欧洲航天局彗星着陆器“菲莱”终于踏

上彗星 “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表

面。全世界都在翘首盼望“菲莱”为人类揭

开更多宇宙奥秘。

与此同时，一部关于宇宙的电影《星际

穿越》正在中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由好莱

坞的才华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编剧

并执导的科幻片， 给出了有史以来最为真

实的黑洞模拟，同样被外界寄予厚望。所以

上映不到两天，票房已超过5千万。

不过，面对这部科幻片，导演诺兰在接

受采访时却坦诚： 电影很重要的核心就是

一个父亲和孩子的感情。观影《星际穿越》

的很多男性观众也羞涩地表示： 被影片中

的父女情深深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

《星际穿越》的导演诺兰，中国观众并

不陌生， 他执导过 《记忆碎片》《盗梦空

间》以及《蝙蝠侠》系列等影片，马修·麦康

纳、 韦斯·本特利、 安妮·海瑟薇等大咖主

演。该片讲述了地球濒临末日之际，全世界

在历经极端气候与粮食危机时， 一位电机

工程师（马修·麦康纳 饰）与一群专业研

究者、顶尖太空人（安妮·海瑟薇 饰），越

过已知的银河，在星际间寻找未来出路。同

时他们必须先割舍亲情牵绊，在爱与勇气、

生存与挑战中，跨越星际拯救人类……

“诺神”出马，也没有令影迷失望，昨

天成都商报记者看到， 豆瓣影迷为其打了

9.3分的高分，连惯常挑剔的IMDb评分也冲

上了9分。高分是怎样来的？

首先，翻开制作名单，除了诺兰外，该

片的制片人是与霍金齐名的物理学家基

普·索恩，给出了影片中有史以来最为真实

的黑洞模拟， 可谓是不折不扣的硬科

幻———兼具宇宙之壮丽和物理之烧脑。

首日观影后， 很多观众表示自己几度

落泪，甚至有男性观众“害羞”地说道：“真

是不好意思，科幻片我竟然看哭了。”众所

周知，《星际穿越》中充斥着大量美轮美奂

的星际奇观。浩瀚无穷的宇宙恢弘瑰丽，遥

远的星球散发耀眼亮光，神秘莫测的虫洞、

黑洞逐渐显现，释放无与伦比的魔力。

而最触动观众内心的则是马修·麦康

纳与女儿“墨菲”的父女情深，父亲留给

女儿“物件”承载的不仅是时间，也是无

尽的爱。马修·麦康纳在片中表现出色，他

扮演的角色临危领命前往探险。对家人不

舍的他，在太空中只能借地球传过来的亲

人视频慰藉心灵， 因为靠近黑洞时间变

慢，眼睁睁地看着儿女长大、衰老。影片传

达出人类在时间流逝前的无力感，难怪诺

兰说这部影片中没有反派，唯一的反派就

是时间。

马修·麦康纳说，这是他第一次渴望参

与一部电影，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个“小工程

师”，对太空非常痴迷。

昨天， 成都商报记者也采访了几位影

评人，他们均对该片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影

评人“哈迷疯子”说：“太空画面不用多说

了，少而精，美爆了。但本片对我这种非理

工科专业的人来说很头大， 头回这样依赖

字幕，如果无视这些理论的东西，剧本还是

很扎实有新意。小高潮均匀分散在全片里，

细腻经看， 但过重的人文情怀可能不适合

所有人的口味。”

豆瓣打分高达9.3�男观众“害羞”流泪

要懂《星际穿越》 建议看三遍

影片核心是

父亲和孩子的感情

你以为是科幻片

其实它是亲情片

星际穿越

2014成都时装周

12月8日彭州开幕

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

涵）

成都洛带民办博物馆聚落“博客小镇”

博物馆街昨日正式签约并揭牌。 成都商报

记者在揭牌现场了解到，“博物馆街”项目

现已和10余家民办博物馆和社会文化机构

达成了入驻意向。 目前百家堂姓氏文化博

物馆、成都瑞鑫汉陶艺术博物馆、成都亿天

客家文化博物馆、成都刻韵木雕博物馆、成

都石韵石雕博物馆、 成都门里印章篆刻金

石艺术博物馆、 成都市民办博物馆发展研

究院撷云轩艺术馆等7家博物馆和成都博

物馆协会书画印章金石艺术专业委员会、

成都西蜀印社两家社团首批签约入驻。博

物馆街内的各特色博物馆将在明年元旦和

春节陆续对广大市民开放。 博客小镇方面

昨天介绍， 整个博物馆街将分为三个阶段

推出，第一个阶段，在2015年春节前后会有

11家博物馆对外开放。“推行民办博物馆

是一项公益，也是一种责任，对广大群众也

是一种福气。”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现场探访了先期入

驻的几家博物馆。 颇为有趣的比如百家堂

姓氏文化博物馆， 该馆分为百家姓姓氏祖

宗排位陈列馆、姓氏家谱陈列馆、姓氏寻根

馆、宗祠家庙祭祀文物陈列馆、姓氏堂号祖

宗画像陈列馆等数个部分， 这对于当下的

“家族寻根文化热潮” 来说， 是个很好的

“认祖归宗”、了解家族历史的文化场所。

洛带博物馆街昨日揭牌

经典《天鹅湖》 有绝招

《星际穿越》

可能产生两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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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父亲留下的手表是重要元素 千辛万苦到达的星球却是浩瀚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