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周刊
《盗梦空间》是一部以商业为目的，
为吸引大众好奇心而虚构的电影。它里
面所讲述的观点，其实并不存在科学依
据。
在电影的情节中，谈到主人公及其
团队曾努力进行大脑的植入，以达到操
纵遗嘱的目的。影片使用了无意识这一
元素，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兴趣。无意识
被当做是一个惯常的、可被操纵的事物
为犯罪简单利用，这些所为都是通过对
神经器官损害性很大的麻醉剂进行的。
在这部影片里，谈到了无意识的三
个层次结构和情况，这些都是没有得到
任何科学和心理分析的验证的。也就是
说，无意识在靠近意识边界的地方，是前
意识。但无意识本身，不像电影中所说的

听 本体心理学家释梦
安东尼奥·梅内盖蒂（意大利）

序而阐述：在那个时刻最紧急 人的其他的价值。
的事情被放在了第一位。比如： 比如说，一个人梦到了许多
在梦中，会显示出一个人身体 鸟侵入他的田地，这意味着他由
是否出了问题，哪里出了问题， 于太多的折磨人的事情，而让自
导致他生病的原因和思维方式 己精力分散和变得弱小。事实上，
又是什么。对于疾病而言，不管 对于一个农民来讲，根据自然的
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出现（身 生物逻辑，鸟如果在他的庄稼上
体的或心理的），梦都是绝好 飞来飞去，意味着危险。这对全世
许多人询问梦的功能，并 的检查，对病情进行准确的分 界来讲，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
尝试从生物和心理分析方面寻 析和诊断。梦是一个全面的“X 种文化和思想体系。或者，如果做
求答案。“sogno”——
—“梦”这 射线”。就像通过一个屏，可以 梦梦到牙掉了，并不意味着牙有
个词来自拉丁文 “se omni- 看到手术室或一个大型工业企 问题。需要问一下，根据自然的逻
um”，指个体与一切事物和人都 业等的内部一样。梦就是这样， 辑原则，牙意味着什么呢？牙代表
处在关系中，是所有人都有的。 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行为的内 着防御系统（进攻和抵抗）的生
我认为从生理上讲，由于 部。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认知 命力，因此，这个象征符号代表着
梦的存在，人的生命才得以存 工具的重要性：梦是属于我们 朋友和亲人方面对自己是否有帮
活下来。所有人都做梦。不记得 自身的一个东西，它的声音和 助。丢掉一个或多个牙齿意味着
—通 所传递的信息来自我们的内 生命意志的减少。
梦 则 是 另 外 一 个 问 题——
常，是由于不愿意接受我们所 部。如果忽视它将会很遗憾。但
根据自然的生物逻辑这一释
处的现实。如果我们不做梦了， 是，重要的是要对梦的象征符 梦前提，也就是说，梦到的象征符
那将会死去。即使在此时此刻， 号给予一个正确的解读。
号对做梦者的身份是否有利，对
梦也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
对于做梦者来说，评判梦 于做梦者来说形成了所梦到的元
生，只不过它是无意识的罢了。 的象征符号是正性还是负性意 素的正性或负性的标准。尽管荣
梦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新信息的 义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以 格认为在做梦者的关系逻辑中，
源泉：是每天自然对主体行为 社会文化和传统为参照是不够 梦的象征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他
的检查。
的，加上与宇宙无意识的原型 并没有确定这一标准。
梦是我们生存中的机体活 相关的信仰或习惯也是不够
对于本体心理学的分析来
动以及符合我们身份的功能活 的。本体心理学所采用的释梦 说，只要做梦者是一个人就可以
动的镜子，它非常重要。因为， 标准是生物的标准，也就是与 了；至于他是属于哪个种族、文
它虽然也或多或少地有些隐 自然相关的个体的逻辑。当一 化、年龄以及其他的，都是无关紧
喻，但还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 个人梦到一个象征符号时，需 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年
前，没有受到理性的操纵。 要自问一下：从生存的角度讲， 来本体心理学的临床实践活动取
梦从健康、行为和社会方 那个象征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 得了成功。而之前的许多流派所
面，对做梦者进行准确的分析。 好处呢？这是因为生物的逻辑 缺少的是，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弗
梦的故事，会一次次揭示出主 是最原始的和不可替代的，只 洛伊德的释梦超出那个特定的历
体内部在那个时刻占主导地位 有当这一基本要求满足之后， 史时期和奥地利文化，其结果又
的事件。梦根据其重要性的排 才可以去获得随后的构成一个 会是怎样？也就是说，我们进行的

毕加索名画《梦》。
实验没有超出那个文化之外，因
此，我们也就不能认为弗洛伊德
的释梦是“普遍通用”的。
在领导人才的领域，梦的应
用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可
以在一个主体身上进行检验。这
个主体功能的发挥超出了单个
的个人或单个的家庭，而是拓展
到一个公司或是整个社会。因
此，这个方法不只是适用于身体
或心理方面有问题的人，更可用
于凭借自己的准确性给众人带
来利益的领导者。因此，这个方
法的应用在社会层次上，也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讲，一个领导总是在
某个具体活动领域受过很好的训

练，但是，他所受的文化教
育中很少有对影响他生活
的心理因素的认识。此外，
由于体系文化或有时是出
于个人肤浅的原因，领导
者往往会忽略这些心理因
素。正因如此，梦有的时候
好像是天授神意。
比如说：如果一个企
业家梦到了钱，意味着什
么？我们还是从自然的生
物逻辑出发：钱本身可以
当做吃的、喝的和取暖用
的吗？不能。是我们从文化
的逻辑上赋予了钱的价
值。作为一个自然的东西，
钱是不存在的。因此，意味
着这个企业家的行为是建
立在一个虚假的价值和虚
假的参照物上，随后带来
的将会是钱财的损失。相反，如
果他梦到正在种麦子或在钓鱼，
那么，这些象征根据生命的逻辑
是有利于人的，有助于他的功能
的。
本体心理学的方法使得对梦
的象征的解读和现实变得可逆：
一个象征所赋予的意义和做梦者
的真实情况是相吻合的。
当这门科学完成了自己的发
—本体自在 （标准）、语义
现——
场、偏差屏后，所有一切都变为可
能。因为，它使我们在梦的理解方
面变得透明，使我们能够从容地
区分出哪些东西是对我们有用
的，而哪些又是给我们造成疾病
和不利的。
!!!!!!!"

今年，好莱坞影
片《 盗 梦 空 间 》在 全
球热映，引起人们对
于梦的好奇。什么是
梦？怎样评判梦的象
征符号对于做梦者来
说是正性的还是负性
的？请听听本体心理
学家对梦进行解析，
说说能不能真的盗
梦，再看看当数学与
艺术相遇时，会产生
怎样的梦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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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盗梦
安东尼奥·梅内盖蒂（意大利）

吴 云 刘 箴

作者介绍：安东尼奥·梅内
盖蒂教授，意大利著名心理学
家，本体心理学创始人，哲学、社
会学博士，哲学心理学学士，物
理学荣誉学士。
译者 熊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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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行日上街各有奇招

我可以和一个人在一起，做他做的梦。但梦
总归是一个人的病理反映。因此，当我的无
意识和他的无意识混合的时候，我的病状
化会更严重。病状最深的人总是能够占据
比他弱的人的上风。无意识领域也是情结
的领域，即停留在那里没有被投入的那部
分被拒绝的能量。当一个人能够分享另一
个人的无意识的时候，他已经是处于病理
的阶段了。
所以，虽然进入另一个人的梦是可能
的，但通过进入一个人的梦去操纵他是不
可能的。在主体许可的情况下，只有在催眠
的状态下才能操纵他的无意识。
此外，在影片中，缺少一个持久的标
准。我们人类，在任何的认知、想象或科学
研究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标准，一个物理

那样，而是完全是一种自己自
主的动力活动， 它是不受理性
的干扰的。影片让人们误以为
通过无意识，可以操纵别
—一个拥有记忆、刻板定
人——
型和情结等的个体。
从无意识上讲，只有在主
体许可的情况下，它才可以被
干扰。没有他人的许可，是不可
能去操作别人的无意识的，因
为存在着拒绝。即使这个拒绝
是有意识的和自愿的，也都会
影响着无意识的结构。从技术
层面上讲，主体处在催眠的状
态下，是可以被操纵并进行互
动的。但做催眠的时候，需要得
到咨客的同意，咨客有进行互
动的愿望。
而另一方面，尝试进入另
外一个人的无意识中，或说梦中，却是有
可能性的。那就需要运用语义场（能量
信息场）的技术手段，即一个人将自己
的意向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每
个事情在实际发生之前，都会先有能量
的聚集。能量带有信息，当你接收到另一
人的信息后，自身的能量会根据信息来
组织。能量在变成实际发生的事情之前，
通常先形成影像，梦实际就是一个影像。

出发点。当一个人思考的时候，他是从自身
身体的实在出发的。我们需要一个化为物
质形式的，拥有肉体的个体。从这个此时此
地的点，我们来认识整个时空的动力活动。
如果这个点不存在的话，我们就不“是”也
不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的身份。在影片中，
缺少这样一个作为标准的点的参照，没有
一个身体的落脚点。因此，也就没有认识实
在的标准。
绘图 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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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数学，你会觉得它是乏味、枯燥
的，数学家们不总是以严谨甚至呆板的形
象示人吗？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数学与艺
术结合后，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这些艺
术作品将以何种形象印刻在公众的心灵？

左推右拉

《盗梦空间》与非欧几何

多个轮子

今年 9月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盗梦空
间》在全球掀起一阵头脑风暴，片中涉及
的数学、物理、哲学和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
梦境设计，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与深层探
讨；尤其是该片的许多假设与现象，都来源
于现代数学中的几何研究。
让我们回忆一下影片中两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细节：一个是阿丽雅德妮一直向上
—这其
走了四段楼梯，却又回到了起点——
实是荷兰 “图形艺术家” 埃舍尔在画作
《上行与下行》 中表
达的 “无限楼梯”概
念，另一个是阿丽雅
德妮设计的蛇形迷
—一个永远也走
宫——
不出去的真正迷宫。
“无限楼梯”与
蛇形迷宫并不存在于
现实世界。按照数学
理论，真实的世界是
欧几里得空间（简称
欧氏空间），而“无限
楼梯”与蛇形迷宫则建立在非欧空间。与
欧氏空间不同，非欧空间的面是曲面，与我
们常见的平面从视觉感官上有很大不同，
它发生在事物的相对运动中，向欧氏空间
弯曲、变化。在影片中，当梦境设计师阿丽
雅德妮问科布，如果物理规律在梦境中全
—其实她是在问：如
部被打破，将会怎样——
果我们熟悉的对平面几何的传统描述被打
破了，将会怎样？

一托二

这个妈妈真忙
赎罪日在犹太新年后 10天，犹太新年在犹太历 7月（提斯利
月），阳历是今年的 9月 8日。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正统宗教
人士禁欲戒食、不化妆、不出行，潜心祈祷，洁净心灵。全国日落后
禁行机动车辆，人们上街可谓各有妙招，空荡荡的街道成为孩子们
骑车、滑轮、滑板等活动的超大乐园，为沉重的赎罪日增添了轻松
欢乐气氛。文 / 本报驻特拉维夫记者 陈克勤 摄影 / 周林雁

大兔又生出一只小兔，而原先的
小兔长成大兔。按照这样的规
律，四个月、五个月……如果不
发生死亡的话，过了一年，共有
多少只兔子？当月的兔子数总是
等于上月的兔子数加上上月的
大兔数，用数列表示就是：1、1、
2、3、5、8、13、21、34、55、89、144、
233。
斐波纳契数列之所以有名，
不仅因为数列中相邻两项之和
等于后一项，还因为相邻两项相
除所得的商竟然无限趋近于
—黄金分割率。艺术家在
0.618——
创作时，都会有意识地甚至严格
地遵循这个 “世界上最美的数
字”。在《达·芬奇密码》中，精彩

《画廊》
《画廊》草图

地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在画面
—数学家
中间形成一个洞——
称其为“奇异点”。看来，到了
一个空间结构不再保持完整
的地方，要将整个空间编织成
一个无洞的整体是非常困难
的，埃舍尔也宁可保持这种现
状，并将自己的商标 initials放
在“奇异点”的中心。
除了在传统的影视、文学
和美术等艺术领域外，数学在
现代音乐、现代美术创作中也
得到了普遍应用，而且二者融合得更加生动、
完美。例如上世纪 50年代在西方音乐界开始
流行的 “数学作曲体系”（也称 “序列音
乐”），以及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电子
音乐与三维电脑动画。
埃舍尔说：“数学家们打开了通向一个广
阔领域的大门，但是他们却从未进入该领域。
从他们的天性来看，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打开
这扇门的方式，而不是门后面的花园。”话说
—
到这儿，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其中的意思——
带领公众打开后花园的，正是那些善于探究
数学问题的艺术家们。

看 数学如何与艺术相遇
本报记者

张蕾

的故事情节同样也少不了围绕这个数字展 始，那些楼房绵延而来，一直到画面右边出
—那是一间画廊的入口，
开。
现的一栋角楼——
画廊内正在举行画展，一位青年人站在那
《画廊》与空间逻辑
里看画……
平版画《画廊》被认为是荷兰“图形艺
确切地说，青年人是站在自己所观看
术家”埃舍尔一生的巅峰之作，埃舍尔本人 的画中。在此，埃舍尔探索的是空间逻辑与
也认为，在这幅画上自己达到了思维能力 拓扑的表现形式——
—他将空间由二维转变
和表现能力的极限。
成三维，使人产生“青年人既在画内又在画
先看看画里都有什么：画廊内正在举 外”的恍惚感觉。
行画展，一位青年站在一幅画前聚精会神
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呢？我们可
《达·芬奇密码》与斐波纳契 地欣赏——
—画上是一艘轮船，远处码头上
以从创作这幅版画的方格草图中找到
数列
矗立着许多楼房。但是问题并不这
答案：注意，所有格子的边框都连续
电影 《达·芬奇密码》 取材于同名小 样简单：从画面左上方开
说，是惊险与智力解谜结合的典范之作。作
者将密码学、数学、宗教等诸多知识巧妙地
植入到错落有致的故事情节中，使得整部
作品高潮迭起。
影片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杀场面开
始，凶案现场留下了像“13”、“3”、“2”、
“21”、“1”、“1”、“8”、“5” 这样神秘排
列的数字。这些数字看似令人费解，实际上
只是混合排列了 1、1、2、3、5、8、13、21、34、
55等斐波纳契数列的前 8个数字罢了。你
发现这组数字的排列规律了吗？对了，从第
3个数字开始，每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数字
的和。
这个数列发现源于意大利数学家斐波
纳契在《算盘书》中提出的“兔子问题”：
假设一只刚出生的小兔，一个月后长成大
非欧空间概念使埃舍尔的画充满了神秘感。
兔；再过一个月，生出一只小兔。三个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