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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4  記者 劉雨婕 文

當你被診斷出罹患不治之症，剩下僅僅兩年的時間可以存活，你會選擇苟延殘喘度過餘生，還是

放手一搏，闖出人生未知的可能性？被譽為當代傑出的英國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也面臨了上述的人生抉擇，但他選擇相信愛情、順從生命，突破身體上的限制，在

科學界留下不朽之作，同時也向世人宣告他奉行一生的座右銘：「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愛的萬物論】電影預告片。（影片來源／Youtube）

 

當科學遇上藝術當科學遇上藝術

【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雖然是一部以霍金博士生平為主軸的傳記式愛

情電影，但影片當中卻運用許多科學理論來貫穿劇情發展。電影開始的第一幕，導演就用了黃金

色調的唯美場景勾勒出霍金與前妻潔恩（Jane W ilde）以及三個孩子模糊的身影，霍金坐在輪

椅上不斷旋轉，而時光彷彿隨著他倒轉的動作，回到了西元一九六三年的劍橋大學，此時的霍金

年輕氣盛，心中懷抱著遠大理想，也對未來充滿無限憧憬。

劍橋大學為英國當時人文薈萃的聖殿，也是霍金與第一任妻子潔恩相識的地點。一位是成天研究

宇宙萬物的古怪科學家，另一位則是具有虔誠信仰的文學院學生，兩人的背景天差地別，卻因為

對於彼此的好奇開啟話匣子，進而相知、相愛，羈絆一生。科學與藝術，看似兩種毫無關聯的概

念，卻在導演的拍攝手法上產生聯繫，也在霍金與潔恩兩人的愛情之間合而為一。

 

勇敢放手　另一種相愛方式勇敢放手　另一種相愛方式

就在霍金前途似錦的顛峰時期，一場突如其來的病痛改變了他的一生。年輕的霍金被診斷出罹患

運動神經元疾病，也就是俗稱的漸凍症，醫生預估他將只剩兩年的壽命能夠存活。對此霍金感到

無比憤怒和沮喪，一想到璀璨前程即將被黑暗吞噬，然而自己卻無能為力，他選擇封閉自我，一

個人安靜地度過餘生。

然而，潔恩卻義無反顧地以愛相隨，承諾會陪伴霍金走完剩下的兩年時光，即使旁人勸告她這將

會是一場以失敗收場的硬仗，潔恩依然無所畏懼，一句我愛他就是她的勇氣和力量。當霍金與潔

恩如願手牽手步入禮堂，也陸續生下三個孩子，現實生活卻漸漸開始產生壓力，壓得潔恩喘不過

氣，她開始尋求外人的幫助，來維繫家庭的運作。但最終兩人依然步上離婚一途，放手讓對方過

自己期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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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洪詩宸洪詩宸

本周為喀報第二○九

期，共有二十三篇稿

件。本期媒材多元，

四種媒材都有人發

表，共有新聞圖表五則、廣播一

則、動畫四則、電視專題一篇、文

字十二篇。 本周頭題為張凱翔的
〈工業與農搶水　強制休耕〉，結

合近日缺水...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張凱翔張凱翔

台南人，處女座，喜

歡拍照、電影、書

籍、單純的東西。

不喜歡海鮮、虧心

事。 台南人，但台語很爛，和計
程車司機聊天總是有聽沒有懂，

處女座，但不潔癖，對於生活卻有

自己的堅持。 思想很老派，老...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劉雨婕劉雨婕

哈囉，我是雨婕。

別人總是說我平易近

人， 但我卻有著開
心時會咧嘴大笑，生

氣時也異常激動的矛盾性格。 喜
歡透過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而
音樂和電影則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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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潔恩義無反顧嫁給霍金，兩人最終卻以離婚收場。

（圖片來源／CHECK MAGAZINE）

不是不愛，只是真愛走到盡頭時兩人都需要學會放手，讓所愛的對方擁有選擇人生目標的權利，

也能過著更好的生活。原先預期的兩年時光，卻毫無預警地延長至二三十年，潔恩已經盡了最大

的努力愛著霍金，也支撐著整個家庭，眼看著自己的人生將一輩子被綑綁，無法完成心中的理想

，潔恩只能選擇放手，讓另一個崇拜霍金，願意繼續照顧他的女人來接替自己的任務。然而霍金

又何嘗不是出於愛而放手呢？眼睜睜看著兩人之間的感情被現實消磨殆盡，他所能做的就是讓潔

恩自由，尋找真正屬於她的幸福。

許多人都難以參透這個道理，總認為兩個人一定要長相廝守才能獲得幸福， 但人生的磨練不單單

只有愛情一門學問，隨著年齡不斷增長，不同階段的壓力多少會消磨戀人之間的愛情，不論這段

感情最後的結局如何，永遠將愛人視為第一位，為了對方的幸福而付出最大的努力，這就是電影

欲傳達的真愛，也是霍金跟潔恩的真實寫照。在時間的洪流中，人類依循著它的腳步不斷往前走

，毫無回頭的機會，只能將昔日的青春年華當作回憶收藏進自己心中，因此每一步若能走得踏實

，走得沒有遺憾，對自己而言就是卓越的人生。

 

時空理論　印證不凡一生時空理論　印證不凡一生

霍金博士不屈不撓對抗病魔的傳奇故事為世人景仰，而他的成就也屢屢突破眾人的期待。在他的

暢銷著作《時間簡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關於倒轉時光這部分，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可

能，但在人的心中或許真的有可能實現。

回顧霍金的一生，他從劍橋崛起，隨後發病、結婚、得到博士學位、養育兒女並不斷接受治療，

最後打破醫生預言持續活著，時至今日依然健在，成為不朽的傳奇。他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道：

「We are all different, however bad life may seem,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and succeed at. While there's life, there is hope.」一席話為自己的人生做

了最好的註解。即使上帝侷限了他的身體，束縛他充滿無限潛力的靈魂，但是家人和潔恩對他的

愛讓他找回希望，也找回對科學和生命的熱情。雖然他和潔恩最終無法共度一生，只能以老友相

稱，但曾經愛過就是永恆的記憶，也是人生中最耀眼奪目的片段光影。

霍金在書中假定的時光倒轉，便是導演在片尾巧妙運用的手法。透過霍金和潔恩的眼神，觀眾看

到他們創造出來的三個孩子，象徵延續不斷的生命力，同時也穿越時空，回首霍金不凡的一生，

雖然走的顛簸，但也走的踏實、堅毅。時光和生命都無法倒轉，必須不斷地向前進，但人們可以

選擇回憶過往，讓昔日的感動成為未來的動力，一步一步穩穩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盡頭。

 

傳記式題材　延燒電影圈傳記式題材　延燒電影圈

【愛的萬物論】為第八十七屆奧斯卡獎傳記式電影的最大贏家，出演霍金博士的艾迪瑞德曼

（Eddie Redmayne）也獲頒最佳男演員獎，他的精湛演技演活了霍金畢生的樣貌，觀眾有目共

睹。近年來以傳記式題材改編的電影逐漸受到全世界電影圈的青睞，像是與本片共同角逐本屆奧

斯卡多項大獎的【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講述電腦之父艾倫圖靈；或是二○一

三年臺灣出產的國片【世界第一麥方】描寫關於冠軍麵包師吳寶春；甚至是名導演盧貝松多年前

執導的【以愛之名：翁山蘇姬】（The Lady），這些電影都就是以觀眾耳熟能詳的名人事蹟作

為電影題材，而仰賴這些名留青史的偉人是否能成為票房保證，就端看導演和編劇說故事的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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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鐘熱度　廣泛學習三分鐘熱度　廣泛學習

雖然學過多項才藝，乍看之下是十八般武藝樣
樣精通的「才女」，但事實上卻都只是略懂皮
毛。

動物的悲歌　人類的省思動物的悲歌　人類的省思

由於人口增多，對動物的需求量也隨之增長，
也讓人重新開始思考與動物之間的關係。

男星艾迪瑞德曼因出演霍金博士而贏得第八十七屆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

（圖片來源／BEAUTIMODE）

傳記式電影著重紀實，但因應觀眾需求，多少會帶有些許娛樂色彩，如何在現實與虛構之間尋求

平衡點便是最大的挑戰。【愛的萬物論】以女性視角來呈現史蒂芬霍金的一生，讓這部科學傳記

式電影增添不少愛情與家庭等柔性元素，兩者雖然不是電影主軸，卻也讓整體劇情太過於浪漫與

戲劇化。然而，霍金與潔恩之間的愛卻是促成他不凡成就的重大推手。在這個理性、競爭激烈的

世界中，因為有愛，讓人類化不可能為希望；也因為有愛，讓每一個生命歷程得以圓滿，這些都

是任何科學理論無法解釋和參透的奇蹟。

霍金畢生的夢想就是找到一個能解釋宇宙中萬事萬物的定理，在他的人生走的比預期更遠後回頭

看，卻發現自己早已找到答案：「愛」，就是不變的真理。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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