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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原力使你着魔： 

     论星球大战的世界观 
 
 

作者：罗伯特·维拉德 

          翻译：张宇红 
 
 

概要 
 

近四十年《星球大战》电影的传奇故事迷住了世界各地的观众。随
着《星球大战》最新三集的上映，《星球大战》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重
大影响力和标志性。它的音乐、音响、视觉效果、人物，以及丰富的商
品，使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产生共鸣。但技术才华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总
是等同真理。《星球大战》的世界观乍看好像跟基督教的道德很一致，
比如善与恶的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救赎，以及对美德的追求。但事
实上，《星球大战》充斥着非基督教的世界观因素，包括诺斯替主义、
道教、印度教、佛教、东方冥想主义，以及神秘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
因素。例如《星球大战》假定两种对立的力量，即称为“原力”的阴阳之
间的平衡——电影里的这个主线与道教有许多共同之处。《星球大战》
里的另一个元素是从印度教借鉴来的一元论的泛神论。此外，《星球大
战》中有极多的神秘因素，并各种涉及原力的讨论和训练。星球大战的
神秘因素包括心灵感应、心灵遥感、读心术、招魂术等等。此外，当涉
及到认识论时，星球大战的知识基础根植于主观感受，它常以精辟的告
诫，如“要感觉，不要思考”来催逼观众。《星球大战》的世界观在很多
方面非但不符合基督教，甚至与基督教截然相反。这些电影也许很有娱
乐性，但是电影宣称的信仰、现实、知识和道德都不符合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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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久以前的 1977 年五月，导演乔治 · 卢卡斯推出了轰动一时闻名
全球的电影系列大片《星球大战》。最初只有三部影片，但从 1999 年
起又推出了三部新片 1。2015 年末《星球大战第七集：原力觉醒》将会
推出，接着的两部新影片将会在 2017 年与 2019 年推出。《星球大战》
电影系列的巨大影响力不仅限于孩子，也包括全球各地数百万的成人。
凭借着惊人的电影特效、典型人物和史诗般的故事情节，《星球大战》
不仅在电影界，同时在销售、主题公园、视频游戏、书籍、电视节目、
连环画小说，以及哲学和宗教领域都保持重大的影响力。在 2012 年，
媒体帝国迪斯尼用四十亿购买了卢卡斯电影公司，包括星球大战系列的
所有版权，从而持续宣扬星球大战的世界观。在《星球大战》第四集《
新希望》上映之后的四十年，《星球大战》系列及其各种各样的衍生产
品在人类的共同经验方面依旧保持着全球的影响力。六部电影的票房总
数超过 44 亿美元 2，其衍生产品的销售收入估计为 270 亿美元 3，由此
可见《星球大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将评论星球大战的世界观，
主要集中在其形而上学的观念，同时也触及其道德观和认识论 4。 
 
 

评论新文艺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样的分析，认为《星球大战》毕竟“只是”电影

而已。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享受这些电影带来的娱乐，但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留意电影里潜在的理念，特别是因为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
。电影可以对我们的世界观，即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现实，产生巨大的
影响。没有任何媒体，无论是电影、艺术、文学，或音乐，是真空存在
的。总之，任何理念都会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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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电影在许多方面都属于新的“文艺”形式。当今世界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从印刷为主的时代转移到了以电影为主的娱乐时代 5。这种极大
的转变要求护教者适应现实，尤其是学会怎样诠释电影。我们必须学会
把以前应用在印刷品方面的解释学的技巧和分析，应用在电影上。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流行文化呢？6  弗朗西斯 • 薛华在《艺术和
圣经》里提供了四种评价艺术的方法：“（1）技术优势，（2）合法性， 

（3）学术内容、世界观，（4）内容和形式的结合” 7（强调原创）。毫
无疑问,《星球大战》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前三个电影，都是在计
算机合成图像之前。当时乔治 · 卢卡斯和他的团队必须获得创新的途径
，把史诗性的材料在大屏幕上呈现出来。正是因为技术领域的卓越成效,

《星球大战》证明了普遍的恩典，即由于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每个人都拥有通过卓越的成就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能力。例如,《星球大战
》拥有精湛的音乐、音响效果和视觉艺术等等。 

与艺术评判相关的有效性是指“一个艺术家是否诚实地对待自己和自
己的世界观，还是因为他创作艺术只是为了赚钱或为了被人接受。”8 应
用到电影制作方面来说，就是电影制片人是否以某种方式被“收买了”，
或因妥协而损害了他们的理想?即使粗略地研究一下乔治·卢卡斯和他在
《新希望》中的创作，也可看出他对自己艺术的执著追求，包括整个故
事背后的哲学理念。9 

薛华也问到哪种艺术形式最适合传达艺术家的理念，特别要看“艺术
家如何适当地使用这种形式传达其信息。对于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
其形式和内容是彼此关联的。最伟大的艺术适合其用于传达世界观的形
式。”10 考虑到电影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娱乐形式，结合卢卡斯完
美运用电影媒体的能力，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影确实是《星球大
战》的最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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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艺术品到底应该表现怎样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到底正确与否
呢？“对一个基督徒而言”，薛华认为“通过艺术呈现出来的世界观必须符
合圣经。艺术家的世界观不能免于上帝之道的评判。”11 然而我们必须小
心谨慎，不能对所有非基督教的作品都置之不理。毕竟真理可以跟错误
共存。鉴于普遍恩典的普遍存在，甚至是绝望的存在主义作品，也可以
通过帮助人们看到他们离开上帝的绝望无助而产生积极的贡献，从而促
使他们寻求人生的意义。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集中于《星球大战》电影的学术内容，特别是其
哲学和宗教理念、他们的含义，以及与基督教的比较。首先我们要问：
“《星球大战》能有什么益处吗？” 

 
 

原力能有什么益处？ 
 
虽然有些基督徒过分称赞《星球大战》的好处 12，事实上这些影片

中确实有一些积极的元素。首先，星球大战中的英雄们往往都寻求智慧。
卢克·天行者，典型的年轻英雄，他确实渴望在智慧上学习和成长。他从
年长的绝地武士欧比旺及后来的尤达寻求指导。智慧是无价之宝，正如
圣经中反复强调的（例如箴言 8），但是我们必须带着洞察力寻求智慧
。第二，《星球大战》中的人物常常有行善的愿望。他们看到苦难和不
公，他们希望改变，或者推翻腐败的帝国，或者解放奴隶，或者抗拒压
迫。第三，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决心与邪恶作战。你可以看到他们反叛恶
魔达斯·维达，以及设法摧毁那个能毁灭行星的死星（新希望）。第四，
有时人物做出无私的行为，为别人牺牲自己。例如在《新希望》中，奥
比为了让他的朋友们逃离而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后来又心甘情愿
地让达斯·维达击杀了他。第五，电影表明信仰和真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
个旅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忍耐到底才能走完旅程。例如，在《帝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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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战》中，卢克接受训练，要求他直面黑暗的恐惧，以及下决心即使失
去一只手，也要帮助他的朋友。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真理不是你可以
轻松地、快速地取得…你必须经过历炼、征战和忍耐，如果你是为自己
获得真理。”13 最后是对胜过诱惑的称赞，特别是提到那些拒绝原力“阴暗
面”的人物。 

 
 

《星球大战》的世界观 
 
星球大战的世界观是混合主义。就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及其后的

新纪元运动，《星球大战》混合了不同宗教和哲学的多种元素。14 不幸
的是，当一大堆语无伦次、矛盾的想法堆积一起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
生。因此，《星球大战》几乎无法呈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观。有一些元素
把《星球大战》的哲学观结合在一起，例如：“原力”和平衡“原力”的渴望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星球大战》的世界观是各种理念、宗教和哲学
的混合体。这些理念无法很好地汇集在一起，更无法融合在一起。 

《星球大战》的哲学和宗教有哪些呢？ 
 
• 诺斯替主义 

• 道教 

• 印度教 

• 佛教 

• 冥想主义 

• 神秘主义 

透彻地评论每一种观念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然而我们无妨简要
地提及他们在《星球大战》中的表现，以及他们跟基督教的相关性。 
 
诺斯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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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替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它认为物质是“坏的”，而精神是“好的”
。在《帝国反击战》中尤达说：“光剑的存在是我们，而不是粗糙的物质
。”与此相反，基督教并不反对物质。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上帝喜欢物
质。祂￼发明了它。”1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早期基督教教会对诺斯替
主义的态度，正如约翰一书 1：1“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
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基督不是一个简单的灵体
，祂并不试图告诉祂的门徒们“肉体是坏的，精神是好的”。相反，基督
确实以肉身来到世间——道成肉身。 

 
道教 

道教是中国哲学。道教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阴阳二元论，即阴阳是“相
反的，但同时在自然中相互平衡及相互作用。”16 在《幽灵的威胁》中讨
论了“天选之子”引起的问题：“你指的预言是谁将会为原力带来平衡？”在
克隆人进攻时，有一个人物对欧比旺说：“如果这个预言是真的，你的徒
弟是唯一可以恢复原力平衡的人。”在《星球大战》的世界观里，原力由
光明与黑暗两面组成，但其目标却不是看这两面真实的好或坏，绝地武
士的目标则是平衡原力，就像阴阳平衡一样。虽然有时候有些人批评基
督教持有二元论，但这是错误的批评。上帝和撒旦是冲突的，但这在圣
经中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被描绘成二元论或道教。上帝是宇宙及其中一切
的全能造物主，而撒旦却是一个被创造者，是有限的存在。 
 
印度教 

印度教是一个信仰广泛的宗教，它允许一定程度的多样性。然而当
涉及非二元论或一元论的泛神论的印度教形式，如不二论时，《星球大
战》却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一元论的泛神论认为一切都是一，一切都是
由一个非个人化的能量或原力渗透。在《新希望》中，欧比旺评论说：
“原力给予绝地武士能力。这是一个由所有生物创造的能量场。它围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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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渗透我们，把整个星系结合在一起。”在《帝国反击战》中，尤达
说：“生命创造了原力，使原力成长。它的能量围绕着我们，将我们结合
在一起……你一定会感觉到围绕着你的原力，就在你、我、这棵树、这个
岩石中间，它无处不在。”泛神论跟基督教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在基督教
并犹太教中，上帝是超越一切的创造主，祂与创造物是分别不同的。祂
在世间活动，但祂并不是一个在世间流动的非人格化的能力。 

 
佛教 

就像其他世界性的宗教一样，佛教也是多样化的，但基本要点包括
精神上的超脱或开悟均依赖于脱离欲望。绝地武士在某些方面遵循禅宗
佛教的道路，他们训练自己的意念，以求达到成佛的状态。尤达给他们
的大部分训练，都植根于这样的佛教理念。在《西斯的复仇》中，我们
被告知：“训练自己要放手，要把自己害怕失去的一切都放手交出。”这
些都与佛教的避免依附的教训相似。17 
 
冥想主义 

冥想主义在《星球大战》中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特别是旨
在倒空意念的冥想。在《幽灵的威胁》中，为了得到原力，尤达鼓励其
中一个人物要“安静你的意念”。在基督教中，人类的主要问题不是依附
或欲望，而是罪。解决的答案只有全然的悔改和通过基督的救赎，而不
是佛教的冥想。此外，基督教的沉思默想不是要倒空思想或开悟，而是
要专注于上帝及其真理。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是试图进入或操控超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在《星球大战
》中，神秘元素包括悬浮、心灵感应、隔空取物、读心术、占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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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及联系提升大师（招魂术）。《申命记》第 18 章中的经文严禁灵
媒和巫术，因这种活动不是依靠上帝，而是依靠邪灵。 

 
 

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 
 
乍一看，《星球大战》似乎称赞普世道德，特别是当各路英雄去阻

止邪恶的时候。然而《星球大战》的伦理基础却是沙子。如果原力都是
一个，渗透一切，那就没有实际的善与恶存在的空间。在《西斯的复仇
》中有一个人物说：“只有西斯（黑暗绝地武士）才有绝对的存在”，表
明其道德的相对主义。如果一切都是一，那么就没有道德分歧的空间。
善与恶是同一个整体，在这种结构中的伦理必然堕为相对主义。 

《星球大战》的认识论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幽灵的威胁》中绝地
武士说：“要感觉，不要思考。”这简洁地概括了《星球大战》获得知识
的方法。在《星球大战》中，真理也是相对的。为了回报绝地武士，欧
比旺说：“我们宣告的许多真理，都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在此之前
欧比旺为其谎言辩解说：“从某个特定角度来说，我告诉你的就是真实
的。”在《星球大战》的哲学框架内，其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
就像其伦理观一样。它的伦理观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或情境伦理，而不是
根源于上帝超越和绝对的道德标准。 

 
 

原力和信心 
 
《星球大战》是否展现了基督教的主题，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督

教的寓言？当然不是。《星球大战》中许多关键的理念都根植于非基督
教的宗教和哲学。基督教人格化的超越的上帝，是不可能与《星球大战
》中非人格化的、泛神论的原力调和的。此外，那些认为圣灵相当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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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人是在神学上混乱的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者，不是一个非人
格化的“力”、“能量”或神的气息。此外，尽管阿纳金·天行者是童贞女之
子的“天选之子”，这种表面上跟基督相似之处，却与耶稣的本质、目的
及救赎的工作截然不同。论及《星球大战》的二元论，基督教确实包含
善恶两种因素，但圣经中叙述的宇宙之战，其方式完全不同于《星球大
战》。 

在星球大战的宇宙中，死亡与开悟的非人格化的原力结合，但基督
教认为死亡使信徒与宇宙的创造者上帝合一，同时他们保留着自己的个
性。此外，基督教的救赎是悔改和信靠基督和祂的救赎工作的结果，是
上帝所赐的恩典，而不是人的行为。《星球大战》则通过绝地武士的路
径，提供了实际上是靠行为自我驱动式的开悟。最后，在《西斯的复仇
》中，电影告诉我们绝地 “已经获知不朽的途径”，以此说明密宗的知识
会引致不朽。 
 
 

让原力使你着魔 
 

         乔治·卢卡斯曾经说过，“我记得在我十岁的时候，我问母亲说：‘如
果只有一个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教？’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
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 18 这就毫不奇
怪，为什么《星球大战》的世界观就是促进各种信仰的合一。这与基督
教的核心信条格格不入。此外，开悟不是救恩。《星球大战》的救恩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基于行为的体系，而不是以救主为中心。绝地的宗教，
是每个人自己负责自己的开悟。当谈到真理和知识问题时，基督教要求
我们查验证据，并用智慧去理解和做批判性的研究。虽然信仰会参与其
中，但信仰不是盲目的信仰。相反，《星球大战》却鼓励个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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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思考”，让人在自己里面寻找答案。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
的直觉都置之不顾，但直觉不应该成为我们寻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最后，我们一定不能让星球大战的技术才华和特效，来压倒我们的
理解力或对电影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评判。高产值并不总是等于高的真
理价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欣赏这些电影的艺术性或娱乐性，但这
确实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或置之不理这些电影呈现的混乱理念，或这些
理念对观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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