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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在“ 合众读书会”

上，华师大中文系教授、“ 张学”泰斗

陈子善坦言，对他数十年坚持挖掘佚

作的发掘工作，张爱玲生前一度非常

生气，随着自己在中国大陆声誉日

隆，这种愤怒才稍微缓和。陈子善说，

作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这种矛盾似乎

是不可调和的。

陈子善在1 986年为研究周作人

于徐汇藏书楼翻阅1 949年旧报纸时，

“ 非常偶然”地发现了张爱玲的佚作

《 小艾》。这件事立刻在香港和台湾

的专业媒体上引起轰动，《 小艾》也

再被发表。于是，陈子善也就“ 被拖

进”张爱玲研究领域。陈子善昨天对

记者说，从1 987年至今，他对张爱玲

的研究就一直伴随着对张爱玲佚作

的不断寻找。

几十年中，大量张爱玲佚作由陈

子善发掘出来。这其中除了有一些重

量级的小说之外，也有一些短文。用

陈子善昨天的话说，甚至连张爱玲中

学时代发表的中英文“ 习作”，以及

一些画作也被发掘出来。1 995年去世

的张爱玲生前是知道陈子善的这些

工作的。她一开始的态度是非常生

气。“ 张爱玲并不希望自己的所有的

作品都让别人知道，因为一些作品不

够好，有缺陷。这些作品都给你们找

出来了怎么办？”

事实上，张爱玲手稿保管者宋以

朗近年将张爱玲生前大量希望销毁

的遗作整理发表，也曾引起“ 张迷”

强烈关注。一些“ 张迷”认为这是对

张爱玲的“ 揭丑”行动，希望继承者

为张爱玲“ 留点面子”。对此，陈子善

也曾出面做过一些解释工作，对宋以

朗表示支持。陈子善昨天说，作家当

然只希望将自己最好的作品示人，但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只要是作者写

出来的，特别是发表的，都应该拿来

讨论。“ 在这方面，研究者和作者之

间的矛盾永远存在。”不过好在，看

到中国大陆“ 张学”研究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自己的作品，张

爱玲日后态度稍有缓和。

在近作《 沉香谭屑———张爱玲生

平和创作考释》中，陈子善说：“ 按照

当时文学史的观点，所谓正统的文学

史的观点，张爱玲的作品是不入流

的。”陈子善昨天表示，所谓步入主流，

是因为张爱玲的作品和主流是很不一

样的，“ 张爱玲自己说，‘ 别人写的东

西我不写。’她从不喜欢重复别人的东

西。”陈子善说，也因此张爱玲直到今

天还有争议。“ 有人说，张爱玲不写抗

日，但其实她在《 封锁》和《 等》等小

说中，也描述过抗日，但她主要描写的

是抗战中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描写就

比直接写枪林弹雨要高明。”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二十多年前，来自大洋

彼岸的后街男孩唱着那些或深情或

嘻哈的英文歌，走进了很多中国歌迷

的心里。4月28日，已从小鲜肉变成魅

力大叔的他们，将在上海大舞台陪同

样不再小鲜肉的歌迷们“ 致青春”。

1 993年，平均年龄只有1 7岁的五

个男孩走到了一起，后街男孩的歌横空

出世，在当年年轻一代中火速掀起一股

欧美流行音乐的风潮，他们的歌牢牢占

据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到现在，后街

男孩一行五人已经共同走过了22个年

头，被誉为“ 史上最长寿男子组合”。

201 3年6月，后街男孩发行了第8

张 录 音 室 专 辑《 IN A WORLD LIKE

THIS》，作为出道20周年的纪念，该专

辑对于后街男孩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他们已从“ 鲜肉” 成功转型为

“ 魅力大叔”，他们的音乐也从TeenPop

成功转型。在这次巡演的舞台上，他们

略带沧桑的歌声不仅是在倾诉青春的

回忆，更是在畅谈生活的磨砺。

《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影响一

代又一代的人，是因为孙少平不懈的

奋斗，不甘的精神，洁白无瑕的理想

世界，而这很难以完美的影像呈现。

再者，特殊年代下人物的情感纠结，

很难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这一切导

演毛卫宁早有预料，他穷尽七年的时

间，视收视为浮云，拍摄所有的一切

皆旨在向路遥致敬。

改编名著 内核不能掉
在敢于啃骨头的勇气这点上，至

少应该给导演毛卫宁点个赞。即便是

这耗时七年拍摄出来的作品，也是难

孚众望：对主角演技的诟病，对剧情

篡改的责难⋯⋯特别是将少安立为

主角让他遭受的非议最大，虽然最后

王雷重新塑造的孙少安不失为一个

合格的电视剧人物，但这已经不是

《 平凡的世界》一书中的本来面目。

改编的时候，是对原著亦步亦

趋，百分之百忠于原著，还是进行大

胆重构，跳脱出原著，都不是一劳永

逸，万无一失的处理模式。前者容易

流于形式，丢掉故事的内在灵魂，而

后者容易铤而走险，一不小心就冒天

下之大不韪。而《 平凡的世界》似乎

不幸地介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我

们看到在场景复原，口音等方面，该

剧所宣扬的，在原著复原上的努力，

另一方面，我们却错愕地看到，该剧

居然大胆地把书中配角提起作为主

角，引起众多书迷的反感，被认为和

书中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一个英雄式样的孙少安起来了，

成为承担变迁重任的农民当上了光

辉主角，一个被书迷津津乐道的理想

主义者孙少平却被弱化了。尊重原著

不应该成为疏离观众的“ 正当理

由”。我们无法否认将少平立为主角

的难度，但是如若费上心思，将少平

的细节丰富，形象丰富，依然可以树

立为电视剧版的《 平凡的世界》的主

角。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基于其改

编形式的合理改编，精神内核不能

掉。

试过才知深浅，尝过才知酸甜，

一代人有一代人代的审美，一部剧有

一部剧的改编风格，但原著的精髓应

该得以保留，观众审美上的代际差异

应该被考虑。一部优秀小说到优秀改

编电视剧的距离，是由一部部改编剧

作铺垫，一次次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

促成的。

电视剧不只是娱乐功能
已经很久没有一部电视剧像《 平

凡的世界》这样引发社会各界的探讨

了。60后、70后在反思，80后、90后在

领悟。而同时期，盘踞在收视榜上的

是这样两部电视剧，《 锦绣缘》、《 如

果爱可以重来》，又是玛丽苏，又是霸

道总裁的戏码。在这几部剧的夹击

下，《 平凡的世界》 显得那么格格不

入，而这恰巧也非常妥帖地折射出当

下影视创作的现状。我们越来越习

惯，越来越青睐偶像题材、网络题材。

这些剧揽获收视，展现颜值自不必

说，但是除了可能会出现的话题、吐

槽之外，还能够留下给我们什么思考

吗？

而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品却鲜少

有人问津，路遥及其同时期的作家都

处于“ 昏睡”的状态。实际上，现当代

文学名著更值得以电视抑或电影的

形式表现。因为现当代文学作品跟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反映的是当下社

会的人性，更能够与观众进行精神上

的沟通、交流。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无

论是我们的电影还是电视是相当重

视文学性的，改编文学名著素有传

统，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的小说都

曾搬上过屏幕。

然而，今天的屏幕跟文学却很少

互动，很少去真正关注现当代文学作

品，更谈不上发掘未来的文学名著

了。当然，我们不必如此悲观，去年的

《 老农民》、《 红高粱》等一系列农村

题材、现实题材的先后问世，让浮躁

的电视剧多了几缕清新的风，特别是

上述的几部作品拍出来后口碑收视

双赢的局面，可以让创作者坚定：不

是观众接受不了严肃作品，而是可以

供他们选择观看的现实作品太少了。

最近有消息放出，电视剧版的《 白鹿

原》已经悄然启动，如果说，《 平凡的

世界》 有一功的话，它让我们看到，

1 980年代那些曾经鼓舞一代人的小

说等文学作品，至今仍然是座沉睡的

宝库，等待人的挖掘。

《 平凡的世界》引发名著改编思考

文学宝库等待挖掘
改编一部名著，既有可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也有可能

是往火坑里跳，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特别是如《 平凡的世界》这样众人
皆知难拍的名著。书中平铺直叙的叙事模式，少情节，少起伏，大量的旁
白性的说教和描述，这对于讲究冲突，讲究情节的电视剧来说，改编绝非
易事。 青年报记者 王璐

陈子善：张爱玲不愿佚作被发掘

后街男孩时隔22年来沪致青春

青年报特派记者 王璐

本报长沙专电 吻戏错位，剧组

准备轮椅。黄圣依坦言在新戏《 为爱，

千丝万缕》备受剧组照顾。昨日，该剧

在湖南举办了发布会，黄圣依、高云

翔等一众主创出席。

据悉，在《 爱你，万缕千丝》中，黄

圣依饰演的留英硕士佟之元一生经历

坎坷，在父亲入狱、母亲自杀的双重打

击下，佟之元无奈远嫁泰国豪门方氏，

并于家族内斗中完成了复仇大计。

演惯了白富美的黄圣依坦言，重

回荧屏的她在剧中遭遇了从白富美跌

落到灰姑娘的转变，角色前后身份反

差大，白天是与富家公子相恋的玉女，

晚上则将化身复仇女王。黄圣依现场

承认挑战颇大，“ 很久没有拍电视剧

了，当时接到这个剧本有点犹豫。因为

这个角色很有挑战性。”此外，她还透

露为了该剧作出了许多突破。“ 我这

次还是献出了很多第一次，比如真的

进入监狱，而且是泰国的监狱，我是真

的与囚犯有接触的，有一段戏表现的

是狱友欺负我，我们有激烈的肢体动

作。在监狱里我对囚犯、囚车、手铐的

印象特别深刻，真实拍摄的时候剧组

甚至用了监狱里的拖鞋。”

此外，黄圣依在现场吐露，“ 我觉

得我们这个戏是把女演员当男演员

用的戏。” 在剧中戏份很重的她，

1 000场戏中有900多场。而她也在片

场得到了剧组的特殊照顾，轮椅，医

药的全套准备。“ 我身子很弱，平时又

没什么锻炼。戏的工作强度大。但是

又不想拖大家的进度。”

春节期间，黄圣依向《 爱你，万缕

千丝》剧组请假四天，飞赴美国洛杉

矶参加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

礼，不料还未踏上红毯便因病晕倒在

化妆间，此事在国内外掀起了轩然大

波。黄圣依首次面对媒体回应了“ 晕

倒”一事。黄圣依解释称，由于《 爱你，

万缕千丝》的拍摄强度太大，连自己

的生日和除夕夜都是在剧组度过，她

甚至一度病倒。积劳成疾，于是发生了

奥斯卡前体力透支过度晕倒的一幕。

黄圣依笑着透露，剧组也一直很担心

她的身体，所以回到长沙拍摄期间，剧

组贴心地在现场准备了一辆轮椅。

重返荧屏 黄圣依演复仇女王

《 平凡的世界》耗时七年搬上荧屏。

后街男孩成功转型为“ 魅力大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