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五部欧美热播剧中看影视作品如何成功改编经典文学

改编经典文学一直是欧美电视剧重要的制作选择。 在最近出现
的一批口碑不俗的剧集中， 有多部是改编自文学著作。 其中既有
去年推出的新剧集、 又有老剧目的回归， 题材多样风格迥异， 但
都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味道。 表现的主题无论是友谊、 成长、 家庭、

救赎还是内省， 最终都回归到人性的探讨中， 与当下社会人们遇
到的个人的、 集体的、 世界的问题都密不可分， 其经验对于当前
中国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编者

任梦慈

英美影视剧一向有文学改编的传

统，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的影视工业已

进入了书改剧集的“黄金时代”。 一来

由于行业中的技术进步和生态变化 ，

让很多拥有宏大格局和复杂内容的作

品有了能被改编出来的条件； 二来因

为优秀的文学天然有着被影视化的良

好基因和广大的市场受众， 这使影视

在制作中减少了很多风险； 三是文学

和影视的结合可以使文学在当下得到

最快速地传播， 观众在享受审美娱乐

的时候能重燃对文学的兴趣， 对出版

行业也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许多在全

球有影响力的文学， 通过影视版的全

球制作、发行和播放，最终得以让世界

观众欣赏到。

两国的影视公司除了经常开发本

国的文学， 也会对其他国家的好作品

进行挖掘。 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改

编成功，选择什么样的书改编？ 如何改

编？是完全遵从原著还是颠覆？改编的

自由度在哪里？ 都是决定改编成功与

否的重要因素。

从一些成功案例来看， 其共性在

于：所选作品一定是经典的，兼具着较

高的艺术和市场价值。

制作方以尊重原著、 尊重作者为

绝对前提， 并把尊重影视艺术的创作

规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根据各个小

说的特点进行合理改编： 有的需要最大

程度上还原原著、有的需要升华主题、有

的需要丰富内容扩大格局和受众、 有的

需要去掉不合时宜的部分并重写剧情使

其符合当下主流价值观。 但是他们一致

都保留了原作的精华， 在书和受众中找

到改编的最佳平衡点。

同时，这些作品在制作上不是闭门造

车、固守一方，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国际间合

作，利用彼此优势让效果最优化。制作团队

不急于求成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才开始；

制作精良而考究，重视细节；不刻意追求大

明星而是找更为合适角色的演员等等。

《梅尔罗斯》： 对人性的讨论比原作更为深刻

迷你剧 《梅尔罗斯》 改编自英国
当代作家爱德华·圣·奥宾的半自传体
小说， 讲述了出身上层阶级家庭的帕
特里克·梅尔罗斯， 虽在花花世界里
游戏人生， 却在内心深处藏着不为人
知的痛苦。 他以酗酒、 吸毒来麻醉自
己， 努力忘掉不堪的童年， 最终靠自
身的觉醒和意志戒掉这一切， 走向正
常的人生轨迹。

纽约时报曾将原著形容为 “我们
这个时代最具洞察力、 最优雅、 最欢
闹的小说 “。 书中所描述的是作者真
实的人生： 幼时受到父亲的虐待、 成
年后吸毒成瘾而陷入更痛苦的境地、

在接受了戒毒和心理治疗后渐渐走出
人生最为晦暗的低谷， 最终成为了一
名职业作家。 他通过书写梅尔罗斯的
旅程， 将曾经的煎熬与彷徨， 通通记
录在了小说里， 开启了新生以及自我
觉醒和艰难救赎。

原作发表于 1992 年， 深受读者
和评论界的喜爱， 但过了 26 年才被
搬上屏幕，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家
本人对影视改编 “高要求 “的不妥
协。 在过去几十年曾有无数影视公司
向作家抛来橄榄枝， 但是爱德华坚持
要满足自己心中所有的标准： 预算、

导演、 演员、 时间， 最重要的是制作

方对剧本中讨论的 “人的本性” 是否有
透彻的理解力 。 当这一切都达到要求
时， 顺其自然地让 《梅尔罗斯》 成为了
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 甚至影视版
对人性的讨论比原作走得更深远。

原作有一个很大的改编障碍是虽为
英语文学， 但太过英国化而在美国出版
后不能引起美国人的触动， 这就限制了
潜在观众市场的规模。 所以在制作中采
取英美合作模式， 以求得影视化能扩及
到更宽广的受众。 电视剧版增加了很多
虚构的戏剧化情节， 大部分剧情处在灰
暗压抑之中， 处处显示着人性的丑陋、

复杂和生活的鸡毛， 但最终的结局走向

是温暖而充满希望的， 让观众在一阵阵
沉沦的情绪中和主角一起走出了深渊。

该剧改编的最大亮点， 是找到了对
的男主角———“卷福” 本尼迪克特·康伯
巴奇。 他曾经成功塑造过舞台版的 “哈
姆雷特”， 而剧集版的 “梅尔罗斯” 在很
多气质上与 “哈姆雷特” 相似。 所以演
员本人有经验在先又通透理解原作后 ，

把原著笔下那个堕落优雅的瘾君子诠释
得立体而得当。 尤其是在展现梅尔罗斯
吸毒一面的时候， 那种迷醉和清醒之间
的表情控制， 抑郁和狂躁交替的情绪爆
发， 似乎能把观众拉入真实的吸毒者的
虚脱和病态中。

《女鼓手》： 导演个人的美学风格和原著反战思想的完美融合

该剧改编自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约
翰·勒卡雷 1983年的同名小说， 讲述
1979年在巴以冲突期间， 二十出头的
女演员查莉因外形和行为特质都酷似一
个巴基斯坦女子， 被以色列情报人员测
试并招募。 当她真正接近自己的任务
目标时， 却又发现对方与自己所持的
正义观点有诸多吻合之处， 随着冲突
升级， 矛盾的她逐渐感到迷失。

约翰·勒卡雷曾被誉为 “20 世纪
最著名的间谍小说家”。 其著作 《柏
林谍影 》 《锅匠 、 裁缝 、 士兵 、 间
谍》 《夜班经理》 等， 都已被成功改
编为热门剧集。 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
是借间谍小说来观察西方世界的残
酷、 上级官僚阶层的腐朽及间谍的人
性荒芜。

但 《女鼓手》 非常不同于作者其
他小说， 它把女性放在绝对核心、 主
动而积极的位置， 透过爱情关系表现
对人性的反思， 通过谍战来表达反战
的主题。 书中有两个特别的元素： 间
谍和演员。 间谍由演员扮演的设定，

使得女主角的间谍工作更像 “到一个

真正的戏剧舞台检验演技”。

原作曾在 1984 年被改编为美国
电影， 但由于其故意迎合美国市场、

大幅度改动情节 ， 导致影片偏离了
原著主题， 最终并未得到良好口碑。

有了前车之鉴 ， 本次改编更为谨慎
小心且把原作放在了第一位 。 电视
剧没有对小说做更大地改编 ， 但在
艺术呈现上让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
占据了主导。 该剧特别邀请韩国导演
朴赞郁掌镜 ， 这位导演以 “黑暗极
端” 的美学风格扬名世界， 最有名的
作品包括 “复仇三部曲 ” 《我要复
仇》 《老男孩》 《亲切的金子》。 他
有着高超的影像化处理能力， 擅长复
杂的多线叙事， 更重要的是他会用自
己的风格完美地诠释不完美但真实而
复杂的人性。

这两个同样风格强烈的人合作，

可以说是天造地设。 导演运用了大量
极具特色的声光色背景来表现 1979

年的时代感。 古典乐、 典雅家具、 高
饱和度的对比鲜明的色彩、 抢眼而不
流俗构图、 巧妙的光线， 每一帧都在

给剧情作注脚。 在氛围上， 它更是从开
头的爆炸就将观众带入了紧张的局势
里 ， 紧接着是剧情的层层递进 ， 一气
呵成 ， 给观众带来了非常享受的整体
观感。

但无论形式上的呈现多么个人化，

导演始终没有背离原著的主题精神 。

并且很好地把原著和自己的风格融合
在一起。 它始终是不折不扣的 “英剧”

而非 “韩剧”。 在精神层面， 剧中所透
露的是巴以冲突中带有反思性的人文
主义思考 。 对于当下的观众来说 ， 这
样的思考不仅仅是过去的 、 复古的 。

在恐怖主义威胁仍在 、 中东局势依旧
紧张、 巴以冲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

局部冲突不断的世界 ， 似乎更需要把
这种人性反思通过影视化带给屏幕前
的每一个人。

《德雷尔一家》：

通过重构角色和内容升华家庭主题

根据英国作家杰拉尔德·德雷尔的回
忆录 《希腊三部曲》 改编。 故事发生在
1935年， 居住伦敦的寡妇德雷尔太太在
家庭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 选择带着四
个性格迥异、 有着不同成长问题的孩子举
家搬迁到希腊西北沿海的科孚岛重新生活，

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曾出品过 《唐顿庄园 》的英国制作
公司 ITV 全权负责此次电视剧版的制
作。 原著是来自小儿子的自传，完全从
他的角度出发来描绘在科孚岛生活的
五年光阴。 小说中很多情节和透露出的
价值观放在当下已不合时宜、并且不是
所有的剧情都符合影视化创作的条件。

改变过程中，主创团队在剧情上做了巨
大改动。 除了几个孩子的人物性格与原
著基本相符外，其他情节大多是编剧原
创。 视角也从小儿子挪移到妈妈身上，

以单亲妈妈如何带领四个孩子在近乎
“原始文明” 的希腊小岛经营新生活的
角度为切入口。

该剧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治愈“。20

世界 30 年代的希腊小岛充满了阳光、

沙滩、大海和动物 ，原著中纯真的异国
情调的真实感被生动地展示出来，让身
在现代都市中的观众无不产生一种“逃
离主义”的梦幻和舒心。 德雷尔一家的
生活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大喜大悲
的桥段，琐碎的小事贯穿了整部剧。 如

四个孩子既熊又可爱， 不断给德雷尔太
太带来麻烦让生活鸡毛一地、 但在家庭
中也一直互相照顾和鼓舞； 虽远离伦敦
喧嚣的工业文明但融入民风淳朴、 相对
保守、 几乎没有现代设备的科孚岛也面
临着种种被动的适应。

虽然是演绎生活，但剧中要深入探讨
的是“家庭教育”和“中年单亲妈妈”问题。

这一点完全是对原著的重写并升华。 剧中
的妈妈是个独立、果断、坚强而有现代思想
的女人，这些品质被细致入微地表现在她
对四个孩子的家庭教育上。 她对孩子的态
度是包容、理解而不娇惯。凡事都从让孩子
自由发展天性的立场考虑，而不是一味地
溺爱；她有决断力，在关键时刻总是能救
家人于水火之中；当孩子犯错时，她所做
的是引导而非苛责；当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时，她会最理性地说服和鼓励孩子们接受
一切、开始新人生。

新的改编， 让观众不再仅仅在远方
欣赏希腊小岛的生活， 而能从德雷尔一
家的生活里看到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本
质 ：琐碎的日常 ，连续的麻烦 ，乱七八糟
的烦恼，谁都会面对这些问题。 科孚岛的
自然景致给了观众很多美好的憧憬 ，但
更美好的， 是雷德尔太太教会每一个人
怎样面对糟心的生活及重整生活的力
量。 这是电视剧版能超越原著取得收视
和口碑的最重要原因。

摆渡在文字和影像间

《梅尔罗斯》 剧照

改编自当代意大利畅销书女作家
埃莱娜·费兰特系列小说 “那不勒斯
四部曲” 的第一部。 故事发生在二战
后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一个贫
困社区， 以两个女人莉拉和埃莱娜 ，

从孩童到老年极度复杂多变又牵绊一
生的友情为主线 ， 深入刻画了战后
50 年里意大利社会底层女性的命途
变化。 原著在意大利一经出版便好评
如潮、 并被翻译为 40 多种语言在世
界畅销。 中文版于 2017 年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引进， 在国内亦聚集了一大
批书粉。

原作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
商业和评论上的成功， 为影视化改编
提供了很好的市场基础的同时、 也带
来了很高的期望。 整个改编工作是慎
重而漫长的。 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
佐早在 2007 年时已开始与作者费兰
特合作撰写剧本。 把 1600 页的作品
浓缩成几集剧目实属不易， 两人完全
遵从 “作者在剧本创作中占主导地

位， 导演根据影视拍摄经验做合理调
整， 充分信任彼此” 的原则。 逐页商
讨、 句句斟酌， 花了近九年时间才把
剧本敲定。

该剧采取的是国际化的制作团
队 ， 美国 HBO 电视网和意大利广播
电影公司 RAI 分别发挥各自在国际
化制作发行和本土艺术创作上的优
势， 使这部剧形成一种 “美剧的节奏
及叙事方式和意大利人文艺术内核 ”

的独特风格。 整个制作细致入微———

剧组花了 100 天在那不勒斯搭建了
书中的社区场景， 这已成为了欧洲最
大影视景点之一； 演员选角经历了七
个月， 所依据的条件不仅是表演经验
和外形的相似， 个人性格气质的贴合
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参考标准。 最终观
众看到， 两位核心女主角无论是童年
还是青年的选角都非常贴合原著。 莉
拉 “外硬内弱”， 拥有天才头脑却被
贫穷所限、 有着看透一切的早熟却无
法做出任何对命运的改变 ； 埃莱娜
“外柔内刚”， 一生仰望着莉拉的天才
光芒而无法与之匹敌， 却也被莉拉艳
羡着自己有更多选择的人生和相对温
暖的家庭。

《我的天才女友 》 最大的亮点是细
致精准地展示了女性间多层而复杂的友
谊， 并把这种友谊放在经历 50 年巨变的
时代背景下。 她们间的相互依赖又竞争、

珍爱又嫉妒的关系与当时的社会生态紧
密相连 ， 透过女性视角来洞察周围的一
切 。 一系列的街头暴力 、 阶级对立 ， 对
弱者的剥削欺凌 、 对女人的歧视和欺辱
等社会矛盾和问题 ， 塑造了两个女孩
“相互竞争、 又要对抗外部保护彼此” 的
友谊链。

影视化的另一特点是充满了 “意大
利新现实主义 ” 的风格 ： 大量启用非职
业演员、 且所有演员被要求说一种 1950

年代的那不勒斯口音 ； 对日常生活的困
苦和少得不成比例的快乐的挖掘 ； 以及
一些在书里仅仅是模糊背景的人物 ， 也
因为这次改编展现出更为立体而清晰的
形象。

剧集的成功最终离不开导演对原作
核心精神的把控 。 他精准地抓住了作者
通过文学传递人类共通情感的能力并贯
穿于电影中 。 剧中人与时代抗争 、 又逃
不过时代的宿命； 绝望和希望相互交织、

罪恶和救赎相互缠绕的生活 ， 是能在当
下人群中引起共鸣的根本原因。

《我的天才女友》： 高度还原原著的女性友谊史诗

改编自加拿大女作家蒙格玛利的
畅销儿童文学“安妮系列小说”。 故事
发生于 19 世纪后期， 孤儿安妮经历
了在孤儿院和陌生人家中饱受虐待的
童年后， 意外被安排到爱德华王子岛
上一对姐弟的家中生活。 随着时间流
逝， 年仅 13 岁的安妮凭着她的独特
魄力、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为姐弟俩
的生活、甚至整个小镇带来改变。

原著小说自诞生 100 多年来，曾
被译成 50 多种语言出版， 持续发行
5000 多万册，并多次被改编成动画、

音乐剧、舞台剧以及影视剧，是一本世
界公认的青少年文学经典。 由于该书
的世界性影响，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
各国游客慕名前往加拿大爱德华王子
岛探访安妮的足迹。美国作家马克·吐
温曾说：“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
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电视剧由美国 Netflix 与加拿
大 CBC 电视合力制作，双方为此投入
了较高的制作成本和深入的艺术研
究， 力求重现一个 19 世界末期爱德
华王子岛的生活景致。 而全剧最大的

魅力则来自于女主角安妮形象的塑造。

这一点要归功于女演员 17 岁的艾
米贝丝·麦克纳尔蒂对原著中安妮性格
特点的精确把握。 这个顶着红头发和一
脸雀斑的小女孩， 出身贫寒又有着被虐
待的经历，但仍然自尊自爱又自强。她把
自己的想象力作为一种防御机制， 所有
的苦难给予她的不是忧郁和阴影， 而是
超出同龄人的思考、 阅历和更独立的人
格。 她在生活中展现出的能量和茂盛的
生命力，正是她打动观众的原因。

除此之外， 该剧的另一大亮点是对
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 加入了很
多原创情节，这在第二季尤为明显。原著
中作者的女性意识已强烈地渗透到安妮
的成长中， 此版更是在这一基础上让安
妮在更多方面都凸显了女性主义的先锋
思想。 可以说这些主题使得剧版所涉及
的内容和要表达的思想比起小说更加丰
富而深刻、与当下的社会问题联系得更为
密切，格局也更宽广。 比起之前的改编版
本， 它已经不止是拍给儿童看的美好童
话，也是给大人看的成长剧。 受众可以是
任何在现实中经历这些问题的你我他。

《绿山墙的安妮》 :

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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