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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 看文学

近十余年以来武侠剧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接受度上都
似乎在走着一条下坡路。新《天龙八部》与越来越多当下重
拍的经典武侠剧拥有的共性问题是， 武侠作为一种类型，

它越来越模糊了。无论是叙事技法，还是服化道，武侠剧正
在向“仙侠剧”靠拢。 而翻拍武侠剧的仙侠化，最终导致的
是武侠价值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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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责任编辑/邵岭 编辑/徐璐明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五

11文艺百家

武侠还是仙侠：武侠剧的翻拍困境

苏展

云青出走后又会怎样？

潘凯雄

———评最新剧版《天龙八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看杜阳林的《惊蛰》

八月中旬， 最新剧版 《天龙八部》

在视频平台播出了。 尽管有历经时间
考验、 已经经典化的原作故事作为剧
本支撑， 有近年来在热门剧集中有亮
眼表现的杨祐宁、 文咏珊等青年演员
出演， 这一版本的 《天龙八部》 遭遇
观众的 “吐槽” 却是前所未有的。 比
如， 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服化都没
有表现出独特、 生动的人物形象； 剧
集开头主要人物便悉数出场， 原著时
徐时疾的叙事节奏几乎被打破、 时而
独立时而交织的叙事线索因改编而变
得凌乱 ， 叙事效果大打折扣 ； 再有 ，

就是一些具体的情节， 比如段誉初见
钟灵和王语嫣的反应等， 显得有些荒
谬 ， 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和行为习惯 。

在观众评价被认为具有参考意义的影
评网站上， 这部剧集的评分仅获得了
不到四分的成绩， 可谓 “惨淡”， 评分
人数较同期热剧相比也少得明显。

观众对此版 《天龙八部》 的 “槽
点” 综合起来， 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

即新 《天龙八部》 不是一部好看的武
侠剧。 其实， 在观众的观感中， 不仅

2021 年的新 《天龙八部 》 令人难叫
好， 近十余年以来武侠剧无论在艺术
上还是接受度上都似乎在走着一条下
坡路。 以 《天龙八部》 为例， 1997 年
版本和 2003 年版本都取得了傲人的收
视成绩和观众的很高评价。 而 2013 年
的翻拍版本就已经难以在市场中掀起
什么 “水花” 了。

从各个版本的叙事重点和服化道
的演进来看 ， 这一版本的 《天龙八
部》 与越来越多当下重拍的经典武侠
剧拥有的共性问题是， 武侠作为一种
类型 ， 它越来越模糊了 。 对观众来
说 ， 它 “不像 ” 武侠剧 、 没有 “长
成” 武侠剧该有的样子， 剧集似乎也
没有按照传统武侠剧的类型来拍。 现
在的观众面对的是一个相当成熟、 专
业化的电影电视市场， 媒介的发展和
变革更让观众变成了阅片/剧无数、 见
多识广的观众。 换言之， 他们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欣赏水平， 对影视剧的专
业化程度有相当高的要求。

首先， 一个高质量的类型剧在叙
事上必须是要引人入胜并经得起推敲
的。 被观众诟病的 “魔改” 使这次改
编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 比如， 原著
的情节安排本来是十分精妙的， 三兄
弟的故事线相对独立， 段誉的串联令
它们偶有交汇， 直到少林寺大会正式
融合在一起。 既有悬念， 冲突又层层
递进。 此版本的这种线索的独立与交
汇显然没有被呈现出来。 再有， 就是
段誉初见钟灵、 王语嫣等人物时的反
应。 段誉虽是个多情公子， 但出身高
贵、 受过很好的教育， 而这一版本中
他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基本的人物设定
和性格特征。

在叙事技法之外， 该剧的服化道
也显得与武侠剧有些格格不入， 总体
美术风格颇有网络游戏化的意味。 厚
重的刘海、 高高的颅顶、 大而简单的
头饰、 现代风格的服装， 主角们看上
去更像网游中的人物。 这样的服化道
似乎更适用于 “仙侠剧 ”， 甚至让人
联想到初代网剧 《太子妃升职记》。

以新 《天龙八部 》 为代表的一
系列新翻拍武侠剧表现出的武侠类
型模糊 ， 其实正是武侠与仙侠之间
的模糊 。 “仙侠剧 ” 类型获得广泛
关注最早是 2005 年首播的 《仙剑奇
侠传 》， 随后又有先后播出的 《古剑

奇谭 》 （2014）、 《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 》 （2017） 等取得了巨大的收视
成功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时间上 ，

翻拍武侠剧的没落和仙侠剧的繁荣
几乎是同步的 。

同样以侠为命名， 它们为何是截
然不同的两个类型呢？ 武侠故事设定
在庙堂之外的江湖， 武侠的人物关系、

人物开展行动， 就一定要符合现实世
界的自然规律和行为逻辑。 虽然故事
是虚构的， 但也一定有设定其中的真
实历史背景， 故事的展开要符合当时
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 。 另一方面 ，

在江湖中， 英雄、 平民们通过现实生
活演绎和形成一套属于民间的价值和
生活法则。 这些价值和法则中， 有一部
分甚至是从无到有并逐渐获得普遍认同
的。 那些侠义豪情的动机和结果， 都是
十分积极的、 建构的。 而仙侠剧脱胎于
网络文学或游戏， 叙事不一定要符合现
实社会的逻辑要求。 仙境的目的是架空
历史， 无论是神仙、 凡人还是穿越人
物， 他们无需关心自己的行为逻辑是
否在一个历史的环境中行得通。 在架
空历史中， 可以将现代思维作为一个
金手指。 人物要快速推进情节、 升级
装备， 故事快速圆满， 完成人物的成
长。 通过虚构历史地图、 给人物开外
挂 ， 实现对现实规则的打破和修正 ，

读者、 观众因此获得成就感。

或许是仙侠和基于网络小说改编
的众多剧集取得了太多的关注， 翻拍
武侠剧的仙侠化， 导致的是武侠价值
的没落。 许多翻拍武侠剧将叙事重点
放置在主角的情感生活上， 像是 “披
皮” 的言情剧， 武侠剧的核心———武
打、 家国情怀和江湖侠义等价值部分
却被一笔带过了。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接受层面的变
化。 观众希望从武侠中看到什么？ 对
于这个问题， 过去我们可能不太明确。

港台武侠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集中
被引进内地播放 ， 引发轰动和热议 。

这个时期也是市场逐步建设发展， 各
个行业摸索自己发展路径、 规则的时
期， 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自己身处在怎
样一个变动中， 同时又对即将到来的
新世纪的新生活充满期待， 拥有建构
的冲动和信心。 在武侠中， 他们可以
看到民间生活的法则。 这种法则不是
达尔文式的生存法则， 而是指引他们
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江湖中人的法则。

如何形成团队、 选择团队， 如何进行
资源分配达到公平， 在感性层面如何
将生活过得充满温情， 这些问题都可
以在武侠剧中找到参照。

而今天的影视剧观众， 已经不会
想要在武侠剧中追问这些问题、 从武
侠剧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了。 获取信息
的便利使他们对周遭的生活和世界更
了解、 更清楚； 相比于几十年前的观
众想要在武侠剧所传递的道德和温情
中寻找力量， 并对江湖生活投以浪漫
化的想象， 现在屏幕前的年轻人更熟
悉的是职场的逻辑———秩序趋于稳定，

规则十分清晰。 而仙侠剧和网络游戏
的基本背景也是如此， 在程序搭建好
的体系中升级打怪就能成为无所不能
的巨人。 他们对改变自己物质生活和
生存状况的愿望也并不如以往强烈 ，

对外部世界的想象自然没有以往充沛。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个想象的、 离庙
堂很遥远的 “武侠江湖” 对他们的吸
引力， 就大打折扣了。

当然， 这并不是说， 无论是创作
层面的仙侠化、 游戏化或是接受层面
的去浪漫化都表明想象中的武侠观众
是低龄化的。 正如杰姆逊所描述的当
下时代的文化展现出了平面化的特征，

仙侠化的武侠试图将人们从历史的包
袱中解脱出来 ， 想讲更现代的故事 。

然而武侠真的会失落吗？ 恐怕现实也
并不如此悲观。 Y2K 风格的走红、 世
纪之交的文化作品被怀旧， 都向我们
说明了， 大众正在对曾经那种信心和
建构性的力量进行集体性的怀旧。 武
侠的类型是否有符合观众审美心理的
新拍法， 如何激活武侠精神对当下社
会生活的价值， 都是我们值得持续探
索的问题。

（作者为文艺学博士、 北京语言
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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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阳林的长篇小说 《惊蛰》 虽仅有
23 万字 ， 我读起来却并不十分酣畅 ，

几度停滞又几度硬着头皮重新开始， 不
是因为作品自身缺乏可读性， 而是其内
容太虐心， 以至于数次不想再往下看。

对我这种年龄的人当然或许也限于我自
己， 现在实在不太愿意心中重现那个年
代的某些场景； 不是为了忘记过去， 而
是既已刻骨铭心， 又何必念兹在兹。

《惊蛰 》 的内容不复杂 ， 叙事也
清晰。 如果大而化之地概括 ， 整体上
无非就是乡村题材、 励志内涵八个字。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 那是华夏大地天翻地覆的
十年， 也是作品主人公 、 生活在川北
阆南县观龙村少年凌云青生命中格外
重要的十年 。 杜阳林以少年云青从 4

岁到 14 岁的成长为脉络 ， 从历经磨
难、 饱受凌辱到贫贱不能移 ， 最终凭
借顽强毅力考上西北大学的经历串连
起他的一家和 “观龙村 ” 的十年故事
以及这个村落中的芸芸众生组成了一
幅乡村群像图 。 这样一种大的套路在
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其实并不陌生 ， 自
中国现代新文学以降 ， 以 “故乡 ” 为
轴心， “出走 ” 与 “回归 ” 早已形成
两大文学母题 ； 而在新时期文学中 ，

无论是四川作家周克芹笔下的 《许茂
和他的女儿们 》 还是陕西作家路遥笔
下的 《人生》 和 《平凡的世界》， 以及
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诸如此类
的母题出现。 所谓 “出走”， 无非是由
于家乡的贫困 、 封闭和一潭死水 ， 这
种停滞得让人窒息的环境逼得一些有
梦想、 有抱负的年轻人生发出 “我要
出去看一看” 的冲动 ， 并在此驱使下
走出了家乡； 而 “回归 ” 则是那些当
年已然出走的游子们在外面闯荡过一
阵子后 ， 累了 、 倦了 、 “梦 ” 醒了 ，

于是又思念起家乡的宁静 ， “胡不归
兮， 胡不归？” 杜阳林的 《惊蛰》 从根
本上讲固然也能在这类作品中找到某
些源头， 但又清醒地保有自己的个性
与追求， 虽同为 “出走”， 但 “走” 得
却掷地有声、 不同凡响。

有论者言 ， 《惊蛰 》 带有某种半

自传性， 这一点我目前未曾考据 。 仅
就文本说文本 ， 作品整体虽分为上中
下三个部分 ， 但 “出走 ” 只是少年凌
云青的结果 ， 其余皆为他远赴外乡求
学途中坐在绿皮车厢中对家乡过往的
回忆。 既然是 “出走”， 那家乡的观龙
村自然就既不是一曲自在和谐 、 乐天
安命的诗意牧歌 ， 也不会是一幅自然
美人更美的田园风情画 。 在作者冷峻
的聚焦下， 直面乡土当年的贫穷愚昧
与落后， 以带血带泪的笔墨 ， 开始了
我在本文开始不久便描述过的那种
“虐心” 的回眸之旅。

打记事时起， 苦难便与少年云青如
影随形。 《惊蛰》 开篇就是 “一阵撕心
裂肺的号哭， 打破了阆南县观龙村的宁
静。 那座四面漏风的茅屋传出的悲啼之
声， 瞬间揪住了人们的心”， “凌永彬
这样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 咋说走就走
了呢？” 四岁丧父的云青的苦难就此拉
开了帷幕： 不仅是寒冷和饥饿如影随形、

乡邻旁亲的冷漠与欺辱时有相伴， 更有
生命之虞接踵而至地朝他袭来———遭大
伯家欺凌而被烧成重伤、 因无钱疗治骨
膜炎险些失去左腿、 家中断粮不得不远
赴他乡投奔舅舅又遭遇冷眼……又何止
是幼小云青的命运如此多舛？ 失去了顶
梁柱的整个凌家何尝又不是终日生活在
极度贫穷和更可怕的人情冷漠这样一个
被欺凌与被污辱的环境之中———为了全
家的生存， 母亲徐秀英终日超负荷劳作
不说， 遭邻里算计和殴打也是家常便
饭， 大姐采萍因与小木匠刻骨铭心又
阴错阳差的爱情而被迫嫁到势利而粗
暴的婆家……这一切固然都是贫穷造
成的悲剧， 但其实又何止于此 ？ 面对
这一切， 杜阳林在冷眼凝视之时 ， 既
没夸饰， 也不淡化 ， 更是始终聚焦于
藏匿在贫穷背后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
异化。

当然 ， 如果杜阳林的笔墨仅限于
此 ， 那 《惊蛰 》 的价值也是有限的 ，

一部长篇小说倘只是一味地重复呈现
一种调性， 那本身也是一种单调与贫
乏。 所幸的是 ， 杜阳林的创作能够清
醒地意识地这一点 ， 因此 ， “善 ” 与

“暖” 的气息在作品中也时有散出， 且
常与 “丑” 与 “恶 ” 成双出场 。 在云
青的成长历程中 ， 既遭遇到大伯陈金
柱的恶， 也感受过堂妹陈吉祥天使般
的善良； 既有岳红花这类刁蛮泼妇对
自己一家的搬弄是非和恶意陷害 ， 也
有善良明理的上官夫妇仗义援手 ； 既
有孙家 “三条龙 ” 的为非作歹 ， 也有
韩老师父女对凌云青的默默相助……

尽管这些 “善 ” 与 “暖 ” 的气息比之
于观龙村众生灵魂的那种无情与丑陋
还显得微弱与稀薄 ， 但有了这样用笔
虽不多着墨也不浓的几笔 ， 生活的丰
满与作品的厚实度就悄然不同 ， 云青
甚至包括他哥哥云鸿的 “出走 ” 才有
了可能性， 且 “出走 ” 的目的与意义
也不仅仅只是因为逃避。 关于这一点，

作品虽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 但读者的
想象空间无疑由此而拓宽 ： 在逃避之
余， 是否又多了一层自赎与自强的可
能？ 一个大写的 “变 ” 字影影绰绰地
闪烁于其中。

云青云鸿兄弟的双双 “出走” 固然
是他们个人的一种选择， 也有 “好人”

的无私相助， 而更重要的一点作品虽着
墨不多， 但杜阳林以 “惊蛰” 这中国农
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来命名作品显然有其
寓意之所在。 “惊蛰” 者， 阳气上升、

气温回暖、 春雷乍动、 雨水增多、 万物
生机盎然。 《惊蛰》 中不仅有云青兄弟
“出走” 可能带来的生机与希望， 更有
他们生活的大时代也在变革， 作品对此
虽未明写， 但一个情节所发出的信号却
是清晰而明确： 曾经颐指气使的陈金柱
在自己老婆刘翠英与云青母亲秀英因两
家土地间的 “界石” 发生争执时， 之所
以不再豪横无非是因为自己曾经拥有
“计分员” 的那顶 “乌纱” 已然不复存
在， 原因很简单， 地都分了还要啥计分
员？ 而分田地包产到户则无疑是改革开
放新时期到来时的一声号角。 没有这个
大时代的变革， 云青云鸿兄弟依然可能
“出走”， 但那只能是逃难， 云青绝无可
能是 “十年寒窗金榜题名 ” 式的 “出
走”， 云鸿也只能 “去很远的地方看一
看 ”，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走向

“遥远的南方”， 而 “南方” 在那个时点
显然就是一个十足的隐喻。 如此这般，

《惊蛰》 显然为 “出走” 这个并不新鲜
的文学母题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这就
是它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 当然 ， 云青
“出走” 后又会怎样？ 这个同样十分重
要的问题我们只能期待杜阳林在他的下
一部新作中做出回答了。

与 《人生 》 《平凡的世界 》 等表
现 “出走” 与 “奋斗 ” 等主题的文学
作品不完全一样 ， 《惊蛰 》 只是再现
了云青的 “出走”， 作品到云青乘上远
去的列车便戛然而止， 至于 “走出去”

后的云青会怎么样 ？ 据作者接受采访
时称会在以后的创作中来回答 。 这当
然没有问题 ， 但本文开始便提到 “这
部虽仅有 23 万字的 《惊蛰》 我读起来
却并不是十分酣畅……不是因为作品
自身缺乏可读性， 而是其内容太虐心，

以至于数次不想再往下看”。 这里说的
固然是我个人在阅读时的具体感受 ，

但换个角度看何尝又不是作品本身特
别是作为长篇小说创作时值得斟酌的
一个问题。 现在 《惊蛰 》 内容上的绝
对主体就是再现云青之父凌永彬病故
后凌家遭遇的种种苦难与不幸 ， 一
“虐 ” 二 “虐 ” 三而 “虐 ” 地持续推
进 ， 尽管施虐者与施虐方式在变化 ，

但施虐的本质却基本一样 。 一味地仅
仅只是依靠这种方式来推动作品的进
程， 且不说难免会引发读者的审美疲
劳， 于作品本身而言 ， 其内容的丰富
性与表现的饱满度多少也会因此而打
折扣。 即便就是为了集中书写云青的
“出走”， 可选择的内容也绝不是仅限
于受虐， 如何选取不止一个视角或如
何以一个视角为核心再适度荡开一些，

其实也是长篇小说创作谋篇布局时值
得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 我们现
在一些长篇小说看起来总是有中篇小
说放大之感， 其基本原因恐正在于此，

《惊蛰》 在一定程度上也中了此招， 期
待杜阳林在创作它的第二部时能够就
此充分斟酌一下。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一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