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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艺百家

如果你是小说家， 在书房里翻书，

喝茶，打盹，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

会让你安稳和妥帖。 顺着巨大的夜窗，

你可以看到灯火，看到空气中弥漫着的
历史纵深，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重重叠叠
的人生，并能听见隐隐的雷声。 所以说，

创作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你一个人分
饰无数角色，并且让自己代替这些角色
依次登场。

翻开大明朝的秘簿，巨大的历史纵
深感像深渊一样将我包裹，事件和群像
如鸟蝶一般纷至沓来，熟悉得仿佛亲历
过一般。 我看过很多人生，也写过很多
人生， 无数次感叹人在命运中沉浮，又
无数次折服于人在命运关口所绽放出
的无穷潜能 ，以及人性光亮 。 而 《江南
役》里缥缈的人事 ，如同被历史云层里
漏下的一束光所照亮。 我们在这一小片
亮光里身不由己，踌躇前行，是谓人生。

命运选择的“锦衣英雄”

凡是小说家，大概都迷恋过古今中
外、天上地下各种故事。 要说从古至今
所有特种部队中 ，最众说纷纭 、讳莫如
深的，要数明朝军政搜集情报机构锦衣
卫。 充满争议，就有写头，有张力，有无
限可能性。 我愿意把脑海中这个风格鲜

明的神秘组织再具象化，就像勾勒一幅
长卷，或者谱写一首慢诗，养出气韵，想
出威风， 直到有一天望见身穿飞鱼服、

腰挎绣春刀的俊逸身影，从云层亮光中
走来。

这个挺拔身影， 有时是田小七，有
时是昆仑，有时也是其他人，是“锦衣英
雄 ” 系列小说中每一个碧血丹心的人
物。 《江南役》是我“锦衣英雄”系列小说
中第二部 ，承接第一部 《风尘里 》，在这
一部中，田小七南下浙江 ，在杭州城与
倭寇特工展开较量。 循着这条线索，第
三部《昆仑海》，田小七在孤儿院的弟弟
昆仑，会接替田小七的 “事业 ”，在台州
挖出奸细，摧毁日军的特工总部。 还有
番外《神机营》《粮草官 》缓步走来 。 田
小七和他的兄弟们 ， 都是辽东战场烈
士的遗孤 ，都是军人世家 ；同时他们也
是吉祥孤儿院的孩子 ， 是沧海中的一
粟，也是凡人中的平民英雄 ，在无法逃
避的个人命运与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
中，一路决绝地走了下去，肝肠寸断，悲
喜交加。

时间和空间上的广大，共同构成了
我正在构建的 “古谍世界 ”中恢弘的世
界观。 在这个世界中，我常常瞧见，田小
七长身鹤立自在游走，说着一板一眼的
话 ， 偶尔望向江南习以为常的水波潋
滟，想着他心爱的姑娘。

迷雾重重的古谍世界

一个偶然契机， 我在家里翻书，翻
到了 28 年不上朝的“懒汉”万历皇帝朱
翊钧的一篇史实材料，将古代历史背景
与谍战相融的想法由此挥之不去。 古代
与谍战，传统与现代，一个遥远，一个隐
秘，随时可以形成奇异磁场把人吸进去。

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技术，冷兵器时
代的情报暗战会是什么样子？ 各色情景
在我眼前惊心动魄地排大戏 。 听瓮传
音；舞蹈中脚尖踏出的节拍中暗含密码；

萤火虫传递音讯； 哑巴吉祥通过与动物
交流，洞悉人世秘密；专门用于传递情报
的小萌物豹猫； 不流通的阿拉伯数字排
列代码暗传真相……顶尖特工对决与智
谋博弈，如武林中高手过招，一招不慎，

一命呜呼。 于是，寥寥数笔一镜到底的
历史情节在我面前陡然复活，犹抱琵琶
半遮面似的，婉转、曲折、生动起来。

历史纵横上下数千年，朝代更迭数
十个，奇闻轶事无数桩，民俗百代流传，

是培育谍战的沃腴土壤。 于是在史料的
细缝中，谍战、悬疑 、推理与武侠共舞 ，

《江南役》中，迷雾四起，蝙蝠作妖案闹得
人心惶惶，倭寇步步为营，六和塔一发千
钧。 于是开始了田小七根据火器专家赵

士真留下的线索步步推理， 锦衣英雄联
盟个个身怀绝技， 武功招式目不暇接地
呈现，刀光深寒中侠义风骨再现人间。

我们每个人心中，大概都会经历这
样谍战、悬疑与武侠交汇的一瞬。

城市是有肌理和印记的，正如文字
有脉络和气息 。 京城是锦衣卫的出发
点，也是第一部《风尘里》故事展开的地
方。 京城风云自不必说，其间必是盘根
错节暗潮涌动。 第二部《江南役》让田小
七南下杭州城 ，历史上 ，这里确有发生
过倭寇入侵事件， 六和塔也遭过损害，

古旧痕迹昭示着昔日悲壮与荣光，一派
祥和繁华的江南风光下，藏着深不见底
的阴谋诡计。 而台州，沉淀过一个叫桃
渚的明代千户所，这是戚继光抗过倭寇
的地方，关乎民族大义的呐喊冲刷着这
片土地 ， 这里是我正在创作的第三部
《昆仑海》发生地之一，这部故事将会是
从台州暗战到东瀛的明朝谍战。

站在这些城市的长空下，故事还没
开篇，说书人还未起调，仿佛已听见滚滚
雷声，自天际铺天盖地而来。正如我们的
人生，总有些事没有征兆、突如其来。

历史题材小说的特殊感召

我不太喜欢拘泥的故事，当西湖的

秋波适时地传来， 我让田小七从宫墙深
深中拔腿跑了出来， 跑到我熟悉并生活
了经年的杭州城，跑到妙趣横生的民间。

我喜欢这座水汽氤氲、慵懒旖旎的
六朝古都， 蒸腾的水汽可以包容一切。

田小七追踪着案子，我就跟在后头细细
描绘，描绘湖畔森然林立的塔寺 ，岸上
高低连绵的砖瓦，街边的杂剧、庙会、“五
杭”，万人空巷的观潮节，赵士真随手抓
的红豆沙、定胜糕，城墙下卫守戍军吸吮
的爆炒螺蛳，某个寻常的日脚，鳞次栉比
登场的油煎葱包烩、糯米酒、西湖藕粉、

西施舌……我对这种细节的镌刻近乎执
拗，把杭州气息碾碎撒入描绘的文字，让
这幅风俗长卷长出温情与残酷来。 这是
我看不尽的杭州，是我内敛情感的外露，

是我融于骨血的，对于历史的敬畏感。

这是一场半虚构的谍影重重，一片
虚构人生里的波光粼粼。 回头望去，依
然能看见历史敦实的注脚：比如明嘉靖
十二年倭寇入侵杭州， 六和塔遭破坏；

比如明朝四大迷案之一的 “妖书案”外
壳；比如赵士真的历史原型赵士祯。 与
完全的历史不同，文学也在另一种笔法
上接近事实与本真，在精准放大的想象
空间书写人性，可以让读者在诗性极致
的语言里 ， 或多或少地触摸历史的温
度，感知部分的人文与关怀。

当我像个考古者挖掘历史细枝末

节的时候，历史像个面目温和的庞然大
物，我站在它面前，让我观照自己、观照
当下。 小说结尾，我让锦衣卫千户大人
田小七淡出一切 ，隐居民间 ，和赵刻心
一起办了孤儿院 。 他不愿再做皇上的
刀， 嚣张锋利的田小七收起绣春刀，脱
下飞鱼服， 化作那温润翩翩少年郎，奔
向那一襟晚照。 与此同时，田小七出家
的弟弟昆仑还俗， 成为锦衣卫昆仑，走
上保家卫国之路。 我想，不论“出世”还
是“入世 ”，都是他们内心忠实的选择 ，

日后若相见，依旧肝胆相照，光明磊落。

现在，刀剑声隐去，乌云散开，六和
塔重新威武起来， 冬天似乎提前过去。

经年之后，我大概还会偶尔记起笔下那
个笑时会露出一口白牙的田小七， 他站
在孤儿院门口的暖阳下， 或者杭州城河
坊街一块布幡下，朝我笑。 我说，这位兄
台，请问候潮门怎么走？

请随我来。 田小七说完转过身去，

然后我一定能看到前面大步流星行走
的田小七，他走在历史云层漏下来的一
大片光阴中，步态决绝，目光坚定。

（作者为知名编剧 、作家 ，代表作
《麻雀》《惊蛰》等）

历史云层里漏下的一束光
———关于长篇小说《江南役》的隐隐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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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荣光导演的电视剧 《天龙八部》

在收获了少量骂声之后就没了热度，不

幸步了近年其他金庸作品改编剧的后

尘。 而在待播列表上，佟梦实、毛晓慧分

饰男女主角的电视剧 《神雕侠侣 》与秦

俊杰 、梁洁分饰男女主角的电视剧 《飞

狐外传 》 赫然可见———不管扑过多少

回，翻拍金庸，前仆后继者常在。

观众对新版金庸剧的不耐烦程度，

与金庸剧问世的速度成正比。 金庸剧虽

已不再是收视保障，但每隔一两年就有

一部新版的高频率，体现了这块电视剧

圈“金”字招牌的持久号召力。 不过，近

年来这些翻拍更像为保证回本的投资，

套路差不多：用金庸两个字制造话题，再

用其他热门元素加以包装， 比如于正的

《笑傲江湖》安排东方不败和令狐冲大谈

恋爱，借了金庸的壳，装的还是自己那套

俊男美女言情故事； 张一山把韦小宝演

成行走的表情包， 仿佛在为短视频平台

拍摄搞笑片段；2017 版《射雕英雄传》在

最近的翻拍剧里一枝独秀，却依旧为加

强偶像剧色彩而牺牲了其他情节。

从接受史角度来看 ， 金庸小说从

“成人童话 ”、 中国历史文化的普及教

材，到被认为是足堪承载中国百姓的欲

望 、信念和理想的文化读本 ，读者对金

庸小说的定位有一个从通俗到雅正的

过程。 反观金庸作品的改编剧，则越来

越平庸 ， 把流行的人设往经典人物上

套 ，浪费了厚重的材料 ，就好像用改编

《暮光之城》的手法来拍《指环王》。

金庸小说成为推
动两岸三地电视剧制
作水平提升的重要 IP

    曾经，武侠剧的爱好者和电视剧的

爱好者是高度重合的。 荧屏上最精彩的

就是武侠剧，能代表电视剧制作最高水

准的也是武侠剧。 纵观华语电视剧的历

史，金庸小说不仅促成了武侠剧一浪又

一浪高峰，也是推动各地电视剧制作水

平提升的重要 IP。

金庸小说在大陆被热烈阅读的年

代，约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作为文学

热、文化热的一部分。 进入上世纪 90 年

代以后， 电视剧很快取代阅读成为最普

及的娱乐形式。对大部分人来说，金庸二

字基本只和电视剧有关。很早就在《千古

文人侠客梦》里把金庸小说和中国游侠

传统联系起来的学者陈平原后来也说：

“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

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

相比梁羽生人物的高度雷同，古龙

对武打场面的诗化省略，金庸的人物各

有特色，武打场面详尽，情节尽管奇巧，

却前后照应，很少疏漏。 虽然现在提到

金庸小说 ，都会把他归为浪漫派 ，但他

同时也是注重写实的细节大师，对于编

剧和服化道来说较为容易将他的文字视

觉化，比如各个电视剧版本对凌波微步、

蛤蟆功、一阳指、九阴白骨爪等招式的想

象大体差不多。主角当中的韦小宝、小龙

女、黄蓉，配角中的周伯通、岳不群、李莫

愁等人物的气质格外鲜明， 一旦出现特

别偏离固有印象的版本， 就让观众难以

接受， 比如吴倩莲的黑衣小龙女和陈妍

希的肉包脸小龙女仅因造型就被拒绝。

港台地区电视圈对金庸小说的改

编尝试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了 ，

可以说金庸剧是两地电视工业从稚嫩

到成熟的历史记录。 从香港无线电视台

（简称 TVB）出品的 1983 年版 《射雕英

雄传》 播出两年后被引进内地开始，在

大陆播出的港台产金庸剧都已经能代

表当时华语电视圈商业化操作的最高

水平。 日后成为大陆金庸剧最成功幕后

推手的张纪中，又在一系列剧作中将外

景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像 《射雕英雄

传》 里的草原、《天龙八部》 里的大理、

《侠客行》里的安吉、《神雕侠侣》里的九

寨沟和雁荡山 ，都美轮美奂 ，成为对小

说最佳的视觉补充 ， 也让剧作堪称大

手笔。

被奉为经典的港
台版金庸剧未必没瑕
疵，甚至不乏翻车之作

早期港台版金庸剧之所以被誉为

经典，多少有着情怀因素。 对绝大多数

没有看过小说原著的金庸剧迷来说，童

年看的港台版是进入金庸世界的契机，

瑕疵都在怀旧的柔光里可爱起来。

这些金庸剧有不少在选角方面相

当成功。 刘德华和陈玉莲、古天乐和李

若彤饰演的两版“神雕”情侣，黄日华和

翁美玲、张智霖和朱茵两对“射雕”伉俪

都得到了观众认同，开了用金庸剧捧红

年轻演员的先河。 近年内地金庸剧都遵

循着这个选角思路，但像李一桐演的黄

蓉那样得到广泛认可的并不多。1994 版

《倚天屠龙记》 则成功塑造了周芷若和

杨逍这两个具有矛盾特质的人物———

以至此后的扮演者都有意无意借鉴周

海媚， 力图演出娇弱与狠辣的对比，杨

逍的扮演者则常常因没有演出 1994 版

那种风流与专情的混合气质遭到批评。

上世纪 90 年代 ，TVB 电视剧形成

节奏明快、戏剧张力集中的特色，甚至让

看过剧版再去读原著的人对小说缓慢的

连载节奏不耐烦。其武打场面的设计，尤

其不拖泥带水， 更少见后来内地版里的

慢动作， 这得益于香港影视圈武术指导

的专业化。 即使像《神雕侠侣》这样有大

量感情戏的剧，也不会为了渲染谈情说

爱而拖慢节奏，《笑傲江湖》原著中令狐

冲在小师妹死后悲痛欲绝的描写颇长，

TVB 版只用一个痛哭特写表现，张纪中

版让令狐冲抱着小师妹演足了一首插

曲，这在 TVB 电视剧里不可能出现。

台湾地区电视圈的金庸剧更多则

凭借影视金曲为今人惦记。 周游 1991

年制作的 《雪山飞狐 》是第一批在大陆

实景拍摄的台剧，对比其他台湾地区武

侠片里“保丽龙 （泡沫塑料 ）假山假水 ”

的廉价 ，片尾由罗大佑创作 、凤飞飞演

唱的《追梦人》更牢牢烙印在观众心里。

在杨佩佩制作的 1994 版《倚天屠龙记》

中， 多首歌曲同样成了流行音乐史上的

经典，例如周华健的《刀剑如梦》、辛晓琪

的《两两相忘》、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

人》，黄霑的《随遇而安》甚至不亚于他为

电影《笑傲江湖》写的《沧海一声笑》。

值得一提的是，港台版金庸剧并非

没翻过车。 周游 1990 年制作的《天龙八

部 》就被当时的报纸贬为 “天龙掰部 ”，

可见瞎掰的程度。 这一版把虚竹的部分

打散，加在段誉身上，段誉失忆出家，法

号虚竹（“失忆梗”一直是当地电视剧被

人诟病最多的元素之一）。 这个人物仿

佛开了双重外挂 ，幸运度加乘 ，王语嫣

和银川公主也顺势合二为一，这一系列

肥皂剧操作是当时竞争激烈的台湾地

区电视剧制作方普遍遵循的原则。 杨佩

佩后来制作的 《笑傲江湖 》与 《神雕侠

侣 》 刚一问世就被嘲笑 “配角更像主

角”。 两部剧的主角任贤齐更被认为是

最不符合原著的扮演者。

张纪中历史正剧
式改编收获迟来的认
可，予人启示

张纪中曾回忆道 ：“内地过去电视

剧是没有武侠片这种形式的。 ”尽管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有根据萧逸小说改编的

《甘十九妹》 和根据单田芳评书改编的

《白眉大侠》，也已有黄海冰担纲主角的

《书剑恩仇录》， 不过作为一个类型，当

时内地武侠剧的确未成气候。

张纪中的内地金庸剧第一炮《笑傲

江湖 》抱负不小 ，想要在电视剧领域发

出内地自己的武侠新声 ，立志 “比港台

拍得更好，拍得更有思想内涵。 ”尽管今

天他的这一系列金庸剧中有不少已被

时间证明可谓新的经典，但它们在问世

之初没少挨过板砖。

人们对金庸剧的质疑，似乎正是从

这版《笑傲江湖》开始。 令狐冲的扮演者

李亚鹏和任盈盈的扮演者许晴都被认

为太大龄了。 该剧播出之后马上引来一

片骂声，这大概是最早遭到全网群嘲的

文化现象之一。 现在想来，首先因为这

一版和港台版的风格相差太大了———

虽然外景部分有了大大提升，但节奏掌

控更接近《白眉大侠》，而远离港台版普

遍快节奏的现代感，人物的造型更接近

朴实的《水浒传》，而不似港台版的偶像

化处理。

有意思的是，21 世纪以来的新版金

庸剧里 ，凡是刚问世时被骂过的 ，等到

有更新的版本出现时，评分就会略微回

升。 比如 2013 版《天龙八部》因为乔峰

滑板出场沦为笑柄 ，新版一出 ，有人觉

得这一版“十年后或许又是经典”；张一

山领衔的《鹿鼎记》问世之后，黄晓明版

就得到了不少“补偿性”的好评，2019 版

《倚天屠龙记 》播出之后 ，就有人后悔

“严重低估”了十年前的邓超主演版。基

本上张纪中制作的金庸剧在各种新版

出现后 ，都得到了迟来的认可 。 胡军

的乔峰和刘亦菲的“神仙姐姐 ”都已经

拥有不输给黄日华和李若彤版的经典

地位 。 被骂得最早的 《笑傲江湖 》的评

分上涨最多 ，已经和 1996 年港版相差

无几。

金庸剧老版评分上涨，虽说反映了

相当一部分观众对新版的不满，但也多

少能够说明，张纪中以历史正剧方式改

编金庸小说的制作理念终于得到了观

众的理解。 这足见金庸剧在根深蒂固的

港台版模式以外，仍有值得创新的改编

空间。

对金庸文本的影
像改编还大有可为，这
样一种重新想象或可
超越武林与江湖

从根据游戏改编的电视剧《仙剑奇

侠传》开始，武侠剧逐渐为仙侠、玄幻取

代。 即便人物的技能越来越不食人间烟

火，但“独步圣明世 ，四海称英雄 ”的侠

客心性却依旧能在修仙剧里看到。 反倒

是近年的金庸剧里， 侠气越来越少，关

注点不再是重建一个以侠义为内核的

想象的历史世界，而像是披着武侠的外

衣模仿偶像剧或喜剧，武侠这一类型独

特的韵味荡然无存。

金庸创造的那个武侠世界仍旧能

够触动人们对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单

纯向往吗？ 那些发生在朝代更迭动荡年

代、 浓缩中国人独特思考的武侠故事，

仍旧能够和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共

鸣吗 ？ 可以肯定的 ，仅仅是 ，从数量上

看，金庸剧依然屹立不倒。

对金庸作品的改编里 ， 既有创意

又保持了武侠味道的 ，往往是电影 。电

影因为篇幅所限，不可避免偏离原著。

王家卫的 《东邪西毒 》基本上是以小说

为灵感的故事新编。 徐克监制的《笑傲

江湖 2：东方不败 》提供了聚焦小说次

要角色的改编思路 ，此后钱永强的《新

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继续走“番外篇”

路线。

从这些上世纪 90 年代的尝试可以

看到，对金庸文本的影像改编还大有可

为，特别是金庸宇宙里各具特色的次要

人物，都有可能发展出独立的故事。 就

像漫威在 《复仇者联盟 》电影落幕后推

出的一系列电视剧集，其中《旺达幻视》

以复古情景喜剧的方式来讲两位超级

英雄的平民生活，突破了类型片框架而

不迎合潮流。 金庸剧也可能以同样的方

式不断裂变，甚至可能不为武侠这一类

别所限。

侠义精神不一定非得依靠打斗

厮杀来体现 ，对金庸文本的重新想象

或许可以是超越武林与江湖的。 诚然，

这需要创作者拿出勇气大胆尝试，而不

是投机懒惰，自以为掌握了百试百灵的

套路。

① ②

③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