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中国当代小说史，能在“十七年”时期、

“文革”时期和新时期以后都能成为热点的，还真

不多。“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中，似乎只有那个

“林”——《林海雪原》——享此殊荣。我们可以

说，《林海雪原》是个仅有的“三朝元老”。

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曲波这部小说思想

内涵和艺术特点的不同方面被强调的重点、所受

到的具体评价，都有明显差异，甚至截然相反。

自小说1957年正式发表到1966年“文革”

爆发这段时间，《林海雪原》是以整部书的面貌为

广大读者所熟悉、所欢迎的。但作品中的某些描

写也引起专业评论家和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影

响的普通读者的批评。“文革”期间，根据小说部

分内容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革命样板

戏”而家喻户晓。样板戏对小说的改编基本合乎

“文革”前批评家和读者意见的价值立场、审美倾

向，并将其推向极致。“文革”结束后，该作又多次

被改编为电视剧或电影。新的改编本恰恰强化了

“文革”及其以前被批评、被否定的内容和倾向。

这部作品之所以一直未被忘记，能引起不同

时代读者或观众的兴趣，关键在于它具备了别的

作品很难兼备的两个基本要素，那就是“政治正

确”和“娱乐功能”。如果不具备前者，在“十七年”

时期它不可能面世，在“文革”期间更难生存，在

“后革命”年代同样不能成为热点；如果不具备后

者，则不只当时难以真正被普通读者接受、达到

家喻户晓的传播效果，更难引起“娱乐至上”、“娱

乐至死”时代受众的兴趣。《林海雪原》这两大要

素的兼具，又与作者本人的基本素养和客观条件

密不可分：曲波有出色的编故事、讲故事天赋，出

身和经历又使他具备得天独厚的“政治正确”前

提及素材来源。曲波找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正确”

条件与编故事、讲故事天赋结合以产生最佳效果

的最佳方式。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奥妙之所在。

“十七年”时期《林海雪原》的“政治正确”，

在于它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而它

与同样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保卫延

安》《红日》和《红岩》又各不相同：前二者分别写

的是解放军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解放区

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表现的是大兵团作

战；后者正面表现的是中共地下活动和被捕者的

狱中斗争。《林海雪原》写的则是战争初期的东北

战场，是小部队的“剿匪”战斗，它既有别于前面

三部作品的题材，又不同于《铁道游击队》等抗日

游击战类型。在讲究小说历史再现功能的年代，

《林海雪原》具备了不可取代的题材优势。

到了“文革”时期，由于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是

东北野战军，属于林彪部下，林彪倒台之前当然

没有问题；即使在林倒台之后，由于根据小说改

编的“样板戏”并未提林彪名字，而只说“根据毛

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加之

是江青主抓，也就仍无问题。原著并无任何像《红

旗谱》《红岩》那样有歌颂左倾盲动主义或“白区

路线”的嫌疑，像《保卫延安》那样有歌颂彭德怀

的问题，或像《青春之歌》那样有主人公并非“工

农兵”的“缺陷”；由于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是地地

道道无恶不作的“匪”，它也并不像《红日》那样有

“美化”反面人物的嫌疑。所选“智取威虎山”一段

故事，在根除了少剑波和白茹恋爱的“不健康”成

分之后，显得革命思想“纯而又纯”，它也就安然

经受了那时“政治正确”标准的最严峻考验。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出现价值立场多元化状

况。第三次国共握手之后，大陆文艺作品对抗战

时国共双方作战状况的艺术表现有所变化，“土

改”题材作品甚至出现与以往作品倾向“反着写”

的潮流。然而即使如此，由于《林海雪原》并未正

面表现“土改”，“剿匪”是任何时代都需要、都认

同的社会行动，所以它的“政治正确”仍无争议。

曲波写《林海雪原》的一个重要动机是纪念

牺牲的战友。近年有研究者在肯定上述动机的同

时，又指出作者写作的“个人原因”。所谓“个人原

因”，是指当时作者因给上级提意见而被调离原

工作岗位，倍感压抑，于是更加怀念过去的战斗

生活，决心写出一本书来（见姚丹《“事实契约”与

“虚构契约”：从作者角度谈〈林海雪原〉与“历史

真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

期）。可以说，这也符合文艺创作是“苦闷的象征”

的著名论断。而作者之所以产生借写小说以宣

泄、以寄托情感的念头，直接诱发因素是他被邀

请作报告获得的成功：在被邀作报告时，曲波擅

长讲故事时的天才得以发挥。在一次次讲述中，

他在真实经历基础上添加艺术想象和虚构，把故

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以至听者忘了疲劳、

讲者忘了时间。这促使他下决心将所讲内容以小

说形式记录下来。

曲波多次讲过，对他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是

故事性强、忠奸分明的《说岳全传》《水浒传》和

《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他明白读者和听众

的心理，所以不论口头讲述还是书面表达，他都

注意情节的曲折、故事的精彩，像说书人那样有

意在每个段落结尾留下悬念；同时故事情节又围

绕人物展开，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总之，作品的

审美娱乐功能是曲波的自觉追求。《林海雪原》也

确实产生了作者预期的艺术效果：不只普通读者

爱不释手，就连专业批评家和革命领袖都被它深

深吸引。但是，在新时期以前，由“文艺为政治服

务”的主流文艺价值观念所决定，文学作品的娱

乐功能被一再淡化，纯为消遣娱乐的通俗性作品

受到贬抑，直至禁止出版。于是，为了生存的合法

性，《林海雪原》娱乐性一面被作者故意淡化，而

其“真实性”一面被一再强调，以至许多读者将小

说中的纯虚构细节和情节、人物当作真实存在。

而据后来作者说，许多神奇的环境和情节，例如

“九群二十七地堡”、“滑雪行军”、“舌战小炉匠”，

乃至土匪的江湖黑话，都是他艺术想象和虚构的

产物，女兵白茹也并无其人。作者这样写，纯为产

生特定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一些真实的事件

和人物因“太平常”而被删略。总之，作者有意加

强作品的传奇性，而加强传奇性的目的，恰恰就

是强化其娱乐功能。由于普通外地读者并不熟悉

东北自然环境、神秘的土匪世界以及解放军剿匪

生活，大家并不能察觉哪些是写实、哪些是想象

虚构。就连久经沙场的贺龙元帅，也将小说中的

白茹当成作者的真正爱人。“十七年”时期《林海

雪原》创作与传播的情况，与另一部“红色经典”

《红岩》有些类似：它们都是以真人真事为模特，

其艺术虚构和想象部分都曾被读者误当作历史

事实。而作者当时也都是不予澄清，反强调其历

史真实性。这都是为强化作品的意识形态教化效

果，故意淡化其审美娱乐功能。

尽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删尽了小说原著

中的爱情戏，“消除”了杨子荣身上的“匪气”，戏

里的土匪不像小说原著中那样各怀绝技，只剩下

“愚而诈”，但故事本身的传奇性以及壮观瑰丽的

北国风光、高亢而不失优美的唱腔，加上演员精

彩的表演，还是使其在完成宣传革命政治主题之

余，给特定年代的观众以难得的审美娱乐和艺术

享受。这是因为小说原作给改编作品提供了足够

的审美娱乐资源。此外，这也要归功于京剧这一

艺术形式：假设反过来，以小说方式表现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的内容，其吸引力会大打折扣。

1969年江青确曾要求曲波按样板戏《智取威虎

山》改写小说《林海雪原》，被婉言谢绝了。这恐怕

主要还不是因为曲波反感江青，或是预见到她是

阴谋家，而是他明白那样的改写艺术上肯定失

败，会使自己声名扫地，那样写出的《林海雪原》

将变成难以卒读的宣传材料。

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除了京剧《智取威虎

山》仍不断上演，小说原著又三次被改编为影视

作品，分别是1986年版10集电视连续剧《林海

雪原》、2003年版30集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

和2014年由徐克导演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

如果说，86版电视剧还仅是比较小心谨慎地以

视听方式“还原”小说原著（虽然对原作的删减还

是引起作者不满。见陈明《曲波谈电视剧〈林海雪

原〉》，《电影评介》1987年第4期），那么新世纪

的两部改编作品有意“增补”了原著中作者主动

或被迫“删除”、“省略”的内容，强化了原著中某

些被遮遮掩掩、巧为讳饰的因素。被“增补”进去

的，主要是英雄杨子荣的“前史”或“外史”，例如

他以前的婚姻经历，还有就是他的个人嗜好（爱

喝酒、唱“酸曲”等）；被强化的，则是作品的传奇

性——小说原著本已很传奇，影视改编通过视听

形象，又刻意强化了故事环境的奇特和人物形象

的奇特。徐克电影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电影

中的威虎厅犹如《西游记》中的妖魔洞，座山雕和

八大金刚的造型，也与妖魔鬼怪非常接近，给人

以“惊悚“的感觉。电视剧中的蝴蝶迷不仅风骚，

也很漂亮；徐克电影中山里的压寨夫人则被处理

成被掳的民妇——虽然仍有强烈报仇之念，却也

带上了“匪气”或“妖气”。这些改编，毫无疑问是

从吸引观众、获得最大娱乐效果的意图出发的。

《林海雪原》的显在和潜在娱乐功能之所以

被新世纪的编导看中，还是与其独特题材及故事

框架有关。自1980年代以来，“匪类”题材以其传

奇色彩成为小说作者和影视编导热衷的对象。本

来，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都不乏“匪类”书

写——古代有施耐庵的《水浒传》，现代有艾芜的

《南行记》和姚雪垠的《长夜》。但是，以往任何时

代都不及当代“匪类”叙事之鼎盛：或者是直接写

匪帮、黑社会生活，或是写革命军人身上的残存

匪气。究其原因，一是和平年代平淡的日常生活

使读者和观众需要传奇想象，二是土匪生活的神

秘性诱发普通人的探秘欲望，三是匪类的敢作敢

为、自由自在，能让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生活的现

代人获取变相的“精神补偿”。

但是，《林海雪原》中的土匪毕竟属于纯粹的

惯匪，又因其已被国民党收编，无法被写成《水浒

传》中那样的江湖好汉。尽管作者1958年曾对北

京人艺话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谈过某些土匪也

不乏慷慨仗义一面，但因特定主题思想的缘故，

这些不能表现。于是，曲波就把这方面的生活体

验写进其另一部长篇《桥隆飙》中。

《林海雪原》虽不属于那种内涵丰富复杂、需

要专家学者不断予以阐释、解谜之作，却能让不

同时代的读者得到审美享受。在社会价值观念及

审美风尚判然有别、甚至截然相反的三个不同时

期，《林海雪原》均未被忘却，说明这是一部经得

住时间考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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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林海雪原》》何以能成何以能成““三朝元老三朝元老””？？
□□阎浩岗阎浩岗

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家之
曲曲 波波

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评

价历来众说纷纭，批判者认为其缺乏现代的审美

意味和艺术蕴涵，辩解者则认为它因时代的需求

应运而生，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而产生的历史虚

无与实用主义的纷争更是甚嚣尘上。但问题的

根本在于到底是什么在决定着十七年革命历史

小说的题材、主题及表达方式？

为什么而写

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核心就是要凸显为

什么而写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文学作品基本品

质的关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写作就是盲目和

没有坚实思想基础的”（李骏虎）。那么《林海雪

原》的写作动机何在？从大的方面看，它是共产

党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合法性的历史化要求。

现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波谲云诡，各种政治势

力此起彼伏，演绎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各种闹

剧和悲剧。最终，初始力量薄弱的中国共产党，

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壮大，领导着以工农大

众为主体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

国。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因此新中国成立

后的革命历史小说必然要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

独立与解放事业为核心题材，以共产党人的高风

亮节和英勇献身为人物目标，以共产党领导劳苦

大众推翻剥削阶级为叙事主题。如此一来，《林

海雪原》的主题设计便一目了然：以少剑波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紧密联系、组织、依靠劳苦大众，

带领神勇的剿匪小分队克服种种困难，铲除了散

布在牡丹江林区的国民党土匪残余势力。从小

的方面看，《林海雪原》是作者对那段光辉岁月的

无限怀恋，对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的深深缅怀。

在小说后记中，曲波无限深情地表达了对战友们

的敬佩和思念，“当我在医院养伤的时候，当我和

同志们谈话的时候，我曾经无数遍地讲过他们的

故事”，这也是促使他最终决定把林海雪原的斗

争写成小说的最初的和直接的原因。当然，不可

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具体生动的英雄个体，这段

火热滚烫的战斗经历，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现代革命的滚滚洪流。因此，作者在对战友和战

斗生活的缅怀中，时时不忘的依然是对党的歌颂

和崇拜，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强化了对中国现代革

命合法性的确认。由此可见，“为什么而写”的问

题，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提到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

则的问题”的提纯和升华。

写什么

为了凸显党的英明和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

小说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突出阶级矛盾、表达阶级仇恨，做到爱

憎分明。小说开篇即进入主题，第一章“血债”，

描写了杉岚站全村被匪徒烧毁，工作队、积极分

子及村民被残忍杀害的悲惨一幕，直接将敌我双

方水火不容的阶级仇恨推到前台，拥护与仇恨的

情感立判，正义与邪恶的阵营瞬间构筑。小说在

后来的章节也重复性地叙述了类似的情节，如夹

皮沟和库伦比屯的故事，进一步渲染了国民党土

匪祸害百姓、共产党和解放军爱护百姓的情感基

调。除此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单个的人物来构筑

这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倾向，如蘑菇老人、棒槌公

公、姜青山，他们在土匪的迫害和逼迫下穷困潦

倒、陷入绝境，是共产党的出现拯救其于水火之

中，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是穷苦人解放的带路人

的思想认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呈现阶级仇恨

的临界情绪，小说对暴力本身的叙述毫无掩饰，

无论是我方被残酷杀害，如“西山坡的大盘龙松

上，吊着九个同志的尸首……都用刺刀剖开了肚

子，肝肠坠地”；还是敌方遭到严惩不贷，如“蝴蝶

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

烘烘地流了满地”。虽然在叙述语气与语言色彩

的选择上判然有别，但其直触身体的暴力渲染却

毫无二致；而且同样的暴力，在我方遭遇时唤起

的是悲伤和痛苦，当敌人承受时释放的却是痛快

与淋漓。这不得不让人惊叹革命道德化所获得

的惊人力量。

其次，以具体情节为基础，充分展示共产党

人面对困难的姿态、认识与行动。第一，对小分

队战斗集体的颂扬。通过有代表性的剿匪战役

展示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革命铁律。四股土匪

的共同本质是凶残狡猾，其头目许大马棒、座山

雕、九彪、马希山更是阴险毒辣，而且除九彪外，

其他三股土匪被赋予了各不相同的天堑要塞：奶

头山的险峻、威虎山的庞杂、基密尔草原的一马

平川。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看，剿匪任务都显

得困难重重。然而，对诸种困难的渲染主要是为

了衬托剿匪小分队的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敌

人越是凶狠狡诈，越能说明取胜的小分队是多么

地智勇双全，正是在这紧锣密鼓的四次战役中，

小分队听从指挥、忠诚团结、集体协作的精神得

到了塑造和完善，呈现出一支正义之师、勇武之

师和胜利之师的杰出典范。第二，共产党人的光

辉形象得以构建、刻画得生动逼真、光彩照人。

小分队的领导者少剑波是党的形象代言人，他不

仅年轻英俊、机智多谋，而且情感细腻、心怀天

下。他的智谋代表的是党的英明，在四次典型的

剿匪战斗中，分别运用了雪夜奇袭、深入虎穴、将

计就计、调虎离山的战术，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均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非凡战绩。他的

年轻英俊代表的是党的青春与活力，几千年来，

中国人民被死死地统治在一种暮气沉沉的封建

制度下不得喘息，现代以来，尽管革命派别风生

水起，但真正能与传统因袭彻底割裂的少之又

少。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从异域吸

收先进的理想和信念，彻底打碎传统枷锁，以底

层人民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与军队。所以，

这是一个代表了崭新的面貌、生活、思想与希望

的政党，它青春洋溢、活力无限。当然，少剑波之

外，小说还着力塑造了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个个赤胆忠心、勇猛无

敌。如善于攀岩的栾超家、健步如飞的孙达得、

胆识惊人的杨子荣、不让须眉的小白鸽。其实早

在建队之初，代表党的意志的何政委就已经对队

员们做出了政治判断：“今天的作战，突出地要求

孤胆。胆的因素有三：一是觉悟高；二是武艺高

智谋广；三是体格强力气大。”而队员们也纷纷将

党的英明教导看作他们取胜的首要法宝，后记中

写到，在胜利会师时，面对战友的称赞杨子荣不

以为然：“你们别瞎嚷嚷，别算错了账。没有党领

导的大革命，我老杨还不是个雇工？！不是党教

育、培养了我的侦查本领，我老杨根本没有本事

对付座山雕。”如此看来，无论是就集体而言，还

是就个体来说，都充分洋溢着共产主义信仰所拥

有的魔法般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除少剑波等少数几人外，小分队几乎完全

依靠意志、胆魄和信念来战斗，习惯于以口号表

决胜过策略性分析，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不需要思

考，只要跟随党的指示行动就足够了。

怎么写

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使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的必然胜利获得最广泛的历史化，这应该是决定

怎么写的核心问题。为此小说反复推敲，做了很

多功课，尤其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获益良多。

曲波曾在后记中特别强调他对《三国演义》《水浒

传》《说岳全传》的熟稔，并受其影响“力求在结

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

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

首先，为适应刚获得解放的百姓的认知水

平，并获得其最大化的价值认同，十七年革命历

史小说毫不犹豫地将传统民间的审美思维和认

知模式继承下来。一方面，作为恶势力的代

表，许大马棒等土匪无不奸诈丑陋，“从名字到

形象到语言行为，再到内在的性格与心理，都

完全丑角化了”，特别是那些带有邪僻性的绰号

更是一针见血地表达了憎恶的叙述情感，如

“蝴蝶迷”、“一撮毛”、“丁疤拉眼”等；而且为

了增加其邪恶性，小说写他们多人与日占时期

的鬼子有瓜葛，充当密探或特务，如赵大发、

宋宝森等。如此家仇国恨综合起来，敌人在小

说中的面貌绝对可憎可恨。甚至连生活于草原

的野雉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用小董

的话说：“国民党匪军到了哪里，就是鸡飞狗跳

墙，这叫做‘鸡犬不宁’；我们呢，不管到什么

地方，是‘鸡犬不惊’。”的确，小说中的正面

人物无不善良勇敢、爱憎分明。如儒雅聪俊的

少剑波、智勇双全的杨子荣、美丽解人的白

茹，他们对百姓耐心启发、真心帮助、诚心关

爱，获得了百姓的一致赞扬和爱戴。在这种善

恶鲜明的对比中，小说对革命正义的历史化叙事

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小说在写作之前，就

已经确立了敌我双方的命运走向，敌败我胜、敌

灭我昌。而这种预设的胜利也决定了尽管道路

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因此小说整体上洋溢着

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这在战斗畅快的时候表现

的最为明显，如在“林海雪原大周旋”一章，尽管

小分队陷入包围，但凭借有利地势，居然一面战

斗，一面满腔兴奋地开玩笑，互相嚷着比赛打活

靶，似乎玩弄敌人于股掌之间。而且每次，最终

的胜利总会在瞬间冲散曾经的苦难与血泪。

其次，雅俗共赏。这里的“雅”指的是共产主

义的革命情怀，小说在完成对革命历史光辉呈现

的同时，旨在表达党的英明和革命事业的灿烂辉

煌。小说在每次遭遇危险或者获得胜利时，都会

及时展开对党的英明的坚信和对革命事业正确

的确证。如在追踪马希山匪帮时，战士李鸿义和

刘清泉离开小分队，夜宿孤寂的大草原时的所思

所想所说所感，在在呈现出革命大家庭的凝聚力

和亲和性。而且小说特别善于通过重点、重复地

刻画正面人物中的核心人物来聚焦这种革命情

怀，比如对少剑波的塑造便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

果。如此，读者通过阅读小说，将获得一种情操

的洗涤和人格的提升。“俗”指的是小说的叙事手

法与艺术结构。《林海雪原》在整体上采用的是

《西游记》式的“降妖除魔”与八仙过海式的“各显

神通”模式，如四股匪帮恰似四大妖怪，逐一降

服、消灭，而在具体过程中展示了队员们的各种

本领。奇袭奶头山主要依靠栾超家的攀岩绝活，

智取威虎山则倚重于杨子荣的惊人胆识，这其中

又夹杂“飞毛腿”孙达得、“坦克”刘勋苍等人的英

勇事迹。小说在具体人物的塑造上，则借鉴了

《水浒传》和《说岳全传》式的英雄传奇手法，特别

是对少剑波、杨子荣、李勇奇、姜青山等的书写，

从其出身到加入革命队伍，到迅速成长为将帅之

才，前期无不充满艰难困苦，而后期则被浪漫化

的想象所淹没。从苦大仇深到英勇无敌，演绎的

是千百年来草莽英雄所走过的相似道路，当然根

本的不同是现在的英雄有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正

确指引。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与趣味感，小说

还特别设置了白茹的形象，不仅展现了现代女性

的独立意识，而且在她与少剑波之间构筑了一

种现代式的“英雄佳人”的革命浪漫传奇佳话；

与此同时，小说还将民间传说穿插于文本中，如

仙姑洞和鲤门渔夫的故事，不仅大大增强了小

说的通俗性，而且有效地呈现出百姓内心深处

关于善恶有序、因缘果报的集体无意识信仰，与

小分队关爱百姓必得胜利的隐秘逻辑有机地融

合到一起，更加有效地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

政治规训意愿。

总而言之，小说《林海雪原》受当时政治意识

形态所需求的历史化倾向的影响，旨在完成对共

产党领导穷苦百姓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历史故

事的合法性书写，体现了时代所规范的整体性与

统一性的历史观念，即中国的现代史是以中国共

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工农联盟为革命基础的新民

主主义的现代化历程。因此，小说中作为党的代

表的少剑波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和品质，而刚上

映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则设置了杨子荣与少剑

波的分歧，尽管最终仍是大团圆式的胜利结局，

但这种分歧本身一方面产生了故事的张力和悬

念，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审美观念变化的一种体

现，更是当下历史化松动的一个表征。

历史化历史化：：无法摆脱的时代宿命无法摆脱的时代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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