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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产的过去：《林海雪原》的记忆书写
□杨晓帆

1957年《林海雪原》初版，关于创作缘起和

艺术虚构等问题，不断复述与改写。在20世纪50

年代末最早一批创作谈中，《林海雪原》落笔的感

情基调是“纪念”。曲波动情地讲到1955年2月

春节前的某个夜晚，冒着大雪回家，看到酣睡的

妻子和孩子，竟负疚地想到，“我的宿舍是这样的

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

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这

种负疚感迅速升华为幸存者要为革命先烈树碑

立传的责任感，即“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

义务”（曲波：《关于〈林海雪原〉》，《北京日报》

1957年11月9日）。他还特别强调小说的“真实

性”，并以此为依据，自觉承担起用“历史/小说”

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工作（曲波：《机智和勇

敢从何而来》，《中国青年》1958年10期）。

有趣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再次谈及创作

缘起时，曲波增加了一段个人史。真正引发创作

欲望的是一次人生挫折。20世纪50年代初曲波

还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任党委书记时，因为反对

“一长制”被批斗。“战争年代，自己算得上一个善

战者，进入工业部门，年刚26岁，苦学实干的锐

气，4年中也颇得上级的嘉奖。只因对一个重大

问题的见解，和当时东北最高领导、次高领导们

的意见有分歧……把我和几位相同观点的同志，

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并且是上下密布、石头、稀

泥、棍棒，没头没脑地砸下来”，“人卑我，我自卑，

凄凄惨惨，数日不能自拔”。当朋友家人的鼓励都

无济于事时，回忆成了良药，是那段英勇无畏、与

战友生死与共的“黄金时期”，扫除了曲波的懊恼

（曲波：《卑中情》，《山西文学》1983年6期）。曲波

的妻子刘波后来回忆说，曲波最初是在检讨书上

列出了一串战友的名字。“当时，很苦恼，七情除

喜外，六情都有。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忆当年，回

到战争的年代，津津有味。我想我能不能写成一

本书呢？”（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

《山东文学》1981年9期）

因创伤而怀念，在和平年代忆往昔峥嵘岁月

稠，这段“红色经典”背后颇有些暧昧的个人记忆

在新时期迟滞发表。就像茹志鹃在20世纪80年

代重述《百合花》的创作缘起时，提到“反右派斗

争”中“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尽管两

篇小说的美学风格截然不同，但在“人与战争”的

普遍命题下，《林海雪原》并不因其被国家政治更

有效征用，就缺乏它所内涵的人性与人情。

和平年代的“少剑波”

尽管后来的批评文章纷纷指出小说中少剑

波形象塑造的失败，不可否认的是，原著中曲波

对少剑波着墨最多；尽管曲波强调“我绝不是少

剑波”，“我是企图按照一个更为完整的人民解放

军的指挥员的形象来刻画的”，但他在许多谈话

场合，还是经常将“我”与“少剑波”混用。1958

年，在《林海雪原》后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中，少

剑波再次成为主角。两篇小说均为工业题材，讲

述了某工厂党委书记少剑波如何妥善处理两桩

工人内部矛盾的故事。《热处理》的矛盾发生在青

年工人胡振锋和总工程师宋科长之间，少剑波既

批评了宋科长的专家意识，又在鼓励胡振峰尝试

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教育他检讨“单干”热情。《争

吵》则巧妙地将关于生产应重“产量”还是“质量”

的冲突，放到一个工人血统的家庭中，让他们在

民主生活会上各抒己见，再以少剑波阅读干部档

案的回忆视角，讲述这对恋人和两位老父亲如何

在旧社会互相帮扶，在新社会与工厂建立起骨肉

情。这两篇小说今天最易被归入图解政治政策和

路线斗争的“坏作品”，但若关联到此前《林海雪

原》的创作缘起，它们又提供了启示。

曾经征战于林海雪原中的“少帅”，如今在办

公桌上展开建设蓝图，“年轻的脸上浮出了微笑。

这笑容是当年他在战场上常有的神态，战士们和

指挥员们每当看到他这种笑容，就习惯地意识

到：‘胜利就要拿到了！’”（《热处理》）看上去这是

当代文学中战争文化心理的又一明证，但它直接

呼应的却是曲波的个人经历。不同于《林海雪原》

创作时的烦闷，此时的曲波已调入工业部门。昔

日参加东北剿匪作战的解放军副政委，如今得以

在工业战线坚持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主张，在

小说中有意保持少剑波作为“第一主人公”的故

事延续性，其实内含了曲波的精神自传。两篇小

说在塑造少剑波形象的方式上非常相似，都格外

注重两种情境中少剑波的表现：一是临危不乱，

沉着分析形势后排兵布阵；一是针对战士或工人

的个人性情，从实例和日常生活中完成政治教

育。对于曲波来说，少剑波形象所寄托的不仅是

他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人生

受挫后于文学追忆中重新形塑的理想自我。

只有把以“少剑波”领衔的三篇小说拼合在

一起，才能构成《林海雪原》中个人记忆书写的完

整结构。从这一点看，如果说《林海雪原》中悬念

迭起、惊险磅礴的战斗画面，为建设年代的幸存

者们注入了面向历史的感念与乌托邦激情，那么

少剑波作为战争亲历者的经验总结，才是胜利的

历史必然在当代延续的保障。

“胜利的哲学”与“乐观的文学”

回到少剑波的形象塑造上来，少剑波的“勇”

不是栾超家式的“跨谷飞涧”，他的“智”也不是杨

子荣的化装与舌战，相比小说中其他传奇化的英

雄人物，少剑波更“接地气”。与他那合乎传统小

说原型的英俊和神机妙算很不相宜的，小说中经

常在少剑波思索战略决策时，插入两段“现代”知

识。首先是始终缺席却又在场的何政委和田副司

令，总是在战役得胜时，以信件等方式提醒少剑

波要戒骄戒躁；其次是小说中几段涉及自然科学

常识的描述，例如少剑波用瓶子热胀冷缩来解释

白茹治疗冻伤的方法，借库伦比地质气候的“四

桩怪”给战士们上自然课。尽管两位上级领导的

一句“要镇静”，还难以上升到阶级教育的高度，

科学原理的详细说明，与情节发展也并无必然联

系，但类似后来对社会主义新人“又红又专”的要

求，少剑波毕竟集中体现了曲波观念中现代革命

英雄应当具备的素质。

再从结构上看，李希凡认为，少剑波只发挥

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不如《红旗谱》中“性格

发展史”式的英雄塑造（李希凡：《革命英雄典型

的巡礼》，《文学评论》1961年1期）。从革命通俗

文学角度看，这种“缀段式”的传统文学结构，也

因缺乏线性的进化时间观念，不能像更成熟的革

命史诗那样从本质上重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

传奇和终极承诺。作为新中国军旅文学创作第一

次高潮中的作品，《林海雪原》的重心始终是“如

何求胜”，而非革命的合法性论证。

然而从“求胜”的角度聚焦四场战役的衔接

处，曲波又写出了他的“胜利的哲学”。在每次战

争间隙，少剑波常常以日记、报告等形式分析战

斗情势、自我反省。曲波不惜放慢叙事节奏写少

剑波的心理活动——如何克服敌我力量悬殊的

不利处境。像对待大雪那样，将劣势转为优势，始

终是每次作战的出发点，以革命教科书的视角

看，这简直就是实践辩证唯物论的通俗版本，凝

结了游击战、持久战等“人民战争”的经验和原

理。虽然曲波承认有关滑雪的情节纯属虚构，只

是为了增添小分队作战的浪漫氛围，但利用雪的

事例贯穿全篇，仍象征性地构成了小说中乐观主

义情绪得以不断产生的源泉。对比后来样板戏中

杨子荣式“胸有朝阳”、“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

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林海雪原》并没有直接表

达对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但什么才是革命更

宝贵的财产呢？“乐观”不是来自抽象的信念或意

志，而是在“胜利的哲学”指引下的行动。

记忆与文学的互渗

如果说将“记忆”整理为“小说”，潜在借助了

两个元文本，一是所谓民间隐形结构中的传统文

化，一是政治规范下的革命文化，那么正是两者

间的结合与冲突，构成了《林海雪原》可以被不断

调适的经典内涵。

《林海雪原》之后，曲波还有三部长篇小说创

作，分别是《山呼海啸》《桥隆飙》和《戎萼碑》。鉴

于《林海雪原》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小说在人物形

象和情节安排上都更加契合革命历史小说的意

识形态规范。例如《桥隆飙》写草莽英雄抗日，虽

然曲波并没有把飙字军的指挥长桥隆飙直接塑

造成高大全的人物，但桥隆飙的成长史已被准确

地编入革命史。不同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暧

昧形象，《桥隆飙》中党的领导作用被分散到马定

军、麦嫂等不同角色上，而作为革命目标，“打出

一个穷人立足的天下来”，也因为桥隆飙入党和

飙字军成为八路军，最终完成了从农民起义向阶

级革命的性质转变。

这种意识上的“修正”，也表现在曲波未完成

的自传中。这部个人回忆录再次显示了小说与记

忆的互渗。曲波用小说家的笔法追忆了父亲失败

的小资产阶级发家史，父子俩在家贫国难的愤懑

中读《水浒》《说岳》，曲波坦言是这两部书激发了

他少年时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但“个人英

雄主义、个人奋斗主义，也同时侵入了我的灵魂”

（曲波：《回忆与遐想（未完成的自传）》）。在胶东

工学读书时，得老师授书，开始读《政治常识》《社

会发展史通俗读本》《大众哲学》等，第一次知道

“马列主义”……这些表明政治觉悟的叙述，或许

会被认为掺杂了太多时代印迹，但熟悉“红色经

典”的读者，不难从这些生动的个人史片段中联

想到《红旗谱》里的农民英雄朱老忠、作为青年导

师的贾湘农。

曲波自己的小说也在和自传发生着奇妙的

互文关系。自传中写到和妻子刘波的相识相恋，

既是曲波矛盾的性情所致，也是由于战争的聚散

无常，这段感情描写并没有才子佳人式的凄凄婉

婉，反而更多是直率的表白与行动。这像极了《林

海雪原》中少剑波与小白鸽的故事，既有欲迎还

拒，也有对彼此革命工作的欣赏。很难说究竟是

小说中插入了个人记忆，还是记忆模仿了小说。

《林海雪原》的编辑修改、批评以及不断衍生

出电影、话剧、“样板戏”、电视剧等的全过程，不

仅是政治组织下的当代“文学生产”，它本身也以

文学“生产”政治文化的方式，重新塑造着我们的

社会记忆与文化认同。关于“过去”，总是充满了

我们阅读过的故事，别人为我们勾勒的生活，以

及在我们面前正在发生的现实。

“红色经典”与当下对话的再造
——从《林海雪原》到3D《智取威虎山》 □魏雪慧

2014年由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3D版《智取

威虎山》对“红色经典”《林海雪原》重新进行视觉

影像的电影书写，完成了“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

事，自公映以来表现抢眼，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

双丰收。不同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迥异的大众审

美习惯，而大众审美习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

互动，又导致了双方各自的发展。从充斥着政治

话语的前文本《林海雪原》，到标准的大众文化文

本3D版《智取威虎山》，“红色经典”在收编与抵

抗收编的张力之中，进入新境界，展现了“红色经

典”复活于商业社会的无限可能，我们从中也能

管窥“红色经典”重构所必经的整形与阵痛。

《林海雪原》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读者，也迎

合了当时的政治化语境和高层领导人的口味。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

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新中国

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浪漫色彩最浓的《林海雪

原》开始了漫长的改编之路，成为“十七年”时期

十余部“红色经典”小说中，惟一最终被改编为

“革命样板戏”的作品。1958年，《林海雪原》由北

京人艺操刀，改名为充满传统戏曲色彩的剧名

《智取威虎山》。人艺编导以专业的艺术眼光，对原

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将亦正亦邪的男二号杨

子荣提升为一号主人公，戏份远远超过性格毫无

瑕疵的少剑波，同时也砍去了少剑波与“小白鸽”

的爱情戏码，由此大大加快故事的紧张程度，浓缩

为杨子荣假扮土匪深入匪帮，最终里应外合大破

敌方的战斗故事。人艺版《智取威虎山》的艺术水

准由于急于迎合政治风向，不免略显粗糙，但它为

后来所有的改编版本提供了基本的剧本模型。

在人物塑造上，《林海雪原》带有彼时红色文

学难以避免的“扁平化”倾向，往往将人物身上某

种性格特点无限放大：少剑波的文韬武略、杨子

荣的机智勇敢、刘勋苍的勇猛胆识……但细细想

来，不论是才智还是勇猛，都属于人物的才能而

非性格。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不过是不同优秀

品质的化身，这支隐藏于东北林海作战的小分

队，几乎人人成为了时代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为

了突出人物的“高大全”形象，曲波用鲜明的革命

话语进行着人物的心理描写，如少剑波在得知亲

姐姐在土匪的突然袭击中牺牲后，万分悲痛的他

内心独白竟是“小毳毳失去了亲爱的妈妈！姐夫

失去了贤慧的妻子！我失去了从小抚养我长大

成人的慈爱的姐姐！党失去了一个好女儿！群

众失去了他们的好朋友！……”这段排比句从个

人到集体，从组织到群众，可谓政治正确的模板，

但恰恰缺失了作为个人的私人情感。

而与之相对的匪徒们，则集贪婪又残忍、愚

蠢且阴险于一身，相貌自然也不堪入目。其中以

女匪徒蝴蝶迷最甚：“真令人发呕，脸长得有些过

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苞米大头

朝下安在脖子上……还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

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

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

渣。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

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但蝴蝶迷

凭着这副尊荣，竟能让许福、许大马棒、郑三炮、

马希山这四名匪帮枭雄拜倒其下，不禁让人嗟叹

匪徒的审美何在。

但我们不能否认《林海雪原》为新中国成立

后十七年文学带来的正面影响，作者曲波为文坛

留下了一个惊心动魄、适于编改的好故事：穷凶

恶极的东北匪徒、年轻气盛的解放军剿匪小分

队、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些天然冲突是推动

故事自然发展的水流，无需借助复杂的叙述技巧

也能变幻出各种悬念和走势。故事天生的新奇

体验与冒险历程，奠定了《林海雪原》独特的吸引

力，从而弱化了读者对人物刻画的苛求。何况在

此之外，曲波更加入了大量巧合偶遇和超自然的

因素：奶头山的奇险、蘑菇老人的突然出现、李鲤

宫的神话传说等等，这些迎合了读者猎奇心态的

情节设置，是其后各种改编文本“戏剧性”的基

石。从1958年话剧《智取威虎山》、1960年电影

《林海雪原》、1970年的“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

威虎山》、1986年和 2003年的电视剧《林海雪

原》，2006年的电视电影《杨子荣》，再到2014年

的3D版电影《智取威虎山》，曲波的小说《林海雪

原》在各个时代都被再创作、再演绎，这绝非偶

然，它身上与生俱来的商业性和流行元素使它早

已具备了融入商业大潮的实力。

就时间顺序而言，翻拍是对“前文本”的续

接，正如站在前人肩膀，眺望着新兴景象，作出恰

当的调整，两个时代间对话与对接是其中关键，

翻拍不是为了无限接近原著，而是重新创作出能

与当下有效对话的文本，徐克的3D版《智取威虎

山》恰恰实现了两个文本间的对接。被誉为“鬼

才”的香港导演徐克，以擅于拍摄江湖快意恩仇

的武侠见长，此次大胆触碰与他成长经历不甚隔

膜的“红色经典”可谓勇气可嘉。他自言与《智取

威虎山》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40年前，在美国

勤工俭学当电影放映员时，就反复看过“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当时不是导演的他，已萌生要拍

摄这一题材的意愿。在着手拍片前，徐克观看了

小说、黑白影片、“样板戏”等多个前文本，但与影

片构成直接互文关系的，正是“老朋友”“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3D版在很多场景、人物设置上都

借鉴了“样板戏”的处理方式。虽然原著《林海雪

原》富于传奇性和探险性，有英雄也有匪帮，还有

情色元素，基本所有市场喜闻乐见的因素都一应

具备，但意欲与当下观众的接受习惯吻合，仍需

悉心调整。

“红色经典”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

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弗

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新

时期以来，“红色经典”的重构一直遵循“告别革

命”的逻辑，徐克也不例外。3D版《智取威虎山》

的人物和情节设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

其影片的开篇，由“海归”青年姜磊的视角展开叙

事，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从他的眼睛发散，让战

火硝烟的年代和当下的时代进行勾连，带来耳目

一新之感。叙事者的差别，不仅使想象空间拓

宽，也让故事的可能性向幽深处挖掘。将姜磊作

为故事叙述者的“戏中戏”结构设置，是徐克的着

力之笔，这个在KTV不顾周围同学嘲讽，深深被

样板戏吸引的年轻人，在很大程度上是40年前

纽约电影放映员徐克的自喻，同时也是全球化时

代民族和世界撞击产物的最好注脚，《智取威虎

山》的故事借他之口重生，意味着“红色经典”对

历史与现实、西方与东方的超越。影片不仅在片

头通过姜磊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片段，

来了一场义无反顾的“文化回访”，更在影片结

尾处进行了最后的解构：姜磊与全体小分队成

员圆桌而坐同吃年夜饭，以“穿越”方式将亲情

击穿，与现代人的情感贯通，完成了从过去浴血

奋战的残酷战争，到如今和平岁月天伦之乐之

间的跳跃。

此外，另外两个人物青莲和小栓子的设置也

符合大众审美需求。青莲是3D《智取威虎山》中

惟一被“翻新”的角色，她源于原著中的女匪徒

“蝴蝶迷”形象，但角色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压

寨夫人青莲的出现，让这部火药味十足的影片多

了几分脂粉气，原本阳刚味十足的影片多了几分

女人味，有效地配合了现代观众对情感戏码的关

注。她的加入，一方面推动故事，另一方面爱情

的加入，使座山雕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坏人，而

非泯灭了七情六欲的坏人脸谱。

青莲的独子小栓子是另一个重要角色。他

的成长历经波折，从质疑解放军到勇敢加入战

斗，构成了起伏多变的剧情。从影片结构看，小

栓子还承担着人物群像描绘的职责，“文革”时期

的“样板戏”中都没有家庭结构，要使《智取威虎

山》更符合现实语境，就必须重建家庭概念，小栓

子和青莲正是构成“家”的要素。《智取威虎山》在

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等方面，较好地实现了“去

意识形态化”，将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郁的红色

经典，进化为具有当下普世意义的作品。

“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好莱坞大片风行世

界的重要因素，也是徐克对《林海雪原》重构的价

值观基点。1964年，毛泽东在看完京剧《智取威

虎山》后指示：“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和

集体主义话语相反，孤胆英雄是后现代大众文化

中侠客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于是，徐克对杨子荣

进行了颠覆性形象定位，他不仅成了单打独斗的

孤胆英雄，而且成了双重外人：在小分队，他缺少

以往革命军人的庄重；在匪巢，他没有一个惯匪

必需的“堕落”。他乘雪夜森林小火车“空降”剿

匪小分队，始终没有得到少剑波的基本信任，独

闯威虎山也只是他的个人意愿，并且是在未获同

意的情况下，以申请离队的方式只身出走。电影

突出了这个颇具现代审美的“个人主义英雄”身

上，迥异于正统革命战士的一面。他轻车熟路地

操持着“黑话”与匪徒们斡旋，哼唱着东北二人

转，还熟练地把玩着大烟枪，与那个《林海雪原》

中，期盼着“千户成一体，万众为一家，春天下种，

秋天收粮，一粒下地，万石还家，咱老杨可要尝尝

这自由天地种庄稼的新滋味”的集体主义英雄杨

子荣相距了十万八千里。

徐克的《智取威虎山》通过塑造一批兼具赤

诚革命热忱与仗义侠客气质的人物形象，将“红

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全新包装，在新

时代进行新表达。少剑波、杨子荣、孙达得等人

物，虽然都是身怀绝技的“功夫高手”，但绝不是

快意恩仇的江湖侠客，忠于革命、救国救民、不怕

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仍是他们的内在本色。如

何通过充满江湖气息人物形象，传达红色精神，

徐克的《智取威虎山》进行了突破性尝试，以家庭

伦理置换了国仇家恨，以消费激情为中心展示革

命中的“孤胆英雄”，满足了现代观众对宏大叙事

的逆反心理。

曲波的《林海雪原》因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民的阅读趣味而大受欢迎，作为文化基因内化

于几代人的记忆深处，但囿于政治掣肘只能遗憾

地止步不前。而今徐克的3D版《智取威虎山》作

为一部现象级电影，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对异质化

文本的同质化讲述，是对“红色经典”的一种现代

化演绎与礼赞，在“红色经典”向商业化浪潮纵身

一跃的姿态中，证明了它具有与时代对话的内在

张力。在本雅明命名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商业

社会中，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无异，被认为是标

准化、程式化和机械复制的产品，但诚如鲍德里亚

所言：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

的符号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终结旧的

文化形式，并将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

对“红色经典”的重构，正是激情燃烧的革命

热潮退散后，无孔不入的娱乐化与商业化消费经

典文本的必然。其目的既不是为了复活“红色”，

也不是以“经典”之名来教育受众，而是在当下与

历史、精英与大众的时代困惑中且行且寻，寻找

日益缺失的个人信仰与崇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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