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民
间
侠
义

与
草
莽
传
奇

—
—

从
电
视
剧
《
桥
隆
飙
》
谈
﹃
红
色
经
典
﹄
影
视
改
编

□
宋

嵩

《
桥
隆
飙
》
初
版
封
面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1979

年
出
版
）

连环画《桥隆飙》封面

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5年7月31日 星期五经典作家

1957年，《林海雪原》出版之后，曲波的名字

迅速广为知晓，此后他又相继创作了《山呼海啸》

《桥隆飙》等一系列战争题材小说。《不速之客》原

为《山呼海啸》中的一个章节，经过修改后，发表

在1961年5月份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份手

稿即是由《人民文学》杂志社捐赠给中国现代文

学馆的。手稿上有很多修改涂饰的痕迹，说明在

刊发之前曲波和编辑做了反复的修改。

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回忆，

“1966年3月，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著名

作家曲波约我会面……要把《山呼海啸》交给中

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王维玲《曲波和〈山呼海

啸〉》），这说明在1966年“文革”正式到来之前，

曲波已经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但是众所周

知的是，曲波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代表作

《林海雪原》也被诬陷为“大毒草”，期间中国青年

出版社也停业整顿。因此，直到1977年，长达

10年的“文革”动乱结束，中国青年出版社恢复

工作之后，《山呼海啸》才得以正式出版。

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里，曲波并没有“放

弃”《山呼海啸》，而是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其修改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不速之客》的章节

被“删掉”了，部分情节出现在初版本的其他章

节里。作为1960年前后的早期“版本”，《不速

之客》代表了曲波对《山呼海啸》的早期构想，本

文拟对手稿、《人民文学》版、1977年初版本三

个不同的版本做一个简单对比，在勘察这部小

说最初艺术风貌的同时，梳理一下不同版本之

间的区别。

一

《不速之客》写在16开的稿纸上，正文用深

蓝色钢笔写成，全文共计39个页码。在首页的

右上角盖有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阅稿印章，显示阅

稿时间是1961年1月 4日，这说明这一章节小

说完稿的时间应该是在1961年以前，至于此时

《山呼海啸》的整部手稿是否完成，尚难断定。

小说正文上方显示有两个题目，一个是“来投之

客”，另一个是“不速之客”，其中“来投之客”被

几道斜线划掉了，是舍弃的意思。而“不速之

客”则清晰地保留下来。在“不速之客”几个字

的旁边还有一段红色字体标记的备注：请考虑

一下，哪个题目好些？“来投之客”似成语非成

语，是否定性就用成语？这应是曲波在同编辑

协商哪一个题目更好、更符合杂志社的要求，

从小说内容来看，“不速之客”显然更符合小说

的情节，刘介山突然来投，算是“不速”之举，但

他的来投并不是真的归顺，只是敌人的又一个

阴谋，所以，综合来看，“不速之客”这个题目更

切合内容，而最后也确实采用了这个题目。正

标题的下方还有一个副标题：长篇《山呼海啸》

中的一节，这一副标题在 1961 年《人民文学》

刊发时也予以保留，说明这份手稿是当时作者

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山呼海啸》中的一部分，

是其中的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章节。但在1977

年出版的《山呼海啸》里，这一个章节并没有被

完整的保留下来，其情节被分散在另外的几个

章节里出现。

手稿中除了修改笔迹外，正文部分有两个

人的笔迹，其中一种笔迹豪放张扬、笔走龙蛇、

行云流水，其主人应该是曲波；另外一种笔迹工

整清秀、干净得体，其主人或许为曲波爱人刘波

（也有可能是编辑），刘波多年来跟随曲波南征

北战，不管在多么艰苦的环境里，都陪在曲波身

边。新中国成立后，曲波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

行文学创作，他十分低调，总是一个人默默地

写，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在写小说，但这一切

有一个人是知情的，那就是刘波。在曲波进行

创作的时候，刘波一个人默默承担起诸多的家

务，尽量给曲波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如

此，她还是曲波小说的第一个阅读者和誊抄者，

她给小说提修改意见，帮助曲波改进。同时还

负责把已完成的部分抄写在新的稿纸上，曲波

的代表作《林海雪原》就是在这样的“分工合作”

下完成的。因此，手稿中出现的另外一种字迹

很可能是刘波的，若推测为实，这一份发黄的稿

纸也是一段佳话的见证了。整幅手稿，两种字

迹大概各占了一半。

二

曲波的小说有正式出版前先在杂志上部分

刊载的“传统”。《林海雪原》完成之后，曲波将小

说送到了作家出版社，在出版之前，《人民文学》

率先于1957年2月以《奇袭虎狼窝》为题，选载

了《受命》《杨子荣智识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

一》《夜审》《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破天险奇袭

奶头山》等六个章节。《山呼海啸》的面世也遵循

了这一“传统”，1959年12月《解放军文艺》选载

了《开门棒》《屠由网下》《龙身揭鳞》《杀开一条血

路》四个章节；《北京文艺》1960年1月选载《女

县长》一节；《人民文学》1961年5月选载《不速之

客》一节。这些零散的章节为小说的正式出版做

好了“铺垫”，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睹为快的机会。

对比手稿与《人民文学》版，可以清晰地发现

小说在刊发前进行了大量的改动，这些改动都清

晰地留在了手稿上。在校改上，除了最基本的字

词修正之外，还有另外两方面较大的改动：其一

是对话内容的删减。其二是情节的删减。

《不速之客》以当地财主富商刘介山受日军

胁迫来根据地诈降为主要故事内容，而以鞠敏为

首的我军领导干部机智地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

计，她们将计就计，通过周密的安排狠狠地痛击

了敌人，同时完成了上级领导安排的牵制敌人的

任务。小说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相比于手

稿版，《人民文学》的刊发本中，删掉了大量的“多

余”对话。如，手稿版中，王立业、石山雷与“不速

之客”刘介山的初次对话是这样的：

“哪里来的？”王立业问。

那个胖子微微一笑，干脆的答道：

“对不起，因为种种关系，不能告诉你。”

石山雷又问道：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那个胖子这次连笑也没笑，答的更干脆：

“对不起，因为种种关系，不能告诉你。”

王立业又问：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那个胖子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因为种种关

系，不能告诉你。”

那个瘦子更加粗暴，两个白眼珠一斜，“真不

懂规矩，不该你们知道的，你们就别再问了。”

在校改后的《人民文学》刊发本中，这一段的

对话删减成了如下内容：

“哪里来的？”王立业问。

胖子微微一笑，答道：

“对不起，因为种种关系，不能告诉你。”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不能告诉你。”

很显然，《人民文学》刊发本对对话内容做

了大量的删减。除了对人物对话和人物神态的

细节描写进行删减之外，也有大量的情节性内

容被删减了。比如在鞠敏回忆自己与刘介山的

往事的时候，车夫老赵大发善心告知鞠敏姐弟

真相：

前几天，我赶车到城里去送刘介山和他的小

婆子，小婆子在车上骂刘介山：“你这个老货，你

养那个鞠家姑娘干么？一年赔多少钱哪？”

刘介山奸笑着说：“亲戚呦！”小婆子打了他

一拳：“狗屁！有钱没地方花啦，我看你这个老东

西要想歪的，哟啊不你怎么养那么个赔钱货，男

的多利多，女的多气多！”刘介山得意地说：“你放

心吧！真是妇女之见，有眼不识聚宝盆。”小婆子

眼一斜，嘴一噘，“去！什么他妈的聚宝盆，分明

是个烧柴炉。”刘介山一仰肚躺下：如今交际场

中，漂亮女的可是聚宝盆呐！一块女镖，打中哪

个阔老板，或者是哪个科长，就是一大堆金子银

子硬啷货。你看小敏，长得那么秀丽，又是那么

聪明，养她个一年半载后，我就把这块镖投出去，

打着一个有钱有势的，我刘介山还不一步登天！

嘿嘿，我刘某是干什么的，赔钱事我能干哪？告

诉你吧，前几天来咱家的几个阔老板，已经有六

个相中小敏了，有的给到一千二百块大洋。

在《人民文学》的刊发本中，这段对话被删减

成了：

前天，我赶车到城里去送刘介山和他的小婆

子，在车上刘介山对他的小婆子说，前几天来咱

家的几个阔老板，已经有六个相中你了，有一个

阔老板给到一千二百块大洋。

刘介山与小婆子的“精彩”对话被删掉了，只

保留了一个推动故事前进的有效信息，其实两人

的对话恰恰能体现出刘介山骨子里的恶，也是一

对男女狼狈为奸的集中体现，对于塑造两人的形

象具有极大的作用，但这段对话并没有出现在

《人民文学》刊发本中。

阅读这份长达39页的手稿，类似的删减多

达20余处，可见，原稿大量的“枝枝蔓蔓”都被剪

掉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校改的过程中，删减的

比例远大于增加的比例，偶尔可见的增加，也是

为了删掉大段内容之后的“修补”，为了前后连接

的顺畅，属于润滑剂的作用，长段落的内容增加

一处都没有。笔者推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

能有如下两种：一是适应版面容量的需要。杂志

的容量不像书籍，具有比较大的伸缩性，刊物的

页码一般都是固定的，在《人民文学》刊发出来的

《不速之客》放在了这一期最后的位置，占据了7

个页码，对原稿进行大量的删减有可能是为了适

应杂志容量的需要。另外，作为长篇小说的一个

章节，“手稿版”的叙事更为“松散”一些，不管是

对人物神态的细致描述还是在情节上对其他线

索的呼应都与一个单独的短篇小说不同，为了使

单独拿出来的这一章更具可读性、完整性，刊发

本对原稿中与其他线索相连而与本文主要内容

联系并不紧密的部分进行了删除。也就是说，

为了让这一篇小说更具独立性和完整性，《人民

文学》刊发版对原稿进行了大量删除。这种校

改对于杂志出刊来讲当然无可厚非，而且有其

必要性。但对原文大量精彩“枝叶”的“修饰”也

让人们失去了阅读更丰富细节的机会，尤其是

在1977年版对手稿进行了“大手术”修改的背

景下。

三

1972年12月开始，曲波与中青社编辑王维

玲重新“连线”，计划在中青社正式恢复运营之后

推出《山呼海啸》，王维玲给书稿提了一些修改意

见，曲波综合各方意见对文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

改动，这样的修改持续了约半年。彼时整体的社

会氛围仍然很紧张，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曲波暂

停修改。等到1975年中央正式批准中青社恢复

出书之后，曲波搬进中青社为他准备的客房里进

行了最后的修改校订。从1950年代开始写《山

呼海啸》到1977年首次出版，在20余年的时间

里，曲波多次修改手稿，字数从40万字扩展到了

80多万字，可以说，修改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我

们在手稿和《人民文学》上看到的《不速之客》已

不再是“长篇《山呼海啸》的一节”，而是被加工处

理后“融入”了整个小说中。

《不速之客》中的一些人物名称在《山呼海

啸》里发生了变化，比如女县长鞠敏换成了凌雪

春，而鞠敏这个名字则是被当成凌雪春的曾用名

予以介绍的，年少英武的少剑波换成了凌少辉，

地主富商刘介山的名字则换成了唐金贝，当然也

有没有更换的，比如王立业、苏志毅、孟凡达等一

干人物，其中凌雪春与凌少辉仍然是姐弟的关

系，凌雪春的县长身份也依然没变，这是一些名

字上的变与不变。在情节上，也有一些继承与舍

弃。继承的部分是《不速之客》中对于鞠敏（凌雪

春）家世的设置，鞠敏（凌雪春）与刘介山（唐金

贝）过往的恩怨在两个小说里都有体现，而且内

容一致。但是对于《不速之客》所叙述的生动故

事，《山呼海啸》并没有完整“收录”，也没有把主

要的情节吸收进来，唐金贝没有诈降，凌雪春也

没有智取，也就是说，1977年出版的《山呼海啸》

基本“放弃”了《不速之客》的内容，没有沿用早期

的设计，是艺术提升的需要还是其他的原因，尚

待进一步探索。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两部

由曲波长篇小说《桥隆飙》（以下简称《桥》）改编

的作品：一部是1985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摄制的10集连续剧《桥》，另一部则是2010年由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荣誉出品，西安曲江丫丫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吉安永禾影视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的38集“红色传奇剧”《桥》。按理

说，作者曲波是山东人，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也是

在胶东半岛，其影视剧改编似乎应该首先由山东

本地的影视人来完成；然而，这两部剧作都不能

算作“鲁剧”，特别是2010年的新版《桥》，出品方

涉及粤、陕、京三地，却并不包括《桥》剧故事的发

生地山东。但也正因为如此，“非鲁剧”的《桥》才

成为我们考察“外地人”“想象山东”的好标本。

小说《桥隆飙》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

1979年版的《后记》中，作者曲波回顾说：

1966年5月，《桥隆飙》印成之后，尚未发行，

叛徒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利用其篡得的特权，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去四本，看后立即宣判：

“《桥隆飙》是株大毒草！曲波的问题很大！”紧接

着，我工作单位一机部的造反派头头拿去二百余

本，进行批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干部

完全靠边站、毫无职权之际，已印出的《桥隆飙》，

全部被拉送到几个造纸厂去化纸浆。……以英

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粉碎了“四人

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挽救了

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欣逢新中国成立 30 周

年，《桥隆飙》得以出版了。

由此可见，《桥》的问世，本身就带有一定的

传奇色彩，而小说的内容，更是延续了作者代表

作《林海雪原》的“英雄传奇”风格。小说主人公

的原型是山东抗日英雄乔明志，他自幼性情倔

强，不畏强权，兼有能够“举枪掐电线”的神枪绝

技，曾当过土匪头子，后来成为胶东抗日游击队

侦察大队长，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出生入

死，屡立奇功，胶东民间至今仍广泛流传着他的

传奇故事。曲波以乔明志的传奇经历和英雄事

迹为素材，辅以适当的艺术加工，成功地塑造了

一个由“土匪头子”转变为八路军指挥员的抗日

英雄桥隆飙的形象。

尽管有众多学者对时下电视剧的“通俗性”

颇有非议，甚至直接谴责电视剧的通俗性是拉低

国人精神追求的罪魁祸首之一，但是，“通俗具有

广泛的适应性和较强的亲和力。离开了通俗，作

为一种大众化、家庭化艺术形式，电视剧将陷于

萎缩，迷失出路，最终被大众抛弃”（张广昆：《通

俗：电视剧的“公分母”》）。选择“通俗”的题材和

艺术手法进行电视剧创作，是中国电视人的自觉

追求；而中国电视剧通俗化的最突出表现，在于

对“讲故事”的执著，这也是民间日常生活中“说

书”等叙事艺术长盛不衰的原因。“对电视剧而

言，故事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观众欣赏电视剧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欣赏故事，这一点它和电影

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刘晔原：《电视剧艺术

论》）。也正是因为坚持遵循大众文化讲故事的

传统，电视剧俨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具民间

化、大众化特征的文化行为。《桥》的故事情节惊

险曲折、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鲜明，是进行剧本

改编的理想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品符合大众心

理中对侠义英雄的崇拜和“好汉情结”，符合观

众的审美期待，因此电视剧《桥》在播出后观众

反应良好。

《桥》中收编、改造土匪或民众武装为革命

队伍的主题，在“十七年”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

这些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样板戏”之一的京

剧《杜鹃山》（首演于1963年），以及长春电影制

片厂于1964年摄制的故事片《独立大队》。同题

材作品在60年代前半期集中出现，自然有其时

代原因，也决定了它们在情节上表现出趋同的模

式化倾向。但《桥》与另两部作品略有不同。在

《杜鹃山》第一场“长夜待晓”中，当杜妈妈向农民

自卫军首领雷刚指出“得找个带头引路的，再不

能瞎碰乱闯啦”时，雷刚说：“听说去年9月，共产

党领穷人秋收暴动，轰动了赣水湘江。土豪劣绅

威风扫地，劳苦弟兄挺起胸膛。我雷刚找不到共

产党，无奈何，比着葫芦画个瓢，学着样子往前

闯”。而在《独立大队》中，当国民党军士兵为求

活命打死了军官、考虑出路时，有人提出“投共产

党”，只是因为东江纵队早已转移，他们才不得不

单打独斗，但他们在活动区域内仍然自称“共产

党别动队”，还以此名义征兵和分地主的粮食。

在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在转变前都对共产党有

所了解，甚至表现出向往加入共产党队伍的倾

向。因此，无论是《杜鹃山》中的柯湘还是《独立

大队》中的叶永茂，都是直接以“党代表”或是具

有“党代表”性质的“联络员”的身份出现在民众

武装领导人面前的。但在《桥》中，作为“飙字军”

指挥长的桥隆飙对共产党、八路军几乎一无所

知，而党对于这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队伍也知

之甚少，因此不可能直接派遣“党代表”同桥隆飙

交涉，而只能采取派侦察员打入飙字军内部摸清

底细、伺机对其进行收编的策略。因此，《杜鹃

山》和《独立大队》将大多数篇幅放在叙述民众武

装被收编后在党的政策指引下的成长历程上，而

《桥》则将笔墨更多地集中在马定军、沙贯舟两位

侦察员的“潜伏”活动中。二者相比较，前者更容

易突出表现党的影响，色调也更明晰一些，因此

才会成为特定历史时期重点关注的叙事模式；而

后者在情节上无疑更曲折，更具戏剧性、民间性

和通俗性，更容易吸引读者和观众，但也更容易

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而表现出“低级趣味”

的倾向，这或许就是江青将《桥》批为“大毒草”的

根本原因所在。但当极“左”思潮退去，《桥》在艺

术上的优势便显现出来，所以在电视连续剧刚刚

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编创人员会主动选

择《桥》作为艺术改编的对象。而在新世纪之初

“红色经典”改编之风劲吹、大多数“红色经典”已

被改编殆尽的时候，名气不大但颇显“另类”的

《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情节特征和叙事模

式，天然地适于加入当下电视剧中的流行元素，

《桥》因此成为了编创人员的宠儿。

《桥》剧对小说原著改动较大，除保留了主要

人物和故事主线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人物形

象，并由他们衍生出更为复杂的情节。原著中的

桥隆飙是个孤儿，由表哥表嫂抚养长大；但在

《桥》剧中，作者不仅设置了桥隆飙的母亲铁娘

子、童养媳玉凤，还将他设置为三兄弟中的老

二。其兄孟益国离家多年杳无音讯，直到剧情临

近结尾才以国民党军高官的身份回到家乡；其弟

孟益兴以青年学生的形象贯穿剧情始终，对二哥

桥隆飙（孟益家）先崇拜后憎恶，最后因感情纠葛

而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詹明信曾在《晚期资

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

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

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

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

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桥》的人物设置

一方面增添了以往土匪题材文艺作品中欠缺的

亲情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在力图构建一个“家国

同构”的寓言。中国古代社会注重血缘关系，将

其视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主要手段，“家族”因此

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中国社会由此表现出

强烈的“宗法社会”特征。在钱穆看来，“家族是

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

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

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

切”（《中国文化史导论》）。黑格尔在考察中国历

史与社会的特点后亦声称：“中国人把自己看作

属于他们家庭的，同时也是国家的儿女”，“中国

的民族精神是一种家庭的精神”（《历史哲学》）。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自然形成了一种

“家国同构”的取向，并“使家这一层的日常悲剧

意识有了国这一层的隐喻意义”（张法：《中国文

化与悲剧意识》）。孟家的悲剧，一方面隐喻了家

庭的幸福必须建立在国家强盛的基础上，因为是

国难当头导致了家庭成员的分离，而“国破”带给

家庭的结果则是“家亡”；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

意识中“忠孝不能两全”、“舍孝取忠”、“舍小家为

大家”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孟氏三兄弟的人物关

系设置，则暗含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

理，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共关系的重

新思考：大哥孟益国是国民党的代表，他的回归，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

大陆、以及由此而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诗歌《娘，大

哥他回来了》；桥隆飙（孟益家）和他的队伍最终

接受了共产党的改编，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力量。

兄弟二人曾有过矛盾，但最终在血缘深情和民族

大义的双重作用下重归于好，隐喻了国共再次合

作的必要性。孟益兴本应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热

情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坚分子，但他因没能

正确处理个人感情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关系而走

向的毁灭结局，无疑是值得我们扼腕叹息的。而

在血缘关系之外，桥隆飙同肖远山、薛继超、桥隆

花等人义结金兰，他们之间的协作关系构成了

《桥》剧中的“准家庭（族）叙事”，同时也可以视作

“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隐喻。

自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圆型人

物”和“扁型人物”的区分以来，理论界一直以之

作为评判人物形象的重要标准，并形成了一种肯

定圆型人物、否定扁型人物的倾向。但若仔细揣

摩福斯特的原意便可发现，这种褒贬不免有一厢

情愿之嫌。福斯特强调的，是“17世纪时，扁型

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

物或漫画人物”。“扁型人物在被塑造成喜剧性角

色时最为出色。严肃的或悲剧性的扁型人物往

往惹人生厌。如果他每次露面的时候都得嚷嚷

‘复仇’或者‘我的心在为人类的不幸而流血’，无

论他喊什么口号，我们的情绪就会立即沉落下

来”。因此，我们不能对“扁型人物”持一味否定

的态度。特别是在一些民间化、通俗化色彩浓厚

的作品中，“扁型人物”或“漫画人物”往往是最具

特色、最吸引人的角色，这也与民间文学的“狂欢

化”特征有关。桥隆飙这个人物形象在原著中就

颇具喜剧色彩，其大大咧咧的性格带有日常生活

中“马大哈”这类人物的特征，而他东一句西一

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说话方式，也给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桥》剧中在保留这些人物特征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新的成分，例如他“小事糊涂、大事

不糊涂”；对男女之情缺乏敏感，往往需要旁人点

拨才能明白桥隆花、彭雅涵对自己的爱慕态度；

脾气易冲动，常感情用事，但又从善如流等等。

而表现这些性格特征的手法，往往也来源于民间

文艺中对英雄好汉的描写。

在2004年4月由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关

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

通知》中，指出了当前一些“红色经典”改编剧存

在的不足，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在主要人物身上

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在“十七年”

时期的“红色经典”中，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描写所

占篇幅很少，甚至是缺席的，这是由于时代原因

造成的缺陷。因此，在一个彰显欲望的时代，对

这些作品进行改编时势必会在此方面倾注精

力。但一些电视剧的编创人员“矫枉过正”，例如

在电视剧版《林海雪原》中，作者不仅安排杨子荣

受到女土匪的拉拢、色诱，还为他设置了一个初

恋情人，而英雄之死也与这个女性角色有很大关

系。这些情节安排引起了观众的广泛不满，甚至

认为此举有丑化英雄形象之嫌。《桥》剧在处理感

情戏上表现得比较有分寸，一方面保留了原著中

桥隆飙和桥隆花（小白龙）的义兄妹关系，但同

时又安排了桥隆花暗恋桥隆飙的情节；而玉凤、

彭雅涵和狄月清这三位原著中没有的女性形

象，也都对桥隆飙怀有恋情，但在表达方式上又

都符合她们的身份,体现出剧作者在表现人物

心理上的才能，也使这部表现民间侠义与草莽

传奇的“红色传奇剧”多了几分阴柔，呈现出新

颖的美学风貌。

读《不速之客》手稿
□崔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