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6

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024-96128

编辑/
高巍 主任美编/
江川

引言：

影文
像 字 是两种语言
和

本期主题：大I
P时代

何谓大&'时代？
打开电视看下来，近些年但凡有点名声的影视剧，从《甄嬛传》
《琅琊榜》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到近期热播的《人民的名义》
《择天
记》
《白鹿原》
《欢乐颂》等，无一不是从一个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来。
这些本身自带&'流量、有众多粉丝的文学作品，一旦进行二次或多次改编开发，原来的粉丝将可以成为天然形成的观众群。于
改编的影视剧也有很多因为小说本身的号召力而大热。
是，
一时间大&'作品洛阳纸贵，
这其中大部分是网络小说，
原本在网络世界拥有大量粉丝；
另一小部分则是名家名著的改编，
虽然没有固定粉丝，
但是自身拥有名
著光环，
这也是所谓&'的原始雏形吧！但是，
这类作品的改编也存在一个天然的问题，
就是改编影视剧版本与原著作品之间的比较。
比如电视剧《翻译官》，
大量改编了原作者的文本，被粉丝大呼不忠实原著；比如正在播出中的电视剧《白鹿原》刚播出第一集，就
被讨论跟原著相差多少，
是不是删掉了灵魂。
争论不休的原著差异，
正是本期要讨论的话题。

没有谁能凌驾于
另一种之上
畅销书作家，作品包括小说、散文、
旅行随笔等多种形式。
代表作《一粒红尘》系列，横扫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同名电视
剧由吴奇隆、
颖儿联袂主演，
即将播出。
已出版作品：
《深海里的星星》系列、
《一粒红尘》系列、
《时光
会记得》
《我亦飘零久》
《我曾赤诚天真爱过你》
《荆棘王冠》
《孤单
星球》等。

访客

P时代，文学原著和改编影视作品之争
大I
似乎不可避免。
作为其中的热门作者之一，独木舟的代表
作《一粒红尘》其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中，由吴
奇隆、
颖儿联袂主演。
对于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出现，她
自己有何期待？日前，独木舟接受记者采访，畅
P时代的一点小想法。
谈了对大I

影像和文字是两种语言
记者：现在只要搜《一粒红尘》，电视剧的
消息非常多。当你卖出版权的时候，对书中内
容作出一些约束吗？
独木舟：书是先出，电视剧是后出，首先有
这个时间上的差别，所以导致现在电视剧的消
息排在更前面一点。具体的进度我也不是特别
清楚，影视剧在加大宣传，我希望纸质书这边
也能够并驾齐驱。我在版权出售的时候没有对
改编做过多约束，影像和文字是两种语言，两
种不同的作品。我觉得给他们一个大点的空
间，让他们好好能够施展和发挥是更好的，大
家都是希望这个东西好，这个初衷是大家达成
共识的。关于他们的拍摄，我自己这两年有些
事情，虽然也关注了，但是没有投入特别多的
精力。我相信大家都很辛苦地在为这个电视剧
付出，有一个蛮好的结果就挺好的。
记者：对吴奇隆饰演的齐唐和颖儿饰演的
叶昭觉满意吗？
独木舟：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演，虽然我
去上海时探班了，但他们正在拍摄，所以大家
都轻手轻脚的，也很注意保护现场，不要弄出
噪音。所以就是匆匆忙忙见个面，觉得非常和
善吧，
都挺亲和的。颖儿还蛮亲切的。对电视剧
的播出，我也很期待。
记者：对于像《一粒红尘》这种自带光环的
作品，改编中的文学价值和流量价值哪个更大
呢？就你个人而言，书籍和影视剧更希望读者
先接触到哪个？
P改编成影视剧，这个
独木舟：现在国内I
市场其实是渐渐成熟了，大量好的作品通过这
种方式被更多的受众知道，不是坏事。凡事分
两面来看，虽然可能有一些原著的读者，出于
对作品或是作者的喜爱，希望影视保留那份他
们认为更纯粹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
态度吧！我个人来说，文学和影视就是没有哪
种凌驾于另一种之上，它本身针对的受众也不
一样。读者呢，
就是喜欢看书就看书，
喜欢看电

评说

视就看电视，但是我个人会更喜欢看书了，我
觉得看书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有一个结界。
记者：如南派三叔、流潋紫等，也会参与电
视剧的工作，或直接跨界做编剧，你希望这样
吗？
独木舟：我不是一个在很多事情上面能够
游刃有余的人，我可能是那种下笨功夫的人，
就是专注地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其实是没有考
虑过做编剧，这和写小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
都是文字工作，但我可能更喜欢写写小说，这
种信马由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比较独立自
由的一种创作形式。以后呢，如果是我自己的
作品改编，
我会考虑的。

判断力。
$"不要说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妻妾成群》

这个时代，速成的、速朽的都非常快

记者：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无论是心理
还是情感，都会描写得更为细腻一点，现在也
有很多小说、影视剧是大女主作品，您会偏好
这类作品吗？
独木舟：我写的可能不是大女主，就是小
女主，比较频繁一点，然后也不是说天赋异禀
的那种姑娘，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写这种很现
实的小说，以后试着看看能不能拓宽创作的格
局，我试试。
记者：好多女出版作者不是走上编剧之
会希望自己跟作品保持一个安 路，或者走入网文圈子，要么就是慢慢从大众
视线消失了。您觉得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行
全的距离
业生态？
独木舟：要说这个现状呢，其实我个人没
记者：这是一部关于大学生走上社会之后
的小说。女主人公叶昭觉平凡而认真，
但
“茫茫 太注意到，我是比较关注自己的事情。我知道
人海中，个人也不过只是一粒红尘”
。如此真实 自己的天分不太高，所以很努力地在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里好好耕种。因为毕竟还是在这个行
得过分的女孩，
是否有你的影子呢？
独木舟：有一部分来自我自己的感受，也 业里，我不太好评价别人，他们可能有更感兴
有很多来自我平时对这个年龄的女生们的观 趣的事情，或者说找到了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和
察，可以说叶昭觉就是成千上万想通过自己的 追求。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我只能说我自己能
努力来改造生活，甚至突破命运的女生的缩影 够一直写下去，因为我有强烈的表达欲望需要
吧！
记录，也有想要一直写下去的强烈愿望。我觉
记者：有读者说，看你的作品时总是会不 得，不管选择什么职业，只要觉得这个事情能
这是最重要的。
由自主联想到这是不是你本人的经历，对此你 带给你幸福感就好，
会感到困扰吗？
记者：你觉得在这个大时代里，叶昭觉们
独木舟：
真的是有点儿奇怪的，
我每次开动 最大的不幸和幸运是什么？
新作品之前都会刻意去想，
千万要控制，
要让自
独木舟：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幸运是，渠道
己跟作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可能……或 变得很多，社会也很多元化，资讯很发达，所
许我就是这种类型的作者吧，写琐碎的、现实 以每个人，你发光，你的才华被人看见这个几
的、烟火气很重的文字。在这么大的世界上，
有 率要比从前大，不像以前可能找不到出路，找
一些读者他们看到了这些字，想要找到这个 不到途径，你纵然有一些想法，也没有办法去
人，告诉她“你写出了我说不出的话”
，我觉得 实现。但不幸是，太快了，我觉得一切都很快，
这是我的福祉。
我们的忘性也是，速成的、速朽的都非常快，
记者：
《一粒红尘》里没有那些疼痛、霸道 好像来不及反应，很多东西就过去了。我可能
总裁之类的标签，更显得沉重，你是否担心这 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吧，我喜欢那种缓慢的、
样的书会让人觉得消极？
从容的节奏，这是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点小小
独木舟：难道人生不比小说痛苦吗？如果 看法。
记者：你说写作是一个人的自我救赎，你
有人真的觉得小说夸大了人生的艰辛，那是一
种幸运吧，而且是极少数的幸运。真实的世界 写作十多年了，得到了怎样的救赎？
独木舟：我觉得人在某些时刻总是会感觉
比作家们构建的要残酷和沉重得多。我写故
事，不愿它承担输出价值观的责任。千千万万 到孤独的，但写作的这十来年里，我感觉到有
的读者，读同一个作品，会有千千万万种解读。 一种力量始终伴随着我，使我不惧怕孤独这件
同一个读者，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读同一个作 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强悍的力量。
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
品，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读者和文字的缘

标志是“腰板硬直”
，而张嘉译则显得有点驼背
和温吞，与原著有一些差距。
陈忠实的小说原著，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
风格，很多难以以电视的表现方式呈现。但是
电视剧也在原著风貌上有所体现，比如服装、
道具、人物塑造等等。越是厚重的影视剧，
如果
只以一点与原著不同的小细节就提出否定，未
免以偏概全。
与名著改编相比，另一部电视剧《择天记》
更是来势汹汹。猫腻创作的网络同名小说《择
天记》，从2014年5月在网上连载至今，三年时
间里在读者网友间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网络
点击率过亿，评论超过14万条，累计共获30万
个收藏，出版的小说全本达8卷400万字。
多少粉丝对电视剧《择天记》充满期待，但
是期待越多，评价也就众口难调。有原著粉表
示，
剧情改编过多。但与这些声音相比，猫腻更
看重的是电视剧是否体现了作品的宗旨——
—
情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情怀’
应更
宽泛地理解。如果读者能接受这一点并因此兴
奋起来，我们之间的世界也就打通了。”
其实，影视剧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形式，无论是原著粉还是电视剧粉，没必要纠
结两者的差异。更何况，原著小说顺利卖出版

《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

分，不是和作者的。

怎么改？争论不休的原著差异

热播的《欢乐颂2
》里，开篇部分侧重描写
安迪和小包总，两个人正式升级为CP。原本升
任男一号是好事，结果杨硕却因“用力过猛”被
嘲为演技浮夸。
在第一季当中，小包总的人设已经吸粉无
数，为何到了第二季反而成了油腻腻的霸道总
裁？
不过，看了原著粉的意见，你或许就释然
了：
“ 记得阿耐（原作者）在网上讨论过小包总
这个形象设定，他对安迪最初吸引就是‘纯肉
体’。奇点这个演员还是太漂亮了，原著中是个
丑男，所以他对安迪没性吸引力。所以杨烁在
片中‘卖弄风情’也不算错。”
在原著当中，小包总就是一个死缠烂打的
追求者，
“他是个热气腾腾肉包子，但也只有这
样的热包子才能融化冰山美人。”
P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或许就是需要两
大I
方面去对照欣赏，才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
但是，究竟改到何种程度才是好，却并没有统
一答案。
以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白鹿原》为例，
播出第一集，观众就在讨论：孩子年龄和原著
对不上、仙草来历和原著不一样、情节顺序与
原著不同等，还有人评价，原著里的白嘉轩的

看这些经典
你可能模糊了
书和影视作品的界限

共赏

作者介绍：独木舟

权，对作者还是粉丝而言，都是多了一种可能，
一种让更多人认识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就像
独木舟说的，
“影像和文字是两种语言，两种不
同的作品”。
当然，最好的改编必然是在尊重原著、理
解原著主旨基础上的再加工。同时，让原作者
更多地参与进来，也是尽量避免改偏的有效方
式之一。
女作家严歌苓几乎是作品被改编成影视
剧最多的作家。她与当代著名导演几乎都有合
作，如《少女小渔》改编作品囊括了台湾电影金
马奖导演、编剧、女主角等几项大奖；张艺谋电
影《归来》改编自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而
冯小刚改编的她的作品《芳华》也在今年十月
上映。怎样解决原著差异的问题，冯小刚的方
法是，
请严歌苓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
据说，冯小刚约请严歌苓亲自改编《芳华》
的电影剧本，共修改了三稿。在电影《芳华》的
初剪完成后，导演冯小刚邀请编剧严歌苓看
片。在观影过程中，
严歌苓几度掉泪，
她对冯小
刚说，看这个电影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被深
深地打动了。
这样多好，原著小说和影视剧改编，原本
就是和谐的大家庭。
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

小说以亚特兰大以及附近的一个种
植园为故事场景，刻画了那个时代的许 苏童
作家苏童描写了一个“受过新时代教
多南方人的形象，通过对斯佳丽与白瑞
德的爱情纠缠为主线，成功地再现了林 育”的女学生颂莲，她自愿嫁入到高墙深
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美国南方地区的社 院秩序井然的封建家族陈府，最终又在
“妻妾成群”明争暗斗中走向精神崩溃。
会生活。
最有名的改变莫过于张艺谋执导的
改编电影《乱世佳人》，由费雯·丽和
逃脱不了牢笼的女人
克拉克·盖博主演，早已成为经典。有网 《大红灯笼高高挂》，
友认为，
《欢乐颂2
》中小包总努力模仿的 们，大多是悲惨结局。
经典书摘——
雅痞形象正是盖博饰演的白瑞德形象。
—
经典书摘——
—
!"说话多无聊，还不是你匡我我骗
!"所有随风而逝的都属于昨天的，所
你的，人一说话起来就变得虚情假意的
有历经风雨留下来的才是面向未来的。
了。
#"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她说，本来就是做戏嘛。伤心可不
值得，做戏做得好能骗别人，做得不好只
$"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拿我们怎么
能骗自己。
样，可是我们自己要是老想恢复失去的东
西，老想着过去，就会毁了我们自己。
$" 十二点钟把楼上的枯寂的一天分
成两半，一半是沉闷的早晨，另一半是更
《教父》
加沉闷更加漫长的午后。
马里奥·普佐
在《教父》的作者笔下，本来令人感到
义愤的情节都入情入理，
一切感情冲动、
杀
戮、
粗鄙的两性关系，
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
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小说讲述了一个黑
帮故事，
包含肉欲、
贪欲，
但又克制、
内敛。
《教父》 是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执导，
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等主演，
教父这个形象通过书和电影的演绎，成为
文学史和电影史上的经典。
经典书摘——
—
!"让朋友低估你的优点，让敌人高估
你的缺点。
#"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

品读

《后宫·甄嬛传》
流潋紫
《甄 传》是流潋紫所著的小说，讲述
了少女甄 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
成长为一个善于谋权的深宫妇人的故事。
2011年改编的电视剧，由郑晓龙导
演，
将甄 传这个题材变成宫斗剧的传说。
经典书摘——
—
!"各自天涯，各自珍重。
#"与其心生敬佩%、不如自己便是那样
的人。
$"以利相聚，必然会为争利而散。
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 整理

三个同屋蹭吃的是我？
严歌苓

那时假如一个男兵给一个女兵弄东
西吃，无论是他买的还是他做的，都会被
看成现在所谓的示爱。
一九七六年春节，大概是年初二，我
万万没想到刘峰会给我做甜品吃。
我被堵在了宿舍里，看着对同志如春
天般的温暖，
头晕眼花。把我的情书出卖
给领导的那个男兵在我心里肯定粪土不
如了，但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男兵都能填补
他的空缺。我晕晕地笑着，脸大红，看他把
一个煤油炉从纸板箱里端出，在我们三人
共用的写字台上支好，坐上一口漆黑烂炭
的小铁锅。锅盖揭开，里面放着一团油乎
乎的东西。他告诉我那是他预先和好的油
面。他还解说他要做的这种甜品，是他老
家的年货，不逢年过节舍不得这么些大油
大糖。说着他对我笑。刘峰的笑是羞涩的，
谦恭的，笑大了，还有一丁点赖，甚至……
无耻。那时我会想到无耻这层意思，十六
岁的直觉。
他又笑笑，下巴示意手里操作的甜
品，土家伙，不过好吃，保你爱吃！我心里
空空的。
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个油纸包，打
开，里面是一团黑黢黢的东西。一股芝麻

的甜腻香气即刻沁入我混乱黑暗的内心。
他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坨儿，在手心迅速
捏扁，填上黑黢黢的芝麻糖，飞快搓成一
个大元宵，又轻轻压扁。我看着他作坊工
人般的熟练，连他复员转业后的出路都替
他看好了：开个甜品铺子。
锅里的菜油开始起泡，升起炊烟，他
说，
把你们全屋的人都叫来吃吧。
我放心了，也失望了，为自己的自作
多情臊了一阵。
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兵家都不在成都，
一个是独唱演员林丁丁，家在上海；另一
个就是香艳性感的郝淑雯。刘峰又说，他
其实已经招呼过林丁丁了；中午她在洗衣
台上洗被单，他就邀请了她，没明说，只说
晚上有好吃的，四点钟食堂开饭少吃点
儿。原来丁丁是他请的头一个客人。
他又接着说，小郝馋嘴，早就跟他央
求弄吃的了。哦，看来第一个受到邀请的
是郝淑雯。郝淑雯跟哪个男兵要吃的会要
不来？她动手抢他们都欢迎。
我看清了局面，三个同屋，蹭吃的是
我。
（节选自小说《芳华》，标题为本报添
加，
有删节）

朗读你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吧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本报
《悦读视界》栏目
“朗读者”活动推出以来，
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关注。我们的期望是，
让更多的家庭分享到优质的声音，同时让
更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滋润心灵。
征集要求：朗读者声音清晰，以普通
话朗读
ngganqi
ngs
u@163.
征 集 邮 箱 ：qi
com（音频请以MP3格式发送，留下朗读
者姓名和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24-86205098
咨 询 微 信 ：
15998807994（注
明朗读者）
注：本次征集
为 公 益 性 活 动 ，仅
用于本栏目公号
读 者 倾 听 分 享 ，不
用于任何商业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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