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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祝福》：足以抗拒时光的经验与启示
从 易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4K 修复版
影片《祝福》重映。在此之前，由上海国际电
影节组织修复和申报的影片《祝福》，刚刚成
功入围 2020戛纳电影节经典单元。

64年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上海
电影制片厂演员白杨和魏鹤龄等主演的电
影《祝福》问世。电影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
《祝福》，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故事
片。电影上映后，在国内外获得好评，于 1957

年获得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
奖，1958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

2005年中国电影 100年之际，《祝福》入选中
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白杨主演的祥林嫂也
成为中国电影百年百名经典银幕形象之一。

此次，4K修复版《祝福》重映，不仅可以
让当下观众感受经典的光影魅力，也是对一
段电影史的深情回望， 并在魅力与深情间，

汲取来自经典的力量。

《祝福》改编史：经典的流转

小说《祝福》发表于 1924 年 3 月 25 日
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 21卷第 6

号上，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

小说以主人公祥林嫂的悲剧， 深刻地揭露封
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这四条绳索是如
何窒息了人的生命， 以此批判封建礼教吃人
的本质。这部小说以其强烈的文学性、思想性
和批判性，成为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座高峰。

从 20世纪 40年代开始，《祝福》被频繁
改编，以其他各种艺术形式亮相，如越剧、南
词、评剧等版本。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的就是电影《祝福》。

《祝福》的电影改编，是 1956 年鲁迅逝
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5年春夏之交，夏衍接到改编任务。而据
1956年 4月 28日《人民日报》消息，北京电
影制片厂 27日从北京前往鲁迅的故乡———

浙江省绍兴拍摄外景。 虽然拍摄周期短，但
电影《祝福》不负众望，获得好评。

1956年，越剧版《祥林嫂》也按鲁迅原著
的精神，重新进行了改编。1977年，上海越剧
院以男女合演的形式进行排演 （此前贺老
六由女演员反串）。这一版本《祥林嫂》获得
文艺界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新越剧
的里程碑”。1978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
拍摄成越剧电影《祥林嫂》，使其得到更广
泛的传播。

电影《祝福》：经典再造经典

小说改编成电影是技术活，尤其是改编
像《祝福》这样的经典名著，更是难上加难，

如同 “戴着镣铐跳舞”。 夏衍深谙其中的要
害，他曾如此分析道：“要你从拔萃、提炼和
结晶了的、为量不多的精华中间，去体会作
品的精神实质，同时还因为要把它从一种艺
术样式改写成另一种艺术样式，所以就必须
要在不伤害原作的主题思想和原有风格的
原则之下，通过更多的动作、形象———有时
还不得不加以扩大、稀释和填补，来使它成
为主要通过想象和诉诸视觉、 听觉的形式。

割爱固然‘吃力不讨好’，要在大师名匠的原
作之外再增添一点东西，就更难免有‘狗尾

续貂’和‘佛头着粪’的危险了。”

因此，在对《祝福》的改编上，夏衍审慎
地对原作做了删减、改动与增补。

首先是删减。在小说中，由“我”来讲述
这个故事，“我” 也是故事的当事人之一，它
是一个限定视角的叙事。这在电影艺术呈现
上比较困难。 电影改为第三人称的全知叙
事，“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关于祥林嫂“半
生事迹的断片”，变成了完整、连贯的祥林嫂
的后半生。

小说在书写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时，也经
由“我”表达了陷入精神惶惑的启蒙知识分
子的困境。电影删除了这一条线索，固然有
些可惜，但也让主线更为简明、集中、通俗，

凸显出阶级压迫的主题， 既能呼应时代要
求，也便于观众理解和接受。

其次是改动。比如将原著叙述的倒叙结
构改为顺叙结构；在删减“我”时，在故事的
开端、 中端和结尾加上了三段不同的画外
音，对故事进行补充说明。

另外一处可谓经典的改动是贺老六与
阿毛之死。小说中贺老六与阿毛之死有时间
上的间隔，贺老六“吃了一碗冷饭”导致伤寒
复发并不幸丧命，“本来还可以守着”， 谁料
之后阿毛被狼叼走。如夏衍所说，如果按小
说来拍，这中间的“时间过程”难于处理，会
使节奏松弛，从而削弱悲剧效果。因此电影

中，阿毛被狼叼走与贺
老六之死， 相继发生，

衔接在一起。两个悲剧
叠加在一起，戏剧冲突
更为强烈。

《祝福》是一篇短
篇小说，以概略叙事为
主， 场景叙事很少，这
就需要编剧发挥。电影
增补的 20 余处情节
中，不乏神来之笔。

首先表现在对贺
老六这个形象的丰富。

小说中贺老六只寥寥
几笔刻画，他以强力征
服了祥林嫂。电影中贺
老六是以善良感动了
祥林嫂。并且，电影花
费不少细节重塑贺老
六。比如，贺老六与祥
林嫂的相敬如宾，一家
三口有过短暂的其乐
融融的生活；贺老六勤
劳忠厚， 伤了腰部，担
心祥林嫂知道会担心，

瞒着祥林嫂； 为了赚
钱，贺老六在酷暑时节
拖着病体帮人拉纤，最
终晕倒……一个善良、

憨厚、忠实、勤劳的山
区农民形象呼之欲出。

他愈是善良，便愈是反
衬出祥林嫂丧夫丧子
后的惨痛与凄凉。

电影还增加了祥
林嫂到土地庙疯狂砍
掉自己用血汗钱捐献
的门槛的桥段。 事实
上，这不是夏衍首创。

1948 年的越剧电影版《祥林嫂》就有这一
情节。夏衍沿用了，其本意是想以祥林嫂
这个突破性的行为， 表现她的反抗性。但
以电影的整体逻辑来看，祥林嫂的反抗性
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她也不会在幻灭中死
去。但这一行为仍蕴含着深意：它反映的
是当鲁四老爷不让祥林嫂触碰祝福礼，祥
林嫂最后一根精神支柱粉碎后，对社会压
迫与神权压迫的愤恨与绝望。 砍门槛，虽
然不是祥林嫂理智的觉醒，却也折射出祥
林嫂所承受的压迫之深重。唯有一次破罐
子破摔的疯狂举动，才能让她获得短暂的
情绪宣泄。

电影《祝福》的改编，体现了夏衍的编剧
风格，结构严谨，笔触凝练。它较成功地将小
说的语言和叙述方式转化为电影的语言和
叙述方式，并且“忠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保
留原作谨严、 朴质、 外冷峻而内炽热的风
格”。同时，为了使没有读过原著，对作品的
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情风俗缺乏了解的
观众易于接受，也恰如其分地“做一些通俗
化的工作”。

《祝福》的启示：现实性与艺术性

与小说《祝福》相比，电影《祝福》凸显

出了阶级压迫的主题。电影结尾的画外音说
道：“祥林嫂，这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
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了，死了。这
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了的时
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
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电影在否定旧
社会的同时，也由衷地歌颂新生政权。这与新
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创作主流有关。

今天看来，这一倾向也留下了一些有价
值的创作经验，那就是确立现实主义创作方
向，倡导文艺创作关注现实，以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来反映时代精神。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给予电影崭新的内容，为中国民族电影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立足现实，扎根人民，呼
应时代，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源泉。

当然，电影终究是艺术的。文艺如果要
表现出它介入现实的力量，前提是文艺必须
是杰出的艺术， 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电
影《祝福》之所以成为经典，离不开它高超的
艺术表现性。

该片导演桑弧“含蓄、细腻、恬淡、质
朴”的创作风格，在《祝福》中得到鲜明的体
现。 故事的展开以苏浙一带典型的风情风
俗为背景，绿色的山峦、拱形的小桥、清澈
见底的流水、白墙黑瓦的建筑，有中国古代
山水画的清雅素淡， 软化了主题先行带来
的生硬； 善于利用自然山水的空镜头表达
人物心理，既丰富了电影的画面美感，也让
情绪的传达细腻委婉。比如，祥林嫂第一次
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忙完过年的祝福礼，

她也拥有片刻的平稳生活。春天到时，祥林
嫂在河边忙完，远望天空———有风筝在飘，

有柳树发新芽，她的嘴角露出微笑，流露一
种苦尽甘来的欣慰。这样的闲笔，很好地表
现了祥林嫂彼时的心境与处境， 与其之后
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 增强了
艺术感染力。

在人物情感的传递上，桑弧导演的表现
手法十分精细，“从平凡中体现隽永，在屑碎
中摄取深长”。比如，祥林嫂五花大绑被迫嫁
给贺老六，她撞桌抗婚昏倒后醒来，想要离
开。 桑弧加上了一段剧本中没有的对话，贺
老六同意祥林嫂回去， 问：“你到鲁镇呢，还
是回婆婆那里去？我送你回去。”这一问，问
得祥林嫂满腹辛酸、欲哭无泪。它已经暗示
了祥林嫂留下来的理由———贺老六是善良
的，祥林嫂已无处可去；也含蓄隽永地铺垫
了两人的情感递进。

正如评论所说，“电影改编文学名著，能
获得好评者不多， 盖因文学名著成就太高，

难以企及，更难以超越。但也并非全都如此，

电影《祝福》就是一个例外。编剧夏衍、导演
桑弧和主演白杨的珠联璧合， 造就了电影
《祝福》 的成功……这是值得如今的电影人
学习的。”时隔 60 多年，对观众来说，“重新
观看《祝福》，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严谨、精
炼、凝重、尖锐”；

对电影人来说，无
论是在小说改编
电影这一维度上，

还是在现实主义
创作这一维度上，

电影《祝福》都留
下了足以抗拒时
光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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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是今年的一
个热词。而提起日本艺术，很
多人也会想到一朵著名的“浪
花”———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画
作《神奈川冲浪里》。

这一阵，这朵著名的“浪
花”正在上海外滩壹号 Bund
One Art Museum的“梦回江
户———浮世绘艺术大展”中展
出，与之一同亮相的是众多浮
世绘名家的名作。
《神奈川冲浪里》是葛饰

北斋作品《富岳三十六景》中
的一张。画中描绘的是日本神
奈川县相模湾东侧与东京湾
出口的交界处、三浦半岛南端
观音崎附近的一片海浪。这幅
以浪为主题的浮世绘，一改鬼
怪、美人、市井的传统，将人与
海洋的争斗绘于纸上。
《富岳三十六景》这批画

当年足足印了至少 8000 张，
每张定价为 16 文。折合成现
在的物价，相当于两碗面的价
格。尽管这幅画如今已成为
“神”作，但在当时也不过是
葛饰北斋为了赚钱谋生而作。
为追求“流量”，这位穷了一
辈子的大师，还迎合日本民众
普遍崇拜富士山的这个特点，
在这一系列的每张画里，都画
上了或大或小的富士山，《神
奈川冲浪里》也不例外。

谁能想到，当年不起眼的
版画，如今高居艺术殿堂。而
这也正是浮世绘艺术价值的
一个缩影。鲁迅在 1934 年给
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书信里
写道：“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
我年轻时喜欢的是北斋，现在
则喜欢广重，其次则为歌麿的
人物。不过依我看，适合中国
人一般眼光的，恐怕还是北
斋。”由此可见鲁迅对北斋浮
世绘作品的推崇。

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画，
最早产生于通俗文化繁荣发
展的江户时代。传统的浮世绘
以肉笔画和木版画为基础，尤
其以可大量印刷的木版画为
代表。江户时代，“町人文化”
（即市民文化）迅速发展，木
刻雕版印刷也使得这些图像
可以大量复制，成本低廉同时
又符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
浮世绘因此广为流传。

为什么叫浮世绘？江户时
代的“畅销书”《浮世物语》中
这样写道：“万事不挂心头，随
风飘去，流水浮萍一般，即叫作
浮世。”“浮世绘”一词有入世
行乐、感叹人生如过眼烟云之
意，也就是表现现实世间的绘
画。对于赞扬现世精神的江户市民来说，“浮世”包含
当时最流行的人生观。

浮世绘艺术大展上，“浮世绘的黎明”“多彩‘锦
绘’的诞生———铃木春信”“美人画的顶峰———喜多川
歌麿”“‘画狂人’———葛饰北斋”“‘江户仔’的豪情”
“静寂哀怨的乡愁———歌川广重”“世纪末的颓废美”
“余光夕照”八大主题的展示，是对日本江户文化的
一次全景式扫描，意在“重现”一个真实的浮世绘世
界。它跳脱了以单一题材分类的展陈形式，全面系统
地梳理了浮世绘的发展史和题材，深入浅出地诠释
了浮世绘的艺术形式，立体化地呈现了江户民俗以
及浮世绘艺术的文化与精神内涵。

观众所观赏到的 140 余幅经典作品，是从几千幅
浮世绘作品中精挑细选而来，汇集了日本浮世绘各阶
段主要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其中，喜多川歌麿被称为“美人画巨匠”。他在行
云流水般的线条和色彩间，将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表现
得尽善尽美。画中的女子常常有着长长的脸型、像线
一样细的眼睛和高挑的身材，这成为喜多川歌麿笔下
人物的独特属性。这一属性加上画作的艳丽色彩，构
成其绘画艺术的重要特色。

歌川广重则被称作“风景画巨匠”。从《东都名
所》到《东海道五十三次》，再到《近江八景》《名所江
户百景》等，歌川广重创作了大量的风景画作，给当时
的浮世绘画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用秀丽的笔触
与和谐的色彩，表达典雅而充满诗意的大自然。在业界
看来，他代表着纯日式艺术表达的最高水平之一。

杨洲周延的《见立水浒传》，故事背景源自《水浒
传》里的《花和尚鲁智深大战九纹龙史进》。这也是全
场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题材的浮世绘。众所周知，日
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浮世绘最初借鉴的
也正是中国古代木刻版画的手法。

在西方，浮世绘几乎是整个日本绘画的代名词。
作为日本江户时代最有特色的绘画，浮世绘之所以闻
名于世，还在于它对西方现代美术的推进作用。凡·

高、马奈、莫奈、德加等都是浮世绘爱好者。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画坛走向现代美术阶段，印象

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各类画风竞相出现，给传统浮世
绘带来巨大冲击。再加上浮世绘的内容也偏离了原来的
轨道，开始追求另一种极端方向。曾经的浮世绘，渐渐
退出历史舞台。

而世人有多爱浮世绘？或许也在这场展览中可见一
斑。和许多画展更适合远观不同的是，这场展览中，观众
都以极近的距离细细欣赏墙上挂着的一幅幅浮世绘画
作，更有观众拿出手机将心仪的作品一一拍下来，还有
很多观众叫同伴帮忙拍下他或她和画作的合影。

江户不再，浮世依旧。正如这一展览的策展人、上
海美术学院教授潘力所言：“每一幅浮世绘都是一个
小宇宙，承载着丰富的日本民俗密码。”

银幕内外，离别与离别的彼此渗透
李 佳

7月 20 日，全国电影院复业；在此之前，
我们已经与大银幕离别了 179 天。再见，难
免喜悦：各大媒体纷纷刊登讯息；我迫不及
待地买了票，成为第一批“重逢见证者”。

刚经历了离别，我选择的电影也是关于离
别的。《第一次的离别》，王丽娜导演的处女
作，曾斩获柏林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东京
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个电影节大
奖；它是影院复业第一天上映的唯一新片，也
是呼声最高的一部。

天高，云淡，瀚海苍茫，有血红的胡杨林，
也有成群的牛羊，天地宏阔，牧歌悠扬，拉长
了时光。一切，如此明亮，又如此忧伤，这里是
离别发生的地方。故事的背景地在新疆，王丽
娜导演是新疆人，这富有张力的画面正是她
心中的故乡，也是她想呈现给观众的故乡；为
了一次完美的呈现，她和团队整整驻地拍摄
两年。电影里倾注着她的乡愁。乡愁是惆怅
的，也是深情的，乡愁的颜色浓烈、富有层次
感；这样的颜色，是属于大银幕的。

离别久了，有时会淡忘；相守本是一种
习惯，而离别则消减习惯。记得电影院刚刚

停业时，身边有许多人盼着要去影院看《夺
冠》《唐人街探案 3》《花木兰》⋯⋯宅家过
程中，大家“开发”了不少观影平台，似乎
“不去电影院也行，足不出户什么都能看”。
但是，淡忘不等于忘却，暂代不意味着替代。
电影是光影艺术，在电影元素里，故事和画
面是平分秋色的。《第一次的离别》就是这
样典型的电影。

在电影院里，大银幕与观众彼此渗透。
大银幕上，天那样蓝，草那样绿，沙上的足印
清晰可见，连羊羔的睫毛也一根根数得出，
观众仿佛能闻到羊羔嘴角奶汁的清香⋯⋯
在这样的画面里，人与自然无限接近，一个
人卑微得像一粒沙；牛羊、驴子、棉花丛、胡
杨树也骄傲得像一个人。这干净、缥缈、深沉
的地方！它是新疆沙雅，是男孩艾萨的家。

艾萨，《第一次的离别》的主人公。他和
父母、哥哥，还有好友凯丽比努尔姐弟都生
活在沙雅，这是他的世界、他的天地。这世界
纯真，像流淌在大漠的清溪；这世界淳朴，如
同他们被风沙和太阳刮红了的脸庞；这里的
一切都慢，像那些需要一个个手工采摘的棉

桃。这里的人与人之间，感情也醇，艾萨的妈
妈在他很小时患病，生活无法自理，不能说
话，经常跑出去，艾萨小小年纪便承担起繁
重的劳动，还要在劳动、读书之余照顾妈妈，
但他和哥哥对妈妈的爱从未改变过，透过大
银幕，这爱全融在他们为妈妈细致梳理的发
丝里。发丝灰白，细而柔软，根根都连着心。

镜头无声切换，岁月静静推移；胡杨林
悄然改变：春季苍茫若沙，夏季绿意如新，秋
季鲜红似血，冬季洁白如霜⋯⋯仿若人生，
乍看一成不变，实则变化无处不在。大银幕
里，艾萨走过了一次次离别：哥哥外出上大
学，妈妈被送进养老院，凯丽比努尔姐弟转
学去了另一个城市，就连他和凯丽养大的小
羊也在风雪之夜走失了⋯⋯

人生际遇，就像生命本身，充满偶然，没
有人知道下一段将与谁相遇、与谁分离。但
离别的并非永远消失，我们将带着记忆走下
去；离别的也可能重逢。就像电影中凯丽妈
妈所说：“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离别。”苍穹之
下，走过离别的艾萨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
他的前面，旷野茫茫；待羊群回圈，艾萨倚着

栅栏专注地望天———那是他和凯丽姐弟一
起坐在胡杨树上望过的天；那时的天也这样
高，未来却没有这样远。艾萨的眼眸深邃，里
面装进了思念，还有希望。那一刻，我们突然
发现：这个孩子长大了。远方，飘来悠扬的牧
歌，它在赞美母亲，也在赞美生活；在不朽的
胡杨树旁，成长也像一首牧歌。

在电影之外，在现实之中，刚刚复业的
电影院，经历了 179 天的离别，再见时没有
情绪的大起大落，也没有预见中的“报复性
消费”，有的只是自然而然。走出放映厅时，
我才注意到电影的海报，在“第一次的离
别”下面写着：久别盼重逢。一个“盼”字里
的，是懂得、是思念，更是憧憬。

电影《祝福》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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