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嫁接的艺术与艺术的嫁接
———文学与影视双重视阈下的胡辛创作研究

王小娥

示录》 将人对生命不无缺憾的感悟烧炼进瓷

里；《瓷城一条街》是“名副其实”又“徒有虚名”
的瓷器街的新风俗人情图，景兴厂长在新女性

谷子和残疾女子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故事，京城

记者与谷子的“罗马假日”般的浪漫故事，丹青

世家傅野鹤和儿子小野间的无法沟通的代沟

故事，谷子和研究古陶瓷的父亲田雨“心有灵

犀一点通”的故事，景兴和以禾草包装瓷器的

父亲“无言以对”的故事，柴窑把桩火师傅与青

青母亲香姆妈的纯清的黄昏恋的故事，爱管闲

事的居委会代表粑粑头胖姨娘的故事……在

胡辛笔下，绘声绘色、意味无穷却又都分明食

着人间烟火；《地上有个黑太阳》中白色土情怀

溢于言表，但隐晦曲折的家族之谜，加上魔幻

玄乎色彩，给景德镇的故事平添许多神秘幽深

艰涩的气氛。
21 世纪初期推出的长篇小说《陶瓷物语》，

既是对陶瓷历史之河的几番溯源而上的追述，
更是陶瓷的时间之河对人的淘洗，是一部包罗

万象的沉甸甸的景德镇的史诗。 该书扉页题

写：“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 这是一部

融汇陶瓷历史和陶瓷技艺的书，源远流长的中

国陶瓷文化历史的沉寂与当代形形色色的人

们的浮躁故事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浓得化不

开。 故事的主角是人，而“物语”却为小说增添

奇幻色彩。 女作家侯秀芬曾赞叹胡辛说：“对瓷

的女性解读，认同瓷这一中国文化的母体为女

性，不能不说是她的文化底气十足又慧眼独具

的凸显，是否可以说，这可能是关于华夏文明

的另一种追溯呢？ 自母权制被颠覆后，女性湮

没于历史地心深处，女性何时才能浮出历史地

表？ 在女性苍茫又荒凉的历史长河中，瓷是女

性顽强坚韧的生存状态、细腻委婉又炽烈喷薄

的情感舞蹈的记载、折射和象征。 无论对否，她

勇敢又潇洒地参与了当代文化建构。 ”一个个

瓷背后的故事让人痛惜，情感如瓷，是很难经

得起碰撞的。 胡辛就这样用女人的眼睛女人的

心去触摸、去感悟瓷与女人，从瓷的破碎中分

明传递出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女性特质的呼

喊。
地域文化特质沉淀为胡辛作品的 原 始 底

色， 而独立的女性意识由朦胧渐清晰浸淫其

间，犹如香樟，于朴实无华中沁出淡淡芬芳。 当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领导问由胡辛改编成 30
集 电 视 连 续 剧《蔷 薇 雨》的 立 意 时，她 的 回 答

是：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我们轻

易抛却的，也许是我们，甚至我们以后的几代

人所要苦苦寻求的呢。 这是一个普适性的结

论，但她的思考萌生于这方水土。 在胡辛的作

品中，作者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冷静的洞察

反思者、 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文知识者、一

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她站在爱与痛的边缘、
埋头于对道义与承担的守望与超越，尽情演绎

着对这方水土这方人的呵护与拥抱、 批判与礼

赞。

在传统与现代、恪守与流变、牴牾与狂欢

冲撞交汇的转型时代中，不少作家从埋头纸质

文本中走出，“抛头露面” 于影视立体传媒，从

个性而为的小说到面向大众的影视剧，激流勇

进中女作家群体亦呈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王安

忆、池莉、王晓玉、张欣等皆或深或浅地裹挟于

小说的影视改编潮中。 其实，在江西这片有点

儿寂寞的红土地上，早有一位女作家，于 1980
年代初便弄潮于文学与影视双向互动的激流

中，淡定从容，奇迹不断。 她，就是江西籍的著

名作家胡辛教授。

1983 年，38 岁的胡辛以处女作《四个四十

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上

海和广西电影制片厂分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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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如果说小说的影视改编给胡辛开启了一扇

通 往 声 画 艺 术 之 窗，那 么，电 视 专 题 片（纪 录

片）的创制则是胡辛从小说创作、编剧到编导

的一次华丽转身，是她对江西这方水土这方人

的本土显影。 率师生“自编自导自演自摄制”的

电视连续剧与电影，以借鉴并超越日韩偶像剧

的追求开始了青春偶像剧的本土化实验。 身兼

作家、教授、编导多重身份的胡辛，始终保持着

特立独行的风姿，驰骋于充溢喧哗与骚动的文

坛影视圈，用笔墨文字、声画摄影不断丰富拓

展自己的表现领域和传达方式。

一、文学与影视的双向互动：
胡辛小说的影视改编

文学与影视有着不解之缘。 中国影视创作

的成就离不开中国文学的滋养和助推。 张艺谋

曾言：“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

的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

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

在。 ”
胡辛较早和较清晰地认识到小说与 电 视

剧结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对二者的嫁接

进行了具体的操练。 她认为：“电视剧和小说有

其本质规律的相同处:一是同根同土壤同背景；
二是对故事和主题的依赖太强； 三是情节结

构、人物形象都属开放状态；四是皆厚爱语言,
尽管一个行诸文字,一个通过说话。 ”她的小说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和《蔷薇

雨》，一短一中一长，皆成功地改编成电影、电

视剧。 在正式改编之改写、删减与扩展的同时，
又力争求同存异。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改编成的同名电视

剧和电影《同龄女友》在改编上基本忠实于原

小说，故事主线别无二致，小说文本中画面感

强烈的场景都搬上了荧屏。 但是，无论是电视

剧还是电影，都将小说的特定的封闭环境进行

了拓展， 都走出了省妇女保健院的小庭院，都

不约而同添加了三个女友陪柳青去上海看病

的情节。 其实，这样的改变必然会带来表达的

不同。 如果说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全部缺

席，他们只是四个女人汩汩流淌的语言河流上

漂浮的能指；那么，电视剧与电影的声画艺术

则让这些男人一个个粉墨登场，除了叶芸的第

二任丈夫凶恶粗鲁之外，其他男人对女人们都

能善解人意，并且都为柳青治病出谋划策。 银

幕和荧屏皆充溢着和谐的氛围，淡化了原小说

文本浸透空气和骨子里的女性的无助感。 而在

中篇小说《这里有泉水》的前半部分，树云的男

友一直都只是活在她的痛苦记忆中；到了后半

部分，他出场了，并要求重续前缘。 他的出现引

出了树云的身世之谜，在电视剧中，根本就删

除了后面的故事。 但如若放到今天越改编越冗

长的潮流中,可能前史后史都会尽情发挥！
胡辛认定：“如果说电视剧与小说的缘分

更深, 那么电视连续剧跟长篇小说就是不解之

缘了。 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一样,不怕人物众

多,不怕故事情节曲折繁杂,不受时间空间的限

制,旁逸斜出繁花满树那才有看头。 长篇巨著也

只有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才能得到恢宏磅礴

又舒缓细腻的展现。 ”不同媒介的叙事转变在

胡辛创作中亦可寻觅出有规律又逆规律之轨

迹。

28 集电视连续剧《蔷薇雨》因了女性故事

的丰富生动，导演的认真敬业，老、中、青明星

群体的倾心打造， 主题与时代节奏的吻合，还

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获得好评如潮。 该剧虽由

胡辛编剧，胡辛却没有完全忠实于原著，也就

是说，放弃了轻车熟路，而是进行了改写、扩展

和删略。
首先，该剧删除了小说中的四个人物———

席大鹏、钱光荣、勺子和糯糍女；其次，该剧还

一一删除了阿玮第二次栽进感情陷阱、瑶瑶的

恋人席大鹏的故事、希璞和老副省长凌光明之

间的朦胧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等情节。 同时，
该剧还对晓峰、和尚等人物形象进行了适当改

写。 晓峰从小说中的一个从未有露脸机会的人

物符号，到电视剧中摇身一变“成了凌云与阿

玮、徐氏家族和凌云父亲等纠结的大活扣”，从

播出效果来看，晓峰的戏不仅使剧中矛盾充满

了悬念和张力， 而且丰富了阿玮和凌云的性

格。 而和尚从小说中的改良型的市井泼皮形象

到电视剧中圆头圆脑的善良憨厚胖子形象的

改写无疑给电视剧的气氛营造增色不少，平添

了几分喜剧色彩。 除此之外，扩展亦是《蔷薇

雨》“小说的影视改编”的必要手段。 阿玮与凌

云、七巧、姚鸿、辜述之、巴小霞之间的纠葛戏

得到扩展， 增添了不少情节链和很多细节；二

玫与石平林、副省长鄢河鸥之间的误会戏也进

行了填充和扩展，不像小说中多用心理活动来

过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的结局对小

说结尾进行了颠覆式的改写，大大淡化了小说

结尾的悲剧性，而是变成了迎合观众审美趣味

热

点

话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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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淡化了哲理，少了

回味，但到底走向了世俗化的生活。
胡辛“小说的影视改编”的成功，一方面应

归结于影视剧对小说文本的文学性的青睐；另

一方面， 其小说文本的影视化思维和想象、画

面感强等影视化倾向也是改编成功的重要条

件。 翻阅文本的张张纸页，在品味胡辛小说文

字之美的同时， 那绘声绘色的魅力亦扣人心

弦。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她们小时候经常

玩的“扣子轮轮转”的把戏，将少年与中年、幸

与不幸、故事与故事缝织得自然流畅，亲切可

信， 给人强烈的画面感和视觉感。 《这里有泉

水》中，树云在青年老师余多和萧乐乐的怂恿

下， 在长衣长裤外穿上露胳膊大腿的游泳衣，
下到鹅湖游泳，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初，墨守成

规的中年女性想变要变但又缩手缩脚的具象

化的表征。 而《蔷薇雨》中，谨小慎微、一钱如命

的小男人辜述之， 家中有间暗无天日的小书

房，外锁内锁还要加抽屉锁，亦是意味无穷的

视听元素。

二、多元文化的影像呈现：
胡辛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的创制

电视纪录片被公认为电视时代高文 化 品

格的代表。 在中国，一般认为，“纪录片是最有

品位最有魅力的电视作品。 纪录片体现着一个

电视台的综合实力和品位。 ”中国电视纪录片

发轫于中国电视开播之时，走过了政治化纪录

片、人文化纪录片、平民化纪录片与社会化纪

录片四个时期，强调的仍然是人文价值和审美

价值。 《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闪

亮荧屏，让中国的纪录片“从历史的中国走向

现实的中国， 从自然的中国走向社会的中国，
从封闭的中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成为引领中国

电视文化发展方向的领路人。 ”
无须讳言，胡辛电视片的部分创作就是主

流意识形态的 “遵命之作”。 大型电视系列片

《瓷都景德镇》、电视专题片《千里踏访颂师魂》
等皆是省委宣传部、 省电视台等的应邀之作，
属于“主旋律”作品，也可以看成是作者叙事策

略的被选择。 如果说《千里踏访颂师魂》是为了

师德师风的建设而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是作者

叙事策略的主动选择；那么，对景德镇进行宏

观宣传的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对活生生

的瓷都人形象进行塑造和推出的电视系列片

《瓷都名流》 以及对红土地革命传统精神进行

传颂的电视片《红绿辉映领袖峰》等更是作者

叙事策略的主动选择。 所以，说胡辛电视专题

片（纪录片）的创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张扬主流

文化，弘扬主旋律，是实事求是的。
胡辛的“遵命之作”常将伦理亲情融汇于

主流话语之中， 在她所写所摄的人物身上，常

将其性格、言行、命运与伦理感情交融，也许在

她是并不自觉的运用，但到底是主流意识形态

与民众的血肉相联，而且很容易唤起受众的心

理认同和情感共鸣，开辟了一条主流面向大众

的传播渠道。
真实是纪录片的本性， 是纪录片的灵魂。

电视纪录片的真实也成就了纪录片的真情。 胡

辛的电视专题片《千里踏访颂师魂》就是很好

的印证。 一段段客观影像还原和再现出了一个

个教师的信念与坚持、道出了教师们的伟大和

平凡，场面感人至深，观者无不流泪。 2001 年胡

辛率 8 个研究生分期分批走遍江西 11 个地市

的乡野山村，从风光秀丽的赣北，到群山逶迤

的赣南；从渊明故里桃花源畔，到朱子旧居婺

水之源；从临川秀水才子之乡，到井冈胜地庐

陵故郡……把镜头对准第一线的 16 位中小学

教师，其中近一半女性，多是山村教师，有的几

度出山进山，有的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富商的

女儿，有的是劝导城市中学教师的丈夫一块下

乡的师范生……她们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

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的事迹，看似平凡，实则

很难坚持，当聚焦镜头中，其震撼力是很大的。
朴实的话语，“假戏真做” 的感人场景是对乡村

教师的理解与支持，更是乡村教师对学生血缘

之爱、伦理之情的一种升华。
在 9 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中，“人正

在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人的内心世界正在成为

纪录片探索的重要内容”。 胡辛将摄像机的镜

头聚焦于景德镇的名人名流们：高山仰止景行

行 止 的 王 锡 良，将 民 间 青 花“学 院 化”的 秦 锡

麟，将陶艺释为温润如玉的何炳钦，用瓷演绎

人性的“动物世界”的周国桢，城雕“陶”与“瓷”
的主创者姚永康，开创颜色釉创造人物的李菊

生，在源远流长的传统陶瓷工艺中创新的刘远

长，栩栩如生的写实主义者张育贤，珠山八友

之后刘雨岑等，这 9 个造诣颇高的陶瓷艺术家

都生活在景德镇这片热土上，领受白色土上七

彩雨的熏陶，但胡辛在对他们人生经历和陶艺

特质进行叙事编码的过程中，一半声画以客观

镜头展览他们的作品和绘画制作的过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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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画则是他们各自的讲述， 或回顾人生历程，
或谈创作的感悟，或谈困惑与追求,各是各的特

色，又集锦成名流荟萃，采取的是平民化的视

角，选择的则是大众文化叙事策略，让观众一

下子就与名人变成零距离。
无独有偶，电视系列片《追寻胡先骕》将镜

头聚焦于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活化石”水杉

的发现者胡先骕先生，分上、中、下三个时间段

试图用声音和画面塑造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立

体多面的胡先骕先生。 上集“落霞孤鹜 秋水长

天”： 从 胡 先 骕 先 生 诞 生 到 从 美 国 学 成 归 国

（1894-1916）；中集“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写艰

难 岁 月 中 国 植 物 学 的 崛 起（1917-1949）；下 集

“老当益壮 水杉歌起” 写解放后胡先骕先生跌

宕起伏的人生历程（1950-1968）。 挖掘江西的

名人，将中国传统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

怀、丰厚的知识底蕴、真挚的师友情缘，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的精神传扬开去，为赣文化研究

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资

源，传承江西“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和“古文

化”，是胡辛不懈的追求。

三、“青春”、“偶像”的当代演绎：
胡辛校园青春剧的实践与创新

起源于日本，形成“文化攻势”于韩国，传

播到东亚及欧美各国的偶像剧发轫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偶像剧所承载的是大众文化中最时

尚、最流行元素。 青春、爱情、励志和娱乐是偶

像剧的四大必要元素。 当一些国产偶像剧仍然

沉醉于一味模仿日韩偶像剧的梦幻世界时，胡

辛率研究生“自编自导自演自摄制”的中长篇

电视连续剧《聚沙》、《沙之舞》与电视电影《惊

艳陶瓷》， 却别开生面地进行了青春剧的本土

化实验。

24 集校园青春剧《聚沙》于 2007 年五一黄

金周在中国教育台播出，可称为中国高校第一

部以师生团队面貌创制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也

是中国第一部直面研究生生活题材的长篇电

视连续剧。 校园青春剧是偶像剧之一种，这部

剧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交织交融、充满阳

光。 她既有偶像剧的青春、爱情、励志、娱乐的

构成元素，更有 “爱情蒙太奇”、“同一屋檐下”、

“灰姑娘传奇”等叙事模式。 她在借鉴日韩偶像

剧基础上有一种超越，而且，一扫以往不少国

产偶像剧那般无生活气息的矫揉造作之风，以

她特有的视听图谱、人物符码、细微真实的“生

活流”、浓厚的校园“气息”谱写着当代研究生

的青春之歌。 《聚沙》中学生演学生，校园、教

室、拉片室、剪辑室、寝室、图书馆、操场、食堂

等都成了《聚沙》不可或缺的视觉空间编码，既

有学习的氛围又有生活的气息还有励志的影

子。 《聚沙》的对白颇显研究生素质的精彩。 内

容真实可信，既有同学之间的真诚关爱、友好

互助，又有相互猜疑、不公平竞争；既有师生之

间的深情浓意、代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又有

隔膜疏离乃至提防。 但在相撞中相融，渐渐地

由散沙走向聚沙。
此后，胡辛又率硕士生们“自编自导自演

自摄制”了 8 集电视剧《沙之舞》，创制过程中

就赢得新华网等媒体的关注，其同期纪录拍摄

过程的《在路上》获国际大学生“金熊猫奖”纪

录片最佳创意奖提名。 这部关注青年一代教育

问题的《沙之舞》于 2011 年暑期在江西电视台

公共频道粉墨登场，好评如潮。 《沙之舞》将镜

头对准“贪欲”，反映的是反毒戒毒与吸毒贩毒

的较量， 立意点则是道德是沙之金光所在，贪

欲毁灭人性之光；探讨了高校学生学习、生活、
爱情、日常点点滴滴中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

的碰撞、纠葛和撕掳。 高校生活的生机勃勃、丰

富多彩，激流下的潜流、阳光下的阴影交织着，
既增加了情节的悬疑度，又做到扣人心弦。

与《聚沙》相比，《沙之舞》在题材上有所突

破，话语传达和叙事策略上有较大变化。 当代

大学校园对真爱的呼唤和寻觅演绎得颇具张

力。 何冰与任若水、夏霜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

缠绵纠结，何冰对欧阳易晶周密的算计和情感

利用，邵折腾与文静茹的“奇遇”，化学点女生

对何博的搞笑式“迷恋”等，从人物的表象到心

灵世界的变异追寻，无疑给《沙之舞》增添了可

看性和思考深度。 胡辛就是这样，稳打稳扎、淡

定从容地率领师生为挑战日韩偶像剧作种种

实验。
胡辛的创作， 依然处在行进中的 现 在 时

态，对胡辛这样创作多面手不老松，拙文肯定

是自不量力， 落在纸上的仅仅是意义的一部

分，但重要的是，她搏击于文学与影视双向互

动激流中的种种尝试，这种率领年青一代迎难

而上、脚踏实地、呕心沥血的探索精神，对我，
对我们这一代年青人， 无疑是仰视并学习的榜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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