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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路上：走着走着就想跑了
□ 李万祥

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的胡适故居
里，陈列着胡适书信手稿、胡适著作手稿等
诸多胡适文物，其中最为引人关注而且故事
最多的，则要数高挂于故居右厢房板壁上的

“努力做徽骆驼”这件胡适墨宝了。
这件“努力做徽骆驼”胡适墨宝，装裱成

长方形卷轴，长约 100 毫米，宽约 50 毫米，安
徽宣纸书写，金黄云纹锦裱。墨宝文字除了

“努力做徽骆驼”主要内容之外，还有“胡适”
的签名落款。字体是人们所熟知的胡适先
生一贯坚持着的工整楷书，入规入矩中不失
浩然文气，苍劲有力间闪烁殷殷情怀；“努
力”之“力”字力透纸背，“骆驼”铃声声至今
仍犹悬在耳。

这幅字，是胡适先生 1953 年 1 月 10 日
在台湾书赠“台北绩溪旅台同乡会”的即
兴题词，是他勉励同乡的嘉言，意在告诉
绩 溪 同 乡 人 ， 要 发 挥 徽 州 人 吃 苦 耐 劳 的

“徽骆驼”精神，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徽州
绩溪的老家。正如胡适自传中的第一句话
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那样，直到 1962
年 2 月 24 日病逝台湾前夕，胡适仍然坚持
用绩溪方言读书吟诗，不忘“我是安徽徽
州人”。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 《辞海》 中对

“徽骆驼”的释义是：“徽州不产骆驼，此
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
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金声(字正希)抗清
被俘于绩溪丛山关，他密令部属退守皖、
浙 边 界 的 荆 州 山 区 ， 利 用 地 形 ， 封 锁 四
岭，不降异族，要做徽骆驼，意为不畏艰
难，不怕牺牲，任劳任怨，跋涉不止的精
神，徽骆驼之名由此不胫而走。”人们说：
其 实 胡 适 就 是 一 头 在 学 海 跋 涉 的 “ 徽 骆
驼”，正是徽骆驼精神和现代文明的融合，
才造就了“集 35 个博士头衔于一身”的胡
适传奇。

当年胡适之所以产生“努力做徽骆驼”
的感触，是有原因的。有资料显示，1949 年，
胡适和绩溪老乡、台北市绩溪旅台同乡会创
办人胡锺吾相继去了台湾。胡适安顿好家
属即去美国讲学；胡锺吾则联络乡亲，组建

“绩溪旅台同乡会”。1952 年 10 月，胡适回
到台湾讲学。1953 年 1 月 3 日，旅台绩溪同
乡，在台北市召开绩溪旅台同乡会筹备会，
商定于 1 月 10 日在台北市泉州街铁路饭店
举行茶会，欢迎胡适讲学，并祝贺其 62 岁生
日。当时到会祝寿的乡亲有 52 人，大家身居
异地，乡音未改，首次聚会，又有从异国他乡
回来的胡适参加，格外亲热。席间，乡亲恳
请胡适题字以为纪念，胡适下笔前以徽州话
自言自语：“写些什么好呢？”引起哄堂欢
笑。略思片刻，胡适即兴题写了“努力做徽
骆驼”六个大字，和绩溪乡亲共勉，并殷切叮
咛到会同乡“要坚守徽骆驼、绩溪牛勤劳坚
忍的本色”。随后，“台北市绩溪旅台同乡
会”正式成立，胡锺吾等人将胡适题写的墨
宝复制精裱成锦轴，分发全体旅台同乡，作
为本会的精神标志。绩溪胡适故居里的这
件“努力做徽骆驼”胡适墨宝，就是“台北市
绩溪旅台同乡会”赠送的。

与这件“努力做徽骆驼”胡适墨宝相关
的故事还有：早在 1945 年，胡适就为江苏溧
阳的新安同乡会题写过“我们是徽骆驼”的
条幅；1946 年秋，胡适在南京徽州会馆，又曾
题写过“我们是徽骆驼”六个大字；而在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逝世之后，蒋介石为胡适书
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
中新思想的师表”，其横批，就是胡适自己的

“努力做徽骆驼”；而在“当年古徽州，今日黄
山市”的黄山市中心城区的国大广场上，就
有着一座名为“徽骆驼”的大型雕塑。最新
的一则是，2010 年 3 月在绩溪开拍的 30 集
电视剧的名字，就叫做《徽骆驼》。

名人“被出书”，尴尬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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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但凡是个名人，似乎就逃脱

不了“被”的命运——被娱记追逐、被大众

围观，即便在图书出版这个“雅事”上，仍不

免身不由己陷于“被”境遇。《近观马云》、

《马云给年轻人的人生规划课》、《马云营销

课》、《做马云这样的男人》⋯⋯数据显示，

仅 2014 年，与马云相关的图书就有 58 本，

相当于平均每个月至少有 4 本马云相关的

图书同时上市。岂止马云，像史玉柱、杨

澜、赵本山等都曾“被出书”。

这些“被”出版的名人图书，其中许多

连名人自己都觉得奇怪，搞不清楚如此像

模像样的书究竟是如何来的。其实，据出

版业内部人士透露，一些所谓的名人传记，

名人谈创业、励志等图书，整个成书过程靠

的不过是“攒”。也就是说，通常由出版机

构找一个作者或者一个工作室，根据网上

的内容资料剪切、复制、编辑，从而形成一

本书。行业内精通此行的枪手，15 天就能

弄出一本，而且大部分都被出版社一次性

买断，价格极低。

如此名人“被出书”，表面上看，它使得

出版商走了“捷径”，加快了图书出版周期，

在促其尽可能获利的同时，也“丰富”了图

书出版市场，为关注名人的读者提供了更

多阅读选择。然而，事实上，其中透射出多

重尴尬意味。

名人“被出书”，令名人处境尴尬。即

便这些书中，描绘的尽是名人光鲜的一面，

但由于编书过程中的道听途说、东拼西凑，

所以，书中所述未必合乎事实，也未必符合

名人本人的真实意愿。正如马云所说，“我

也很讨厌机场书架里摆的马云谈创业、马

云励志等书。至少我觉得自己不是所谓励

志的人，我们只是很有运气走到现在”。

名人“被出书”，也令出版与阅读处境

尴尬。当出版商缺乏严谨的出版态度，仅

靠“攒”功来玩转市场时，很难说，他们能够

做到不以讹传讹，能够真正把有用的东西

传递给读者，能够使所出版图书切实经得

起时间检验；也很难说，出版商如此所为不

会令读者不感到眼花缭乱，不会使读者不

产生阅读倦怠与失望。

可以说，名人“被出书”，加剧了图书出

版的混乱，毁坏了这类图书的口碑，既易扭

曲名人的本真形象，也容易导致读者阅读

的无所适从，同时，还不免使相关出版社在

读者心目中的分量愈见其轻。

当今，出版泛滥而阅读稀缺，为使名人

借助出版渠道更好地发挥其正能量，带动

更多读者在有效阅读中获益，希望名人珍

惜其“羽翼”，对于与己相关名不符实的图

书，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希望读者在擦

亮眼睛选择图书的同时，对于那些以名人

为噱头“攒”就的质量低劣之作，在充分交

流、广泛揭露基础上，自觉抵制，使之失去

市场。当然，更希望出版社皆能保持清醒

认识，努力回归职业道德本位，以“精出版”

对抗业内流俗，在赢得自身出版威望的同

时，也为树正行业整体形象助力。

根据路遥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
世界》首播已经结束，可是，由此引发的关
于文学名著改编翻拍的话题并没有结束。
在各种偶像剧、各色雷人剧“刷屏”的当下，
一部充满现实主义风格和传统生活内容的
电视剧逆袭而来，一枝独秀，吸引并感动了
无数观众。

此次路遥经典作品再现荧屏，观众也
是反响不一。有人认为该剧高度还原了原
著场景，也有人对大量的旁白表示反感。
剧中的偶像面孔让不少观众大呼太“出
戏”，认为主演颜值过高。可是，主人公孙
少安、孙少平对抗苦难的奋斗历程，仍激起
了人们的强烈共鸣。在追求市场与商业价
值的影视剧大潮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以其精神价值产生了不平凡的回响。

真诚再现

小说《平凡的世界》曾获茅盾文学奖，
以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十年
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全景展现
了当时的城乡生活和社会生态，展示了普
通人在大时代的苦难历程和奋斗精神。

“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感觉就是慢，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
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平凡的世界》起
初并不被看好。那个年代的青年，更崇尚
标新立异的意识流之类的现代主义小说，
喜欢反思、寻根、启蒙，仿佛喘口气都是在
浪费时间。于是，小说《平凡的世界》由于

“传统”而被冷落。
然而，时过境迁，当变化成为一种常态

的时候，不变的东西就越来越显得珍贵。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那些传统的东西反而
成为宝贝。就小说《平凡的世界》而言，其
沉淀于生活的阅历和载负历史的回望，为
驱动梦想向前注入了不凡动力。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要改
编名著，难度也可想而知。看过小说的观
众会发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高度还原
了原著。甚至有人说该剧与原著有着 95%
的重合度。较为明显的是，剧中大量的旁
白都选自原文。据该剧导演毛卫宁介绍，
采用旁白既是为了交代背景，也是为了让
观众能重温到当年听广播剧的感觉。

其实，只有充分尊重经典，改编的影视
剧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所谓名著，它
一定是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一定蕴含着
能够被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认可的价值。所
以，文学经典的改编翻拍就必须牢牢把握
一个原则，那就是对原著精髓的尊重。

然而，忠实于原著又刷新原著，才见得
改编功力。该剧第一出品方、上海尚世影
业总经理陈思劼就表示“绝不乱改，但绝不
是不改”。

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原著悲剧
灰色结局以温情收场，颇暖人心，剧中重点

表现了孙少平的奋斗。同时，该剧另一处
对原著的改动是删掉了孙少平的好友兼同
学金波。用该剧编剧温豪杰的话来说，“金
波不是没有了，金波是和润生合体了”。

《平凡的世界》经改编翻拍之后，生动
诠释了平凡的力量，梦想的力量。“名著改
编，故事铺陈开来，就像盖房子，地基越深
越大，房子才会越高越美。”正如陈思劼所
言，改编必须对文学有足够的尊重。

精雕细琢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收视率是衡量
电视剧市场效果的重要指标。随着剧情的
深入和口碑传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
收视率的表现上呈现出“低开高走”的趋
势。据统计，该剧在北京卫视北京地区平
均收视率达 4.01%，34 城市 0.76%，在全国
省级卫视名列前茅。

其实，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网络世
界更受欢迎。据统计，《平凡的世界》以每
天新增 400 多万点击量的速度，始终高居 3
月乐视网热播榜首。截至 3 月 31 日，乐视
网独家网络播出的点播量就达到 3.6 亿
人次。

网民的反应说明，在互联网时代，名著
改编只要结合时代趋势和观众观赏心理变

化，找到作品的共有精神内核，就能实现传
播的倍增效应。

叫好又叫座的背后，则是电视剧《平凡
的世界》制作团队的精雕细琢。从买下《平
凡的世界》的电视剧改编权，到文学创作、
立项、组建拍摄团队、杀青，历时 9 年，斥资
1.2 个亿，制作团队为观众打造出了一个黄
土纷飞、人情冷暖又充满生机的世界。据
说，仅剧本打磨就超过 5 年。温豪杰还一
度用“战战兢兢”来描述自己的创作状态。
可见，在影视商业化的浪潮之下，该剧并非
一部工业流水线中生产的电视剧，尽管有
的场景并不那么写实。该剧总制作人李娜
说得好：“如果仅仅是为了钱、为了收视率，
没有必要投资这个项目”。

纵观影视业的发展，傍“名著”，搭“名
著”便车往往成为其实现盈利的一种途
径。近年来，影视剧的“翻拍风”尤其引人
注目。“铜钱头”的林黛玉、“妩媚”的曹操、

“清纯”的潘金莲和“阿凡达”造型的孙悟空
等惹来争议不断，经典旧版依然是一座难
以超越的大山。

其实，不管是翻拍，还是改编，对于经
典，不仅仅需要尊重就足够了，更要体现在
对细节和剧情的精雕细琢上。正如路遥在
他的小说中写道：“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
状态时，思想就会从生活的琐碎中得到升
华。”对影视剧细节和剧情进行精雕细琢，

其所收获的将不只是收视率、点击量和票
房，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成为“经典的经典”。

延续经典

文学名著的改编翻拍向来备受关注。
仅就中国现当代小说而言，从多年前的《围
城》《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到这几年的

《白鹿原》《红高粱》《平凡的世界》，一批有
分量的文学作品被搬上荧屏、银幕。文学
作品“触电”，影响几何？在市场与文艺追
求之间怎样抉择？如何更好地将文学名著
改编为影视剧？仁者见仁。

经典名著在不断传播和演绎中得以永
驻。文学名著“触电”符合现代社会视觉化
的审美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扩大了
文学名著的影响力，而且让名著“看得见”，
更深入人心。

虽无法统计小说读者现在有多少，但
若通过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让更多的人
关注或者再次关注路遥和他的作品，无疑
是令人欣慰的。

不过，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还是令人
耳目一新。看过该剧后，很多人都发感慨：
如果当年从小说中看到更多的是对抗苦难
的奋斗、改变，那么今天看到更多的则是平
凡世界的价值。说实话，该剧让人感动的，
正是那在平凡中孕育生长的坚强力量。

我们知道，脚踩坚实的黄土地，是路遥
创作的基础。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核
心就是奋斗，是向苦难向命运挑战。而苦
难又离不开苦难中的人和事。苦难越是沉
重，对抗苦难之人的品行和人格魅力就越
是可贵，对抗苦难之事的情节和发展就越
能感染人。这在电视剧主人公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

该剧导演毛卫宁认为，名著的翻拍是
对当年经典的一种新的理解。这次翻拍，
就是希望通过这部经典所反映出来的人物
和人物的精神来对比当下，通过二三十年
前的小说反思今天的生存环境。

不错，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更强调原
书精神作用的艺术再现。小说原著对“60
后”“70 后”的影响很大，通过改编之后，它
的影响力将延伸到“80后”和“90后”。

透过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体味个人
的苦难，进而体味民族国家的苦难，在对抗
苦难中寻觅前行的力量，这正是我们怀揣
梦想奔向希望的原初动力。有了这一动
力，我们在逐梦路上走着走着，就会不自觉
地加快脚步想跑了。

☞ 透过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从中寻觅前行的力量，这正

是我们怀揣梦想奔向希望的原初动力，也是影视剧作品应该传递

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