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视剧翻拍现象一直很普遍，很多经典作品都

值得一拍再拍。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部

分翻拍脱离了原作的美学框架，走进了恶性循环的

怪圈。究竟什么才是值得称道的翻拍？翻拍又有哪

些规则？

影视剧翻拍成功与否，最关键在于是否能尊重原

作韵味。所谓韵味，是指贯穿原作的气魄、格局、艺术

内涵和哲学维度。所有改编都应在不破坏这四方面

的基础上进行。保留原汁原味，是王道。

气魄，是一部作品的骨骼。小气之作骨瘦如柴，

大气之作傲骨峥峥。譬如《西游记》，它的气魄在于以

天马行空的大胆想象塑造出意味深长的神魔世界，用

孙悟空、猪八戒等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将历史上玄

奘取经的故事架构生动而顽强地支撑起来。通过故

事里细微之处的描摹就可以深刻感受到原著作者的

殚精竭虑和良苦用心。86版电视剧《西游记》忠实地

继承了原著的这种气魄，之后很多翻拍作品都难以达

到这一本应是最基础的标准。前两年上映的一部院

线电影《三打白骨精》貌似有些进步，不论从故事设

计、化妆、表演还是后期制作等方面都开始考虑原著

的精神内核，而非之前大量同类作品的浮光掠影和蜻

蜓点水。不过，周星驰拍的《大话西游》倒是另辟蹊

径，尽管难以看出《西游记》原著的精神指向，但别有

一番洞天，美学意义颇有可取之处。

格局，为一部作品的血液。小格局，如干瘪的身

躯，软塌塌的；大格局，似健壮的身形，韵味十足。格

局大者，如《射雕英雄传》，以郭靖黄蓉的传奇经历和

爱情考验将“侠义”和“家国”的本质展现得荡气回肠，

一个个小故事串起来，折射了大格局，令人惊叹。黄

日华翁美玲版的《射雕》算是太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

经典，再翻拍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最近郭靖宇监

制的一版倒努力遵循了原著格局，从某种意义来说不

输 83版。该版《射雕》很大程度上延展了郭靖传奇人

生的广度和深度，让各个人物在荧屏上的表现更有血

肉，整个故事的视觉呈现方式更“金庸”。该剧采用了

“新人挑大梁，老戏骨作配”的模式，坚持实景搭建拍

摄，全剧的特效使用比例甚至不到5%，在很多情节处

理上都很精致到位。

艺术内涵，为一部作品的肌肉。任何一部影视

剧，本质上都应追求艺术张力，应充满力量。缺乏张

力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翻拍的诸多作品中，《白

鹿原》的翻拍次数算是现实主义纯文学作品中比较多

的，电影电视剧均有所及。张嘉译的那一版算是有张

力的。这版电视剧，将原著中四处弥漫的中国传统文

化通过电影化的拍摄手法传达得比较到位，很多观众

可以在电视机前“闻”到那夹杂着泥土气息的儒家风

范。最典型的，就是剧中的那位大儒朱先生。朱先生

的大家气度，演员拿捏得精准，好似在演话剧。

哲学维度，是一部作品的魂灵。由于影视剧表现

方式的局限，欲以影像让受众感受到哲学思辨的难度

很大。相当一部分艺术片之所以那样“艺术”，目的就

在于导演想将影像哲理化。这其中，失败者居多，成

功者寥寥无几。哲学维度问题是影视剧和小说哪个

更能持久传播的分水岭之一，也是至今为止影视界很

难解决的难题。读者能从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

读出绵长深远的力量，却很难从电影《约翰·克里斯朵

夫》中产生同感。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文字的功能

更丰富，而影像的功用或许在他处。

王国维论做学问有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

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最高境界。影视剧

翻拍虽不是什么大学问，但那些实操者倘若能创造性

地移植片羽，学到这三境界的凤毛麟角，经典作品大

面积重现江湖的盛况也并非不可能出现。

影视剧翻拍

原汁原味是王道

□ 梁剑箫

“二孩”的幼儿之园

所谓韵味，是指贯穿原作的气

魄、格局、艺术内涵和哲学维度。

所有改编都应在不破坏这些因素

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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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国家统计局披露了 2017
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
2017 年全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
883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了 162 万人；二
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 51.2%，比
2016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比重首次超
过了一孩。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2016 年和
2017 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 1786 万人
和 1723 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
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
142 万 人 和 79 万 人 ，出 生 率 分 别 为
12.95‰和 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
比，分别提高了 0.84个和 0.32个千分点。

二孩来得这么快，年轻或不年轻的父
母们很快意识到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问
题：幼儿园不够了。2016年、2017年出生
的孩子，到 2020 年正好要上幼儿园。而
根据《教育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我国幼儿园毛入学率才达到
85%。也就是说，到 2020 年，至少有 15%
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以上，不管是公立园
还是私立园，都补不上这个缺口。

公立园还是私立园

这拨新父母其实是幸运的。“近 10年
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颁
发以来，幼儿教育得到政府空前关注和
重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燕
说，学前教育相继出台了 3 个三年规划，
带来了幼儿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入园
难”已经相对缓解。

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比上年增
加1.61万所；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9.56 万人。学前教育
毛入园率达到 77.4%，比上年提高 2.4 个
百分点。如果相比规划实施之前的 2009
年，则大幅提高了26.5个百分点。

不要说城市里的幼儿园数量、质量
大幅提升，记者曾经在甘肃、宁夏等地的
偏远山区看到当地的村办幼儿园，硬件
设施、玩具、餐饮质量等都已接近城市二
级一类园标准。

但是，入园难问题迟迟未能得到根
本解决，孩子上幼儿园仍然是家长在漫
长教育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考。因为幼儿

园的缺口是客观存在的。
以北京为例，上世纪 90年代，北京有

3700 多所幼儿园，之后一路锐减到 2010
年的 1200 多所。2011 年以来，北京通过
各种措施新增了 17万个学前教育学位和
1.6 万名专任教师，当下仍有欠缺。根据
测算，到 2020 年，北京户籍与非户籍儿
童共有 73万，按照 85%的入园率，仍面临
近 20万学位缺口。

对公立园的追捧加剧了家长的焦
虑，也与当前我国幼儿园的构成产生了
矛盾。从细分数据来看，民办园已经占
据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大半。2016 年，全
国共有民办幼儿园 15.42 万所，已经超过
了公办园；全国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
4413.86 万 人 ，其 中 2437.66 万 人 在 民
办园。

家长只认“公家”，是因为算过账：月收
费1000多元的公立园价廉物美，堪比收费
4000元以上的私立园；那些收费2000多
元的私立园基本都是家长心目中的“山寨
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的。

“国家近年对幼教的经费投入持续加
大，但是没有对亟需资金的民办园雪中送
炭。”张燕认为，加上私立园办分园的政策
导向，让有限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形成资
源垄断。某几所幼儿园全国开花，形成品
牌，单凭几所名园就把幼儿教育全部包圆
了，其结果只能是市场环境恶化。

因此，民办幼儿园恶性事件屡禁不
止，并不只是人性和管理问题。家长们
继续把孩子送进有前科的民办幼儿园，
也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根本上来
说，这是选择匮乏造成的必然结果。

社会化办园行不行

张燕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间，我国实行多渠
道、多形式办园，除了少数公办园外，还
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如企事业单位办园、
街乡集体办园、农村小学辐射学前班乃
至家庭幼儿园。1992 年《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还明确提倡和鼓励举办家庭托儿
所，举社会力量发展幼儿教育。因此，尽
管当时经济水平有限，但是并没有出现
入园难的问题。

“2006年前后，作为农村幼儿教育主
要形式的各地学前班一声令下，全部被
取消。”张燕说，“伴随人口流动出现的、
面向多元需求的幼教形式也不被认可，
被称为山寨园、黑园、非法办园，生存环
境不佳。”

回龙观日日新学堂创始人兼校长王
晓峰深有体会。这是一所家长们为自己
的孩子办起来的幼儿园。“因为都是自己
的孩子，幼儿园从环境到油、酱油、醋等
调料都用最好的，每次相关部门来检查，
都表示放心。”王晓峰手一摊，“可就是一
个问题，我们没有资质。因为我们的土
地不合格，房屋不合格。”

根据规定，幼儿园土地要求是商业
用地或者教育用地，但日日新学堂在一
个果园里，是林业用地；幼儿园房屋要求
有房产证，但有房产证的类似房子，租金
在北京是天价。就算在回龙观，一平方
米一天也要 8 元到 10 元，这是日日新学
堂无法承受的价格。

王晓峰坚持让家长参与学校监督。
比如，因为拆迁，前些日子日日新幼儿园
搬了一次家，装修了一次。尽管园方承
诺 用 最 环 保 的 材 料 ，但 是 家 长 肯 定 担
心。因此，王晓峰做了两次环保评估，并
欢迎家长前来参观，每一个细节都让他
们看得仔仔细细。

“我相信对学校、幼儿园，看得最紧
的莫过于家长，所以我特别欢迎家长监
督。家长来自各种行业，会为幼儿园提
供很多帮助，把园方考虑不到的漏洞都
给补上。”王晓峰觉得，有时候，家长的监
督比政府的监督要严密得多。

一方面是资质缺失，另一方面是家
长认可，王晓峰有点纳闷，“当脚和鞋发
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是换一双鞋，还是修
我们脚呢？”他认为，社会办园应该降低
门槛，把资质发给真正做教育的人。

最近，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第三期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提出，除
了进一步扩大教育部门办园规模、支持
其他国有单位办园外，还将大力支持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

根据计划，北京市将研究制定鼓励
社会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的政策，简
化社会资本开办普惠性幼儿园审批程
序，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支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施修缮改造，改善

办园条件。同时，对公办幼儿园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每增加一个学位给予 1 万
元一次性补助，对其通过租赁场地增加
学位给予最高每天 5 元每平方米的租金
补助。

幼儿教育≠幼儿园教育

“现在的幼儿园教育叫‘一日常规’，
它不利于孩子的自由发展，还可能是中
国师幼关系紧张的来源。”21 世纪教育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曾晓东调研十几个幼儿园
后，发现了这个秘密。

目前大多数幼儿园的作息时间是这
样的：大班，上午 8 点到 8 点半接待幼儿
入园，晨间锻炼外加 10 分钟吃水果，然
后是主题活动教学、户外体育活动，一直
到午餐之前。这个过程中，通常是两个
主班、一个配班，3 个老师负责 30 名孩
子，每半小时就进行一次教学转换。

“孩子听老师的话吗？他不可能每
次都听。”曾晓东发现，面对这种情况，老
师只能喊，实在不行就拽过来。一旁观
察半天、被孩子吵得脑胀的曾晓东坦承
自己当时也认可喊和拽。

这还是大班。如果是小班，每 30 分
钟领着 30 个不太懂事的孩子转场、活
动，情况会更混乱。曾晓东总结说，久而
久之，孩子在“一日常规”下面，只能顺从
听话，变得规规矩矩。

“幼儿教育不等于幼儿园教育，这早
就成为共识。但是近年来观念明显倒
退，把幼儿教育窄化为幼儿园教育，关门
办园实行封闭教育，把两者混为一谈。”
张燕也同意曾晓东的结论。

张燕组织过“四环游戏小组”，为北京
四环市场内无法上幼儿园的流动儿童提
供学前教育。参与的志愿者大都是北京
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将自
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四环游戏小组，注重
带孩子玩，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激
发家长当好“老师”。“四环游戏小组强调
就近取材，能者为师，教育资源无处不
在。”张燕说，“我们 13 年的探索表明，幼
儿教育更应该依托社区就近开展，大量因
需而生的非正规教育，小而美，反而更适
合幼儿阶段。”

☞ 社会办园应该降低门槛，把资质发给真正做教育的人

☞ 幼儿教育更应该依托社区就近开展，小而美的幼儿园更适合幼儿需要

□ 佘 颖

▼河北省衡水市万博幼儿园的孩子们

在品尝腊八粥。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中心幼儿园以及织里镇多个中小

学开展“烟花爆竹换礼物”主题实践活动。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在安徽省阜阳市一家幼儿园内，孩子们展示自制的

节日灯笼。 王 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