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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林海音《城南舊事》小說與電影的差異。論文從原著小說的主題與形式入手，檢視大

陸導演吳貽功在上海八０年代初期所攝製的同名電影──改編後的電影文本如何「增刪」這部著名

的臺灣女性成長小說。固然電影有電影本身的圖像語言，把「文字」變成「影像」的過程，也必然

有所選擇與取捨。但既聲稱改編自特定文學作品，觀眾必關心其中的「相互關係」，例如：是否保

留了原著精神，做了怎樣的改變？本文在比較小說與電影「兩種文本」之際，既說明電影改變了哪

些具體人物與情節，也指出它顛覆了怎樣的原著精神與小說主題。在「跨文本」比較之下，揭露

「性別」與「政治」議題如何在藝術作品間，互相角力與對話的關係。 

 
【關鍵詞】林海音、城南舊事、文學電影、鄉愁文學、女性成長小說 

 

壹、前言 

林海音《城南舊事》1發表於來臺灣不久的五○年代，於西元 1960 年正式成書出

版。形式是小說，但作者追憶童年生活，懷念北平城南的景色人物，熟練運用韻味十

                                                  
1 林海音《城南舊事》有多種版本︰1960 年出的「光啟出版社」初版早已絕版。1969 年作者曾收回由

自己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續印第三版。1983 年重排新版時，由「純文學」「爾雅」同時印行而流

通迄今。本文引文及頁碼，採用目前最通行的「爾雅出版社」版本，列為「爾雅叢書」131 號。純文

學出版社已在林海音手上結束，「純文學」各書亦多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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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白話文，也有文友拿它當純粹而優美的散文來閱讀2。更獲得評家一致讚揚的

是，女主角以一對童稚的眼睛看大人世界，語言生動自然，具濃厚女性意識，是一部

成功的「女性成長」小說。出版以來，不斷再版，不但進入臺灣文學經典之林，且於

八○年代「跨越海峽」──大陸將它拍成電影，成為現代小說中少數在兩岸都家喻戶

曉的文學名著。 
林海音白話文寫得漂亮，文壇上知名度也高，其作品在臺灣擁有大量讀者。對大

陸讀者而言，它能被民眾廣泛閱讀及熱愛，應當是小說被拍成電影的影響。電影較之

文字，對一般民眾有更大吸引力，此其一。八○年代初電影拍成後，立即得到國內外

幾項大獎，這是文革之後大陸電影首度拿到國際獎，成了當時最轟動的新聞，更增高

電影與小說的聲望，此其二。當時，兩岸尚未開放，大陸民眾對於「臺灣作家作品」

懷有強烈好奇心，何況是一位住過北京城南的臺灣女作家。 
如果「獲獎」與「佳評如潮」能證明《城南舊事》電影拍得成功的話，它應當是

海峽兩岸「導演與作家」「聯手合作」的成果──雖然電影攝製時的西元 1982 年兩岸

並不相通，大陸製片人既無法徵得原作者同意，也無從付給作家稿費。同樣的，大陸

導演與編劇也無從徵詢原著的寫作動機或主題精神。然而，兩邊確確實實是「合作」

的。試想，這部片子也只有在大陸才有「北京城南」可拍，臺灣哪裡找出那些駱駝、

胡同與雪景。這也說明兩岸在文藝上的「合作關係」其實開始得很早──在兩岸開放

之前已經開始了。 
本文的重點，集中於小說與電影「兩種文本」的比較與討論──檢視八○年代一

位大陸男性導演，如何改編、增刪一位臺灣女作家充滿女性意識的小說文本。固然電

影有電影的語言，把「文字」變成「影像」的過程，也必然有所選擇與取捨。但既然

聲稱改編自特定文學作品，一般人自然關心其「相互關係」，例如：是否保留了原著

精神，做了怎樣的改變？本文為「兩種文本」作比較，顯現電影增刪改變了哪些小說

的具體人物與情節，顛覆了怎樣的原著精神與小說主題。在如此「跨文本」比較之

下，便揭露了「性別」與「政治議題」如何在藝術作品之間互相角力的「對話關

                                                  
2 舉例而言，小說家鍾肇政戰後才開始認真學習以中文創作，便曾經一句一句抄寫林海音文章，來熟練

自己的中文創作。有些圖書館分類目錄，也將《城南舊事》排放在散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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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貳、小說《城南舊事》的形式與內容 

為便於小說與電影的比較，首先簡介小說發表的時地與內容形式。《城南舊事》

首先在臺灣文壇不同的文學雜誌及報紙副刊上分篇刊出，然後才結集成書。寫作時間

在西元 1957 到西元 1959 年之間，初版於西元 1960 年 7 月，由台中光啟出版社發

行。小說故事以民國十幾年，（一般多稱「二○年代」）的北京城為時空背景，以小女

孩「英子」（作者本名林含英，林海音是筆名）一對童稚眼睛看世界，因此是典型的

「第一人稱敘述觀點」。作品兼具散文風格與小說形式──從其回憶「舊事」，自敘童

年生活的筆觸來看，具有散文風味。林海音也不反對別人把這部作品列為「自傳體小

說」，因為的確寫她自己童年在北京的生活點滴。 

一、文學形式與結構 

《城南舊事》除了前後各一段總結性文字，形式與框架明顯是一部小說。整部書

由四段故事組成：依序是「惠安館」「我們看海去」「蘭姨娘」以及「驢打滾兒」。各

段情節集中，各有一個中心人物：如惠安館的「秀貞」、我們看海去的「賊」、驢打滾

兒的「宋媽」，加上第三段的蘭姨娘──這些人物皆圍繞在英子生活四周，也都透過

她的眼睛，敘述角度自然是一貫的，合乎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條件。 
如此設計又能兼顧長篇與短篇小說的優點，可邊寫邊發表。因各段情節獨立，本

身像短篇小說，方便在不同雜誌，不同時間刊登﹕如〈蘭姨娘〉一段，登在西元

1957 年底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我們看海去〉則發表在西元 1959 年 4 月夏濟安

主編的《文學雜誌》上。小說最前一段原題：〈惠安館傳奇〉，就刊登在林海音自己擔

任主編的聯合報副刊上，從西元 1959 年元月 5 日開始連載，直到 2 月 7 日刊登完

畢。 
《城南舊事》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形式是完整的﹕不僅敘述觀點從頭到尾全由英

子一人加以貫串，而且在時間、空間，人物造型、敘述風格上，全都有連貫性，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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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作者當初是先搭好一部長篇的架構，再逐步完成的。從這裡看見林海音作為副刊主

編3（1953～1963 年）兼家庭主婦的聰明與巧思：寫稿人時間是零碎的，雖在不同時

地刊登，合起來仍是完整的長篇。 
歷來評論《城》書的文章，無不稱贊它「從一個小孩眼睛看世界」的特殊「敘述

觀點」。例如齊邦媛即提到﹕故事發展循著英子的觀點轉變，而英子「原是個懵懂好

奇的旁觀者，觀看著成人世界的悲歡離合」（書序）。這方面技巧，早在四十五年前小

說剛發表時，知名歷史小說家高陽（許晏駢，1926~1992 年）便稱讚過。以高陽本人

對寫作技巧的熟捻，很知道這方面的困難。他說：「作家模擬孩子的身份來寫小說」，

常出現大人說孩子話，往往變成「孩子說大人話」，七八歲的孩子的嘴臉，「似乎比哲

學家更智慧」，而林海音卻能「嚴守分際，以優越的技巧，避免了這種毛病」4。 
《城南舊事》以兒童為主角，因此，頗有論者將之歸類為「成長小說」。又由於

最先發表於總被臺灣文學史書稱做「反共與懷鄉文學」盛行的「五○年代」，於是，

大陸學者如王晉民寫的《臺灣當代文學》5，就直接把它歸為「純粹的回憶文學」，屬

「懷鄉文學」一類。另一大陸作家黃重添寫的文學史也如此分類，認定它是臺灣「常

見的文學品種」，『回憶文學如屬於小說的，亦可稱之為「鄉愁小說」』6。 
固然文學史書寫或文學評論者為了分類的方便，不得不給作品加上各種概略性標

籤，但筆者以為《城南舊事》應與五○年代臺灣其他大陸來台作家作品，如司馬中

原、朱西甯等人的懷鄉小說有所區別。最重要原因是，林海音的籍貫或「家鄉」是臺

灣苗栗。人人都懷念自己的故鄉，林海音也不例外。但這書的「鄉愁」與他書的鄉愁

明顯有別：林海音懷念的是「童年」，是兒時身邊的舊人與舊事。女主角林英子在小

說中對人說: 我是從很遠很遠的島上來的。換句話說，《城南舊事》的重點在童年與

回憶，場景正好是北京城南，至於這書所要表達的主題，既不是鄉愁也不是回憶。 

                                                  
3 林海音從 1953 到 1963 年的十年間擔任臺北聯合報副刊主編，這一階段詳細內容可參看她的回憶文

章：〈流水十年間——主編聯副雜憶〉，收在《風雲三十年——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史料卷》（臺北：

聯合報社，1982 年出版），頁 96。又收入林海音散文集《芸窗夜讀》（純文學出版社，1982 年 4 月初

版）。 
4 高陽（許晏駢），〈《城南舊事》的特色〉，《文星雜誌》42 期（1961 年 4 月），頁 35。 
5 王晉民《臺灣當代文學》由大陸的廣西人民出版社於 1986 年印行。 
6 黃重添，〈故園在他們夢裏重現〉，《臺灣長篇小說論》（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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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說主題與女性意識 

小說固然從一個七歲到十三歲小孩「好奇的眼睛」看世界，評論家忽略的是，它

其實也是一部女性意識強烈的「女性小說」。英子既是位聰明小孩，更是一位伶俐而

富於正義感的女孩，具有一雙屬於女性的，敏於同情的眼睛，特別能看見那些掙扎在

性別壓迫中難以翻身的女人。《城南舊事》四段中，女性故事佔了三大段，三段中又

正好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不幸女人」的三種典型。 
追溯這些女人不幸的源頭，無不直接來自男人。根據林海音的小說文本，首段

「惠安館」的女主角秀貞所以瘋了，是因為使她懷孕的男人：一個從外地來北京讀書

的大學生，被家裏召回後從此渺無音訊。這一段情節在小說書的文本裡十分明白清

楚，爾雅版第 75 頁（以下引文頁碼皆為爾雅版，不另加註），秀貞對小英子敘述當年

故事： 
（小桂子她爹）當了那個錶，他才回的家，這份窮，就別提了！我當時就沒告訴

他我有了，反正他去個把月就回來。他跟我媽說，放心，他回家賣了山底下的白薯

地，就到北京來娶我。…你不知道他那情意多深！（頁 75） 
天真的秀貞一直期待男友回家鄉惠安之後，很快會回來娶她。哪裡知道一去便音

訊全無，直到她把嬰兒生下來，嬰兒又被父母棄置，才終於喪失心智，街坊鄰居看她

是瘋子。這段情節卻在電影裡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下面會再討論。 
而最後一段「驢打滾兒」裏的宋媽，則是那位定期從鄉下來拿錢的丈夫──那位

既髒又懶的男人，在家鄉不事生產只會賭博也罷了，居然一時疏忽先導致幼小兒子溺

斃，後來還把宋媽剛生的女兒隨手送給路人，讓宋媽再也無處找尋。丈夫除了伸手拿

錢，更把這一切都瞞住辛苦工作的宋媽。當然，這些女人的桎梏，不單純來自性別。

在性別之上，還要加上經濟的、社會的、封建的因素。 

作者在小說中透過英子天真的語氣問宋媽﹕「為什麼到我家當奶媽？為什麼你賺

的錢又給了人家去？」宋媽單身從鄉下到城裏來幫人工作，放著自己的子女不照顧，

卻來照顧英子和英子的弟弟，這是小女孩的疑問。宋媽的回答，對英子只說了一小部

份： 

「為什麼？為的是──說了你也不懂，俺們鄉下人命苦啊！小栓子他爸爸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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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動不動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來當奶媽自己賺錢！』（頁 197） 
但我們從故事邏輯看得清楚，更大原因是﹕貧窮的農村婦女，如果丈夫缺乏生產

力，她不得不出外工作以換取一對子女的起碼生活費用。同樣的，第三段「蘭姨娘」

又是另一個女性被迫害的例子。她是為了哥哥的病，三歲就被賣到北京的「蘇州姑

娘」。上二十歲的青春年華，即「從良」當了六十八歲有錢男人的姨太太。小小的英

子對蘭姨娘有無比的同情，她聽完大人自述後的反應是﹕ 
『一個人怎麼能沒有媽？三歲就沒了媽，我也要哭了』（頁 174）。 
可惜「蘭姨娘」整段故事及主角人物在電影中全部被刪除，細節下面也會討論。 
《城南舊事》文本裏還經常描述「女人與生養」，說明這部小說另有一個「探討

母女關係」的主題。例如小英子聽了旁人的故事後，忍不住回家確認自己的身分：她

問母親自己是不是她「親生的」。確定之後，又加問一句：「那麼你怎麼生的我？」這

件事她早就想問了。 
「怎麼生的呀，嗯──」媽想了想笑了，胳膊抬起來，指著胳肢窩說：「從這裏

掉出來的。」說完，她就和宋媽大笑起來（頁 67）。 
這段對話既溫馨且洋溢一片天真的童趣。表面上看，是兩個大人對一個小女孩的

輕鬆玩笑，從英子的角度而言卻是嚴肅的，是孩子對「生之奧秘」的探索。電影裡把

這段動作與對白全盤照搬，效果非常好：三個女人在畫面裡最後笑成一團，是電影中

少數能引起觀眾哄然而笑的段落。 
小說作者林海音（1918.3.18~2001.12.1），臺灣苗栗縣人，本名林含英，「海音」

取其諧音。生於日本大阪，成長於北平，北平世界新聞學校畢業，曾任北平世界日報

記者、編輯。西元 1948 年全家從北平來到臺灣，先任臺北國語日報社編輯，西元

1953 年任聯合報副刊主編，提拔優秀作家不遺餘力。編輯之餘從事散文、小說、兒

童文學創作。曾受聘於省教育廳及國立編譯館，編輯兒童讀物與編寫小學國語教科

書，於語文教育多所貢獻。西元 1965 年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請，訪問美國，研究兒童

讀物。西元 1967 年，創辦《純文學》月刊，西元 1968 年創辦純文學出版社。 
林海音在臺灣的五十年間，與作家丈夫何凡（夏承楹）活躍於新聞出版界，從事

於編輯、寫作、出版，從未間斷。她的作品從舊時代寫到新社會，對於轉型階段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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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期，女性在愛情與婚姻中的處境，有深刻的探討。重要作品除了《城南舊事》，

還有《冬青樹》《綠藻與鹹蛋》《婚姻的故事》《燭芯》《曉雲》《剪影話文壇》等。《城

南舊事》出版三十年後，於西元 1992 年推出英文版，由作者兩位好友齊邦媛及殷張

蘭熙女士共同翻譯。西元 1995 年日文版在日本出版，由杉野元子翻譯。西元 1997 年

德文版出版，兩年後此書獲瑞士頒贈「藍眼鏡蛇獎」。林海音是在西元 1990 年，臺灣

解嚴後兩岸開放，才於離開北京四十一年後首度踏上故土。西元 2000 年，由女兒夏

祖麗撰寫的《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7由天下文化出版。西元 2001 年病逝台北，

享年八十三歲。 

參、電影導演、演員及其他 

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於西元 1982 年的電影「城南舊事」，隔年即獲得第

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鷹獎，成為中國「十年文革」結束後第一次在國

際影展中獲得大獎的影片。導演吳貽弓原籍浙江杭州，西元 1938 年在重慶出生，比

原著作者林海音整整小二十歲。他原是科班出身的資深電影導演，西元 1960 年畢業

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這一年正好是《城南舊事》剛成書出版的時間。 
吳貽弓自北影畢業後歷任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導演助理、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

上海市電影總公司總經理，上海市電影局局長。西元 1985 年任中國影協第五屆副主

席，西元 1995 年任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更於西元 2004 年當選「中國電影家協會

主席」。畢業後當了十九年導演助理的他，學到不少經驗，實際執導影片卻是從 1979
年開始：電影《巴山夜雨》是其成名作，此片 1981 年獲第一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

故事片獎，文化部 1980 年優秀影片獎。《城南舊事》更是他重要代表作：不但西元

1983 年獲第三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更揚名海外，獲得第二屆馬尼拉國際

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鷹獎。西元 1984 年獲第十四屆貝爾格萊德國際兒童電影節最佳

影片思想獎。西元 1988 年獲厄瓜多爾第十屆基多城國際電影節二等獎。 

                                                  
7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0 年 10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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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不像林海音從童年、青少年、直到結婚生子將近三十年都住在北

京，吳導演只有求學的四年住過北京，一畢業即回上海。當記者問起，「時隔多年你

怎會拍出一部北京味那麼濃的電影」時，導演的解答如下： 
我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就分回了上海，在上影廠分廠工作，《城南舊事》最早

是北京電影製片廠要拍的，但是沒有特別合適的人選，陳荒煤就把這個本子推薦到

了上海，上影廠的領導覺得這個本子有意思，讓我看劇本，那是文革以後，我已經

42 歲了，之前完成了短片《我的小花貓》和《巴山夜雨》，都很受歡迎，《城南舊

事》雖然講的是北京的事情，但是它讓我想到了我的童年。由此可見，城市之間並

沒有壁壘，城市經驗和童年經驗都是互通的。在文革期間我沒有搞電影，但是積累

了很多東西，在拍《城南舊事》時，正好把積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刊

北京「新京報」，2004 年 06 月 10 日） 
首先，從上面敘述看得出，吳貽弓導演接拍此片並非個人自主選擇，而是上面領

導交下來的劇本。更有意思的是，電影中那些讓人發思古幽情的北京巷弄，英子與家

人穿梭其間的城門與胡同，原來都不是在北京拍攝，而是在上海重新搭景。必須如此

的原因是︰八○年代的「北京城」已到處插著電線桿，老建築拆的拆、改的改，不復

舊時風貌，只有重新仿造一個記憶中的、想像的「城南」。他在此文中也提到此片的

經費成本，值得參考──用的幣值當然是人民幣。 
『當時上海電影製片廠一部電影的平均成本是 19 萬，《城南舊事》的成本是

56 萬，但是 9000 元賣一個拷貝，共賣出了 105 個，將近 100 萬，除了成本，廠裏

還賺了 40 多萬元，誰都沒想到。』（北京「新京報」，2004 年 06 月 10 日） 
主演本片「宋媽」一角的女演員鄭振瑤，也在西元 1983 年獲得金雞獎最佳女配

角獎。此片另一用心處是音樂的處理。每段都在結尾巧妙地流出李叔同譜於西元

1908 年的驪歌「送別」──當「長亭外，古道邊，荒草碧連天」的樂聲輕輕響起，

不但緊扣原著者所言：「每一段主角人物最後都離我而去」的小說主題，也充分利用

電影的聲光效果，表達導演精心營造的詩化意境。這部份顯現大陸觀影者常稱讚的: 
《城南舊事》是一部「散文詩似的電影」，有「淡淡的哀愁，濃濃的相思」。也實至名

歸地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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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電影原是「綜合性藝術」，演員、導演、劇本、音樂、美術、剪接，一部

片子的成功，每一環節都是重要因素，不可偏廢。《城南舊事》作為一部電影，既然

得獎無數，並且得到國際影展的榮譽，就其硬體方面的表現，技術方面的成功，自無

需多費筆墨，也非討論之重點。本文僅預備將焦點置於「改編」這個環節。從大方向

來看，編劇與導演也十分認真，盡可能尊重原著精神。例如片首──影片在打出「城

南舊事」四個字的標題之前，先出現駱駝隊與古城門的畫面，然後一個蒼老的聲音從

幕後傳出來： 
「我是多麼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對自己說，把它們寫

下來吧，讓實際的童年過去，心靈的童年永存下來。」 
這段話，錄自書裡「序言」的最後幾句話。不管是書，還是電影，都是很好的開

場白──在電影裡，尤其巧妙利用整個故事尚未開始的短短「片頭」，便向大陸觀眾

簡單明瞭交代了：這是一位臺灣女作家林海音的自傳體故事。又根據吳導演對來訪記

者的口述，他認為這部小說「特別有一種緬懷舊日京華的傷感情緒」。於是，他用

「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個字作為影片的總基調。 
從這裡顯示出來，任何藝術創作都有主觀的詮釋角度，將原著「改編」為電影已

經是另一次藝術創作，或說「再創作」。而創作者心中的動機與目的，自有其藝術的

或政治的、經濟的考量，不能用高下好壞來評斷。雖然筆者私底下認為林海音原著小

說的「基調」是明朗的、開闊的，並沒有那麼多哀愁，也沒有太沈重的相思。但整體

而言，電影架構乃跟隨原著小說亦步亦趨──小說是一段之後再接一段故事，電影的

內在結構亦同。 
大陸一部電影史談到這部電影時，曾強調導演這種「串珠式結構」的獨創性： 
影片在結構上猶具獨創性。編導排除了由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所組成的情節

線索，以“淡淡的哀愁，濃濃的相思”為基調，採用串珠式的結構方式，串連起

三段並無因果關係的故事。這樣的結構，使影片具有多棱鏡的功能，從不同的角

度映照出當時社會的具體歷史風貌，形成了一種以心理情緒為內容主體，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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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聲音造型為表現形式的散文體影片8。 
若說影片果真有這些多稜鏡功能，優美的散文意境，其中未提到的是：那「串珠

式的結構」來自於原著本身已具有的形式與創意。換句話說，此片「結構上的創意」

實受益於作者更多，導演不過巧妙追隨原著的形式罷了。 

肆、電影的「改」與「編」 

一、電影版裡「蘭姨娘」不見了 

電影版與小說原著最明顯不同，就是把整段「蘭姨娘」刪去。《城南舊事》整本

書，連最後很短的尾聲〈爸爸的花兒落了〉也算上，總共不過五段。刪去整段「蘭姨

娘」，等於刪去全書至少五分之一。若就每段故事都有位「主要角色」而言，刪掉蘭

姨娘，等於刪掉全書四位主要角色其中一位，改動不可謂不大。 
很多人定會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刪去「蘭姨娘」這位時髦、豔麗、能幹又活

潑，應該頗富於戲劇性的角色，而不是刪掉別人，例如宋媽？猜測之一：可能為了電

影「整體結構」的考量，希望劇情更緊湊，不要有太多枝蔓。猜測之二：可能「蘭姨

娘」這個「姨太太形象」過於負面。她是風塵女子，又是姨太太，兩者都是封建社會

產物，與電影整體形象氣氛可能格格不入。是的，如果導演秉持「淡淡的哀愁」這種

「緬懷」與「鄉愁」的電影基調，那麼有著「油光刷亮的麻花髻」，有一雙「很會燒

鴉片煙的硃砂巧手」的蘭姨娘，與其他正面角色放在一起顯得有些突兀。例如小說中

有一段場景，描寫蘭姨娘如何巧手為父親「燒煙」的敘述畫面，對「英子的父親形

象」也許是負面效果： 
爸和蘭姨娘橫躺在床上，面對面，枕著荷葉邊的繡花枕頭，…煙槍遞給爸，爸嘬

著嘴，對著燈火囌囌的抽著。（頁 176） 
就小說情節而言，不僅挑戰「父親形象」，這也是最不合乎「模範家庭」尺度的

一段。主角蘭姨娘過去是妓女、姨太太，此刻，一個人從大家庭逃出來，被好心（或

                                                  
8 章柏青，〈中國電影的探索與前進：1977~1997〉，《中國電影．電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年 1 月出版），列為「中國文化藝術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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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見義勇為）的英子父親收容。但這場面看在小英子眼裡：兩人面對面，一邊抽鴉

片煙一邊打情罵俏，更像是在勾引、誘惑老實的父親。 
從故事結尾的發展，看得出原著小說的本意，是將蘭姨娘塑造成一個敢作敢當，

欲脫離封建家庭自立的「新女性」。這段的男主角是「德先叔」，也是一位被英子爸爸

收容，勇於革命的「新青年」。前面的燒煙畫面，只是中間一段小插曲：因嬌麗的姨

娘不免讓英子爸爸動情，可憐英子媽媽雖然吃醋、不滿，卻無可奈何。而精靈的小英

子站在中間察顏觀色，用計牽起了蘭姨娘與德先叔的紅線，也解除了家庭危機。 
「蘭姨娘」約佔三十頁篇幅，雖以姨娘為題目，實則更多「戲份」放在英子的父

親與母親身上。英子父母在其他各個段落裡都舉止端莊，嚴父慈母，是一對溫良恭儉

的模範夫妻。只有在這段裡，讓讀者看到父親橫躺床上抽鴉片的景象。但也只這一

段，最能顯出英子與母親間深厚的感情。文中細寫母親挺著大肚子汗流浹背在廚房炒

菜的畫面，這是從「心疼母親」的英子眼睛看到的。若單純從戲劇性的角度，「蘭姨

娘」其實是《城南舊事》中最活氣生香、五味俱全「有好戲可看」的段落。但若從電

影背負民眾教育的功能，必需給予父親一種正面形象時，為了讓電影基調一致，不免

成為刪除的對象。 

二、秀貞男人的遭遇全然不同 

小說第一段名為「惠安館」，是全書最長的一段，佔全書快一半的篇幅。會館位

在胡同最前面一家。別人都怕惠安館前面的瘋子秀貞，只有英子一點也不怕，還與她

十分投緣，時常流連忘返。最後在偶然機緣下，還幫秀貞找到遺失多年的女兒。 
主角人物是那位楚楚可憐，因喪失女兒因而喪失心智的秀貞。故事主體集中於這

位懷春的貧家姑娘，她與寄住在惠安館的北大學生談戀愛後，誰知愛人某日一去不

回，害她未婚生子，難容於當時保守社會。家人除了帶她躲到鄉下生產，還悄悄將嬰

兒丟棄，使秀貞深受打擊而喪失心智。 
導致主角秀貞發瘋的原因，不光是男人一去不回，重要導火線是她生產之際，父

母代她將初生兒「處理」掉了。他們趁著天沒亮將嬰兒包裹起來丟在城門底下。在那

樣一個保守而封建的北京城裡，單純的秀貞「打這兒就瘋了！可憐她爹媽，這輩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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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這麼個姑娘。」（頁 48）。這是英子聽到的，宋媽與街坊老婆子之間的對話。小

說並未解釋何以大學生一去不回，只知道他對秀貞有婚姻的承諾。小說中秀貞對小英

子回憶當初離別的情景： 
『我當時就沒告訴他我有了，反正他去個把月就回來。他跟我媽說，放心，他回

家賣了山底下的白薯地，就到北京來娶我。千山萬水，走一趟也不容易，我要是告訴

他我有了，不也讓他惦記著！你不知道他那情意多深！』（頁 75） 

秀貞「當時沒告訴」這句對白，暗示男主角走的時候並不知女友懷有小孩。還有

一段伏筆： 
『……他說，你是個孝女，我也是個孝子，萬一我母親扣住了我，不許我再到北

京來了呢？我說，那我就追你去。』（頁 76） 
秀貞的「那我就追你去」既針對男友說的「萬一如何如何」的立即反應，也是給

未來「會追去」埋下伏筆。這類年輕人男歡女愛的遭遇，就像一般始亂終棄的典型愛

情故事，通常是受了家庭或意外事故阻隢。男女最後不得結合，不外一些經濟的或階

級的、社會的因素。有意思的是，電影在這些以外，憑空加上政治的因素，把秀貞男

友──名叫「思康」的一位北大學生，逕自移花接木，變成革命新青年「給抓走

了」。電影同樣用「秀貞敘述給英子一個人聽」的畫面與場景，但內容竟然改成： 
那天夜裡，都後半夜了，來了好些人，我睡得死死的。突然帶走了好幾個學生，

把你思康叔也帶走了。（幹嗎帶走他？英子問）誰知道呢，只聽我爹說，外頭風聲很

緊，北大已經抓走不少人，等著過堂呢！ 
將原著如此「政治化」的改變，不論是基於什麼信念，例如為了表現「國民黨主

政的民國社會多麼黑暗」；若說電影（或劇本）同樣是「另一種創作」，本當給予充分

而自由的創作空間。先不問這樣修改，主題上的必要性與完整性何在，是否違背了原

作精神。但明顯看得到已經破壞了情節的一貫性，在藝術手法上出現很大瑕疵。電影

如此更改之後，故事情節被扭歪了。因劇情被屑去一塊之後，後面的情節與前面故事

即「牛頭對不上馬嘴」。這段故事最後一幕，電影和小說都一樣，是秀貞與女兒相認

後，兩人拉著手急急要追趕火車，找她爸爸去： 
換衣服，咱們連夜的趕，準趕得上！……八點五十有一趟車上天津，咱們再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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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的大輪船，快快快！（頁 108） 
在電影裡，秀貞既然表白思康是某夜裡是被抓走的，後面卻急急帶女兒去找爸

爸，趕火車，就完全不合邏輯。電影的過份政治化，明顯破壞了小說情節原有的合理

設計，也因為強調男主角受到「政治迫害」，變成女友的受害也與政治有關。這同時

弱化了原著所強調的，秀貞受封建社會、受性別壓迫的「女性位置」，也明顯弱化了

林海音精心安排設計的女性意識主題。 

三、臺灣與客家鄉音何處尋 

在電影裡，從小英子到父母親，以及周邊所有人物，一律說一口道地的京片子。

沒有任何「口音」的區別是這部電影很大的缺失。就原著小說而言，語言口音的不諧

調，最能顯出英子一家是「外地人」的旁觀者角色。所以英子再三提到，爸爸把「惠

安館」說成「飛安館」，媽媽則說成「灰娃館」，似乎有意強調他們家口音龐雜：她有

一個閩南人的母親，一個說客家話的父親。小說開頭，作者是這樣介紹母親出場的： 
『這是我們在北京過的第一個冬天。媽媽還說不好北京話，……媽不會說「買一

斤豬肉，不要太肥」。她說：「買一斤租漏，不要太回」。』（頁 36） 
小說裏愛說話的英子，取笑她母親說不好北京話： 
『媽，…二十，不是二俗；二十一，不是二俗錄一；』（頁 88） 
善說話的英子，聽覺也比一般人敏銳，小說起始，敘述者就用上述幾句傳神的閩

南腔，來達到她們家原是「外鄉人」的最佳效果。父親愛說客家話，他教訓英子的口

頭語是『做唔得』，向太太表示自己毫不在乎，什麼都不怕，脫口就是『驚麼該！』

（頁 164）。作者利用小說主人公的生活細節，處處呈現英子一家人的臺灣背景，例

如英子會唱爸爸幼時教的客家情歌；例如小英子因同情秀貞正為小桂子傷心時，會聯

想到自己的身世： 
『我想起媽媽說過，我們是從很遠很遠的家鄉來的，那裏是個島，四面都是水，

我們坐了大輪船，又坐大火車，才到這個北京來。我曾問媽媽什麼時候回去，媽

說早著呢，來一趟不容易，多住幾年。』（頁 51） 

在電影裡英子同樣提過：「我們是從很遠很遠的臺灣來的……」，既然如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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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父母親」都講著一口標準北京話，其實是不合故事角色身份的。如果他們說話帶

著鄉音，不但更忠實於原著，也會讓電影在藝術性或寫實性上更為圓滿完整。 

伍、結語 

林海音於西元 1960 年在臺灣出版的《城南舊事》文字簡鍊，故事動人，是一部

備受評家稱讚，讀者大眾喜愛的文學作品。電影「城南舊事」於西元 1982 年由大陸

「上海電影製片廠」拍完之後，獲獎無數。導演與一群藝術工作者，將文字轉化為影

像與畫面，讓小說中北京的冬陽、駱駝隊的鈴鐺，井邊的知心朋友，胡同裏可憐的瘋

女人，藏在草叢裏的小偷，最後一幕，騎著毛驢離開的宋媽和長眠地下的父親等等，

不光是抽象的文字，而有了具體形象。新科技聲光化電的加入，擴大這部作品的讀者

群與感染力。在文革剛結束的八○年代，這部影片的製作及藝術成就，就如大陸影評

家所言：導演以「簡潔、凝練、含蓄的電影語言，精心營造了詩化的境界」。 
影片的拍攝還有一個重要社會背景：八○年代初開放，葉劍英提出兩岸通郵、通

商、通航的公開談話，影響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開始有計劃、有選擇地，公

開介紹臺灣作家的文學作品，白先勇的小說〈遊園驚夢〉便於此時首度在大陸的文藝

雜誌刊出。這一管道的放開，讓《城南舊事》有機會由北影廠老導演伊明先改編成電

影文學劇本，劇本改正後，推薦給上海製片廠開拍。換句話說，製片單位特別選上這

部作品，並強調一種「緬懷舊日京華，一種鄉愁的傷感情緒」，以及導演採用「淡淡

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個字作為影片的總基調等，背後多少具有一定政治目的，雖

然影片本身不直接反映某種政治內容。 
林海音寫作城南時，其實剛來臺灣不久，才四十歲不到。就算這部電影誕生的八

○年代，林海音也才六十歲上下，精力正旺盛，不但把純文學出版社辦得風風光光，

還在聯合副刊連載著精彩的專欄：「剪影話文壇」9，叫好又叫座。臺灣讀者對她的印

象很難是「蒼老的」「感傷的」「緬懷過去的」女作家。林海音在臺灣有多重身份：她

                                                  
9 林海音在聯合副刊定期刊出的專欄，於 1984 年 9 月收集成《剪影話文壇》一書，由「純文學出版

社」出版。隔年此書被出版界評選為「1984 年臺灣最有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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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記者、作家、副刊編輯、出版社發行人，也是產量豐富的兒童文學作家。每一樣

角色扮演，都非常傑出，包括身兼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即使到了六、七十歲，她也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光鮮亮麗，家事安排得有條不紊，工作上拿出優異成績。她整體形

象是積極奮發的文藝工作者、新聞人、出版家。筆者最記得八○年代中期，與一群文

友在林先生家裡「私下觀賞」10《城南舊事》的情景。林海音對於影片開頭幾句旁白

竟發出那麼蒼老的聲音，十分不以為然地說：『我哪有那麼老！』 
一部作品改編過程：從小說創作於臺灣的西元 1950 年代，到大陸改編成電影的

西元 1980 年代，不論時代與社會環境，不論創作者的性別、學經歷背景都有差異，

更別說因為「藝術形式」不同，而必須有所轉化。不過，我們的確看到一個「大陸」

「男性」導演，與一個「臺灣」「女性」作家，各有所偏重。從本文舉出的「改」與

「編」，如蘭姨娘的刪除，如遺棄秀貞的男人由單純家庭因素，轉變成政治逮捕，相

當程度顯現大陸導演在改編臺灣作品時，如何強化了政治面，與弱化了原作者清楚的

女性意識。電影要創造一種鄉愁的傷感情緒，且有意展示「上世紀 20 年代舊北京城

裡」，國民黨統治的黑暗面，以及那籠罩著愁雲慘霧的生活細節。這沈重的主調，與

林海音一貫樂觀明朗的個性，或小英子清亮無塵的大眼睛相比，的確有很大差別。 
 
 

                                                  
10 當時兩岸交流尚未公開，只有林海音本人有一份錄影帶拷貝，文友們都是悄悄到林先生家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