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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尝试以互文本研究以对《海上花列传》的小说、翻译与电影进行互涉

的探讨。互文性是几个不同的文本之间有着互相影响和借鉴之处，而《海上花

列传》是第一部以吴语来创作的狭邪小说，其平淡、写实手法得到张爱玲的欣

赏，并且认为它是“方言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为了让它能够广泛的流传，张

爱玲只负责“打捞”的工作，将小说里的吴语对白译成国语（北京话），并且

将四书酒令的部分删掉，以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侯孝贤则在朱天文的推

荐下阅读《海上花列传》，他被小说里的“日常生活的况味”吸引，这种日常

生活的质地是他前所未拍过的，故他尝试将之摄为影像，说着他一直未说完的

主题。因此，张爱玲与侯孝贤所看到的《海上花》之观点不同，以至于他们再

现的动机也不同。文本再次的表现，更是各有各的处理方式。故笔者将以互文

本性探讨两者之间的文本再现与原著小说异同点，并由此挖掘出《海上花列传》

此一文本的多元与丰富性。 

【关键词】文本互涉、《海上花列传》、韩邦庆、张爱玲、侯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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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言 

互文性，是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莉思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

的，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

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1而《海上花列传》是第一部以吴语来创作的

狭邪小说，它以平淡、写实的风格描写了晚清十里洋场的生活。小说中并无涉

及淫秽之处，它大量的描写妓女出局陪酒、妓女与嫖客之间可存在的爱情故事，

与一般中国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式，或是到后来专写妓家的奸谲、妓女与嫖客的

肮脏交易是有分别的。故此，鲁迅称它为“平淡而近自然”2，胡适更称之为

“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3。然，小说的这种平淡、近真的写实手法得到后人

的喜爱，张爱玲为了使这部小说能够广泛的流传，故而将之译成国语（北京话）

和英语；后来侯孝贤更将之拍成电影，以让读者能够从文字阅读变成影像观赏，

小说里的人物由死人变成活人，也让没看过这部小说的观众能够通过影像处理

去感受一般日常生活的质地。 

由此可见，《海上花列传》的小说、翻译和电影这三个不同的文本类型其

实是通过文本互涉所弄出来的，而这三个不同的文本类型以不同时代的人去处

理难免会有差异的地方。故，本论文将通过互文本性来探讨翻译、电影与原著

小说之间的异同点。 

 

 

                                                             
1引自 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aid=2494，2011 年 11 月 15 日。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页 194。 
3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页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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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研究动机 

    《海上花列传》虽是晚清一部失落的小说，但它却得到后人的赞赏，还将

它翻译和拍摄为电影，由文字到影像，增加了它的读者/接受群。原著韩邦庆大

胆的首开先河，以方言来创作《海上花列传》，并且以他独特的写作手法来创

作，虽然得不到他那时代的人欣赏，但却得到后人的赞赏。张爱玲阅读《海上

花列传》自有她的一番感受，翻译的心理与原著的创作心理不同，而侯孝贤也

自有他将之拍摄为影像的目的。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人为何会对妓家生活感到兴

趣，《海上花列传》究竟有何魅力的存在而能够使后人将之再创作、这三种互

文本的异同之处，这就是笔者所感兴趣的了。 

 

第二节、前人研究 

《海上花列传》虽是一部失落的小说，但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探寻这部小说的作者及其生平事迹，并且谈论这部

小说的写作手法等等。4而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探讨

小说人物典型与作者创作环境，并且提出了西方文艺的评论角度与科学性的逻

辑思考，给予小说极高的评价以及具体的研究方向。5孟瑶《中国小说史》对韩

邦庆独特的创作手法加以评价。6 

                                                             
4详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页365-388。 
5详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页 102-113。 
6详见孟瑶：《中国小说史》，台北：傅记文学出版社，1986 年，页 66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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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都只是专注于研究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至于以张爱玲的“国

译海上花”作为研究对象，则有陈永健的《三挈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

这是一本研究张爱玲与《海上花》的文学因缘的专书，他整理胡适、刘半农、

水晶等人对韩邦庆小说的意见，并且加以讨论张爱玲的英译本和国译本。7周芬

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对《海上花》在时间记录上扣得准确，并且加

以评述张爱玲的“国译海上花”。8 

至于论文则有庄仁杰的《晚清文人的风月陷溺-<品花宝鉴>和<海上花列

传>》，主要是以背景、场域及身体来对《品花宝鉴》和《海上花列传》进行比

较。9吕文翠《现代性与情色乌托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引用大量的狭

邪史料，尤其以妓院的文化形态与城市意义，加以拓展其现代意义。10另外，期

刊方面则有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考察韩邦庆的创

作动机，并且加以讨论其独特的艺术手法。11张入云<平淡如何近自然--《海上

花》的三个文本>探讨韩邦庆、张爱玲和侯孝贤分别以各自的艺术方式和语言手

段，达成了鲁迅的“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学效果。12吕文翠<“观”“看”视觉

现代性与晚清上海城市叙事>探讨 19 世纪上海在地文化与全球视野相互对话的

过程及其间充满矛盾扛格的文化创新。13黄千芬<女性“假面”与主体再现-电影

                                                             
7陈永健：《三挈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 
8详见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页 397-343。 
9庄仁杰：《晚清文人的风月陷溺-<品花宝鉴>和<海上花列传>》，台北：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0 年。 
10吕文翠：《现代性与情色乌托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台北：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

究所博论，2004 年。 
11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 年第

3期，页 1-16。 
12张入云：<平淡如何近自然--《海上花》的三个文本>，《华文文学》2010 年第 101 期，页

59-64。 
13吕文翠：<“观”“看”视觉现代性与晚清上海城市叙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08年第

36期，页 9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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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赏析>探讨《海上花》如何以电影视觉艺术呈现女性的“假面”，藉

以再现女性的主体意识。14 

从前人综述来看，前人对《海上花列传》的研究确实是不少，就连张爱玲

与侯孝贤的文本再现《海上花》也有人进行研究，但大多数都是单一研究，唯

一研究三种不同文本类型的《海上花》只有张入云一人，不过他是从“平淡而

近自然”的美学方面入手。笔者为了避免与张入云相冲突，故而尝试以文本互

涉着手来探讨这三种不同文本类型的《海上花》，以期能够提出个人见解。 

 

第三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以三种《海上花》文本类型，即小说、翻译、电影作为研究范围，

而互文性指的是几个不同文本之间有着互相影响和借鉴之处。首先，原著韩邦

庆写《海上花列传》是暴露十里洋场的糜烂、人性的自甘堕落和同情妓女，希

望可以以此唤醒冶游子弟；而张爱玲看到的《海上花列传》是倡院里情色贸易

的暧昧关系，准确切中了传统小说中无人提及的爱情本质；侯孝贤看到的则是

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生态环境。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看到的《海上花》自然不

一样，且也有各自的创作方式。故本论文企图切入这三种《海上花》的互文本

探讨他们的创作动机，然后再对比这三个互文本之间的异同，这样就可以得知

他们是如何去处理《海上花》了。 

                                                             
14黄千芬：<女性“假面”与主体再现-电影《海上花》赏析>，《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 年

第 50卷，页 213-218。 



5 
 

就研究方法而言，首先，笔者先探讨韩邦庆创作《海上花列传》的动机，

然后再探讨张爱玲为什么会喜欢上这部失落的小说，并且花了十年的时间将之

翻译，最后再探讨侯孝贤将之拍摄的目的。这三者的创作动机有助于笔者了解

他们的思想及阅读感受，以方便探讨他们如何处理文本再现。 

再者，笔者分析国译本与原著小说之间的同一性，然后再分析电影与小说

之间的同一性。最后，笔者从这同一性去挖掘原著小说、国译本和电影之间的

差异性。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三种不同文本类型之间的互涉及影响。 

 

第四节、研究难题 

对于研究这个课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难题。其一，笔者必须一边阅读原

著小说，一边对照国译本以便得知张爱玲究竟修改了哪些部分，笔者认为这一

点是蛮吃力的，且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对照，然后需要做记录以方便笔者在论

述时可以直接对照两者之间的不同。其二，电影《海上花》只选了几组人物的

故事去拍摄，对此笔者需要一面看电影，一面看书以便得知侯孝贤究竟采用了

哪些部分来拍摄，并且从中寻找电影与小说之间的不同之处。而且文字与影像

亦有媒介转译上的难题须要解决，因此笔者是经过搜集大量的资料与阅读，以

期尽量解决此论文的难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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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三个不同时代的人创作《海上花》的目的 

《海上花列传》是第一个专写妓院的小说，且又是第一部以吴语来创作的

小说，它细腻的反映了 19 世纪末上海花街柳巷的生活点滴。晚清政府禁止官人

狎妓，但上海是英租界区，清政府无法管辖，故官人可以到上海狎妓。古时的

妓院与现在的妓院不同，现在的妓院都是以性为主，而古时的男人到妓院非为

了性，他们因为古时的女人不能与丈夫共同出席社交场合，故男人必须到妓院

狎妓来作为社交场合的伴侣。此外，古代的婚姻不自由，虽然买妾纳婢都是自

己看中的，但是他们先有性才有爱，与堂子里的倌人不同。客人并非有钱就能

做某一个倌人，这些倌人是要靠“追”回来的，而倌人也可以选择做哪些客人，

因此他们之间犹如谈恋爱一般。另外，妓女从良比大家闺秀更有婚姻的自决权，

古时的女性不能选择自己的丈夫，丈夫是由父母看中的；妓女则不同，她们可

以选择自己稍微中意而委身为客人的妾。 

《海上花列传》产生于 19 世纪末，到了 20 世纪初就开始走向没落了。这

是因为五四运动的崛起，中国人提倡自由恋爱的呼吁越来越强烈，人们已经不

再需要到堂子里填补“空虚的心灵”，这就导致以妓女为题材的小说开始与社

会脱离。虽然有胡适等人的大力提倡，但它还是无法成为家喻户晓的小说。不

过，《海上花列传》始终有它的魅力的存在，它遭到后人的再创作：张爱玲称

它为“方言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15，更将它译成口语，替大众保存了这本书；

而侯孝贤更看中了它的镜头与生活的写实，把它拍成电影。 

 

                                                             
15【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译者识>，北京：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2009 年，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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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韩邦庆创作《海上花列传》的动机 

韩邦庆是生活潦倒的文人，他在屡次赴考不第后开始在堂子里混，因而创

作以妓女为题材的小说。此部小说与其他的狎妓小说不同，一般的狎妓小说不

是才子佳人式的，就是把妓女形容得极坏；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则是以平

淡而近自然、写实的手法来创作，书中除了描写妓女有好有坏，还同情她们，

写她们身在妓院都是逼不得已，随波逐流。 

韩邦庆在<例言>就已开宗明义地表示“此书为劝诫而作，其形容尽致处，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

矣。”16由此可见，此书表面上是描写妓家生活，实则为劝诫而作。此外，韩邦

庆在小说中的第一回就已经交代了整部小说的主题“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

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

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17海上即上海。上海是中国晚清最

为先进、繁华的欲望都市，很多人因为受不了繁华都市的诱惑而掉进了深陷之

中。“上海个场花赛过是陷阱，跌下去个人勿少   ”18。故，韩邦庆以过来人的

身份现身说法，并且要求读者能“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

既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19显然，

韩邦庆用“西子”与“夜叉”，“糟糠”与“蛇蝎”作对比，暴露妓家的“奸

谲”。20在暴露了妓家的“奸谲”后，他又转为同情妓女，指出她们备受“蝶浪

                                                             
16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页 1。 
17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1。 
18此话出自齐韵叟之口。小说中的赵二宝与其他倌人不同，大多数都是被买进妓院当讨人，属

于非自愿，只有赵二宝是自愿下海。（第 39回） 
19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1。 
20姚玳玫：<《海上花列传》叙事的近代转型>，《学术研究》2003 年第 12期，页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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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狂，莺欺燕妒”21及“蚱蜢、蜣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

蹂躏”22，唯有“随波逐流，听其所止”23。可见，韩邦庆是看到了上海的糜烂、

人的生存处境的悲悯而将它描写出来，并且再按照人的本性来描写人的堕落与

沉沦，其目的是希望读者看完了之后能够“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24，此乃

《上海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纵观整部《海上花列传》，妓女与嫖客之间的暧昧关系犹如日常生活的况

味。针对韩邦庆是如何将他们的关系描写得如此生动，根据刘半农的说法： 

    花也怜侬在堂子里，却是一面混，一面放只冷眼去观察，观察了熟记在肚里, 

到下笔时自然取精用宏了。况且他所观察，不但是正式的堂子，便是野鸡与花烟 

间中的“经络”，以及其中人物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部观察了；不 

但是堂子里的倌人，便是本家，娘姨，大姐，相帮之类的经络，与其性情，脾气， 

生活，遭遇等，也全都观察了；甚至连一班嫖客，上至官僚，公子，下迄跑街， 

西崽，更下以至一班嫖客的跟班们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部观察了。他 

所收材料如此宏富，而又有绝大的气力足以包举转运它，有绝冷静的头脑足以贯 

穿它，有绝细腻绝柔软的文笔足以传达它，所以他写成的书，虽然名目叫“海上 

花”，其实所有不止是花，也有草，也有木，也有荆棘，也有芜秽，乃是上海社 

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明白了这一层，然后看这书时， 

                                                             
2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2。 
22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2。 
23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2。 
24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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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把眼光全注在几个妓女与嫖客身上，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书的真价值。25 

可见，韩邦庆有别于一般的小说家。大多数人在堂子里都是颟颟顸顸的混过去，

到写作时也就糊糊涂涂随便的写，如《九尾龟》大肆渲染妓女与嫖客之间的肮

脏交易，只能赶上“嫖客指南”26的资格，有别于《海上花列传》描写从上层阶

级至下层阶级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等。只有“花也怜侬” 27一面混，一

面观察堂子里的所有妓女与嫖客，甚至娘姨、大姐、相帮等的性情、脾气、生

活、遭遇等，故此才能“写照传神，数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28。 

此外，在语言创作方面，韩邦庆首开先河，以方言创作，故《海上花列传》

里的人物的对话都是用吴语写成的。在当时以吴语来创作可说是破天荒的事情，

因为小说风气未开，极少人对阅读小说感兴趣，尤其是方言小说。加上当时的

交通道路不方便，苏州话通行的区域很有限；苏州妓女的势力还只限于江南，

北方极少南妓，故传播吴语文学的工具只有昆曲一项，《海上花列传》欲风行

于其他不谙吴语的区域是极为困难的。既然如此，韩邦庆明知以方言来创作的

话只能供给一部分区域的读者，并且将会影响其销售量，可是他又弃之缺乏市

场的销售量的问题而坚持使用吴语来创作，针对此，从孙玉生的《退醒庐笔记》

可以得知其中的原因： 

    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 

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 

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   覅诸字，谓“虽出自臆造， 

                                                             
25转引自陈永健：《三挈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页94。 
26胡适语。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页 387。 
27花也怜侬即作者。在《海上花列传》的第一回就已说明“此一大补说书，系花也怜侬所著，

名曰《海 上花列传》”。 
28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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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 

开？”29 

可见，韩邦庆是受到了曹雪芹的极大影响。他见曹雪芹撰《红楼梦》（石头记）

皆操京语是一大成功之例，故他也大胆的尝试操吴语创作。这是因为以吴语来

创作不但可以保持了其中人物说话的神理，还可以反映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的风

貌。此外，他也认为，当日仓颉造字之成功，故他也可以模仿仓颉造字，这是

因为苏州土白有音而无字者颇多，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

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的神理，且又无他字可替代，故有造字的必要，

也就是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变成了“覅”字，而这“覅”其实本无此字，是

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总的来说，韩邦庆是因为屡次赴考不第后而开始堕落于堂子，故此他能够

了解堂子里的一切而将之描写出来。他撰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劝诫冶游子

弟，希望他们看完了之后能够醒悟。至于他不顾其销售量的问题而坚持采用吴

语来撰写是因为他看到曹雪芹撰《红楼梦》皆操京语之成功，故他也大胆地尝

试以吴语来创作。此外，当时的上海以苏州人最多，若是让苏州妓女说官话似

乎不合当时的神理，故他觉得有必要以苏州土白来创作以便保持说话者的神韵，

同时又能让读者感受到当时的十里洋场之风貌。 

 

 

                                                             
29孙玉生：《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00）·退醒庐笔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页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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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张爱玲翻译《海上花列传》的意图 

而张爱玲在十三、四岁的时候看了《胡适文存》上的《海上花列传》序后，

就从其父亲的书房里找到《海上花列传》来看，一读之下便爱不释手，即使多

年没看这部小说，也依然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姊姊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 

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口白朗读书中妓 

女说话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姊姊和我听了都大笑不 

止。姊姊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30 

根据张子静的说法，张爱玲是从那时候喜欢上《海上花列传》，只是那时候仍

未懂上海话31，故无法完全明白书中的对白。不过小说的写实、平淡而近自然的

写作手法一直烙印在她的心中，也间接影响她日后的创作风格。 

早期的张爱玲受到《醒世姻缘》的影响，故她的写作风格较为浓，但后来

的她开始走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 32，故她的小说《秧歌》其实是以《海

上花列传》作为参照。张爱玲在 1954 年初次致信给胡适，除了向他表示希望自

己的创作风格能够走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之外，更向他表示有意将《海

上花列传》译成英文33，并且认为《海上花列传》应当是世界名著。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作 

                                                             
30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页 80-81。 
31上海话在《海上花列传》的时代仍未成形。当时是涌入上海的苏州、杭州商人，尤以苏州最

多，讲的是苏州话。之后又混合了上海近郊的川沙、嘉兴、浦东、和宁波等地方语言逐渐而成

上海话。因此，只要懂上海话，就能看懂《海上花列传》里的苏州对白。 
32张爱玲：《对照记》<忆胡适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年，页 93。 
33基于英译本非笔者要讨论的，故没在这里多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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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 

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 

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 

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34 

虽说当时张爱玲计划将《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但迟迟未有实行，直到 1966

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翻译《海上花列传》后才开始实行。不过，她在

翻译英文的途中又将之翻译成国语（北京话），前后共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

国译本终于在 1981 年问世。 

张爱玲欣赏《海上花列传》除了作者最自负的结构35与西方小说相同之外，

书里的白描、暗写，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

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是她所阅读过多部小说之中“最有日常生

活的况味”。36此外，张爱玲也看中书中妓女与嫖客之间可存在的爱情故事。她

认为该主题其实就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37

古人的婚姻不自由，没有自由恋爱可言，虽然买妾纳婢是自己看中的，但往往

都是先有性再有爱；而堂子里的倌人则不同，他们都是在社交场合上遇见的，

而且总要先交往一段日子，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这种情形比较接近现代的恋爱

过程。另外，长三堂子和么二破身不太早，接客的次数也不太多，女人性心理

正常，对稍微中意的男人是有反应的，也容易跟长性的客人发生感情，而且她

                                                             
34张爱玲：《对照记》<忆胡适之>，页 96。 
35穿插藏闪的写作手法。 
36参考张爱玲：《对照记》<忆胡适之>，页 103。 
37【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译后记>，北京：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2009 年，页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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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比良家妇女更有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的丈夫，虽然嫁过去家里已有正室，

但与他们恋爱结合是有分别的。 

张爱玲本身来自破碎的家庭，加上自己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人生的另一个挫

折，故她阅读《海上花列传》的心里自有一番感受，与韩邦庆的创作心理又不

同些。她觉得这部小说是走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前驱，自有其文学价值，觉

得有必要让它能够广泛的流传，因此她只做“打捞”的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

出来。除了书中的吴语对白是最大的障碍之外，四书酒令及类似大观园的描写

—一笠园也是一般读者看不下去的地方，为了顾及读者的阅读心理，张爱玲唯

有删补。此外，书中藏闪的地方也很考究读者的阅读功夫，故张爱玲以注释的

方式来点破，以让读者更加明白情节的发展。 

 

第三节、侯孝贤拍摄《海上花》的意图 

有了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才引出后来侯孝贤的《海上花》电影。

实际上侯孝贤原本没有打算拍摄《海上花》，而是打算拍《郑成功》。基于

《郑成功》里有一段描写他年轻时在秦淮河畔跟妓女混在一起，为了收集资料，

朱天文就找到了《海上花》，然后推荐给侯孝贤看。素有“张派传人”的朱天

文看《海上花》，总是看不明白，没想到侯孝贤一看之下便爱不释手，并且计

划将之拍成电影，由朱天文担任编剧一职。 

    “那时候我也不指望他看出个什么东西来，因为我最初看《海上花》在大学， 

屡攻不克，读了好几次，老是挫败。没想到侯孝贤导演一看就一直看下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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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津津有味。”38 

朱天文并没有说明当时推荐给侯孝贤看的是原著还是张爱玲译注的国译本，但

从电影字幕里的“原著小说《海上花列传》 韩子云著作”和“张爱玲注译”并

列中得知，侯孝贤至少参考过张爱玲的国译本。 

根据朱天文的说法，侯孝贤看《海上花》看到的是里头的家常、日常这些

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电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日常生活的况味。换

句话说，是长三书寓里浓厚的家庭气氛打动了他。借由一个百年前的妓院生活，

说著他一直在说而仍感觉说不完的主题。39 

此外，张爱玲在<译后记>谈她看《海上花列传》看到的是妓女的身份错置、

女人对男人的感受，而侯孝贤看到的是一个以女人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即女性

自决的态度。根据他的说法，当时中国是宗法社会，男人是没有恋爱的。男人

到妓院也并非完全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让追求与性同样迫切的另一种需要--爱

情。社交生活占妓院最大的比例，女人与男人自由交往，自由恋爱。女人赚取

男人的钱，获得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也可以选择男人而嫁。这些正是当时中

国的主流社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只有在妓院这个边缘的角落才能找到，再加

上当中还牵连着爱情。因此，到底是谁掌握了谁，谁支配了谁，就变得更复杂

暧昧。而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正是侯孝贤最感兴趣的了。40 

                                                             
38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页 390。 
39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390-391。 
40参考侯孝贤、朱天文：《极上之梦：海上花电影全记录》，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1998 年，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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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以为，侯孝贤除了被“日常生活的况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吸引外，

他也被其“穿插、藏闪”41这个镜头吸引，故才决定开拍。他在接受《解放报》

的访问时也表示他喜欢《海上花》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42和“捕捉

人的姿态和神采”43。 

    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 

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 

部分。44 

每个人的动力不一样，所要表达的自然也不一样。侯孝贤被《海上花》吸引的

是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人的神采、日常生活的况味、一般人的生活质地，而他

想拍的就是从时间与空间的当下捕捉人的“神采”，他要的就是“神采”。 

 

 

 

 

 

 

                                                             
41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

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知，此

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捨而叙他事矣；

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

此藏闪之法也。 
42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391。 
43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391。 
44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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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三种《海上花》的同一性 

再现者有自己处理再现作品的一套方法。张爱玲与侯孝贤扮演者再现者的

角色，前者除了将吴语译成国语（北京话），还将书中大量的四书酒令删掉，

以最低的限度改写补缀起来，成为较紧凑的 60 回本的《海上花》；后者则将之

拍成电影，将死人成为活生生的人，并且进一步拉近《海上花列传》的读者的

距离。虽然他们在处理《海上花》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和创作动机不同，但再现

文本与原著之间还是存在共同性的。 

 

第一节、张爱玲与原著小说的同一性 

张爱玲是《海上花列传》的读者，同时又是《海上花列传》的译者。她认

为《海上花列传》是“方言文学的第一部杰作”45，不应该遭到两次悄悄的自生

自灭的命运，她觉得有必要为这本书译成国语（北京话），这样就能让其广泛

地流传，因为读者首先就能解决吴语的障碍。 

纵观整部国译本，张爱玲企图通过信达雅的翻译去推广《海上花列传》，

以及扩大其读者/接受群。然，国译本的人物性格和情节方面与原著小说是没有

更动的，针对此，笔者将会尝试从语言方面入手来探讨译者与原著对人物的刻

画是否达到共同的认知，并尝试以原著小说与国译本里卫霞仙对姚奶奶说的一

段话来做参互对照： 

    “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   。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 

                                                             
45【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译者识>，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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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 

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 

公！耐个家主公末，阿是勿许倪做嗄？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 

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 

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 

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 

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二少爷末 

怕耐，倪是勿认得耐个奶奶   。”46（原著第 23 回） 

张爱玲将之译为： 

    “你的丈夫   ，应该到你府上去找   。你什么时候交代给我们，这时候到 

此地来找你丈夫？我们的堂子里倒没到你府上来请客人，你倒先到我们堂子里来 

找你丈夫，可不是笑话！我们开了堂子做生意，走了进来总是客人，可管他是谁 

的丈夫！你的丈夫   ，可是不许我们做啊？老实跟你说了罢，二少爷在你府上， 

那是你丈夫；到了此地来，就是我们的客人了。你有本事，你拿丈夫看牢了，为 

什么放他到堂子里来玩，在此地堂子里，你再要想拉了去，你去问声看，上海租 

界上可有此种规矩？这时候不要说二少爷没来，就来了，你可敢骂他一声，打他 

一下？你欺负你丈夫，不关我们事；要欺负我们的客人，你当心点！二少爷   怕 

                                                             
46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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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们是不认得你这位奶奶   ！”47（国译本第 23回） 

通过上文，可以得知张爱玲对人物说话的语气、神气都相当注意。她尽量附贴

着原著说话者的语气来进行翻译，并且将吴语的语气助词改为现代通用的语气

助词以便保留说话者的神韵。所以由此可见，方言虽然是被翻译了，但张爱玲

对人物刻画的谨慎，尽量地保持与原著对人物的基本特性和本质达成一致。 

 

第二节、电影与小说的同一性 

    书中人物多达百人，侯孝贤都喜欢，但基于电影不似电视剧，影片的时间

较短，不能容纳书中的所有人物，对此，侯孝贤唯有舍取。他选定了四组不同

的形态人物来呈现出妓院生活的多样性，即“周双珠组”、“沈小红组”、

“黄翠凤组”、“客人与倌人组”。故事也围绕着这几组的人物、在她们各自

的书寓展开。虽然侯孝贤只选这四组人物的故事来拍摄，但其处理方式还是与

小说具有同一性的。 

一、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恋情 

张爱玲在<译后记>中说“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

死恋，而是王莲生、沈小红的故事”。48侯孝贤所选的四组人物当中，只有沈小

红与王莲生的故事是最完整的，想必他是看了张爱玲的<译后记>，故而决定保

留沈小红与王莲生的故事。不过，基于片长所限，侯孝贤并不能将王沈恋的所

                                                             
47【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页 255。 
48【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译后记>，页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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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节都拍下来，只能挑选重点，但还是能够将他们的恋情由相爱到破灭呈现

于观众。 

小说中的王莲生因新做张蕙贞而被沈小红发现了，并且当众拳翻张蕙贞，

使得王莲生“又羞又恼，又怕又急”，最后在洪善卿和汤啸庵的陪同下向沈小

红赔罪。王莲生与沈小红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到了“花钱买罪受”49的地步，沈小

红因王莲生替张蕙贞买头面，她也要一份，且比张蕙贞的头面还要贵，一节不

到就已经花了王莲生两千多的局帐。后来，王莲生发现沈小红姘戏子，一怒之

下便娶张蕙贞以向沈小红报复。到第 54 回时，王莲生发现张蕙贞姘其侄儿，又

和沈小红和好了，可是一面做，心里却一直不高兴，直到最后升官到江西去了，

他与沈小红的故事也就此结束。针对这些情节，电影也尽量将之拍摄并呈现于

观众。笔者尝试以小说和电影的其中一个情节来作为参互对照以支持笔者的论

点。 

    沈小红起身厮见，叫声“洪老爷、王老爷”，默然退坐。莲生见小红只穿一 

件月白布衫，不施脂粉，素净异常；又见房中陈设一空，殊形冷落，只剩一面著 

衣镜，为敲碎一角，还嵌在壁上，不觉动了今昔之感，浩然长叹。阿珠一面加碗 

茶，一面搭讪道：“王老爷说倪先生啥个啥个，倪下头问我陆里来个闲话，我说 

王老爷肚皮里蛮明白来浪，故歇为仔气头浪说说罢哉呀，阿是真真说俚姘戏子。” 

莲生道：“姘不姘，啥要紧嗄？覅说哉”50（第 34 回） 

                                                             
49【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译后记>，页 323。 
50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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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也同样的让沈小红身穿月白布衫，不施脂粉，素净异常，见到王莲生和洪

善卿的到访起身厮见，然后默然退坐，阿珠也一面加碗茶，一面向王莲生搭讪

道：“我们下头在问我，讲王老爷讲我们先生什么什么，我就讲，不要瞎乱讲，

王老爷只不过气头里讲讲，肚子里蛮明白的，可会真的讲姘戏子啊！”51王莲生

道：“姘不姘有啥要紧？不要讲了。”52虽说电影里的阿珠一面加碗茶，一面向

王莲生搭讪，但镜头一直专注在沈小红与王莲生的表情。可见，侯孝贤尽量地

跟着小说的情节去拍摄以让电影与小说达成一致，并且捕捉沈小红与王莲生的

“神采”，让观众感受到电影里的沈小红和王莲生强弱易位与小说里的两人强

弱易位是达成一致的。 

二、淡出、淡入 

前文提及，侯孝贤看中小说中“穿插、藏闪”的镜头，故他的故事编排法

倒也使用了“穿插、藏闪”的手法。纵观整部电影，除了倌人与客人组，其他

三组人物的活动空间都在各自的书寓展开，且都是全搭内景，与外面的世界隔

离。小说中欲转移叙述对象而使用“穿插手法”，侯孝贤也模范作者的手法，

没有将视点专注在一组人物的故事才转移至另一组人物，反之，他运用了“一

个场景，一个镜头”的拍摄手法来切换电影文本的不同叙述空间，也就是一组

人物的故事仍未演完，就将镜头转移至另一组人物。如电影一开始的镜头焦点

是沈小红组。王莲生为沈小红当众拳翻张蕙贞的事而烦恼，后来他在洪善卿和

汤啸庵的陪同下向沈小红道歉。镜头直拍到王莲生成功哄回沈小红，没再说他

俩接下来发展的情节，就将镜头转移至周双珠组，说周双珠组的故事。侯孝贤

使用的是“淡出、淡入”来衔接，并且穿插字幕，如“公阳里，周双珠组”来
                                                             
51取自侯孝贤电影《海上花》。 
52取自侯孝贤电影《海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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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明空间的转移。之后又“淡出、淡入”来衔接，将镜头转移至黄翠凤组，说

黄翠凤如何制老鸨的故事。最后又把镜头焦点转回沈小红组，继续演她与王莲

生的故事，可是仍未演完则又将镜头转移，一直这样以此类推，直到整部电影

发展到一半，王莲生发现沈小红姘戏子而赌气娶张蕙贞。观众会以为王沈恋的

故事完结了，谁知到了电影的结尾，阿珠问王莲生关于沈小红的近况（此时的

阿珠已经在周双珠寓当帮佣），观众才知道原来王沈恋并未因“王莲生醉酒怒

冲天”而结束，而是因为王莲生即将升官回广东才告终。可见，侯孝贤充分地

运用 “一场一景”、“淡出、淡入”的拍摄手法，到了电影的结尾才收拾完王

沈恋。这种拍摄手法是要让观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俩的结局，可是又必须等

到电影的结尾才全体尽露，这与小说的“穿插、藏闪”的手法是相一致的。 

 

 

 

 

 

 

 

 



22 
 

第四章、三种《海上花》的差异性 

前文提及，再现者自有他处理再现文本的一套方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

点与阅读感受，故所看到的作品内涵自然不一样，虽说张爱玲的“国译海上花”

与电影《海上花》尽量忠于原著，但三种互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还是会存在的。 

 

第一节、张爱玲与原著小说的差异性 

原著小说《海上花列传》共 64 回，书前有<例言>、第一回有楔子、64 回

后有一篇<跋>；而张爱玲的国译本只有 60 回，将原著的<例言>及<跋>删去，书

前附上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和<译者识>、60 回后附有<译后记>，内容除了

将吴语对白译成国语（北京话）之外，还加上注释以点破原著藏闪的情节。 

虽说张爱玲的国译本之宗旨是信达雅，但在她处理《海上花列传》时毕竟

还是与原著有差异的地方： 

一、书名的更改 

在韩邦庆正在撰写《海上花列传》之时，他原将书名拟为《花国春秋》，

但他认为不甚惬意，欲将之更名为《海上花》。不过，他在<例言>中表示，书

中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本不能合传，但经过他的“穿

插藏闪之法”将故事打通，方能成为合传体，故将之名为《海上花列传》。 

而张爱玲的国译本则将之更名为《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海上

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对此，根据朱映晓的说法，张爱玲原本将《海上

花列传》更名为《海上花》，即最大程度的保持了原来的意思、意境、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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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大方，且呼之响亮、上口，也更容易为现代读者所接受。但最早在台湾

的出版社却将之分为上下两册：《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海上花

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而后来引进中国也是将之分为上下册，之后就一直

这样流传了。53针对此，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私以为，张爱玲有意将之更名

为《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因为

“花开”是故事的开端；“花落”则是交代妓女的悲惨命运。“海上花”一

“开”一“落”指的是妓女们犹如花一样开得再茂盛，最后还是会面临凋谢的

命运。换言之，美好的日子总是昙花一现，她们始终不能逃脱悲惨的命运。笔

者尝试以赵二宝为例以佐证笔者的观点。赵二宝与史天然曾在一笠园过着犹如

神仙眷侣的生活，以为能够顺利嫁给史天然为妾，不但不收史天然的局帐钱，

还自己赊账办嫁妆。谁知史天然一去不回，还另娶他人，赵二宝也就因为欠下

巨款而被迫重操旧业。可是又巧遇赖三公子的光顾，赵二宝因无心做赖三公子

的生意而遭到拳打脚踢，其书寓更遭到破坏。 

二、回目与情节的删补 

原著的《海上花列传》共有 64 回，但国译本只有 60 回。也就是说，张爱

玲删了四回。张爱玲认为，书中的四书酒令是卡住现代读者的一个颈瓶。过去

的读书人对四书滚瓜烂熟，而这种文字游戏的趣味是有时间性的，兼之《海上

花列传》里的酒令不像《红楼梦》里的酒令表达个性和预言各人的命运，54故无

法像《红楼梦》一样一直广泛地流传下去。对此，张爱玲唯有删掉酒令的部分，

并且用最低限度的改写将之补缀起来，成为较紧凑的 60 回《海上花》。根据张

                                                             
53朱映晓：《海上繁华：张爱玲与<海上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页 4。 
54【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译者识>，页 16。 



24 
 

爱玲在<译者识>的说法，她只删了四回，也就是将第 40、41 回两回并成一回，

原来的回目是：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第 40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划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第 41回） 

代拟为： 

    “渡银河七夕续欢娱  冲绣阁一旦断情谊”（第 39回） 

第 50、51 回也是两回并成一回，回目本来是：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第 50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第 51回） 

改为： 

    “软里硬太岁找碴  眼中钉笑蛮争宠”（第 48回）55 

根据以上所说的，张爱玲将第 40、41、50、51 回删了，并且分别合并为第 39、

48 回，照这样看来，国译本应该有 62 回而非 60 回，针对此，笔者发现，原著

的第 39 回“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羡陬喁鱼艇斗湖塘”和第 61 回“舒筋骨穿杨

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也被张爱玲删了，不过张爱玲在<译者识>甚至是<

译后记>却一直没有交代。私以为，张爱玲其实已经字里行间交代这两回的去向。

张爱玲在<译者识>已说明“书中的四书酒令是卡住现代读者的一个颈瓶”56，并

                                                             
55【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译者识>，页 17。 
56【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译者识>，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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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用最低限度的改写补缀起来”57，而这两回大部分都是四书酒令与小赞的菊

花诗，经过张爱玲的删改，已经将部分情节分别收在国译本的第 38 回和第 57

回。至于张爱玲为何会说明分别将第 40、41、50、51 回删并合成一回，私以为，

四书酒令、《帐铭》与《秽史外编》分别占这四回不多，而张爱玲所保留的情

节也较多，可以将两回合并成一回，因此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交代。 

虽说张爱玲大部分都是删掉酒令，但笔者发现，她也将姚文君与高亚白泛

舟逐浪的情节删掉，直接剪裁到梨花院落里教曲子的部分，而第 39 回的部分情

节则保留并收在国译本的第 38 回内。回归原著第 38 回的结尾处，关于姚文君

表示要捉金鲤鱼的部分也遭到删除的命运，这似是张爱玲早就有意删掉姚文君

与高亚白泛舟逐浪的情节而留下的伏笔。竟然删掉了这一情节，接下来的情节

也自然与原著稍微不同，如： 

    尹痴鸳带着林翠芬及苏冠香、姚文君相与踯躅湖滨，无可消遣，偶然又踅至 

大观楼前。见那三百盆茉莉花已尽数移放廊下……姚文君道：“我一径勿曾看见 

过烟火，倒要先看看俚啥样式。”说着，踅下台阶，仔细仰视。适遇高亚白从东 

北行来，望见姚文君，远远的含笑打拱。文君只作不理。亚白悄进凉棚，不敢直 

入。林翠芬不禁格声一笑。尹痴鸳回头见了道：“耐两家头算啥嗄？晚歇客人才 

来仔，阿怕难为情？”苏冠香招手道：“高老爷来末哉，倪一淘人才帮耐。”高 

亚白举步将登，却又望见一人飞奔而来，认得系齐府大总管夏余庆，匆匆报道： 

“客人来哉”。亚白即复缩住，转身避开。尹痴鸳同苏冠香、姚文君、林翠芬也 

                                                             
57【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译者识>，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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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然从东北走去。58（原著第 39回） 

张爱玲将之改为： 

    高亚白尹痴鸳带着姚文君林翠芬及苏冠香姚文君相与踯躅湖滨，无可消遣， 

偶然又踅至大观楼前。见那三百盆茉莉花已尽数移放廊下……姚文君道：“我一 

直没看见过烟火，倒先要看看它什么样子。”说着，踅下台阶，仔细仰视。 

    却又望见一人飞奔而来，文君不认得系齐府大总管夏余庆，只见他匆匆报道： 

“客人来哉”。高亚白尹痴鸳同苏冠香姚文君林翠芬哄然走避。59（国译本第 38 

回） 

纵观上述所见，张爱玲删了姚文君与高亚白泛舟逐浪的情节，自然对接下来相

关情节进行补缀，以不令其漏洞。不过，私以为，姚文君与高亚白泛舟逐浪的

情节并没有涉及淫秽，张爱玲其实可以不必删掉该情节。根据周芬伶的说法，

可能张爱玲对高亚白无好印象，故意减少他的戏份。60这种说法笔者并不认同。

私以为，张爱玲可能认为高亚白与姚文君划舟互戏的情节并不重要，兼之它是

插入众文人在玩酒令之间，若要保留它，补缀方面必须考很大的功夫，一不小

心可能会越补越长，离原意越来越远了。此外，笔者也认为，张爱玲有不足的

地方。根据上文，原著是高亚白“却又望见一人飞奔而来”，而国译本则是姚

文君仔细仰视烟火，然后“却又望见一人飞奔而来”，私以为，这有点牵强，

若是将“却又望见一人飞奔而来”改为“忽见一人飞奔而来”，这样读起来会

比较顺口，不像强制加进去的感觉。 
                                                             
58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270-271。 
59【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页 67。 
60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页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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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原著的第 60 回的尾端与 61 回插入高亚白遇见小赞做菊花诗，张爱

玲将这一大块的菊花诗删掉，并且将这两回的部分情节合成一回，收在国译本

的第 57 回。第 61 回的其中一个情节是高亚白问小赞关于菊花诗做得如何，小

赞也就拿出他的菊花诗请教高亚白，张爱玲则在这里改写成高亚白与华铁眉的

对话。 

    高亚白要搭讪开去，顾见小赞一旁侍立，就问其菊花诗阿曾做。小赞道： 

“做末咿做仔一首，勿晓得啊对。”亚白道：“耐去拿得来看。”小赞应两声 

“是”，立着不动。亚白甚是怪诧。小赞禀道：“鼎丰里赵二宝搭差个人来，要 

见高老爷。”说声未绝，只见小赞身后转出一个后生，打个千，叫声“高老爷”。 

亚白认得是前日园门遇见的赵朴斋……61（原著第 61回） 

张爱玲将之改为： 

    高亚白要搭讪开去，便向华铁眉道：“你也多来住两天，陪陪素兰先生啰。” 

铁眉踌躇道：“还是她先来罢。我再看了。”姚文君大声道：“不作兴的！三缺 

一伤阴骘的！”又咕噜道：“好容易来了个麻将搭子又是三缺一，吊人胃口！” 

阖席都笑了。亚白笑道：“你放心，素兰先生来了，怕他不来？”又向素兰道： 

“今天就不必回去了，叫人去拿点要用的东西来好了。”素兰略顿了顿，回过头 

去唤过跟局大姐，不免有一番话轻声叮嘱。亚白见小赞一旁侍立，便令他传话， 

把大观楼上再收拾出一间房来。 

                                                             
6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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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赞应两声“是”，立着不动。亚白有点怪诧。小赞禀道：“鼎丰里赵二宝 

那儿差人来，要见高老爷。” 

    说声未绝，只见小赞身后转出一个后生，打个千，叫声“高老爷”。亚白认 

得是前日园门遇见的赵朴斋……62（国译本第 57回） 

在原著中，高亚白见小赞在一旁侍立，就叫他去拿他做的菊花诗，接着原著就

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写菊花诗，但这一情节却被张爱玲删了，改去写叫华铁眉到

一笠园住两天，陪陪孙素兰等话，然后见小赞在一旁侍立，吩咐他传话收拾房

间，而菊花诗的场面也改去打麻将。私以为，这一点张爱玲补缀得很好，打麻

将可说是古人的一种消遣方法，将论诗的部分改去打麻将，读起来自然顺畅，

也不会发现有漏洞甚至是不自然的地方。刘半农认为，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

就菊花”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63或许张爱玲也

认同刘半农的说法，觉得小赞的菊花诗真的是“也不过如此”，故将之删除。 

三、语言的转变 

《海上花列传》的叙述人的语言与人物的语言是两个轨道，前者使用章回

小说惯用的书写语言，后者纯粹是苏白，因此叙事的部分可以完全不更动，只

把苏白译为口语。64不过，把方言译成口语，毕竟还会失去原来的神韵，因为方

言是最能表达人的神理。胡适认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

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

                                                             
62【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页 282。 
63转引自陈永健：《三挈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页123。 
64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页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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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65虽然张爱玲将之译

成口语有效地解决了不谙吴语的读者的问题，但读者却无法感受到书中的人物

说话的语气与神韵。如： 

    “该个末，倪无   个姘头   。就是俚勿声勿响，调皮得来，坎坎还来浪起 

个花头。我个人去上俚个当，拗空哉   。”66（原著第 49回） 

译为： 

    “这个   ，我妈的姘头   。就是他不声不响，调皮死了！刚才还在出花头 

我这人去上他的当！做梦了   ！”67（国译本第 47回） 

根据姜汉椿的校注，“拗空”一词指人临终前会用手在空中空捞。不过，此语

可用在各种场合，因此很难用确切的词语解释。然，根据以上的对话可以解作

为“别做梦了”。68针对此，可以得知张爱玲确实译得没错，但私以为，将黄翠

凤原来用吴语说的话译成国语（北京话），这就导致说话者失去了原有的神韵

与神气。 

    纵观上述所见，张爱玲是尽量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而再创作。然，吴

语被译为国语（北京话）难免会造成失去说话者的神韵，但她为了尽量地保留

书中说话者的神韵而运用现代的语气助词，这一点可见她所费尽的苦心。由此

也可以说她的翻译是成功的，至少替大众保留了这部小说，同时也让更多的读

者认识这部小说。 

                                                             
65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页   。 
66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343。 
67【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页 167。 
68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台北：三民书局，1998 年，页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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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电影与小说的差异性 

基于电影的片长/时间所限，侯孝贤处理的《海上花》之取舍不能似张爱玲

般的删节，而是大刀阔斧的剪接。针对这种零散的情节，他必须采用补缀的方

式将这些零散的情节折叠在一块，故电影所带出来的故事情节与小说的秩序发

展有点背道而驰是在所难免的。 

一、情节的颠倒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群妓女与嫖客在吃花酒。而这花酒正是由洪善卿做东，

摆在周双珠家，出席者有王莲生、陶云甫、陶玉甫、朱霭人、罗子富等。镜头

的焦点一直专注于王莲生的表情。宴席上众人在玩乐，只有王莲生无精打采；

当众人取笑陶玉甫与李漱芳两人的恋情时，只有王莲生一个闷闷不乐。后来他

提前离席到周双玉的房间，想一个人清净，众人才从洪善卿的口中得知他正为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一事而烦恼。针对此，电影已经将此情节提前了。小说中是

由罗子富为与黄翠凤定情而设下的酒席，意思是向大家表示他做定了黄翠凤，

当时出席的只有陶云甫两兄弟、汤啸庵，场面冷清。陶云甫因见浣芳不许玉甫

喝酒，而让玉甫提前离席，也趁此向大家述说陶李恋。此情节在小说中是第七

回“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而沈小红拳翻张蕙贞则是第九

回“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两个不同回目的故事、场景也

不同，侯孝贤却将这两个回目“浓缩”在一块了。原本由罗子富为与黄翠凤定

情而设的酒席，在电影里却改编成洪善卿为王莲生因情困而设的酒席。 

此外，电影中的嫖客听到沈小红拳翻张蕙贞一事而议论纷纷，林素芬却看

不过而与朱霭人开口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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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素芬道：“沈小红算什么凶？我做了沈小红，我就不去打她了，打得自己 

吃力死了，打坏了头面，还要王老爷替他赔，倒害了王老爷了。”朱霭人说： 

“假使你做了沈小红嘛，怎样呢？”素芬回答说：“我啊？我现在不高兴跟你讲。 

要嘛，你到白桂香那里去一趟，试试看好吗？”霭人道：“这叫什么话？怕什么， 

去嘛就去好了。你不入调，我也叫白桂香来打你一顿！”素芬笑道：“哎唷，说 

得倒体面！你做啥？可是在洪老爷面前摆架子？”69 

以上的对话在小说中是出自黄翠凤与罗子富之口。 

    翠凤道：“沈小红末，算啥凶嗄？我做仔沈小红，也勿去打俚哚，自家末打 

得吃力煞，打坏个头面，原要王老爷去搭俚赔；倒害仔王老爷，阿有啥趣势。” 

子富道：“耐做沈小红末，那价呢？”翠凤笑道：“我啊，我倒勿高兴搭耐说来 

里；要末耐到蒋月琴打去一埭，试试看，阿好？”子富笑道：“就去仔末，怕耐 

啥嗄？耐勿入调末，我去教蒋月琴来也打耐一顿。”翠凤把眼一瞟，笑道：“噢 

唷，倒说得体面哚！耐算说拨来啥人听嗄？阿是来里王老爷面浪摆架子？”70 

（第九回） 

小说中是黄翠凤劝王莲生到沈小红处去安抚沈小红，因罗子富不服倌人不许客

人多做另一个倌人而开舌战，展现出了她的刚烈；而电影中却改编成林素芬舌

战朱霭人，且是众人的茶余饭后的话。从这一点看来，黄翠凤的刚烈性格，在

电影里已经被抹杀了。还有，小说中的林素芬比较温顺，与朱霭人的感情很要

                                                             
69取自侯孝贤电影《海上花》。 
70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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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从来没见过朱霭人有做其他倌人；但电影里的林素芬则扮演了黄翠凤的身

份，她不许朱霭人去做其他倌人，就连旧相好白桂兰处也禁止他去。小说中并

没有白桂兰这个角色，想必是侯孝贤为了突出王莲生的郁闷、借此说出王莲生

郁闷的原因，且又是众人的茶余饭后的话而安排林素芬舌战朱霭人。 

另外，电影里的黄翠凤向罗子富借钱给黄二姐后准备出局到钱公馆，碰巧

遇到诸金花到访并向其哭诉被诸三姐殴打。侯孝贤将此相差 16 回的情节“浓缩”

在一块。小说中黄翠凤向罗子富借钱给黄二姐是在第 21 回，然后就要出局到后

马路的钱公馆，接下来就向钱子刚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而诸金花向黄翠凤

哭诉的情节是在小说中的第 37 回“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当时钱子刚在黄翠凤家，他见诸金花来访，便向黄翠凤告辞。针对此，侯孝贤

让诸金花“提前”遭到诸三姐的殴打，然后也由钱子刚看到诸金花到访改编为

罗子富看到诸金花到访。 

此外，小说中的罗子富初到黄翠凤处时，他与汤啸庵见到小阿宝和金凤两

人在玩“葡萄架”，然后汤啸庵问她们“耐可懂嗄”71，接下来就是黄二姐进来

与罗子富秘密商量事务72，罗子富就开始写请客票摆酒席。针对“葡萄架”这一

情节，电影则将之与黄二姐告诉罗子富关于黄翠凤欲赎身一事“混为一拍”。

黄二姐告诉罗子富关于黄翠凤欲赎身一事在小说中是第 42 回，而“葡萄架”则

是第七回，侯孝贤将这两个不同回目，但相同的场地“混为一拍”。原本由汤

啸庵说的“耐可懂嗄”73转变为出自罗子富之口。想必是侯孝贤认为要是把罗子

                                                             
7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46。 
72罗子富初到黄翠凤家，黄二姐就告诉他黄翠凤喜欢长性子的客人，且要专做她一个人，这样

黄翠凤就会巴结他。罗子富听闻黄翠凤如何制老鸨而开始恋慕这个烈女，便决定听黄二姐的话，

专做黄翠凤一人。 
73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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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一到黄翠凤处就直接上演黄二姐告诉罗子富关于黄翠凤欲赎身一事有欠缺影

像美感，故而把这两个情节“混为一拍”。 

二、身份的转变 

王莲生一角由梁朝伟演出，梁朝伟说的上海话不标准，带有浓重的广东口

音，侯孝贤为了帮他解决“上海话不标准”的套，更为了减轻他的语言负担以

便能专注于戏，于是便设计王莲生为广东人，差使在上海。王莲生成了广东人，

他的红颜知己沈小红也被设计成广东人。两人对外人说话时讲的都是广东腔的

上海话，独处的时候则说广东话，就连时常替他跑腿办事的洪善卿也会说广东

话。人在异乡，遇到与自己有着共同母语的人将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就

可以说明为何王莲生会把沈小红视为知己、洪善卿可以得到王莲生的信任。电

影在结尾时安排王莲生恋情破灭后回广东做官。根据小说，王莲生的籍贯不明，

会说洋话，张爱玲便推测他是洋务官员，而且后来他到江西做官，这一点小说

就已交代得很清楚。 

此外，小说中虽有多处描写广东人、粤菜馆，不过苏州倌人对广东人的印

象不好，也不喜欢巴结广东客人，就连小说对广东妓女的描写也是不佳的。将

王莲生设计成广东人，虽与原著背道而驰，但却有效地解决了梁朝伟的台词问

题。另外，苏州出名美女，高级妓女都自称自己为苏州人，侯孝贤为了配合王

莲生为广东人的身份而将沈小红设计成广东妓女可说是电影的一个创举。这种

超语言的手段虽与原著背道而驰，但却能够巧妙的重新带领观众进入自然的、

日常的生活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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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性格的转变 

前文提及，电影为片长/时间所限，故侯孝贤处理《海上花》可说是大刀阔

斧，无法将所选的几组人物的故事按照小说来一一呈现，这也就导致了小说中

的人物性格与电影中的人物性格有了转变。小说中的黄翠凤一开始时并不巴结

罗子富，还迟到早退，罗子富为此不满而想开销她的局帐，但后来听说黄翠凤

如何制老鸨一事才开始恋慕这位烈女，并且为得这位烈女的欢心而听黄二姐的

话结了蒋月琴的局帐，专做黄翠凤一人。此外，小说还处处埋下伏笔说明黄翠

凤与黄二姐两人其实是想要敲诈罗子富。首先，黄翠凤与黄二姐设“恶圈套”

“迷魂阵”来让罗子富踩下去，然后再“蓄深心”来扣留罗子富的拜匣，到了

最后使用“连环计”来敲诈罗子富一万洋钱。针对这些情节，电影完全将之弃

之。电影中的黄翠凤一出场时就因黄二姐把钱贴给姘头而导致凑不够钱去还裁

缝帐，故而向她借钱，黄翠凤骂了黄二姐几句后就向罗子富借钱给黄二姐，从

这里就可得知黄翠凤跟罗子富要好。之后电影就一直围绕着黄翠凤欲赎身一事，

直到黄翠凤赎身成功就没再告诉观众其赎身之后的去向。不过，根据《极上之

梦：海上花电影全记录》，罗子富惊讶黄翠凤自立门户的开销太大而疑心其敲

竹杠，黄翠凤便在调头当天上演了一场易妆缟素，欲替父母补穿孝三年的戏剧

性一幕，使罗子富再次恋慕这位烈女，但侯孝贤在剪接时却剪掉了。74此外，小

说里的黄翠凤真正喜欢的是钱子刚，利用罗子富替其赎身。不过，在电影里却

完全没有钱子刚的出现，只是经过黄翠凤的口中说她欲出局到钱公馆，观众才

知道她除了做罗子富，还有另一户客人，而这户客人只是偶尔叫她出牌局。根

据《极上之梦：海上花电影全记录》，侯孝贤有拍下“借洋钱赎身初定议”的

                                                             
74参考侯孝贤、朱天文：《极上之梦：海上花电影全记录》，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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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钱子刚一角由谢衍客串演出，但在剪接时却剪掉了。75故此，钱子刚这一

支线在电影里完全被剪了，因此看不到黄翠凤实际上喜欢的是钱子刚而非罗子

富。针对以上两点，私以为，侯孝贤是欣赏黄翠凤烈女的性格，故而想美化她，

于是故意减少她的戏份，只演到她赎身即止；同时也删掉钱子刚的戏份，让黄

翠凤真心属意罗子富。由此可见，电影中的黄翠凤虽然还保留着泼辣的性格，

但却让她缺少了小说中的奸诈。此外，电影没再告诉观众她赎身之后的去向，

观众便会由此推论出她可能在赎身之后会嫁给罗子富，这就使黄翠凤变得有情

有义，推翻了前人所说的“婊子无情”这一概念。 

纵观上述所见，电影《海上花》虽然没有完全忠于原著，但他尽量地呈现

出“日常生活的况味”于观众，让观众感受到晚清时期十里洋场的生活原来也

是那么地平淡，且电影与小说的不同可说是一个创举，同时也让观众有了更大

的想象空间。 

 

 

 

 

 

 

 

                                                             
75参考侯孝贤、朱天文：《极上之梦：海上花电影全记录》，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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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 

从小说、翻译、电影这三个《海上花列传》的文本互涉可以得知，再现者

扮演着读者的身份，同时又是再现文本的作者，再现者在处理再现文本时是根

据他的阅读感受及他那时代的意识去处理，有别于原著的创作心理。《海上花

列传》的题材是取于当时晚清的青楼文化，而这青楼文化正是作者韩邦庆本身

对文化的认知才得以创作。故，《海上花列传》的创作题材其实是有时间性及

空间的局限，经过时代的转移后，也逐渐无法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兼之这部

小说是以吴语来创作，间接地局限其读者群，故也造成无法广泛流传的原因。 

虽说《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失落的小说，但它的平淡、写实手法却引起张

爱玲的欣赏。为了让这部小说能够广泛地流传，张爱玲将书中的吴语对白译成

国语（北京话）和删掉书中的四书酒令以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张爱玲的

翻译其实是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不过她在翻译的过程中毕竟加入了自己的想法，

故她处理再现文本时其实是以自己的观点去处理，与韩邦庆创作小说的心理不

同，故而引出了国译本与原著小说之间的差异。虽然国译本与原著小说具有差

异性，但张爱玲的翻译其实是成功的，她不但接续了原著小说的文学传统，让

其延长了历史的生命，还引起侯孝贤的兴趣并将之摄为影像，让更多的人认识

这部小说。不过，侯孝贤处理电影《海上花》与张爱玲的翻译心理及韩邦庆的

创作心理不同，他在处理电影的过程中其实是加入了当代的思想，故他是以现

代性的意识去处理这部电影。兼之，侯孝贤对《海上花》的诠释有别于张爱玲

对其的诠释，其所拍摄的情节，均通过他选择认知，故而引出电影与小说之间

的差异。虽然电影没有完全忠于原著，但读者有机会从文字的阅读跳跃到视觉

的享受，小说里的死人有机会成了活生生的人，这也就引起读者有了更大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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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空间，由此，也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晚清时期十里洋场的风貌。因此，在影

像的再现下，《海上花》无疑是比文字更吸引人，也吸引更多阅听人去观赏这

部电影，而得到更大的回应和满足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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