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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从来不缺电视剧的描

摹。
上世纪 90 年代，《十六岁

的花季》、《孽债》、《儿女情长》、
《夺子战争》……一批现实主义
题材连续剧记录下了当时上海

的风貌和社会议题。
进入新世纪， 尤其是近几

年， 上海是都市剧最偏爱的城
市。从《欢乐颂》、《我的前半生》
到 《安家》、《三十而已》、《流金
岁月》 ……一部部热播剧都以
上海为背景。

只是， 现在这些热播剧里
的上海就像 PS 上去的一样 ，
似乎跟生活在这座城市、 以上
海为家的人没什么关系了。

电视剧里的上海，原来是真的，现在是假的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SHerLife）

电视剧《孽债》剧照

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

1995年伊始，当时 27岁的年轻导演梁山
喜欢在晚上骑部脚踏车上街。
晚上 8点 05分，八频道的电视剧准时开

播，这时候上海的马路上、公交车上几乎空无
一人。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看《孽债》，甚至有
饭店把电视机搬到了大堂。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听过去，路边的裁缝

铺子、理发店里，传出来的全都是这部片子的
主题歌。”梁山回忆说，“这是作为艺术工作
者最幸福的时刻。”
电视剧《孽债》改编自叶辛的同名小说，

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梁山和夏晓昀担任导
演，讲述了 5个云南知青的子女来沪寻找亲
生父母的故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现象级”的

电视剧，甫一播出即引发轰动。有一个星期的
平均收视率创下了 42.65%的收视纪录。
期间，上海电视台曾因播出“群星爱心演

唱会”，停播一天《孽债》。尽管事先多次在屏

幕上打出字幕说明，但市民们还是急得疯狂
拨打电视台热线，说只要当晚播，再晚也没意
见。
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上海电视台后来

不惜损失 200万广告费，将每天播一集改为
播两集，开了黄金剧场两集联播的先河。
在梁山看来，采用沪语对白是这部戏成

功的关键之一。
“我们模仿的是上海当时拍得最棒的几

部纪录片，比如《重逢的日子》、《毛毛告状》
等。”他说，“电视剧有种表演的腔调，我们想
把它去掉。”
当时，梁山很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

影，它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地方方言。
在尝试用沪语拍戏这个想法上，梁山和

他的老师黄蜀芹一拍即合。可演员从来没这
么演过，他们担心说上海话会像演滑稽戏。
还有台词的表达，比如，怎么用上海话说

“我爱你”呢？梁山提议，让演员根据上海人
表达感情的方式，自己对台词进行口语化的
“翻译”。

所以在赵有亮扮演的沈若尘向严晓频扮
演的妻子梅云清“摊牌”那场戏里，台词是这
么说的：“云清，侬讲，我对侬好伐？假使我在
啥地方骗过侬，侬还会对我好伐？”
为了用沪语同期录音，《孽债》中“上海

家庭”的成员全部选用了上海演员：赵有亮，
严晓频，王华英，吴竞，金鑫，吴冕，李国梁，屠
茹英，李家耀，李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影评人毛尖这样评

价《孽债》的语言特点：“不同年龄层不同阶
层的上海话，各种腔调，如同不同区域的上
海，支持不同人物的行动逻辑。”
梁山也说：“方言看似是面上的东西，其

实变成了核心式的动力。清一色的上海演员，
他们对上海的风土人情更加理解，用自己的
方言来演，也演得更准确了。”
沪语确实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以至于

阿姨妈妈们入戏太深。
扮演小美霞的董蓉蓉有次和妈妈上街买

衣服，被服装店老板娘一把拉住：“小姑娘哪
能噶作孽！侬娘伐要侬，侬跟我回去，我来养
侬！”
除了语言上的贴近性，《孽债》还忠实地

记录下了上世纪 90年代上海的风貌。
剧中表现上海的第一个镜头是从外滩摇

到陆家嘴，一枝独秀的东方明珠尚没有“厨房
三件套”作伴，耳边传来的海关大楼钟声还是
《威斯敏斯特报刻曲》。

与此同时，弄堂里还在倒马桶、用公用电
话；晚高峰时候，公交车又挤又堵，马路上不
乏有赤膊骑脚踏车的路人……
五个家庭居住条件各不相同：沈若尘刚

刚分到一套浦东的一室两厅“新工房”；梁曼
诚一家住在石库门里 8平方的亭子间；吴观
潮和杨绍荃离婚后分别组织了新的家庭，住
在洋房里；俞乐吟改嫁后住城郊结合部的自
建别墅；卢晓峰家则住在苏州河边尚未拆迁
的棚户区。
毛尖评价说：“五个孩子展开的不同的家

庭关系，从里弄到外贸大厦，横切了一个时代
截面。”
“在看得见东方明珠的高楼里办公的男

人，和在电影院里当放映员的男人，虽然当年
同是插友，但环境分疏了人群，两人气息就很
不同，虽然阶层表现也略有刻板之嫌，但整体
非常接地气。”
2009 年黄蜀芹在回顾拍摄《孽债》的初

衷时曾说：
“那个时候，我清醒地感觉到时代大变革

快要来临了，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被推倒
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八十年，甚至于
一百年的历史文化、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
抢下一些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
“《孽债》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受老百姓喜

欢，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就是那样的生存环
境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
今天，当我们要回忆 90 年代的上海什么

样时，很可能要到《孽债》、《股疯》这样的
“神剧”里去找。但《孽债》的意义并不仅限
于此。
“云南来的孩子找父母”虽然是戏剧化

的情节，但上山下乡却是上海这个城市一代
人真切经历过、改变他们人生和命运的事情。
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这代人和剧中人一样正
值中年，在改革的浪潮下，有的抓住机遇闯出
了一番事业，有的则可能遭遇了下岗。
当李春波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响起：“曾

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流着泪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曾经失去过，曾经艰难的选择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它触动的是整整一代人，乃至整个社会

对于许多问题的思考。

“真实”和“海派”

尽管是 26年前的老片子，《孽债》在年
轻人活跃的B站上还是收获了不少弹幕。其
中有一条称它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事实上，90 年代上海涌现了一批现实题

材连续剧，包括《十六岁的花季》、《儿女情
长》、《夺子战争》、《上海人在东京》等等。

有人说，这是“那十年上海人为自己写下
的日记”。“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时代中翻滚，
急迫抒发的就是对现实的所有感怀。”
去年夏天，SMG 重播了 《十六岁的花

季》修复版。导演张弘、富敏夫妇说一边看一
边有点“肝儿颤”：“这个戏毕竟 30 年了，我
们俩生怕人家看了要笑。”
等看完，老两口松了口气：“戏里反映的

教育改革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等，我们感觉
没有过时。”
这部戏的缘起，夫妇俩说要感谢女儿。

“她每个年龄段所发生的故事，在我们拍的电
视剧里都有反映。我们的女儿始终是我们的
创作者之一。”
当时，日本连续剧《青春的火焰》（《排

球女将》）多次热播，女儿给他们出了个题
目：“你们为什么不能拍些我们年龄段的片
子？”
夫妇俩是抖豁的：“写什么能代表 16

岁？我们那个时候快 50岁了，16岁的孩子上
课是什么状态？下了课又是什么状态？我们不
会写。”
为此，他们俩花了将近 9个月的时间，采

访了专家、教师和一百多位中学生，甚至邀请
学生住到家里来聊。
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被“化”进了剧里。创

作这部戏的时候，张弘和富敏刚刚结束了长
达 15年的两地分居，和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摩
擦是非常尖锐的。同时，家里还有富敏的母亲
同住。
“我们三代人对任何事情的理解都不一

样。”富敏说，“剧里有欧阳一家三代，其实就
是我们家的影子。”
许多年以后人们发现，《十六岁的花季》

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青春剧。
但和《流星花园》里“与世隔绝”的英

德学院不同，前者触及了许多社会议题，比
如出国热、下海经商、住房分配、白雪父亲的
疑似婚外恋、白雪母亲发现单位的财务问题
等等。
“为什么要这么拍？”张弘说，“因为中学

生已经和社会有联系了。他们对社会对家庭
对教育等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了。不把这
些拍进去，拍不出这个群体真实的状况。”
在采访调研的过程中，张弘富敏在一所

师范学校的“新疆班”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周
末放学后，学校门口停了一排摩托车。一些个
体户把班上的女孩子接走了。
“这些知青子女回到上海后，在落户问题

上遇到了困难。而且她们大多寄住在亲戚家，
不少人小小年纪就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她们的心里话跟谁说？所以就想有个依靠。”
张弘说，“我们看了以后，心情很复杂。”
两人决定在剧本中反映知青子女回沪这

一社会问题，但又要“走一条安全的路”，于
是就写了陈非儿和袁野这样一对金童玉女。
让两人欣喜的是，剧本写到一半，上海就

出台了新政策：知青子女中有一个可以在上
海落户。
“有人说，这部戏写了那么多社会问题，

那时候竟然能播出来？”张弘感到很庆幸，
“可见当时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在认知
上的大胆。”
富敏回忆当时的创作环境说：“那时候没

什么思想负担，大家都能够敞开思想，把自己
的观点亮出来。创作人员敢写，电视台敢
放。”
回顾 90 年代那一批沪产电视连续剧，

“真实”和“海派”被创作人员放在了很高的
位置。
翻阅当时的新闻报道，张弘、富敏在谈

《十六岁的花季》时说：“我们所追求的第一
个目标是真实……同时我们也希望这部电视
剧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具有浓郁的‘海
派’风味。”
黄蜀芹在谈《孽债》时说，“力求拍出真

正的‘上海味’来”。
同样地，石晓华执导的《儿女情长》、梁

山执导的《夺子战争》也折射了各种社会现
实问题。
《儿女情长》一开场，童老伯脑中风从楼

梯上滑落，为了医院的一张床位，子女们急得
团团转，反映了当时医疗资源的紧张。
剧中随之而来的分摊养老费用、轮流看

护老人等问题，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会碰到。

在老房拆迁的节骨眼上，方老太在弥留
之际劝童老伯要坚持活下去：“为了孩子们，
眼看到手的房子，不能让它飞了。”这让每个
经历过住房困难的上海人都心有戚戚。

而《夺子战争》则是在对诸多留守男士、
女士进行采访后，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来的。它
反映的由出国潮所引发的家庭问题，也具有
普遍意义。
90 年代，无论是上影，还是上海电视台，

都有一批实力强劲的电视剧制作力量。
富敏说：“我们是和电视剧的创作发展同

时起步的。到了 90年代，我们正好年富力强，
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又有了一定的文艺
创作底子。可以说，各个工种的创作力量都特
别强。”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来袭前夕，上海依靠

着这样一批导编演人才，为荧屏奉上了不少
优秀的沪产电视剧，有人称之为“上海风味的
现实主义”电视剧。

上海成了剧组的“服化道”

进入新世纪，荧屏上依旧不缺上海的身
影，尤其是近十年。
如果说十年前全民热议的都市剧 《奋

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爱情故事》、
《裸婚时代》等，故事大都在北京展开；那么
现在，年轻人的情感、奋斗似乎已经转移了阵
地，上海成了近些年都市剧最偏爱的城市。

上海确实很好拍。
《欢乐颂》开场，从空中俯瞰浦江两岸、

陆家嘴高楼林立的大都会景象，交代了五个
女孩为之奋斗的背景。
由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未来感十足

的凌空 SOHO 办公楼，衬托了女主角安迪
“高级商业精英”的人设。
《我的前半生》里，“职场白骨精”唐晶

住的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房地产大亨沙逊建
造的河滨大楼。华灯初上，唐晶窝在沙发上，
转头就可以看到上海的霓虹夜景。
去年热播的《三十而已》，把这幢曾经的

“远东第一楼”又炒红了一遍。“精致穷”白
领王漫妮每月甘愿掏出占薪水一半的房租，
只为“近看苏州河、远望东方明珠”。

一部《安家》将吃瓜群众的视线转移到
了上海老洋房，大家津津乐道“价值上亿的老
洋房，原型究竟在哪里”。
前不久的《流金岁月》又让人谈论起了

蒋南孙家复兴路上的老洋房，以及她的“凡尔
赛奶奶”。
有人借这部剧赞美上海“小资、情调、繁

华、海派、洋气……”“只有上海才会发生这
么多故事”———虽然亦舒的原著故事发生在
香港。
随着一部部连续剧的热播，加深了人们

对“魔都”的迷思和憧憬。大大小小的取景地

被考证出来，成了热门打卡点。
小红书上一段上海繁华夜景的视频这样

写道：“上海，这就是无数霸道总裁小说和电
视剧里提到的‘A市’。”
假使将这些年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

与 90年代那批沪产剧做一个对比，会发现剧
中上海的形象有一个“华丽的蜕变”。

诚然，这三十年上海的发展毋庸置疑，有
目共睹。但电视剧中上海形象的变化，“跨
度”似乎更大一些。
电视剧中的上海，从身边的上海，变成了

别人眼中的上海；从接地气的上海，变成了被
仰望的上海。
《夺子战争》之后，多年没有再参演过上

海题材连续剧的赵有亮，2014 年接受采访时
说：
“后来也看过一些本子，看起来拍的也是

上海人，上海生活，夫妻啊，婆媳啊，但就是不
真实，打动不了人。吵吵闹闹的，连住的房子
都假———好像上海人家家户户都住别墅似
的。”
在今天的许多电视剧里，上海只要负责

美就可以了。毛尖直言，上海成了剧组的“服
化道”。
“现在影视屏幕上各种上海符号，但上海

显得越来越没性格，也越来越单面。上海成了
背景板，街道里里弄弄，不再构成人物的成长
因子。”
“比如《流金岁月》里的朱锁锁，她身上

完全没有上海弄堂的系谱。还有像《三十而
已》也是，三女主和上海的关系，就像 P上去
的，换个其他大城市，这个故事可以一模一样
照搬，全部成立。”
也许有人要说，这些电视剧也在探讨教

育、婚恋、住房等上海人关心的现实问题。
但毛尖称其为“前缀现实主义”。“意思

就是，只有局部现实主义或植入一些现实主
义元素”。
不久前在接受GQ报道专访时，她曾就

此进行过阐述：
“硬现实主义其实是消失了。讨论真问

题、热问题，作品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呈现
与处理社会生活中主要矛盾的影视剧，其实
匿迹了。”
“《三十而已》确实也表现了很多现实痛

点，童瑶饰演的女主为孩子找幼儿园的确也
是每个家庭的重中之重，但这些情节只能说
是包含了现实主义因素，其中更本质、更深刻
的冲突没有被正面表现。”
当然，对于今天的电视剧如何表现现实

主义，她仍然心存期待：“最近的《大江大河》
和《山海情》提供了可能性。”
假如要探究电视剧中上海形象变化的原

因，似乎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探讨。
有业内人士说，2000 年以后，电视剧进

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所有的片子一上来先

码明星，而明星不可能清一色都是上海人。于
是，用上海人来演上海人就成了遥不可及的
想法。”
也有评论说，上海与都市剧的“悬浮感”

不可避免地开始挂钩，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迎
合了当下人们的心理需求。
“这样‘逃避式’的社会心态与社会经济

发展不无关系，巨大的生活压力和趋于胶状
凝固的社会阶层流动，使得人们缺失了关注
生活日常的能力。”

毛尖认为：“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也太难回
答。电视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上海发生了革
命性变化，电视剧政策管理也发生了革命性
变化，能不翻天覆地吗？如果你要我细说，得
找学生写博士论文。”

但她同时指出：“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
点，如今的上海失去了文化先锋性的追求，体
现在电视剧上，就显得上海只剩下很有钱很
文明的样子。”
时过境迁，回顾黄蜀芹在谈论《孽债》时

说的话，依旧值得回味。
“不少影视作品在表现上海生活时较多

地展示那些豪华阔气的场景，其实，相当多的
上海人的生活还是平平凡凡，甚至是艰难、窘
迫的。”
“大墙后面才是真实的上海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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