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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從張愛玲的小說《色，戒》到李安的同名電影

⊙ 廖四平、孟 婕

 

一

張愛玲的《色，戒》創作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收入《惘然記》1中。雖然張愛玲非常珍視

這個「小故事」2，但它不僅沒有像《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還沒來得

及發表編輯就為之拍案，也沒有像《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一問世就轟動文壇，而很有

點「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味道。而同名電影《色，戒》卻一問世便「暴得大名」，以至出現

了「人人爭說《色，戒》」的盛況──就其箇中緣由，實為小說「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的

意蘊被直觀地表達了出來並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二

從小說到電影，《色，戒》的內容基本上沒變，但電影運用「填充法」並借助鮮明的視覺形

象使小說的情節、人物形象、主題等得到了更明晰的表現：

（一）情節

電影基本上沿襲了小說的情節──開始是幾個官太太在麻將聲中唇槍舌劍，然後是王佳芝去

咖啡廳與易先生幽會，再後是通過回憶介紹王的身份、目的和當間諜的原委，最後是回到現

實，展示王與同學及政府特工人員設計誘使易進珠寶店、王變計、易逃走、王的同學全部被

捕槍決、易回到家中惘然若失和懊惱不已等過程。

但較之小說，電影又「強化」或增添了如下情節成分：

1、易先生和王佳芝感情發展的過程

（1）麻將桌上男女情事和種種曖昧關係的暗示

電影在兩場搓麻將的場面中，通過特定的鏡頭揭示了麻將桌上人物之間的關係：

第一場通過易太太和馬太太的對話暗示了馬太太是易先生的情婦。

在小說中，暗示馬太太是易先生的情婦只有「佳芝疑心馬太太是吃醋，因為自從她來了，一



切以她為中心」3這一「隻言片語」。而電影對小說的這一「隻言片語」予以了深入的挖掘

──易太太見易先生來了之後，就黑著臉對馬太太說：「你這只（指鑽戒）好嘛，三克

拉？」馬太太回答：「我這只好嗎？我嫌它樣子老了，這兩天正準備拿去改。」她說這話時

眼神先頗有意味地看了看易，然後又掃了王佳芝一眼，言下之意是易覺得她老了，轉而另投

年輕美貌的王了。易太太繼續答道：「前幾天品芬來過，手上倒有只五克拉的。大是大，但

是光頭還不及你這只。」易太太同樣也是話中有話，即暗示她自己雖然是易名正言順的老

婆，「名分」大是大，但是論到「風光」，可還不及馬，其中頗含有一番嘲諷的意味。同

時，幾位太太基本上都是年老色衰的中年婦女，而馬則比較年輕，長得明豔還頗有風韻；她

對王的態度也一直是冷冷淡淡甚至有幾分不屑──這也有暗示她是易的「情婦」之意。

第二場通過易先生喂牌、王佳芝糊牌，展現了王、易之間曖昧關係的萌生。

易先生先是打出一條七筒給王佳芝，卻讓易太太給截牌了；接著，易又打出一張七筒給王；

再後，易離開牌桌吃糕點而順眼偷看王留給易太太的電話號碼──比起小說只有「臨走丟下

她的電話號碼，易先生趁他太太送她出去，一定會抄了去」4那麼一句來，這裏對易、王之間

曖昧關係的揭示更明顯。

（2）王佳芝和易先生到裁縫店試衣服

小說只提到王佳芝介紹一家服裝店給易太太，但衣服還沒做成，易氏夫婦就回上海了。而電

影則增加了王、易二人做西裝的一場戲：王叫裁縫把易的袖子改短、易叫王穿著剛改好的旗

袍，兩者看似越位元的對話，言淺意深，反映出了二人初識時的微妙心理。

（3）王佳芝和易先生在香港淺水灣吃飯

小說沒有這一情節，電影增加這段戲使易先生流露出比較「人性」的一面：在整部電影中，

易先生幾乎總是處在恐懼、警惕或壓抑之中──他對王佳芝所說的「我往來的都是有頭有臉

的人物，整天談國家大事，千秋萬代掛在嘴邊，但我在他們的眼中只看到一件事，那就是恐

懼」那段句話便是其心境的真實寫照，只有此時，易才是真正開心、單純、放鬆的──王因

為要盡力「套」易，所以顯出天真、純情而又風騷，融千嬌百媚於一身；易則不動聲色地品

味著王的千嬌百媚，便不由自主地開心、單純、放鬆起來。

（4）從肉體到心靈的三場「床戲」

小說沒有王佳芝和易先生性愛的細節描寫，而只王「和老易在一起，就像是洗了一個熱水

澡」5那麼一句，然後又借用了「權勢是一種春藥」6和「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7兩句名

言。電影則把小說中的這幾句演繹成了三場「床戲」：

第一場戲，易先生粗暴地淩虐了王佳芝。易的工作性質使得他性格中有很多扭曲變態的成

分，這種扭曲變態在這場戲中表現得頗為突出。易習慣了刑求和逼供的方式，所以他先把王

按在牆上將她衣服撕破；然後把她摔在床上，用皮帶抽她，還反綁了她的手；再後把她死死

地壓在自己的身體之下。在這場戲中，輸的似乎是王，但在易走後，王嘴角一絲高深莫測的

笑容和雖然緊閉卻沒有上鎖扣的窗戶卻暗示了輸的不是王而是易──那扇窗戶雖然是緊閉

的，但是並沒有帶扣，也就是隨時可以推開，這就像易，看似冷漠，但已不如之前戒備森嚴

了，只要再進一步，就可以獲其信任；窗外陰沉寒冷而窗內春色無邊，也是在暗示兩人的情

感在敵對、生死搏鬥的環境下蔓延滋長。



第二場戲，開頭是易先生在上，王佳芝在下，而且易總是要看著王的眼睛──這表明易還是

不完全信任王。但漸漸地，兩個人的姿勢有了變化，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最後以「迴紋針」

的體位終結。兩個人肢體交纏，猶如嬰兒在母體中的姿勢。這是一種原始的安全狀態，只有

這樣兩個人才能進一步完成從肉體到心靈的契合。

第三場，王佳芝在上，易先生在下。此刻易完全放鬆，一直緊鎖的眉頭也終於舒展了，他已

對王完全信任了；而王最後卻哭了，因為她覺得易不僅往她身體裏鑽，也往她的心裏鑽，也

就是說，王已對易動了真情。

這三段戲對推進情節、挖掘人物性格等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其一，從人物性格上講，易先生是一個非常謹慎、恐懼而又狡猾的人，這樣一個人很難對完

全陌生的王佳芝產生「信任感」。而王作為一個刺客，在那麼緊張、驚險的環境下，要使她

能夠愛上易，也不可能通過正常的精神管道。

其二，有了這三場「床戲」的鋪墊，男女主角的心路歷程就有跡可循了：表面上是易征服了

王，但實質上是王卻闖進了易的心；表面上是王通過三次交鋒讓易信任了她，對她放鬆防

備，但易也「像一條蛇一樣往她的心裏鑽」，使她萌生了「不忍心」殺易之心。

（5）王佳芝在日本酒館為易先生演唱《天涯歌女》

易先生約王佳芝到日本餐館見面，王在餐館中險些誤被人當作是妓女。王幽怨地說易帶她到

這裏就是想要她做他的妓女，而易則淡然一笑說：「既然我約你到這裏，我就比你更懂得做

娼妓。」隨後，隔壁的房間傳來一陣陣日本藝伎的哀音，易眉頭深鎖、一片悵然地對王說：

「你聽他們唱歌像哭，聽起來像喪家犬。鬼子殺人如麻，其實心裏比誰都怕。知道江河日

下，和美國人一開打，就快到底了。跟著粉墨登場的一幫人，還在荒腔走板地唱戲……」緊

接著，王給易咿咿呀呀地唱起了《天涯歌女》。當唱到「家山呀北望，淚呀淚沾襟。」易則

收斂笑容，拿著煙的手開始顫抖；當王唱到「患難之交恩愛深……小妹妹似針，郎似線，郎

啊穿在一起不離分」時，易動容了，低下頭偷偷地擦拭眼淚。

小說沒有這一情節，電影增添這一情節深化了對易先生內心世界的揭示：易對自己作為一個

「漢奸」的命運心裏清楚──「鬼子殺人如麻，其實心裏比誰都怕」，這表面上是在說日本

人，但實質上是在說他自己。當王唱到「家山呀北望，淚呀淚沾襟」時，易之所以斂容發抖

是因為他知道國難當頭，可自己所幹的卻是遺臭萬年的事；當王唱出「患難之交恩愛深……

小妹妹似針，郎似線，郎啊穿在一起不離分」時，易之所以動容是因為慶幸自己雖然理想破

滅了，但畢竟還剩下些許的情感慰藉──王也從此真正地從情感和精神上走進了他的心裏。

（6）易先生送戒指的方式

在小說中，易先生是臨時想起送戒指給王佳芝的──那只不過是歡場老手的慣用把戲。在電

影中，易送戒指的方式頗為別緻：王用一首《天涯歌女》敲開了易的心房；之後，易讓王幫

他送一封信，組織上的老吳等人皆以為是易對王的試探；可當王忐忑不安地走進珠寶店把信

交給易指定的人時，卻發現原來是易要送她一枚戒指，而且是一枚易特地交待老闆由她本人

親自挑選的戒指──當王及其「同志」在猜忌和防備易的時候，王卻發現原來易只是想對她

好，這是應該令王感動的；當王從老闆口中得知易認為她品位獨特不敢隨便幫她挑選而特地

囑咐老闆由她自己親自挑選時，這更是應該令王感動的──此時，那枚戒指已不是一枚普通

的戒指了，而是一枚包含了易對王的情義和尊重的戒指；這種真情和尊重是她在組織及同學



那裏都不曾得到的；這也為她後來「變節」埋下了伏筆。

（7）王佳芝放走易先生的兩聲「快走」

在小說中，王佳芝只對易先生說了一句「快走」，易先生稍加遲鈍後便反應過來、奪門而

走。而在電影中，王說第一聲「快走」時，易未明所以，仍然緊握其手溫柔地望著她──似

乎根本沒防範過她，所以當王聲淚俱下、面色大變地又說了一句「快走」時，易才從其臉上

發現了自己常見的「恐懼」，臉色也隨之赫然大變，接著便本能地奪門而出，像炮彈似的鑽

進了車裏──兩聲「快走」，細膩地展現了王佳芝內心情感從猶疑到堅定的變化過程。

（8）易先生最後的落淚

在小說中，易先生在槍決王佳芝之後一方面心有餘悸──他看看窗戶上的厚呢窗簾，感歎裏

面不知能藏多少刺客，心中暗責太太交友不慎引狼入室；另一方面又沾沾自喜──他雖有一

絲的唏噓，肯定王是自己的第一個紅粉知己，驚訝於自己「在中年還能有這番遇合」8，但更

多的是沾沾自喜：他覺得自己從身體到心靈俘虜了王，而槍決王則更令她「生是他的人，死

是他的鬼」9，完成了自己對她的終極佔有，所以，在決定槍決王之後，他仍滿面春色。

在電影中，易先生回到家拉開了那黃綠色的厚呢窗簾，但看到的只是一片失落。他走進王佳

芝曾經住過的房間，坐在她的床上，櫃子上的鏡子映出他的神情，一片頹然失神。他似乎還

在回味著她的種種，想最後感受一下她留下來的氣息。此時，易太太進來了，問他為甚麼有

人搬走麥太太的東西，他抬頭，淚流滿面，易太太大為詫異──因為在她面前，易從來是一

個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人；接著便失落地走了──因為她知道她從未得到過的那種撕心裂

肺的感情王卻得到了。之後是十點的鐘聲，每一下都仿佛敲打著易的靈魂──因為他清楚王

在十點被槍決，而這個決定正是他做出的。最後，易慢慢地走開了，只留下一個影子投射在

他坐過得那張床上；他似乎回頭看了一眼，有些戀戀不捨，但最終連影子也完全消失了，只

留下一床的褶皺。

2、王佳芝與其「同志」的活動過程

（1）演愛國話劇

關於演戲，小說只有輕描淡寫的一筆：「她倒是演過戲，現在也還在台上賣命，不過沒人知

道，出不了名」10；而電影則是濃墨重彩，並埋下了故事發展的幾道伏筆：

其一，王佳芝因為和鄺裕民演話劇而互生情愫，並因之被鄺帶上一條不歸路。

其二，王佳芝因為扮演話劇中的女主角及與鄺裕民兩情相悅而導致了女同學賴秀金的嫉妒，

賴在後來與同學們一道默許甚至是促成了梁潤生給王「破身」，以至於讓王深感「從一開始

哄抬她出馬，就已經有人別具用心」11。

其三，在舞台上演完愛國話劇之後，鄺裕民覺得不過癮，還要在現實生活中演一場刺殺漢奸

的愛國戲，於是找同學一起幹，並豪情萬丈地吟出了汪精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的名句；當有人提出殺人不容易時，鄺立即反駁：「等你親眼看到一個漢奸，一個出賣國家

和同胞的人，你就會知道殺人一點也不難」。

（2）海灘上的豪言壯語和突擊時的束手無策



電影中的學生既熱血又幼稚，用兒童的激情玩著成年人嗜血的遊戲：

在海灘上，「麥先生」因打爆兩個酒瓶而興高采烈，其間更有人說：「再不殺就開學了。」

他們根本沒想到殺人的殘忍，只當兒戲──既是愛國，但其中也不乏尋找刺激的成分。之

後，易先生送麥太太回家，一群學生對於突如其來的易先生手足無措，有的拿菜刀，有的拿

木棒，有的拿槍，一片抓狂，易先生人還沒進來，這群「埋伏者」已經憋了一身冷汗；等看

到只是王佳芝一人進屋時，大家才如釋重負地舒了口氣──暑假的暗殺活動，實際上只是遊

戲而已，他們都還太幼稚了！

（3）王佳芝與梁潤生初試雲雨情

對此，小說只是一筆帶過，而電影卻演繹了其細節：

小說中的王佳芝是愛慕虛榮的，她只把刺殺易先生當作是一場能令她出風頭的戲，並不惜為

此付出貞潔和生命。和梁潤生在一起時，她的感覺是：「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餘輝

裏，連梁潤生都不十分討厭了」12，於是，便糊裏糊塗地把自己獻出去了，而且還「也不止

這一夜」13。

電影中王佳芝對此深感厭惡，而梁潤生也異常猥褻──他的性經驗是從妓女那裏學來的，幹

事之前要喝酒壯膽，舉動也半生不熟，這與後來易先生和王佳芝的三場激情戲形成了鮮明的

對比，也為王對易從色到情的發展做了鋪墊。

（4）刺殺老曹的全過程

易先生的副官老曹識破鄺裕民等人的美人計後，找上門來勒索。鄺等迫不得已而殺人滅口。

殺老曹的全過程頗為艱難也頗為血腥：先是鄺裕民捅了一刀，但捅偏了；接著他又補了一

刀，捅在老曹腹部，血流不止，但老曹還能拔出刀來，站起來要回捅他；之後，鄺等按住老

曹又哭又喊，每人都捅了兩刀；老曹滿身鮮血，滾下樓梯，但是還沒死，鄺追上去扭斷了其

脖子才算是完事──這與鄺當初所想像的「殺人一點也不難」構成了強烈的對比和反諷。

（5）與老吳的交往

在小說中，老吳何許人並不十分明確──小說只是略帶揶揄稱之為「那個吳」。電影中的吳

也不是一個正面形象──他和易先生一樣心狠手辣、不擇手段，有時甚至比易還粗暴蠻橫，

但缺少易的細膩落寞等富於人性的一面；這在王佳芝與老吳的兩次直接交往中表現得很明

顯：第一次是王清楚自己去「臥底」是生死未卜，於是，行前托吳幫她寄封信給其在英國的

父親，可吳轉身就把信燒了。第二次是王向吳抱怨自己在當「臥底」時身心受到了巨大壓

力，甚至向他暗示自己可能會把持不住愛上易，可吳卻粗暴地訓斥了她一頓，並標榜自己的

間諜操守。這兩次交往揭示了在吳眼裏，王純粹是一件工具而已，吳對王也純粹是利用而已

──由此可見，王最後為了一絲溫柔的憐惜而倒戈也並非不可理喻。

（二）人物形象

1、王佳芝

（1）小說中的王佳芝



在小說中，王佳芝是一個「從十五六歲起就忙著抵擋各方面來的攻勢」14的女孩子，大致有

如下特點：

其一，愛慕虛榮。她承擔「刺殺漢奸」的任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滿足自己「當家花

旦」、受人矚目的私心──因為她認為那將會是一齣比愛國話劇更為精彩的戲，作為那齣戲

中的女主角，她也會像在演話劇時一樣受人矚目──在演完愛國話劇後，「下了台她興奮得

鬆弛不下來，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還不肯回去，與兩個女同學乘雙層電車游車

河……」15；在「刺殺漢奸」那齣劇中，她扮麥太太可以在上流社會中任意遊走，可以過風

光繁華的生活……這些都是從小要「抵擋各方面攻勢」、忍受了太多卑微和被人忽視的她內

心所渴望的。最後，在把易先生騙進首飾店時，她還記掛著「看不出這家店，總算替她掙回

了面子，不然把他帶到這麼個破的地方來──敲竹槓又不行」16，她的愛慕虛榮簡直是只差

言表了。

其二，懵懂。在「刺殺漢奸」的整個過程中，她實際上是頗為懵懂的：她聽任一班同學在民

族大義的幌子下讓一個流氓給自己破身；在整個勾引和刺殺易先生的過程中，她只覺得那是

「一場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還沒下裝，自己都覺得顧盼間艷光照人」，始終沉湎於扮演

麥太太的自我欣賞和陶醉之中，而對身邊的危機四伏絲毫未察；她不清楚失敗要付出的代價

──在放走易先生後，她想到的只是碰到同學或熟人時會有些尷尬，去親戚家躲一陣避過了

風頭就會沒事了，就像一個演員演砸了一場戲暫時逃避一下觀眾，以後重來一樣，完全沒有

想到這樣做的結果是她和她的「同志」一起毀滅。

其三，空虛。在香港，她失掉了貞操，而老易夫婦卻離開香港去了上海，她的同學們也漸漸

地疏遠她，她顯然是有很強的失落感的，也未免會感到空虛。回到上海後，鄺裕民來找她再

次扮麥太太時，她之所以未多加思索就答應，實際上也是因為空虛。接受「刺殺漢奸」的任

務後，她的「一切都有了一個目的」，同時，她也「覺得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

澡」──可見此前是空虛的。在「刺殺漢奸」的任務得以完成之前，這一任務實際上是「虛

無」的，她也實際上是空虛的。

（2）電影中的王佳芝

在電影中，王佳芝是一個被遺棄的弱女子：

首先是被父親遺棄──父親帶著弟弟去了英國，而讓她一個人漂泊在香港；從香港回到上海

後，她住在舅媽家──舅媽和她沒有血緣關係，她實際上舉目無親、孤身一人。

其次是被愛人遺棄。她為甚麼要接受刺殺易先生的任務？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她愛鄺裕民──

第一次與鄺見面時，便對他頗有好感；之後，在演愛國話劇後，鄺在舞台上向在觀眾席的她

喊道：「王佳芝，你上來。」此時的鄺在舞台上，對於她來說，可謂「高高在上」，是她心

中所憧憬的；而鄺的那句呼喊也意蘊豐富且頗具暗示性，她也因那句呼喊而與鄺「上了同一

條船」。演出成功後，一班同學去慶祝；在電車上，他們心有靈犀、眉目傳情。鄺訂下了暗

殺計後，一班同學硬著頭皮一口擔下任務，此時，她在「外」是為著「救國救民」的大義，

而在「內」則是為著愛情才扮「麥太太」的。因此，她之所以要刺殺「漢奸」易先生，並不

在於她有多麼堅定的愛國之情，也不在於她對漢奸有多麼錐心刺骨的痛恨之情，而在於愛

鄺，並因此而甘願為他的理想而犧牲。

但是接下來一系列的事情遠遠不是她想像的那麼簡單，鄺也一次次地在感情上令她失望──



她最大的失望莫過於鄺為著所謂的「大義」而默許了梁潤生給她破身，所以才說「我傻，反

正是我傻。」

回上海後，鄺再次找到她時，她已不是那個風情萬種、顧盼生姿的麥太太，而是一個苟活於

亂世、滄桑和疲倦寫在臉上、不知前途在何方的女學生。鄺說，很羡慕她能再回到學校，但

他們卻再也回不去了──不但是鄺回不去，王又何嘗回得去，當三年前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呢？過去那功虧一簣令她難堪，她只有給這個刺殺行動一個結果，才能結束這個夢魘，哪怕

賠上她的命，於是，便答應刺殺易先生。但此時王對鄺雖說已不可能再如開始一般有強烈的

愛情期望，但終究還有那麼一點感情在裏面。直到後來，王到易身邊臥底，鄺信誓旦旦地說

不會讓她受傷害，但根本沒有實際的行動和能力來實踐這個諾言──有一個細節，鄺攔腰索

吻，王略微遲疑，然後推開了他，說道：「三年前你可以，為甚麼你不？」至此，王對於鄺

的愛情已絕望，也就是說，王默認了鄺遺棄她的現實。王最後之所以會放走易，一個鑽戒不

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先前那支持她進行刺殺任務的「愛情理想」此時已經破滅了。

第三是被組織遺棄。老吳，作為組織的代表，只是把王佳芝作為一件有利用價值的工具而

已。當王對吳訴說著自己做臥底時承受了心靈和肉體雙重的巨大壓力和折磨時，吳粗暴地打

斷了她的話，並嚴厲訓斥她。在整個過程中，組織根本就不管她的死活，在組織那裏，王也

根本沒找到任何的歸屬感，相反，只有遺棄感。

但王又不是一個徹底被遺棄的弱女子──她雖然被父親、愛人和組織遺棄了，但在敵人那裏

卻找到了一絲憐惜和依靠：易先生送鑽戒給她的價值並不在於那個戒指有多貴重，而是在於

一份情懷；易說自己不懂鑽石，自己只想看她將之戴在手上，也就是說，此時，終於有人不

是只想利用她而是從心底真正重視她了。於是，她便大為感動，以至於認為自己承載不了這

份情，並藉口說自己不習慣戴那麼貴重的東西上街而要把戒指摘下來，可易不同意，並溫柔

地握著她的手說：「有我和你在一起。」也就是說，此時，終於有人肯給她依靠了，於是，

她的最後防線便訇然崩潰了──潸然淚下地對易連說兩句「快走」。此刻，她究竟有沒有真

正地愛上易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終於追尋到了自己久違了真情和溫暖；所以，她不是

像在小說中那樣幼稚地認為到親戚家躲一躲就沒事了，而是在放走易時就已經預料到了結果

──剛開始時還有點慌亂、恐懼，但隨後便平靜了。

2、易先生

（1）小說中的易先生

小說雖然對易先生並沒有花多少筆墨，但其特點卻依稀可見：

其一，狡猾。因為是汪偽政權的特工，所以時時處處都異常小心謹慎：與王佳芝每次幽會

時，地點都是他定；王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來，有時事先約好可臨時又變卦，有時又從天而

降。

其二，內心充滿恐懼。他之所以時時處處都異常小心謹慎，是因為他時時處處都是處在恐懼

之中──正因為如此，他才在王佳芝提醒他「快走」時以極快的速度飛身下樓；在死裏逃生

回到家中之後仍然心有餘悸。

其三，好色、薄情。對王佳芝，在車上，「一坐定下來，他就抱著胳膊。一隻肘彎正抵在她

乳房最肥滿的南半球外緣。這是他的慣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卻在銷魂蝕骨，一陣陣麻上

來」17。而當王捨命救了他之後，他卻決定槍決王。此時的他雖然有些淡淡的哀傷和遺憾，



覺得「她還是真愛他的，是他生平的第一個紅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後還有這番遇合」18，

但是更多的一種得意，是覺得自己成功地獵獲了王並終極地佔有了她，因此，「臉上憋不住

的喜氣洋洋，帶三分春色。」19

其四，理智。他知道王佳芝是真心愛他，並把她引為自己生平第一個紅粉知己，但最後還是

狠下心來殺了她。因為他知道自己只有這樣做才能給日本憲兵隊一個交代，才能與同僚周佛

海爭權奪利，否則，就會捅出「易公館的上賓是刺客」的簍子來。

（2）電影中的易先生

在電影中，易先生的特點鮮明赫然：

首先，有一個明確的名字──「易默成」，其含義至少有三層：一是《易經》中「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所含之義。二是諷刺意。「易默成」說自己「黑的地方不去」，但其名

字「默」字卻偏偏帶有「大黑」二字，不能不說這是人生的諷刺；三是幾個人名的合構，李

安讓梁朝偉在扮演易先生要聯想到四個人，即戴笠、易先生、丁默和胡蘭成，「易默成」

實際上是分別取易先生、丁默和胡蘭成這三個名字的第一、二、三個字而合起來的。

其次，心狠手辣。他第一次出場是在極其陰森的傳說中的「76號魔窟」中──燈光昏黃之

下，他那高深莫測的臉線條堅硬冰冷，打著絕望而猙獰殘忍的烙印。他作為特工的生存法則

就是誰都不相信，「挖掘別人的隱私卻不能讓人看透自己」20，所以格外冰冷而且兇狠，如

在審問特務時「一個眼睛被打爆，另外一個腦袋開花」，鮮血噴了他一皮鞋。

第三，惶恐不安。他行為處事都十分小心、非常謹慎，例如，他與王佳之幽會時，地點或事

先不定或事先定好了而臨時又變了；時間不是不定就是定了之後又不守時──王也不知道他

甚麼時候來，有時與王約好相見但不是遲到就是取消。又如，他每次進出車門、辦公樓都非

常神速，甚至連到自己家門口時總是先以惶恐的眼神張望四周，然後飛快地閃身入內；王佳

芝在最後提醒他「快走」時，他更是像離弦的箭一樣飛身下樓鑽進車中。

第四，非「漢奸」化。一般來說，在人們的觀念中，「漢奸」總是獐頭鼠目、萎縮不堪、沒

有操守、沒有人格、沒有人性的，但在影片中，易先生不僅風度翩翩、沉默寡言，而且還溫

文爾雅、溫柔多情──他曾兩次落淚：第一次是在日本酒館中王佳芝給他唱《天涯歌女》的

時候，另一次是在王被槍決之後。兩次落淚表明他雖然看起來兇狠殘暴，但實際上也是多情

善感的，雖然表面上波瀾不驚，但內心絕不是一片死水，從而，打破傳統的「漢奸」模式。

（三）主 題

從表面上來看，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色，戒》的主題都是「戒色」：

在小說中，王佳芝和易先生的關係互為「虎與倀」、「獵人與獵物」21的關係：一方面，王

設計引易上鉤，另一方面，王也是易覬覦的獵物。一方面，王原定是要算計易的，另一方

面，王最終又被易算計了。一方面，他們彼此都以為得到了對方真正的感情，另一方面，他

們彼此都誤解了對方──易最後終於明白了王原本是想殺他，也就是說，他所理解的王對他

的所謂真感情只是他的一種誤解；同時，王所理解的易對她的所謂真感情只是她的一種誤解

──易最後還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把她殺了。所以男人要「戒色」，否則，可能會有生

命的危險；女人也要「戒色」，而且要比男人更「戒色」，否則，一定會有生命的危險──



自古以來就是「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女人要的只是男人，即男人

是其所要的全部；但男人要的是全世界，女人只是其中的一個和諧音符而已。

在電影中，「色」是一種感性，「戒」代表一種理性。無論是易先生還是王佳芝都在用生命

玩一場戲假情真的角逐遊戲，從防備到沉迷──最後都被「色」破了「戒」。但較之小說，

電影更直觀地展示了其過程中感性勝過理性的人性釋放，而最終又悲劇地以理性的選擇作為

結局。誰動了情破了戒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易對王動了真情，所以險些命喪於珠寶店；王

對易動了真情，所以放走了易，賠上了自己和同學的性命。易最後選擇了理性以自保──槍

決了王，但死去的王卻又永遠留在他的心裏。所以，「色」「戒」二字是情色交纏的掙扎和

感性與理性的博弈，意味深長。

但從深層來看，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色，戒》的主題都是「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在小說中，王佳芝為了行刺漢奸易先生犧牲了童貞、情感，忍受了身心的雙重折磨，最後終

於找到了一個實施「行刺」的機會，可在一念之間，為了一個「愛」字，不僅丟了自己的性

命，而且還搭上了自己同志的性命，這從常理來看顯然不值得；但從人的情感本身來說，

「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愛」既是「愛人」也是「被人愛」，二者是連體共生的；王

佳芝「從十五六歲起就忙著抵擋各方面來的攻勢」，顯然缺乏「愛」，因而，一旦自以為是

地被易「愛」上了，當然也會「義無反顧」地「愛」他，怎麼會不但不去「愛」他反而還要

行刺他呢？為了一個「愛」字，即使賠上自己性命甚至是同志的性命又有甚麼不值得的！ 在

電影中，王佳芝被父親、愛人、組織遺棄，卻被敵人摟進懷抱擁入錦衾甚至是金屋藏嬌，就

算那不是愛情，也至少得報以真心，怎麼會行刺他呢？怎麼不應該潸然淚下地對他連說兩句

「快走」；而且在最後，一方面是一同置身於刑場的「同志」怒目相對，另一方面是敵人淚

流滿面、惘然若失地追懷過去──她難道不應該感到欣慰嗎？難道不應該為了那個「愛」而

「不問值不值得」嗎？

三

李歐梵在談及《色，戒》時說：「我可以斗膽地說一句，改編後的《色，戒》比張愛玲的原

著更精彩」，「電影《色，戒》較之原著小說，更令我感動，它也使所有改編張愛玲小說的

影片遜色。」22從以上的比較分析和現有的張愛玲作品的影視改編來看，此話不無道理。但

小說和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張愛玲和李安的藝術觀也不盡相同──李安在採訪時就明言

道：「我相信張愛玲恨胡蘭成恨到死，我沒有像張愛玲那麼恨胡蘭成，我覺得他品德不太

好，但也不至於有切膚之痛，恨到把他寫得一點人性都沒有，這個我也不相信。小說是漸隱

式的，很多都蔽掉了，把它填滿後很多東西不能相信。小說可以這樣寫，very smart，電影

不能這樣，一個沒有人性的漢奸，我不相信觀眾能看兩個鐘頭，你能引起共鳴嗎？……我不

是張愛玲的翻譯，我只是從她小說接收過來表現人性以及對世界的瞭解，我要做出我的貢

獻。對觀眾有一個交待。我覺得她對易先生不公平，28頁可以，2個半鐘頭說不過去。」23他

們基於各自的藝術觀，遵守各自所選定的藝術形式的規律，按照各自的路數進行創作，其作

品當然不盡相同：於是，張愛玲的《色，戒》「陰冷」，《色，戒》「溫暖」；這與各自作

品的總體特色也是一致的。

總的來說，張愛玲的小說注重從「陰面」探討人性。張愛玲一生缺少歡樂、沒有愛情、也不

相信愛情，其小說也基本上是一些哀歌──小說中的人物沒有一個是「亮色」的，即使是勉



強有點「亮色」的《十八春》中的許叔惠，也只是多了些進步的語言而已，而且張愛玲在後

來將《十八春》修訂為《半生緣》把他改成了去美國的瀟灑而又潦倒的知識份子；沒有一對

男女真正相愛甚或情投意合、琴瑟相和，即是《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蘇也只怕是

「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誰也不能確保他們終身廝守；男性多自私狹隘、薄情寡義或

猥瑣病態，如姜季澤、祝鴻才、佟振保等，女性不是「怨女」就是「孤女」，她們總是在嚮

往或尋找或強化「依靠」：她們總想成為太太或姨太太或情人，如白流蘇；或者在成為太太

之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繼續奮鬥」──變本加厲甚至變態地撈錢，如曹七巧。《色，

戒》中的王佳芝既是「孤女」又是「怨女」，而且是更為深層意義上的「孤女」和「怨

女」──她孤立於家庭、朋友、組織，於是便有意無意地尋找「依靠」，即使是易先生，她

在潛意識裏也是把他作為自己的「依靠」的，否則，她不會放走他。不過，她最後好心沒好

報，不僅成了「怨女」，而且還成了「怨鬼」！

李安的作品注重從「陽面」探討人性──它們主要是一些關於人性的「歡歌」。在從《喜

宴》、《臥虎藏龍》到《斷臂山》的一系列作品中，李安探討了很多精神層面上的東西，尤

其是愛情。在《色，戒》中，他沿襲了貫有的探索和追求──為了能讓觀眾相信王佳芝和易

先生是相愛的，他對每個角色，從主角到配角都投注了一份悲憫，於是，使王佳芝從小說中

的虛榮愚蠢變成了電影中的悽楚可憐，易先生從世俗涼薄變成了壓抑傷感，鄺裕民從猥褻冷

漠變成了悲壯無奈……總之，讓每個人物都有值得人同情的地方；同時，又在宏大的背景之

下探討了戰爭、政治爭鬥的荒謬和對於人的傷害，從而使作品雖然顯得很陰沉但又不陰冷，

相反，還很溫暖。

因此，電影《色，戒》和小說《色，戒》雖然不盡相同，但並不是孰好孰壞的問題，而是各

有千秋的問題──它們都很好地表達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這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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