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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男孩蛻變與成長
《小畢的故事》文學與電影 ◎ 應鳳凰

■ 原著〈小畢的故事〉                                                             朱天文                1982

■ 導演                            陳坤厚                                    1983

〈小畢的故事〉最早是小說家朱天文的短篇創作，1982 年

發表在《聯合報》副刊「愛的故事」徵文專題。透過鄰家女

孩朱小帆的眼睛與陳述，呈現小畢自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歲

月，也道出了每個人曾經經歷過的成長回憶。1983 年由陳

坤厚執導，朱天文、丁亞民、侯孝賢、許淑真編劇，鈕承澤、

張純芳、崔福生、顏正國等人演出。片中主要場景為台北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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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畢的故事〉最早是小說家朱天文的短篇創作，1982 年發

表在《聯合報》副刊「愛的故事」徵文專題。沒想到這篇溫馨小

品被侯孝賢、陳坤厚兩位大導演看上，透過朋友介紹見面，原先

只想洽談版權。未料大家相談甚歡，決定共同編寫劇本。電影上

映之後，叫好又叫座，口碑與票房雙雙告捷。

這次成功，既是「文學與電影」一次美好的結合，因緣湊巧，

也讓朱天文與侯孝賢因「小畢」而結識，共同完成電影劇本。本

片得到 1983 年金馬獎最佳影片、導演及改編劇本三項大獎，受

到影評人及觀眾一致讚賞，開創一系列國片改編文學作品的風

潮，也開啟電影工作者與小說家長期合作的契機，同組人馬自此

以後攜手完成更多經典電影，進軍大小國際影展，讓往後台灣電

影注入更多人文氣息與人道關懷。而低成本高收入的票房佳績，

也風起雲湧為八Ｏ年代「台灣電影新浪潮」漂亮地拉開序幕。

小野當了小畢的「產婆」：電影與文學的成功「牽手」

先從兩個小故事感受當時的投資環境，也藉此認識電影開拍的

社會背景：一部電影能順利誕生，按說出錢的老闆，也就是「出

品人」無庸置疑是重要關鍵；時序來到八Ｏ年代初期，台灣文化

社會儘管活力充沛，政治上仍處於綁手綁腳的「戒嚴時期」，繽

紛的影視文藝圈頭上，仍有個虎視眈眈的威權政府，以及擁有全

台最大製片場的影界龍頭老大──黨營的「中央電影公司」。

1983 年出品電影《小畢的故事》，掛名由中影公司以及陳坤

厚等成立的「萬年青電影公司」聯合出品，既是兩家共同投資，

作家小野怎麼會是「小畢的產婆」呢？原來小野這時剛被中影總

經理明驥找去中影上班不久，負責企劃部門，頭銜是企劃組長。

誰都知道拍片需要龐大資金，而個別力量總是薄弱，獨立製片

在政府掌控媒體的戒嚴時期，更是難上加難，若能得中影合作，

成功機率當然倍增。偏偏「黨國不分家」的年代，黨營機構等於

「官方」，有著銅牆鐵壁的官僚體系，欲取得中影資金得通過層

層審查，需要國民黨文工會等「上級」都點頭才行。

小野因緣巧合成了小畢接生婆，原因是他妙手編寫「小畢企劃

案」。在一篇文章裡他回憶道：「在中影內部要完成一部電影非

常艱難。」需在他的企劃組先寫出企劃書，包括主題、構想、可

行性評估與分析等等，內部先審查，然後送到文工會再審查，「審

查的過程中，你所遇到的人有不少是軍警出身」。

好在本身就是小說家的小野，文章之事難不倒他，「寫企劃」

也在寫作範圍之內。呈遞給上級之前，小野用了點小計謀，寫成

以下企劃重點：「本片最主要的目的是以青少年成長受挫之後逐

漸領悟人生的意義，最後決定投考軍校，報效國家。」

這段類似籌拍軍校招生廣告的企劃書於是通過層層關卡，讓小

畢初胎順利產生。案子在中影一通過，小野即刻傳話給陳坤厚，

電影可以拍了，趕緊動筆寫劇本。雖然他的回憶文章裡，對這個

官僚體系相當不滿：「在如此嚴密又保守的審查系統中，能產生

什麼偉大的、具有藝術內涵、具有批判反省能力的電影作品？」

這篇題為〈小小撒個謊──台灣新電影傳奇〉的回憶文章，被

收入時報出版之《狂飆八Ｏ──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一書，

讓這段有趣且反諷的傳奇，為「新電影」之崛起留下歷史見證。

另一個拍片傳奇也與資金有關。陳導、侯導兩人曾經都為小畢而

孤注一擲，押賣住宅拍戲。當初為彌補資金不足，侯孝賢賣了公

寓房子，陳坤厚用住房向銀行抵押貸款，兩人聯合湊足新臺幣

200 萬元，拍完《小畢》用掉 520 萬元成本，幸虧票房總收入超

過 600 萬，陳坤厚才得以還清銀行債務。

從這些瑣碎小傳奇「以小見大」，我們既看到台灣影視環境的

艱難，也見識年輕藝術家鍥而不捨的衝勁與努力。

眷村文學的先聲：小畢的母親朱天文

雖然題目有「故事」兩個字，事實上朱天文最初是以一篇回憶

散文來寫的，文章收集成書時，《小畢的故事》是一本收有四十

篇散文的「散文集」。在「三三書坊」初版「自序」裡，朱天文

頭一句話就說她是：「用小畢的故事當做這本散文集的書名。」
■ 作者朱天文

（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

■ 朱天文，《小畢的故事》        

（台北：三三，1983，國立

台灣文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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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到了新世紀，小說與散文的界線越是模糊。〈小畢的故事〉

提供了典型的例子：一般人的確弄不清五千字不到的這篇短文，

到底屬於小說，還是散文。然而它到底是散文或是小說其實不重

要，不管是透過怎樣的書寫形式，重點是它不只說了一個隔壁男

孩的傳奇故事，描寫一位栩栩如生的主角人物，更重要的是，作

者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傳達了青少年成長的艱辛。

朱天文在文章第一段便寫道：「小畢跟我小學同班，又是隔壁

鄰居，當初搬來村子裡，畢家已在此地住了十幾年。記得第一次

看到小畢是搬來當天，我在院子搬花盆……」

第一句話就把人物與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文中「村子裡」，

指的就是「眷村」。不只眷村男孩「小畢」因為電影而成為觀眾

熟悉的人物，文章也是八Ｏ年代文壇興起一系列「眷村文學」的

先聲。台灣文學潮流裡，先有五Ｏ年代大批大陸來台文人形成的

「反共懷鄉文學」，而後有其子女繼之拉起的「眷村文學」大旗，

成為戰後台灣文學史裡一支特殊的風景。朱天文、朱天心姊妹，

父親是知名軍中作家朱西甯，母親是翻譯家劉慕沙，一家人於小

說事業的輝煌成就，正好為此一文學風景，做最好的註腳與說明。

原籍山東，1956 年出生的朱天文，高中讀台北中山女高，大

學畢業於淡江英文系，自承胡蘭成先生，即張愛玲前夫，是她一

輩子的精神導師，公開以「嫡系直傳弟子」自居。出身書香世家

的她，高一便開始投稿寫作，早在七Ｏ年代就出版小說集《喬

太守新記》，散文集《淡江記》。一家人皆在寫作之外，更集結

文友創辦出版社、雜誌社，不但主編《三三集刊》，朱天文更是

「三三書坊」發行人，形成文壇知名的「三三文學集團」。

1982 年底開始的《小畢》劇本撰寫，成為她人生旅途重要轉

捩點。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嘗試電影劇本，從此轉換了她的創作方

向，開啟她與侯孝賢二十多年的長期合作。此後她創作的電影小

說或文學劇本還包括：《風櫃來的人》、《安安的假期》、《最

想念的季節》、《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悲情城市》、《最

好的時光》等，獲得國際影展獎項無數，為台灣新電影以來最知

名編劇之一，於當代影史無疑擁有一席之地。

儘管忙碌於電影工作，她並未拋棄一向的小說家身分，近三十

年來陸續發表引人注目的長短篇小說，如 1990 年出版《世紀末

的華麗》，文字色澤濃豔，是台北都會文學知名代表作；1994 年

創作男同志情慾題材《荒人手記》，得到《中國時報》第一屆百

萬小說大獎，這些例子都說明她在台灣小說界的重要地位。

鄰家女孩的眼睛：導演陳坤厚的攝影鏡頭

算起來〈小畢的故事〉只是朱天文早期的作品，是她二十六歲

時的創作，篇幅不長但文字清麗，感情真摯，以淡淡的回憶筆觸

懷念兒時伴侶。更可貴的是，她的回憶與懷念，無形中提供讀者

一份細膩而敏銳的「觀看角度」：隱身在文字裡的「第一人稱」

敘述，到了電影裡更加明顯而具體──影片從頭到尾，小畢的成

長歷程便是透過一個鄰家小女孩清亮的眼睛，童稚的聲音來觀看

和敘述。

這一敘事角度也讓劇情運行更加流暢而生活化，既有「說故事

人」的關懷而不介入，也帶著溫柔冷靜的旁觀者立場，讓導演在

構思畫面的時候，鏡頭語言更貼近日常生活。陳坤厚原就是攝影

師出身，流暢的中遠景鏡頭，正是形成電影清新寫實風格的最大

功臣。

陳坤厚很早即進入台灣電影圈，二十三歲起跟著攝影師舅父賴

成英拍電影；早在執導小畢之前的 1978 年，便以《汪洋中的一

條船》榮獲第十五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攝影。於小畢之後的 1985

年，又以《結婚》一片獲得第二十二屆金馬獎最佳攝影。小畢殺

青不久，1983 年再接下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攝影師，幫

助導演們解決改編文學的映像問題，也藉由他的掌鏡，統一各導

演間手法的差異。

身分固然是攝影師，拍《小畢的故事》他卻是坐在導演椅上。

此片一舉獲得最佳導演與最佳影片，證明陳坤厚在八Ｏ年代台灣

電影新浪潮上無可動搖的重要位置。本片獲獎也並非僥倖，是結

合影劇音樂界一群深具潛力的菁英聯手打拼的成果，除了編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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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朱天文、侯孝賢、丁亞民等，音樂作曲亦是一時之選。李宗盛

的音樂再加上黃韻玲作曲、唐諾作詞的這首動聽的主題歌：

「有一個故事　在那年的星空裡

清醒時我們忘記　卻在夢中叮叮響起

響起　曾經年少的日子

你愛攀坐高牆   笑我淺淺的憂鬱……」

不僅是一部溫馨小品電影，《小畢的故事》更拍出人人關心的

「成長」主題，英文名稱直接就翻譯做「Growing Up」。電影和

文章一樣，透過鄰家女孩朱小帆的眼睛與陳述，呈現小畢自童年、

少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在文字裡，娓娓敘述的第一人稱是朱天

文，她隱藏在字裡行間不扮演什麼角色。到了電影畫面則完全不

同，電影裡創造出「隔壁女孩朱小帆」，由她扮演敘述人，以及

代表「觀看小畢」的一雙眼睛。

但不論文字或電影，「朱家女孩」正是「小畢成長過程」的觀

看者。電影裡朱小帆有一雙靈活大眼睛，她一邊觀看小畢的成長，

自己也隨著時間慢慢長大──從戴眼鏡的小學生而國中生，而至

長髮少女，同樣經歷不同的成長階段。換句話說，這雙隔壁女孩

的眼睛，既是敘述者、說故事的朱天文，也是導演拍攝小畢時的

「鏡頭與位置」：它不宜架設太高，也不能太低，最好與小畢同

高。導演擅長使用中距離畫面構成，或許是意識到，觀看的眼睛，

就住在男孩家的隔壁。

然而短短一篇五千字不到的文章，怎樣能拍成一部九十分鐘的

劇情片呢？這部金馬獎最佳影片的內容與效果是怎麼達到的？

如果只能用簡短三句話介紹電影劇情，海報上是這麼寫的：「善

變多情的少年＼不被了解的母親＼編織成愛的故事。」

近於廣告詞的這幾句話，雖帶點懸疑性有吸引力，卻看不出具

體內容與角色關係。現在重新擬定一份詳實版的「電影本事」，

藉以展開小畢劇情及其周遭人物關係。

令人熟悉的青澀少年：小畢的成長世界

電影訴說著一個台灣眷村少年的成長故事。

林秀英年輕時情場坎坷，未婚生下兒子楚嘉，也就是後來的小

畢。幸而秀英找到一個年紀雖大，卻善良可靠的外省籍丈夫畢大

順（崔福生飾）。住進眷村以後，母子生活安定、衣食無缺。若

從另一個角度看小畢，他是到了五歲才有爸爸，七歲時有了弟弟，

隔年又來一個弟弟。小畢一路從小學而中學，接受枯燥嚴苛的制

式教育，生活裡伴隨畢爸爸的全心照顧。

  由張純芳飾演的母親，瘦白安靜，一生似乎專為教養好小畢而

活著。電影將朱天文形容她的這段原文，一字不改透過鄰家小女

孩說出，更是傳神：「印象裡的畢媽媽不是快樂，也不是不快樂，

總把自己收拾得一塵不染，走進走出安靜的忙著家事，從不串門

子，從不東家長西家短，她每天中午一定送飯來。」

秀英嫁給老畢的唯一條件，是要他供小畢讀完大學。外表瘦弱

的她，內裡藏著剛烈的靈魂。關於她的性格不是沒有伏筆，生來

叛逆的小畢，只有畢媽媽「不必疾言厲色就伏得住他」，小畢收

禮物時，也都要看媽媽眼色才敢拆開。

電影高潮發生在小畢中學時一次打架偷錢事件。好友腹部刀傷

送醫，他急跑回家偷錢而後被發現，責問之下，他既不解釋，又

不服畢爸爸教訓，竟出言頂撞。老畢急怒攻心說了重話，讓畢媽

媽傷痛絕望至極，隔天竟悄悄開瓦斯自殺。這次事件鑄成小畢一

生永遠無法遺忘，無可挽回的沉重打擊。

從童年到少年、青少年，小畢成年之前分出好幾個成長階段。

電影裡的小畢，從剛出場的幼年，打著紅領結參加「爸爸媽媽

婚禮」還一起拍結婚照，到升上小學四年級的愛射飛鏢、扮青蜂

俠，分別由兩位童星飾演；到了中學混太保打架、追女朋友階段，

由鈕承澤擔綱，他把少年小畢的壓抑與叛逆詮釋得入木三分，是

一鳴驚人之作。

最後一場已是成人，穿著軍校筆挺制服，參加第一次同學會的

翩翩小生畢楚嘉，則由庹宗華客串。每一階段的小畢，透過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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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闊天空的淡水全景

淡水是小畢的家。淡水是看過電影的人們最無法忘懷的景色。但二十幾年過去了，淡水四週的地

貌不再只是一片青翠的山景，要看未經切割的那幕翠綠，只能回到電影片頭的當年，唯一不變的，

是淡水河悠悠的海潮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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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細膩傳達了內在性格，以及不同階段卻同樣艱辛的成長歷程。

也許是幼年坎坷記憶加上複雜的身世，小畢個性從小就倔強壓

抑。電影開場，從順手拉起脖子上的紅領結掛在桌角、畢媽媽趁

他睡著整理衣服、不小心拉開短褲、匡啷啷酒瓶蓋灑落一地。都

是伏筆暗示，他的頑皮天真、不喜拘束的個性，貫串整部電影。

從小學時代，他把黃色雨衣披在肩上，虎虎生風地跑成行俠仗

義的青蜂俠，一派爛漫天真，卻也是後來打架鬥狠的預告。長大

後，有委屈也總是憋在心裡不肯說，正是倔強個性的延續。例如

同學偷書他開租書攤被發現，媽媽誤會書是他偷的，他寧願挨打

也不說出真相；小畢弟弟硬要跟他出遊而溺水，他受痛罵也不肯

解釋。最高潮的偷錢事件，其實是為了緊急救人交醫院保證金，

但他悶不肯說，最後弄到一發不可收拾，讓母親因而丟掉性命。

經歷這場人生至痛，失去親生母親的意外事故，小畢終於脫胎

換骨揮別懵懂的少年時期；成長是那麼困惑艱辛，他的故事其實

也是每一個倔強好動少年的成長故事，不只是在眷村，在都市在

鄉野，到處都有同小畢一樣既傳奇又熟悉的成長故事。

陪著小畢長大的那片海：迷人的淡水地景

作為一部票房與口碑都冠軍的傑出電影，小畢另一樣為人津津

樂道的，是貫穿在一連串故事背後的美麗海景──台灣北部最迷

人的淡水海岸。從銀幕上映出第一個鏡頭，跳出片名開始，與海

潮聲同時出現的，便是白茫茫的海天一色。隨著主題樂聲，剪影

般一艘撈沙漁船緩緩划進畫面中央，海灘上這時出現六歲的童年

小畢，然後是走在沙灘上兩個年輕女人，邊走邊說話。

小孩跑在沙灘柔軟輕靈的腳步，對照心事重重正準備去相親的

母親，畫面維持著一貫的中距離鏡位，讓長長的海岸線更加悅目。

漫步海灘上，說話聲被壓在海潮音底下的兩個女人，身後那一波

波翻滾起伏的浪花，畫面構圖，正好不著痕跡地運用大自然景觀，

傳達了女主角波濤起伏的內心。

電影大部分場景在淡水拍攝。從畢媽媽放著鞭炮的露天婚禮喜

宴，到小畢念小學的教室窗口，畢家住屋圍牆，一群同學溜出去

摘水果買地瓜，以及喊立正稍息的大操場，生活瑣碎與傳奇故事

進行的同時，導演的鏡頭都藉機拍到海景，哪怕只是作為地景，

遠遠只看到海天一角。

幾場令人難忘的戲，例如剛開場小畢不耐婚宴的陌生與拘束，

悄然離群溜去撿牆角的酒瓶蓋；他下課途中，挨家逐戶按門鈴，

讓一家家出來開門卻見不到訪客的頑皮；為了治好夜啼不止小娃

娃的怪病，路過的小朋友們被迫排隊「唸藥方」的種種有趣表情，

也多以海岸四周為場景，鏡頭常能帶到海天雲影。最經典的，小

畢與三個好友一邊吃烤地瓜，四人一邊走在藍色海邊的悠閒畫

面。青春瘦長身影映照在海天之間，逍遙無邪，活力充沛正如上

下跳躍不止的美麗浪花。范同偷來的書，一夥人開的小小租書攤

也設在海邊沙灘上。把書攤就設在海邊一艘廢棄小船上，真是神

來之筆，這個搖擺不穩的攤子果然不久便東窗事發，害小畢被畢

媽媽痛打一頓。從遠地特來拜訪秀英的阿姨，這時也風塵僕僕走

到剛開張的小書攤旁坐下休息，雖然「兒童相見不相識」，卻藉

此讓露天海景或海盜書攤有更多在銀幕上亮相的機會。

充分利用北台灣美麗海景的，還包括小畢第一次約女朋友出

遊，兩人在碼頭上買船票，以及遊覽區常看到，水岸邊流動的彈

珠香腸攤。小畢（這時是鈕承澤飾）把新鞋掛在脖子上，赤腳走

軟軟的沙灘時，初次約會少男的氣氛身影愈加浪漫。可惜煞風景

的弟弟（顏正國飾）偏偏尾隨來海邊且不慎溺水。他差點送掉小

命，也讓小畢挨揍一次不夠，又增加一次：先是流氓來尋仇，再

是小弟歷險被救、父母跟著受驚。

一般觀眾都會笑出聲音的場景，是小畢帶兩個弟弟在牆外海

邊，練習喊口令，大聲「立正稍息」練喉嚨的有趣畫面。兩個小

娃娃雖然乖乖地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但笑著左右亂轉，南北不分，

急得小畢直跳腳：「錯了啦，亂轉亂轉，你們會不會轉啊！」

這時的中鏡頭畫面，最中間是小畢背對鏡頭的腰部及大腿，正

好把畫面切開成左右兩塊，兩格中央又各有一個左右亂轉的可愛

身影，天真可掬的童顏，嵌在海水波瀾光影裡，笑果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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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鏡頭移到圍牆上頭，正看得出神的老畢，忍不住發聲指點小

畢：「喊口令要從丹田裡用力，拼命似的。」於是他拉起喉嚨，

直起脖子大聲吼出：「立──正──」。半生軍旅的老畢，這時

以他專業的喊口令動作，聲音遠傳十里，連畢媽媽在屋裡都好奇

探頭。導演此時故意把鏡頭拉遠，讓觀眾同時看到牆頭上的父親，

以及牆下三個直立著操兵的小孩。除了圍牆與樹影，整體背景三

分之二是海水，清楚傳達小畢一家貼近海邊的眷村生活。

父子喊口令這一幕，在原著文章裡是沒有的，到了電影劇本才

額外加進來，卻比文字更傳神而象徵地描繪了台灣眷村生活特殊

風景。一般沒有軍職的普通人家，不會有喊口令的指導者與操練

家，誰說海天之間，小畢父子傳授口令的畫面影像，不是眷村文

學與電影劇本的「經典改編」呢？

台北明星咖啡館：「台灣電影」與「台灣文學」初次相遇的地方

《小畢的故事》還有兩個地景值得一提。一個是秀英送女友回

去時，兩人分手的淡水鎮公車招呼站。她們站著等公車的地方，

背景正好是一方貼得亂七八糟五顏六色的公告欄。有意思的是，

這個橫框上印有「淡水鎮公所製」的公共看板，另一邊還印有「永

保整潔」四字，堪稱諷刺又幽默。一般觀眾較注意人物與動作，

容易忽略導演精心安排的空間場景，也就看不到電影取景人幽默

風趣的一面。

同樣是送別朋友的公共汽車站，在電影結尾處另有一景，座落

在台北武昌街與重慶南路口。這時的小畢與小帆都已成年，明星

咖啡廳參加過小學同學會之後，在這裡簡短話別，然後各奔前程。

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館，與《小畢的故事》文學與電影，包括

前世與今生，都有特殊因緣，既是小畢的誕生地，也是電影裡的

拍攝場景。

先說電影裡的，最後一幕小畢與童年玩伴們在明星咖啡館開同

學會，多年以後大家在這裡重逢相聚，互相驚喜地，喚著記憶裡

熟悉又陌生的小名。童年密友長大後重逢，相見時參雜多少甜蜜、

■ 情竇初開的小畢      

充分利用北台灣美麗海景的，

還包括小畢第一次約女朋友

出遊。這個畫面為那時的淡

水海岸線，留下了一個舒坦

開闊的弧度。（中影提供）

■ 前往八里的碼頭      

站在這兒，可以看到一抹觀

音側面的剪影，那便是觀音

山，與它山腳下的城鎮八里。

這個小碼頭，是小畢情竇初

開的地方，相信他當時眼中

的觀音山、八里以及那霞紅

的天空，都是無可取代的。

因為滿滿的，都是那年少輕

狂的澎湃。

■ 小畢與范同的租書攤      

直到如今，走在淡水的岸邊，

依然可以看到這樣的淺底船

擱淺在泥灘上喘息。當年，

范同偷了書，和小畢一夥人

在岸邊的船上開起了小小的

租書攤。長大後的小畢若再

回到這裡，會怎麼緬懷那段

可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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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與滄桑。這一幕熱鬧與蒼涼，讓觀眾同樣沉醉在世事變幻的

悲欣氛圍中；成長的艱辛都成過往，在回憶與告別聲中，樂聲輕

輕響起，一幕幕海景環繞不去，令人低迴不已。 

小畢同學會，在明星咖啡館──這是電影裡的場景，而銀幕外

的現實生活，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幕後工作群第一次相約見面，也

在明星咖啡館。朱天文第一次見到侯孝賢，還有陳坤厚，產生怎

樣的最初印象，大家如何談開，如何從洽談版權，轉成決定合作

編寫劇本，這些過程都詳細寫在她一篇散文〈下海記〉裡，同樣

收在《小畢的故事》這本書中。

因為在明星咖啡的相遇，朱天文與侯孝賢才開始合作，也有了

後來一系列台灣新電影的長期攜手。這裡不只是一部電影裡的地

景，甚至是當代電影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地標，「台灣電影」與

「台灣文學」初次相遇的地方──相看覺得很對眼，決定一起合

作，於是有了新電影的起步，有了《小畢的故事》之劇本與分工。

《小畢的故事》是一部詩意的電影，世界各個角落，都不乏類

似的青春浪漫與成長艱辛。朱天文的文章裡寫著：「在當時，我

不懂得為什麼生活裡的瑣瑣碎碎，不管是愉快的、憂愁的，在很

久很久以後想起來，卻都是珍惜的，而且愈演愈精，愈久愈真。」

這些精美的句子都保留在電影裡，讓朱小帆的聲音輕輕敘述給

觀眾聽。文字短而電影長的小畢故事，劇情與人物在銀幕上增加

了很多。電影改編的成功，除了導演之外更不能不提編劇侯孝賢，

是他讓小畢桀傲不馴的性格做了最佳呈現，也因為他的加入，既

平衡了朱天文原作的文藝腔與閨秀氣，更讓整體表現帶有日常俗

世的厚重感。

無論如何，人性是不變的，人與人的感知是共通的，正如海報

所言，各種角色會「編織成愛的故事」，令人回味不盡，且愈久

愈真。

■ 斑駁的老牆

小畢長大了，離開了，那個家

也沒有了，只剩下一堵佈滿回

憶的老牆面向著淡水河口，鎮

日訴說它曾經擁有的，這一家

人的記憶與感情。

■ 小畢家的紅磚牆

磚紅、斑駁的老牆，悠悠盪著

海潮聲的淡水河，所有的生活

瑣事、街談巷議與傳奇故事都

在這兒搬演。這個家，有小畢

的喜和樂，也有小畢的哀與

愁。（中影提供）

■ 撰文  應鳳凰

台北市人，師大英語系學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東亞系文學博士。曾任《中國時報》人間

副刊」資料主編、成大台文所副教授，現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多年來致力於整理台灣文

學史料，編有《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1980 年文學書目》等工具書，著有《筆耕的

人》、《台灣文學花園》《50 年代台灣文學論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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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榕樹下的愜意

淡水岸邊有許多老榕樹，隨意揀一

棵坐下，都是一個適合度過整個午

後的好地方。

▲ 淡水的那片榕樹

只要到淡水，往海灣的盡頭漫步而去，

必定會經過這像母親寬暖的臂膀般的

樹蔭。這大片榕樹，與那些樸實的紅

磚頭，已經成了淡水河岸的一個標誌。

▲ 同學會後

長大後的同學會，小畢與小帆走出武昌街，各自搭上

了駛向未來的公車。即使他們都長大了，那孩童與少

年的過往，依然留在他們彼此凝視的目光中。就像曾

經出現在電影中的老街道，仍有過往的味道與溫度。

▼ 被青春幽了一默的老建築

通往中山堂的小道上，除了有蓊鬱的大樹，旁邊還有矮

小的老建築。老建築已經好幾十歲了，皮膚卻被五花八

門的顏色與圖案刺了青。一群女學生走過它面前，暈黃

的燈光透著紅紅的微暈，好像是害羞的紅了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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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的夕照      

淡水最有名的，還有那片海上的夕照。在這片夕照下，連人為的痕跡都變成了好看的剪影。在城

市中，一天的結束總是不知不覺。而這裡，天空會為人們的時間做上美麗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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