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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夺冠》编剧张冀：

体育片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片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很紧张，但是可以做

2017 年底，电影《夺冠》的项目策划

摆在了导演陈可辛、编剧张冀和出品人

覃宏面前。接到邀约的前三年，张冀和

陈可辛一直在筹备电影《独自上场》（原

名《李娜》）。当时，《独自上场》的剧本创

作已经接近尾声，确定 2018年开拍。《夺

冠》最初预计 2019年国庆档上映。张冀

算了算时间，“很紧张，但是可以做”，他

和陈可辛要了一年的剧本创作期，“一定

要给我一年，没有认知不能形成创作，这

样的题材丝毫不敢违背规律，只有一步

步来……”

就这样，《夺冠》的创作在 2018 年正

式启动了。

◎第一眼郎平

张冀不是排球迷，但是每逢奥运会

女排比赛他都会看。“中国女排”四个字

非同小可，张冀说，“这样的项目，不管能

力大小、诚惶诚恐也要接！”

张冀第一次见郎平是在鸟巢的一个

晚会的录制现场，“郎指导是一个很幽

默，很有气场的人，眼神中闪着能洞悉人

心的光。”

郎平知道张冀刚写了《独自上场》，

上来先问他那部戏是如何切入故事的。

聊天结束时，郎平停了足足十几秒钟才

起身，另一位八十年代女排主攻手姜英

起身时甚至能听到骨头的声响。那一刻

张冀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郎平动过大

大小小十几次手术，你能感受到冠军的

风采，也能感觉到岁月和伤病在她们身

上留下的痕迹。”

在国家队训练中心，张冀看了当天

女排的训练，现代化的训练设备，动感的

背景音乐，自信的双语交流……他在采

访中说过一句福建漳州训练中心墙上老

女排的口号“流血不流泪”，90 后队员们

能立刻对出下句“要球不要命”。从中，

张冀真切地感受到了女排精神的传承。

◎能找到的都看过

剧本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见人、看

现场、看资料、看影像。

老女排的惯例是每逢大赛前，都要

在福建、湖南两个训练基地训练，最后回

到北京集结出发，奔赴赛场。张冀和他

的团队分别走访了中国女排在福建漳

州、湖南郴州和现在的浙江北仑的三个

训练基地。听基地的工作人员讲老女排

的掌故，看女排的训练环境，在时间和空

间上接近人物。

张冀在北京看了北京队的比赛现场

和国家队的训练实况，看女排各个时期

重要比赛的影像资料和纪录片，看既往

女排相关的电影作品，比如《沙鸥》、《排

球之花》等，看所有能找到的女排文字

资料。

2018 年的前三四个月，张冀都在看

资料，包括曾经风靡一时的纪实文学《中

国姑娘》，郎平和很多女排运动员的个人

传记，介绍排球技战术和训练方法的专

业书。

“市面上有的我们都找来、大量阅读，

80年代到现在女排所有的书我都看了，有

粗有细、但是都看过。”张冀说他从来没做

过这么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几个月看下

来，从一个普通的电视观众看成了半个排

球迷，背飞、前交叉、传球配合……门门道

道都能看懂了。

◎两个人和两场比赛

看了足够多的资料，从感官认知上

升到一定的经验认知，张冀才开始动

笔。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创作习惯。从

题材出发，剧本有几个方向：

从郎平的视角切入，以小见大贯穿

四十年；

拍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大

战”，用一场比赛诠释女排精神；

拍三个时代，三场比赛再现女排的

高光时刻；

不同时代混剪，同线推进、最终回到

一个主题；

……

女排历史上有太多激动人心的比

赛，2016 年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夺冠的

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剧本，抽

签进入死亡之组、四分之一赛遭遇卫冕

冠军巴西队，决赛面对塞尔维亚在先输

一局的情况下3：1逆转夺冠……

张冀看重里约奥运会“中巴大战”的

精彩，也放不下 1981年世界杯比赛女排

第一次夺冠的那个晚上，那个先赢两局、

又丢两局、最后3：2夺冠的晚上。他想讲

一个有时间跨度的故事。

一次夺冠的过程再精彩也不足以呈

现中国女排四十年的拼搏精神，拍三场

都赢的比赛又不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电

影一定要符合创作规律，要有一个先抑

后扬的过程，第二幕要跌入谷底……”张

冀说。

最终，张冀提出以两个功勋教练和

三场比赛贯穿四十年的创作方向，张冀

告诉陈可辛，“这是一对天赐的人物关

系，两个人都足够有魅力，是队友、对手

也是朋友，他们都为中国女排付出了毕

生的精力、血汗。”

创作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过

程。《夺冠》最初定档2019年国庆，张冀坚

持一年的剧本创作周期，剧组双线并

进。这边张冀提出创作方向，那边陈可

辛导演已经着手挑选演员，“舞蹈演员、

模特、运动员……四处寻找那种有 80年

代质朴感觉的面孔”；这边张冀完成 3万

字的故事大纲，那边陈可辛导演买下了

福建漳州训练馆里浸透老女排汗水的竹

墙、地板，在顺义1：1重建训练馆……

2019 年 4 月 16 日，《夺冠》在福建

开机。

◎我是由自己雕刻

《夺冠》的片尾曲《生命之河》中有这

样两句歌词，“如出一辙的你我”、“我是

由自己雕刻”，张冀是片尾曲的词作者之

一，王菲和那英唱出了电影的主题。

《夺冠》中有家国叙事，有时代元素，

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片。张冀认为，

体育电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片。“赛场就

是战场，要讲清楚为什么而战，80年代为

什么？现在为什么？”

张冀相信，对冠军而言，0到1的距离

远大于1到10的距离。女排已经实现了

三连冠、五连冠，为什么还要拼搏，还要

夺冠？剧本中，张冀用郎平和朱婷的对

话作答。

“你为什么打球？”朗平问，朱婷答。

“不对，再想……”在反复的追问和

回答中，张冀提炼出“为自己绽放”的

主题。

“新一代球员身上没有那么沉重的

历史包袱，使命已经由上一代达成，新一

代队员为国争光，也为个人的梦想而绽

放。”片中，张冀借郎平之口对朱婷说，

“你不必成为我，你只要成为自己。”

◎写人要写内心的渴望

《夺冠》写了郎平和陈忠和两位功勋

教练，也写不同时代的女排队员。如何

在有限的时空中做到人人都有戏，张冀

的方法是围绕主题写人性。

“电影最终要讲人，人物关系是一种

戏剧关系，在分歧甚至是对立中反映人

性，人物通过选择形成性格，观众则通过

人物反观自己。能够产生共鸣就证明作

品成功了。”张冀说。

张冀追求真实，“要写出人物的选

择，写出人物内心真实的渴望，有时候内

心的渴望跟表面的呈现不一样，复杂、幽

微而又温暖、向上，不经过犹豫、徘徊就

不知道角色要什么。”

具体到个体和群像的拿捏，张冀认

为，单个人物首先要符合主题，大主题下

每个人又都是独立个体。“80年代的主题

是证明中国人是行的，在国家最困难的

时刻，教练要激发队员的拼搏精神，所有

细节都要服务主题，不同性格的角色在

主题下各自散发光芒，有分工、有差异。

每个人有自己的变化，有的四五场戏发

生改变，有的一场戏就变了，主题和主次

分工做好了，人物就有了。”张冀说。

◎编剧需要“创作现场”

《夺冠》中再现了里约奥运会的决战

前夜。开拍前，陈可辛、张冀和女排队员

们重新回到了三年前的那个晚上，朱婷

失声痛哭，每个队员都真情流露，跟队员

面对面的交流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细

节。张冀称之为编剧回到创作现场，“那

天晚上非常美妙。大战前夜，主教练郎

平放手让队员们自己聊，让大家消除疑

虑，再一次诠释了女排团结协作、永不放

弃的精神。”

张冀很看重编剧跟组对单场戏的调

整作用，“跟组很辛苦，但创作现场是不

一样的。前期运筹帷幄、布局谋篇靠经

验，大的戏剧框架、主戏干需要一个人潜

心创作，但单场戏、特别是大戏还是要一

起聊，这样能避免单一的编剧视角。”

◎“争吵最多的一次”

信任是可以传递的。

李娜看过陈可辛的《甜蜜蜜》，看《亲

爱的》看到失声痛哭，于是选择陈可辛创

作《独自上场》。因为有《独自上场》的操

盘经验，陈可辛成为《夺冠》的最佳人

选。2012年至今，张冀和陈可辛合作了8
年，先后推出《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

脍炙人口的作品。陈可辛的中国故事，

会首先绑定张冀。

“陈可辛导演是一个喜欢真实生活

的人，喜欢拍人物的真实情感和细节，探

讨、展示人性，喜欢温暖有希望的结局，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张冀知道陈可辛

追求什么，也能从剧作上给到，这种信任

和默契建立起来能保证创作的顺利

推进。

黄渤曾经同张冀说，《夺冠》是他写

的最好的一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

大，《夺冠》也是张冀和陈可辛争吵最多

的一次。争吵是为了故事最终的呈现效

果，分歧主要产生于对人物主观情感戏

份的拿捏。

“我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剧本的决策

和方向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这种超大项目创作尤其难，要取

舍、兼听，不能先入为主，也要从各自分

工出发考量取舍。”张冀说，“演员进入角

色一定比编剧深，但要平衡演员个人情

感和主题的一致性，在尊重主题和结构

的情况下，演员的意见是很宝贵的，能给

你很多深入的东西，但要保持平衡感。”

每次电影开拍前，可能是开拍前一

两周，陈可辛都会告诉张冀他真正想拍

的东西，有时是一个和剧本完全不一样

的东西。后来，张冀知道那是导演切入

创作的一种方式，“每个人有自己切入创

作的方式，一个画面或一句台词，你要知

道那只是导演切入创作的方式，作为编

剧要有耐心，提供正确的结构、主题、框

架。”

今年国庆档，张冀编剧的《夺冠》和他担任剧本监制的《一点就到家》将同期上映。同样是中

国故事、中国声音，两部电影尝试了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夺冠》中，张冀在家国叙事的基础上传

达了“快乐、绽放”的冠军进化论。在他看来，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尊重创作规律，要破除类型套

路、敢于类型创新。

《中国电影报》：体育片是近年来市场呼声很高的

类型，也有《摔跤吧！爸爸》这样的头部作品的成功市

场实践，连续创作了两部体育题材电影，有哪些经验

可以分享？接下来还有类似创作规划吗？

张冀：电影《夺冠》的创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首

先要感谢主管部门。体育片有自身的魅力，我一直说

体育片是战争片的变种，是和平年代的战争片，能够

在极端环境下看到人性。这两部电影做下来，我已经

有一点经验了。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一个退休警察

“十年追凶”的故事，后续如果有体育题材创作，我更

倾向于做剧本顾问或是写一些小人物的成长故事。

《中国电影报》：今年国庆档还有一部您担任剧本

监制的电影《一点就到家》，从故事和剧作层面看这是

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张冀：《一点就到家》是一部关于乡村电子商务的

故事，陈可辛导演一直想做一个跟阿里巴巴有关的故

事，他在云南拍过《武侠》，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咖啡+
普洱茶”的故事。这个项目的操作方式跟《夺冠》有一

定的差异，2019年年底启动，今年初确定了剧本的方

向，结构和人物关系是我提出来的，考虑到制作周期

比较紧张，我们参考了《中国合伙人》的创业故事和人

物关系。

影片的整体调性很美，很符合青年人的欣赏习

惯，是一部都市病患者在乡村被治愈，获得新的成长

的故事。都市打工的年轻人回乡，通过电子商务改变

了自己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故事中的角色比较新，

是以往农村题材电影中不曾出现的人物，我看过影片

的粗剪，很美、很丰富、很明亮、很轻盈，言之有物，很

出乎我意料，一看就知道演员真的进入，演进去了。

《中国电影报》：这两年影视作品中跟剧作相关的

分工进一步细化了，听说现在有“剧本医生”还有“剧

本护士”，您觉得分工的细化对创作有哪些保障和补

益？

张冀：这部分我了解得不多，我通常会担任编剧、

剧本顾问和剧本监制。剧本顾问要对作品的结构、框

架给出自己的意见，剧本监制比剧本顾问更全面一

点，框架、结构、人物包括重场戏的台词都会参与创

作，还会帮助编剧做剧本的修改，从宏观到微观全程

参与项目。编剧一般要求至少完整写出一稿剧本。

《中国电影报》：您跟陈可辛导演合作了八年，都

是现实题材、中国故事，也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普遍

好评。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方面，您有哪

些经验或建议？

张冀：讲好中国故事，我的经验主要有三点：首先

要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不能为了讲中国故事，忽略

了故事性。电影不是生活的机械复制，商业电影首先

要符合类型创作的规律。

其次是追求真实，破除类型套路，套路是创作的

大敌。

此外，要敢于创新，中国电影在追求深度、广度的

同时也要加大难度，不断地尝试创新，现在再拍爱情

片、青春片、喜剧片市场已经接近饱和了。我认为《流

浪地球》、《八佰》、《夺冠》都是挑战创作难度的作品，

要想出精品就要敢于突破常规类型，拍大类型、硬类

型，加创作难度。

《中国电影报》：入行15年您如何看待编剧这个

职业，有哪些经验跟青年创作者分享？

张冀：电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工作，编剧首先要

做好分内、本职工作。编剧是一个全知视角的工作，

要善于从团队中吸取营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调整

试错。拍一部好电影太难了，要有经验、智慧、勇气和

耐性，要保持对艺术的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凌驾

艺术规律，你立刻就会付出代价。今天对我而言，每

一次创作依然是胆颤心惊、如履薄冰，要敢于尝试创

新，不尝试马上就会被超越。

《中国电影报》：《独自上场》目前的进度如何，听

说剧本经过四年的打磨，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张冀：《独自上场》是一个比赛和人物成长双线叙

事的故事，从李娜2014年澳网夺冠的比赛切入，讲述

一个冠军的成长和心路历程。电影目前正在后期剪

辑中。

◎
对
话
·
张
冀

中国女排是一个传奇，近40年间10次问鼎三大赛（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冠军的故事太精彩了，那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在大银幕上讲故事是编剧的职业，但在大银幕上再现传奇，对于任何一个中国编剧而言，都是诱惑、也是高峰。用一部电影的时间

凝聚中国女排40年精彩，张冀诚惶诚恐、又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