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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机位、18个小时

体育电影的看点之一是在大银幕上呈现

比赛奇观，《夺冠》中有三场重头戏的比赛，第

一场是江苏男排和女排国家队的比赛；第二

场是 1981 年世界杯的中日大战；第三场是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大战。三场比赛陈

可辛尝试了三种不同的拍摄方法：

第一场比赛采用传统的电影分镜方法拍

摄，前前后后拍了六天。

第二场中日大战，剧组调用了六台机器，

不分镜、六个机位同时拍摄，保证每个开球、

得分点的镜头跟原始比赛录像贴合，其他部

分队员们自由打。

两场比赛拍下来，陈可辛开始想提高拍摄

效率的方法。中巴大战的时间紧，满打满算只

有两天半的拍摄周期，剧组于是又调来六台体

育频道专门转播排球比赛的机器，加上剧组的

六台机器，12台设备、12个机位同时拍。

“中巴大战前后拍了两天半，每天拍 18
个小时。拍出来海量的素材、用了两个月的

时间剪辑。”陈可辛说。后来，他又将比赛前

夜女排队员谈心的文戏打碎，闪回到比赛过

程中、调整情绪。

▶难在“选角”

《夺冠》的拍摄是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所

有的难题中，最难的是选角。

“我没碰过这么头疼的选角”，陈可辛

说。选角之初，他尝试找比较高的女演员或

者模特出演，练了两周排球后发现完全不可

能拍。后来索性直接从全国几千名排球运动

员中找演员，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选出四

五十个人。

选角的过程也是陈可辛跟心怀排球梦

的运动员“面对面”的过程，有的人可能注定

一辈子进不了国家队，但她们对梦想的执着

同样打动了陈可辛，“当你有梦想，拼搏都是

一样的，这些年轻的素人演员完全感动了

我，那是一个拍了几十年戏的导演少有的感

动。”

陈可辛说，“职业演员演戏，是用经验和

技巧接近人物、塑造角色，素人是带着自己的

人生经历和信念来的，那种我没经历过的真

实感是无价的！”

让陈可辛喜出望外的还有现役国家队队

员的表演，“那时候她们刚刚夺冠归来，很自

信、每个人都闪着光”。陈可辛说，“表演是需

要开窍的，哪怕是演自己，但她们给我的感觉

是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现役国家队只有

八天的拍摄档期，期间要完成中巴大战，朱婷

和郎平的对手戏等重头戏，八天完全没有时

间训练表演，女排的比赛日程安排很紧，表演

指导也无法提前进入辅导。尽管如此，每一

个队员都完美地诠释了自己的角色。陈可辛

说，“她们给你的感觉不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

域，她们会自己组织对话、提炼台词，每个人

上场都是主场。”

女排是一种情结，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与希冀。谈及此次拍摄《夺冠》的收获，陈可

辛表示，“这次给我很奇妙的感觉，《夺冠》以

后我可能会更大胆，启用更多的素人演员。”

▶不简单做类型

《夺冠》中有家国情怀，有女排精神，也有

个体价值。

“这部戏跟我以前的个人情感创作有所

不同，有很多跟国家共情的东西。”陈可辛肯

定《夺冠》作为主旋律电影的共性，同时尝试

在中间做一些作者式的表达，不简单做类

型。“8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

的阶段，我们需要被看见，女排代表着拼搏的

集体主义精神。时代发展到今天，女排精神

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包括集体荣誉，也包括个

体价值、体育精神。”

《夺冠》的时间跨度接近四十年，陈可辛

和编剧一同确定了以两位功勋教练为线索串

联全片的结构框架，“郎平是绝对的主角，但

我们的目标不是拍郎平传，所以选择从两个

教练视角展开叙述，呈现从队友到对手、朋友

的人物关系变化。”

▶艰难的取舍

电影中，拍摄朱婷自述的戏份时，陈可辛

偶尔会有瞬间的恍惚，“会不会太像纪录片，

会不会有风格上的断裂？”很快，陈可辛就打

消了顾虑，“电影前后两部分在色调、摄影、风

格上都有不同，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实验，它代

表着陈可辛对这个题材的取舍和加工，可能

会挑战某些常规的观影习惯，但我更愿意让

观众看到更多的东西。”

除了真实，陈可辛坚持的还有电影中浓烈

的情感。他说，“我拍了一部自己挺喜欢的戏，

得到了一些珍贵的经历，喜欢的人会觉得好，也

有很理性的观众会觉得煽情，但戏就是人，我是

一个容易被打动的人，改不了、也认了。”

本报讯 近日，电影《夺冠》（原

名《中国女排》）发布“新时代”预告

及“新女排”海报，回溯新一代女排

“重返”2016奥运巅峰，还原“中巴大

战”经典一役。被赞“中国体育题材

电影开山之作”的《夺冠》，首度打造

沉浸式见证女排夺冠的独特体验，

瞬间点燃全民女排记忆。“心潮澎

湃，看到女排姑娘们仿佛回到那个

开着电视，挪不开视线的夏天。”

朱婷、徐云丽、张常宁、魏秋月

（姚迪 饰）、林莉、刘晓彤、颜妮、惠若

琪、丁霞、袁心玥、龚翔宇，一位位中

国女子排球队员步伐矫健重归战

场，揭开新一代女排崛起之路……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大战”

上，中国女排背负着对阵巴西女排8
年 18连败的巨大压力，在先失一局

的情况下绝处逢生，爆冷战胜卫冕

冠军东道主巴西队。此后女排姑娘

士气大振，接连战胜荷兰、塞尔维亚

等强劲对手，最终站上里约奥运会

最高领奖台。这也是时隔 12年，中

国女排再夺奥运金牌。

中国女排是一种情结，承载着

几代人的记忆与希冀。犹记得郎平

上任前曾坚持：“我是老女排最后一

个在一线的了，应该为中国女排传

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电影

《夺冠》也将郎平教练（巩俐 饰）对排

球的坚守与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重新成为中国女排主帅后，郎平逐

渐建立起“大国家队”制度，广泛延

揽年轻球员，并注重科学训练与国

际化理念，为中国女排注入新活

力。2016年，郎平挂帅出征奥运，对

于中国女排所面临的重重挑战，她

奇兵布阵、逆风翻盘，助新一代女排

再续荣耀。时代更迭，女排精神历

久弥新。预告里，青年郎平（白浪

饰）和朱婷大力扣杀“隔空交替”，再

次让人深刻体会到几代女排人的传

承与女排精神的延续。正如朱婷所

说，“女排精神一直都在，我们要做

的就是把老女排留下来的精神好好

保留，用更好的东西去填充中国女

排，让中国女排变得更好，让女排精

神更加充实。”

40 年来拼搏不息，几代人热泪

盈眶。编剧张冀动容讲述创作感

悟，“中国女排是时代发展的缩影，

几代女排人一路创造奇迹，也是在

书写着中国人的传奇。”主演白浪和

陈展则通过电影，对女排精神产生

不一样的理解。白浪坦言，“因为

《夺冠》才真正懂得老女排背后的艰

辛，也真切感受到母亲郎平对女排

的热忱。”陈展则坚定表示：“女排精

神是无处不在的，自己也将时刻用

女排精神激励自己。”不少球迷观众

也被电影里的女排精神所感动，戳

中共鸣。一位奶奶看片后分享起自

己年少时追女排比赛的记忆，“第一

次在影院看女排，让我想起过去街

坊四邻围坐在一起看女排夺冠的场

景，大家也是这么来给女排加油助

威的。”电影《夺冠》回溯中国女排40
年风雨征程，细腻绘制几代女排姑

娘所经历的荆棘与荣光，令无数观

众热血澎湃。年轻观众纷纷力赞，

“女排姑娘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

人，行的’，突然觉得生活里的挫折

都不算什么。”“太戳了！感觉女排

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几代人成

长，相信不同年龄的人看这部电影

都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动和能量。”

（木夕）

专访《夺冠》导演陈可辛：

“选角”最难，但收获了几十年少有的感动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9 月 27 日，电影《夺冠》

上映的第三天，导演陈可辛

在媒体微信群里分享了电影

的创作体验：大量素人演员

出演、12个机位拍摄比赛、纪

录式的影像风格、浓烈的情

感、主旋律框架下的作者表

达……

陈可辛说，《夺冠》代表

着他对这样一个题材的取

舍，“我拍了一部自己喜欢的

电影，得到了一些珍贵的经

历，做了自己相信正确的决

定。电影创作是一个不断被

感动的过程，不留遗憾地完

成创作就是最好的体验。”

连续创作《独自上场》和

《夺冠》两部体育题材电影，

陈可辛表示这只是一个巧

合，接下来会缓一缓、尝试其

它题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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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6岁的陈可辛在曼谷亚运会看到了中国女排的现场比赛，那一年也是18岁的

郎平首次亮相国际大赛。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看到中国女排比赛的陈可辛震撼之余不会

想到，41年后他会执导电影《夺冠》，著名演员巩俐、郎平的女儿白浪分别在片中饰演郎平和

青年郎平。

陈可辛擅长年代戏，但没有一部作品尝试过《夺冠》这样的时间跨度和格局——借中国

女排的故事以小见大，串联起改革开放四十年。“女排精神在80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改革开放让中国拥抱世界、也被世界拥抱，女排让中国被世界看到，女排不仅是一项体育运

动，更是一种中国的精神。”陈可辛说。

对陈可辛而言，拍摄《夺冠》的一个初衷是想重现那个他没经历过、但被身边的朋友反

复讲述的、美好的80年代。为此，他专门邀请赵晓时担任影片的摄影指导，希望由经历过80
年代的人，做见证80年代的眼睛、重现80年代的镜头。

《中国电影报》：《夺冠》拍摄过程中您最

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可辛：中国女排这个题目很大，从女排

的故事入手，可以以小见大观察时代。我以

前也反复拍过跨年代的戏，这次是最全面的、

系统的表达。

《中国电影报》：郎平的选角有哪些考虑，

请您谈谈这次跟巩俐的合作？

陈可辛：跟巩俐的合作其实想了很多年，

以前也聊过一次，但一直没真正合作上。这

次很幸运，她是饰演郎平的不二人选。我一

直跟她说，她只要站在那儿了，就有那种气

场，有那种倔强的眼神，就是郎平了。她在电

影圈跟郎平在体育圈有着同等的地位，她们

都是80年代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批走

出国门、被世界认识的中国女性。除了她，我

真的想不到还能找谁去演这个角色。

《中国电影报》：选择白浪出演青年郎平

经历了怎样的接触和判断过程？

陈可辛：青年郎平的演员我们选了好久，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郎平是家喻户晓的人

物，不但要求外形相似，也是一个对演员内心

情感和外在爆发力要求都很高的角色，不是

普通的素人演员能完成的。后来我们偶然看

到郎平母女的照片，听说白浪也是打排球的，

我就跟郎平提了想邀请白浪出演的想法。郎

平开始是拒绝的，她觉得白浪的生活经历和

她的青年时代有比较大的距离，很难靠近。

后来又接触了几次，郎平给了我们白浪的联

系方式。

跟白浪联系后，我同她说这个选择对我

们俩而言都是一场赌博，可能无法预料结果，

但是我们都愿意试一试。后来我们找了表演

老师专门飞到美国，大概两周之后表演老师

发回了一段试戏的表演视频，白浪一个人对

著镜头演，白浪哭了、情感都出来了，我完全

惊呆了，从那个时候就定了由白浪出演青年

郎平。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有一些轻松的桥

段，比如“女排姑娘在美发店”，郎平跟女排队

员说“快去谈恋爱吧”，这些段落的设计出于

哪些考虑？

陈可辛：去日本世界杯之前，女排去美发

店烫头发，这些细节来自我们看当年照片的

启发。当年比赛前其实很多人的头发本来不

是这样的，去打日本世界杯之前所有人都烫

了头发，世界杯上很多人的发型都很像，我猜

可能外国人会认不出谁是谁，据说当时郎平

的球衣也是从一号改成了三号。

《中国电影报》：您拍过《甜蜜蜜》、《中国

合伙人》、《亲爱的》等，都说您擅长讲述“时代

故事”，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拍的故事？

陈可辛：我拍了很多年代戏，但好像都不

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年代，除了《甜蜜蜜》。

《甜蜜蜜》是我比较个人的表达，《中国合伙

人》我用自己经历的情怀去拍，包括我去美

国、我回香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我

觉得有很多东西是能够共情和共通的。如果

要拍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其实有一部电影一

直想拍，但我还没有把它写出来。那部戏是

不能找人写的，只能我自己写。我想表达一

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背井离乡跟爸爸、妈妈去

泰国的故事。当时我去泰国并不觉得是回

家，而是有一种从家乡给连根拔起的感觉，那

段时间的感受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它可能

不是一部很有很故事性的电影，甚至可能不

是一部陈可辛风格的电影，因为我的电影都

很强调戏剧性和故事性。但它会充满我的个

人经历。我自己也希望通过这样一部电影，

去感受我变成今天的我一路的变化轨迹。如

果有机会，我希望有一天能写出来、拍出来。

《中国电影报》：作为导演您如何看待观

众关于泪点多、煽情的评价？

陈可辛：每次别人跟我说，“我看你电影

又哭了”，我都不知道他是褒还是贬。情感确

实是我电影中很自然的、很本能的一个表达，

其实是我的本能，我自己很喜欢看电影，很容

易被情感打动，所以我拍电影也会很自然往

那个方向、拍很多情感的东西。有的观众会

觉得好，也有些观众会觉得是不是太煽情了。

◎对话·陈可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