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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影片《夺冠》初始，银幕上大大的一行字幕

即映入眼帘，会发觉颇为有力量：女排精神代表

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

时代最强音。片名“夺冠”推出之后，影片的讲述

从 1979 年彰州排球训练基地发生的故事开始。

在训练馆的背景是一面很大的国旗，一个个年轻

的姑娘在主教练（吴刚饰）的带领下刻苦训练。

主教练对年轻的队员说：流血不流泪！想练就

练，想不练就不练，不行！人是有惰性的。他授

以武功的秘诀就是练，坚持不懈地练，才能胜利，

才能有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当时的中国女排

面临着即将要出国和日本队打一场关键比赛的

局面。这是一场史诗级的硬仗，要想赢，要想战

胜日本队，就要建立起自己的攻防全面型的队

伍，具备集体的坚强意志和强烈的取胜希望。人

和人的因素并不能完全通过科学技术来测量或

计算，女排教练和球员们如此拼命地努力，计算

机能计算出来吗？随着影片情节发展，女排在热

蓬蓬的拼搏中遇到了远比预想多的困难，但呈显

给观众的更多的是她们在曲折中坚持前进的激

情。她们把“球场当战场”的能力建设和活泼面

貌，令人印象深刻。

当年，主教练要树立的，除了严格、严苛的训

练要求和管理方法外，还有顽强拼搏的意志毅力

和精神。“平时她们拿命来练”，“只有坚持下来的

人才能走到最后”。排球不是一个人的事，球员

只是排球队整体中的一部分。主教练甚至说：

“中国女排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们！”他说他也

有“私心”，1966年中国男排拿了世界第九，离冠

军越来越近了，没想到之后“文革”十年没球可

打，现在改革开放了，不能唉声叹气，还是要把失

去的给抢回来！否则，中国女排难以屹立于世界

竞技体育之林。主教练在中日比赛关键时刻对

队员说：我只让你想一个事——在什么地方打

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代表中华民族！国家需

要夺回这块奖牌，中国女排姑娘们需要证明给世

界看——中国人能行。这样的意识弥足珍贵，几

代女排运动员，她们为之付出的真正价值是什

么，就是永不放弃、永不服输，不惧挑战、披荆斩

棘、永不停歇地坚持拼搏。在这个意义上，甚至

作为竞技体育的排球的胜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

是一种态度和态度的意义。

历史在凝视，从具持事业心到职业化，这让

球员们不断焕发光彩，在场上她们合作无间、彼

此分担，在场下真情流露、亲密无间。为了成为

理想中的自己，她们努力拼搏着。《夺冠》中，朱婷

演2号主攻朱婷，张常宁饰9号主攻张常宁，丁霞

饰16号二传丁霞，惠若琪饰12号主攻惠若琪，林

莉饰 15 号自由人林莉，龚翔宇饰 6 号接应龚翔

宇，刘晓彤饰10号主攻刘晓彤，颜妮饰17号副攻

颜妮，徐云丽饰11号副攻徐云丽，袁心玥饰1号

副攻袁心玥……，中国女排的队员自己演自己，

演起来得心应手，成功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

这对于这样一部影片而言，有着画龙点睛的作

用。

这正如陈可辛导演所说：我们做的不是“摹

仿秀”，更重要的是要成功讲述故事，刻划出恰当

的人物性格，塑造出有趣的形象，达到那个创造

的氛围和目标。《夺冠》作为体育类型电影，大大

拓宽了中国电影的类型模式，为体育电影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中国电影史上的体育电影可以回

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4年，“联华”出品、孙瑜

编导的《体育皇后》可以说是中国体育电影的开

山之作，讲述了短跑运动员的故事。1957年，谢

晋编导的《女篮五号》，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体育电

影，影片描写了篮球运动员的故事。1959年，武

兆堤执导的《冰上姐妹》反映了冰上体育事业，展

现了滑冰运动员的生活面貌。1964年刘国权执

导了表现跳水运动员的《女跳水队员》，1979年孙

敬执导了表现体操运动员的影片《乳燕飞》，1981

年，张暖忻执导了表现女排运动员的《沙鸥》。此

外还有《京都球侠》（1987）、《女帅男兵》（2000）、

《防守反击》（2000）、《激战》（2013）、《破风》

（2015）等等。这些电影取材于短跑、篮球、滑冰、

跳水、体操、排球、足球、拳击、单车等体育的各个

项目。《沙鸥》与《夺冠》都是描写中国女排的影

片，相同的是“女排精神”的传承，不同的是体育

传奇内涵的心态史和现代意识所带来的观念演

进。陈可辛的这部重要电影创作，深思熟虑，克

服困难，缔造一部心灵的传记，挑战并发展影史

上的体育电影这个类型创作，功夫不负有心人，

影片表现是十分突出的。和陈可辛导演的《中国

合伙人》、《亲爱的》等片一样，《夺冠》把中国印记

成功投射到银幕上，称得上是水准之作。

丁亚平

《夺冠》由陈可辛执导，巩

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中

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讲述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排几代人从

1981年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一直

到新时代不断前行的光辉历

史。《夺冠》关于女排的历史陈

述，包含电影实证美学的纪实风

格和丰富的含义。影片的人物

形象，体现出更人性化的特色。

尤其是巩俐在其中塑造的角色

完全可信，她用实力证明，她扮

演的郎平是片中最出色的。

《夺冠》的拍摄得到原中国女排主攻手

和主教练郎平的倾力支持。这让白浪和巩

俐在银幕上施展得有声有色，巩俐的动作、

形象格外优美，神形兼备，这一点在强调得

到原型支持和融入电影实证美学的纪实风

格影片创作中特别重要。《夺冠》主创上下齐

心，影片在国庆档率先推出，观众反馈效果

较好。不过，在取得创作上的巨大成功的同

时，《夺冠》一片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

来自于原型的制约，也和巩俐出场前和出场

后形成的可能的割裂之感存在关联。也许，

相比较巩俐具有的明星的吸引力，中国女排

的电影还是需要更完整的情节、更立体和鲜

明的人物以及更具累积性张力的情感关系，

以形成更有特色的卖点。但是，选取几段时

间节点和情感故事，有详有略，将不同年代

的社会背景糅合到几个主角的心灵表现上，

加以巩俐、白浪、吴刚、黄渤等人精彩可观的

表演，拍摄有新意的中国女排，讲述那些逐

渐在人们记忆中消逝的过往，聚焦女排精神

和中国印记的民族精神、“我们”和“我”的反

思所贯穿的强烈时代感，以及影片上映激起

的社会、心理、审美情绪，成了这部《夺冠》的

重要特色。

当代的中国社会无疑处在一种开放的

躁动之中，在北京师范大学 2019 年举办的

“新时代的中国女排精神高端论坛”上，郎平

认为“女排精神”就是，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夺冠》让记忆重新激

活，观看中多处让人热泪盈眶，与此有关。

电影主创并不寻求纯然历史性的精确，但是

影片包含了历史的记忆、美好的生命体验和

开放的新的价值观。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属

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了梦想，没有像中国女

排这样的自我认知、精神以及他者眼光下对

她们的认知的结合，就难以获得区别于他者

的身份标签和长久树立于人们心中的历史、

记忆和形象。让电影带着心灵去旅行，用自

己拍摄的女排精神、毅力和勇敢去拍摄真实

改编的体育电影，作心灵的历险，激活历史

与记忆，致敬英雄和属于我们时代的民族精

神，在泪水和笑声中收获感动与力量，这成

为《夺冠》率先投放、引起广泛关注和影响并

获得重启国庆档电影市场能量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

长、二级研究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

中巴之战的前一天晚上，队员们压力极

大，大家都把潜藏在心里的情感说了出来。

有的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魏秋月补

直线”，有的说，“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当

保护”。“打输了你就背包回家了。”朱婷是那

么克制，但是她也会想如果不是中国女排，

自己会在哪，现在会在做什么。当时大家心

里都特别难受，但是幸好，还有一颗必胜的

心，她们必须打赢。彼时的朱婷等人都不是

在演戏，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郎平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巨大的声

誉，她在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受欢迎的程度

远超其他人，走上了事业和人生光辉的巅

峰。她18岁进了国家队，经受严格、残酷的

训练，有时累到无法爬起来，一米八四的她

成了主攻手。她尽全力打，遭到过挫折，打

球让她浑身是伤，但坚定从事自己的职业并

为之坚持下去，是她的性格，也彰显着伟大

的女排精神。在取得重要成绩和荣誉后她

执意孤行远走美国。回国任教后的她懂自

己，也懂她的队员。但这些都是外在的，扒

开她的心灵世界，更让人唏嘘不已。2008

年，郎平执教的美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会上击

败了中国队。开赛前一天晚上，郎平就格外

不踏实，甚至她担心的不是美国队输，而是

美国队赢。美国队赢了中国队之后，看台上

观众的嘲讽与辱骂，让她心里透着复杂不宁

的郁闷和感喟。她身上，流的还是中国人的

血液，一种血浓于水的球队队员的友情，一

种不服输的女排精神，在任何生活、生存和

工作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毅然回国的她

获选成了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她倍感压力，

一方面，执教中国队的她不想让女排在她手

上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树大招风，她清

楚中国女排需要真正的改革，跟上世界排球

发展潮流，获得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她很

早就走出去，心灵和视野打开，认识也有了

改变。她认为中国女排不再需要背负那么

沉重的包袱了，她们应该快乐地打球，放开

打，打出气势、打出风格。她希望自己的队

员不只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而且是一个优

秀的人。队员应该爱排球，享受排球，在排

球中找到自我。“排球是我们的工作，但不是

我们生命的全部。”郎平自觉意识到在全新

的环境女排不需要陈腐或空泛的口号，而需

要对历史负责，以果敢、坚硬的强大力量和

坚定执行力，一起来推动中国女排继续前

进。她的美国经历，带来了感伤，也带回了

新的理念，但幸好，历史叙事并没有都呈现

为一种捉弄人的历史。

伴随着她的成长，郎平获得了他者眼光

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她的内心却似变得更加

脆弱了，她常在热烈的掌声和热蓬蓬的氛围

下感觉到了冷清，在周遭的环境中发觉了坚

硬和沉寂。幸亏她还有自己的女儿，有她的

年轻的队员，她告诉女儿：你很久没有回中

国了，这里变化很大，并让女儿回到自己的

祖国看看。她让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要有开

放的思想和态度，要在训练和打比赛之外，

有属于额外维度的自己的生活。她对环境

和未来的瞻望，包含着开放的时间、空间和

可能。

在拍摄现场，陈可辛和那些本色出演的

球员说：情感是没有特效的。巩俐也说，用

心灵沟通是最真的。影片选择以一种更契

合人物的心灵的方式来切入她们夺冠的世

界。郎平沮丧、不开心的时候，特别想说话

的时候，就和自己的女儿浪浪说话。自己女

儿说的都是自己心里相信的、想说的。影片

还表现，大年初一的凌晨，训练基地悄悄为

姑娘们请来了她们的父母家人，让他们一起

包水饺，一起过年。在中国女排队员们的心

里，有理想，也有家庭和爱，更不曾抛却归根

的文化精髓。

在影片开端，数亿人收看一场重要女排比

赛，最令人瞩目的是美国队主教练郎平身穿美国

队队服，用英文指挥比赛。中美两队的比赛，远

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那么简单。这个时候，“我”

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郎平作为原中国国

家队主攻手，人们对她的重视与赞誉有一脉相承

的地方，现在她率领美国队对抗中国队，自然因

了这样的不同角色的扮演，人们看待她的眼光也

就完全不同了。

历史之“重”并未反衬个人之“轻”，人物内心

的沉重比不上女排集体的利益和荣誉。个体让

位于国家和集体，这未必会毁掉角色的价值观，

失去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集体和

个人的关系，在片中没有形成稳定模式，是在动

态的平衡中展现的。影片在倡扬“祖国至上，团

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之下，塑造

出让人印象比较深的有趣的形象，例如女排队员

张常宁出身于沙滩排球选手，在女排的赛场上，

发球前的她总习惯于拍打掉球上沾的沙子似地

把球转个十几个圈。年轻新锐的她，也因此被日

本队员称为“魔球手”，但是片中却也没有将这样

的称谓变成全无克制的滥俗或一味喜剧化。

贯穿整个影片，并作为重点讲述的角色，是

陪打教练（彭昱畅饰），他来自男排，却来到了女

排，从不愿意不甘心，到接受现实，几乎做好了一

辈子当陪打教练的心理准备。这岂不是形同废

掉武功、成为废人？而且也出不了国，仿佛所有

的期待都落了空。但他最终还是融入到中国女

排的“我们”之中，将受的伤放到一旁，重新开始，

很快站稳阵脚，扛住了自己的位置，挑战并发展

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人生实难，难免会经历挫

败，一个人和一个球队一样，梦想与羁绊相偕而

行，不可能一直所向披靡永远无敌。

但做陪打教练当然有憋屈，“爱拼才能赢”是

他的执著和坚持，也给了他希望，让他有足够长

的时间跟着球队一起成长。别人问：你没想过当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的确，机会总是留给有准

备的头脑和走了这条路就不服输的人，与球队一

起同路，这使他走向历史的高点，完成了历史赋

予一代女排的使命，获得了“平凡的荣耀”。人的

命运在此成为影片书写历史的中介，历史需要铭

记，从陪打教练到主教练，他的人生经历丰富波

折，让人感慨万千。中国女排几代人的努力、付

出和坚持，都有他一路相伴，这与他自身的正向

努力有关。这才是平凡的英雄！

影片在表演上的实证美学具体呈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防止“高大全”和“假大空”，去除长期

以来英模电影创作形成的刻板和概念化；二是力

求返璞归真，重新发现、彰显一度与我们渐行渐

远的现实主义的本质。彭昱畅饰年轻时期的教

练，白浪饰年轻的郎平，朱婷及其他队员饰演自

己，从外形上看，彭昱畅和黄渤，白浪和巩俐以及

朱婷与其他队员，相差悬殊，但因为不虚假矫饰，

反而注入自然真切的写实手法，令人回味振奋，

以至形象反差并不让人感觉突兀，而任由导演将

观众接纳、欣赏影片的大门越打越开，最终两个/

两组角色形象走向融合。

女排传奇与体育电影

“我们”和“我”

让电影带着心灵去旅行

人性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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