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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史上有很多关于气球的电影，

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国导演艾伯特·拉

摩里斯 1956 年的《红气球》，片中由他

儿子扮演的小主人公和路上偶遇的

红气球结成伙伴，游荡在巴黎的大街

小巷。红色的气球在电影中具有了

生命，梦幻飘忽，美好似童年，热烈如

爱情。影片最后拉摩里斯把全巴黎

的气球聚集一起放飞，像烟花一样开

满天空。《苏格兰影评人》评论说，“电

影人在经历过那一刻的红气球后，谁

还敢再在银幕上表现红色的气球？

或 者 ，谁 又 敢 表 现 气 球 不 是 红 色

的？”然而，最近在院线上映的藏族

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气球》，最开始

进入我们视野的，却偏偏是白色的气

球。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气球，那是

被孩子当做气球玩耍的避孕套。

万玛才旦的《气球》是我看过的

最不以猎奇吸引眼球、最没有刻意标

签化表达的藏地题材电影，藏区的日

常生活和文化都自然融入故事中，表

现的还是普世的人性。影片的背景

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正处于工业

文明蓬勃发展时期，这股风潮同样也

渗透到偏远的藏地牧区。现代文明

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冲

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而影片讲述

的就是牧民达杰一家，面临现代文明

与传统文化两个观念碰撞时的两难

处境。

电影中达杰一家是藏地典型的

牧民人家，算起来有七口人。妻子卓

嘎操持家务，大儿子江洋在县城寄宿

读中学，每天虔诚握着佛珠念六字真

言的老父亲帮他在草原上看守羊群，

两个儿子尚年幼，还有卓嘎的妹妹阿

尼在寺院当了尼姑。

电影以“红白气球”贯穿全部的

情节。“白气球”（避孕套）在影片的开

篇就出现了。草原上，达杰的两个小

儿子将避孕套吹成气球，在明晃晃的

天空下嬉戏玩耍，骑着摩托来给父亲

送饭的达杰看到了，又尴尬又气恼，

一把夺过来戳破，嘴里嘟囔着“怪不

得昨晚找不到”。而他的老父亲却浑

然不知，问他为什么要毁了孩子的玩

具？达杰只好承诺要去镇上给两个

儿子买气球。

经历过计划生育国策的国人，对

这种情景并不陌生。“白气球”在影片

中是重要道具，它既顺理成章勾连出

最后真正的红气球，又是故事发展的

功能性元素，决定着情节的重要走向，

如果这影片换成另一个片名，也可以

叫《一只避孕套引发的事故》。“白气

球”还是卓嘎焦灼情绪的诱发点，她很

担心再次怀孕，一方面是生育和养育

的艰难，另一方面，按照国家节育政

策，再添孩子他们还要面临罚款，是一

个无法承受的负担。但丈夫旺盛的性

欲，让家里总是“白气球”匮乏，政府又

是按期发放，她从女医生周措那里拿

到了最后一只，但还是被小儿子偷拿

去和邻居小孩交换了哨子，导致她后

来的意外怀孕。饶有趣味的是，被孩

子当做“气球”光天化日下开心玩耍的

避孕套，却是成年人的禁忌，人人都耻

于出口。尼姑妹妹阿尼在姐姐家找书

时，不小心翻了出来，问这是什么东

西，当卓嘎附耳告诉她后，她立马像烫

手一样扔到床上。片中有一个情节，

邻居孩子的父亲怒不可遏地来找达杰

算账，他哆嗦地指着手里的白气球说，

你儿子居然拿这种东西和我儿子换了

哨子！达杰也感到理亏，却不肯示弱，

于是两个成年人为“这种东西”打了一

架。

作为现代人对生殖繁衍的阻隔

工具，“白气球”也可以视作现代文明

的指代，它象征着规范和秩序。而它

反面延伸的则是：繁衍、生命、转世。

这正是影片要表现的主题，也就是处

于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夹缝中的藏

地牧民，该如何应对现实和信仰撕扯

的困境。

影片主要围绕达杰一家日常生

活展开情节，细节饱满生动，但又十

分自然，像达杰家附近绵延的沙漠，

像远处起伏的山峦，像草原上空慢

慢流动的云朵，藏区鲜为人知的生

活，一一呈现。影片没有刻意安排

的戏剧冲突，但每一处都不是闲笔，

甚至每个对话都有所暗示，充满了

对应和隐喻，有着很强的张力。比

如影片中一家七口人围坐吃晚饭，

电视里正在报道国外试管婴儿成功

的消息，爷爷看不懂，经大孙子解释

后，他斥之为“魔鬼”，马上让关了电

视 。 而 在 让 两 个 小 孙 子 为 他 搓 背

时，他自然的提到大孙子江洋背上

有一个痣，和去世的奶奶长的位置

一样，所以他认为江洋其实是奶奶

转 世 。 他 一 再 强 调 转 世 回 到 自 己

家，是非常大的福份。这些看似不

经意的细节，都为后面这个家庭将

要面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电影有很大的篇幅铺排繁衍的

主题。对于达杰两口子来说，他们赖

以生存的羊群需要大量的繁衍，但已

经有三个儿子的家庭则需要节育。

羊和人形成了对应关系。达杰每年

都要去朋友那借种羊和他们家母羊

配种，他看着雄性十足的种羊忍不住

和卓嘎赞叹，卓嘎悄声揶揄，“和你一

样”。白天种羊在羊群中威猛地追逐

交配，晚上达杰在床上性欲汹涌，然

而这个场面并不香艳，没有构成对观

众激情的调动或者潜在的偷窥欲望，

因为避孕套缺失的多次铺垫，观众和

卓嘎一样的焦灼。

如果说种羊和达杰形成对应关

系，那么另一只两年不产崽的母羊则

是对卓嘎的隐喻。达杰在羊群中拽

出这只母羊，让卓嘎将它单独拴起来

喂肥，以便卖了换钱给大儿子交学

费。卓嘎说，“这只羊很老实”，达杰

鄙 夷 ，“ 老 实 有 什 么 用 ，它 又 不 产

崽”。母羊日益肥大，卓嘎每次看着

它都心有戚戚。后来公公去世，卓嘎

不久查出怀孕，按照藏地的转世文化

信仰，她成了公公转世的重要一环，

她的命运和这只栓牢的母羊一样，中

断孕育则要受到来自宗教和家庭的

惩罚。

卓嘎的困境令人想起伊朗著名

的电影《一次别离》，同样是现实和宗

教的冲突，女主也同样陷入两难困

境，但万玛才旦没有像阿斯哈·法哈

蒂那样，对这个困境做更深层次铺展

和剖析。对于因为决定流产被达杰

打了一耳光，在手术床上被阻止的卓

嘎，最后到底有没有留下胎儿，他也

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让不堪承

受生命转世和亲人情感羁绊之重的

卓嘎，转身随妹妹阿尼去了寺院，留

给丈夫和孩子一个悲伤的背影，那条

一直围在她脖子上，有时包在她头上

的淡蓝色围巾，如一抹眼泪消散在她

离家的路上。万玛才旦说，卓嘎的困

境也是他的困境，他没法替卓嘎做出

选择。

确实，万玛才旦作为藏地导演，

他的价值观和美学体系都不可能完

全脱离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内在审美，

他影片中塑造的如达杰、卓嘎这样的

人物，在现代文明和宗教信仰的碰撞

交汇中是个极大的矛盾体，有接受现

代文明的一面，也有根深蒂固的传统

文化印记。这其实也是万玛才旦个

人的迷思。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和对

哺育他成长的民族文化信仰的浓厚

情感，使他的作品产生了裂缝，在这

裂缝中我们窥视到了他轻微的摇晃，

一如《气球》中使用的手持摄影机拍

出的摇晃画面，还有电影中语焉不详

的魔幻梦境。比如爷爷讲到大孙子

江洋是奶奶转世后，影片出现了一场

魔幻梦境，两个幼小的孙子剥离下哥

哥江洋背上硕大的转世印记的黑痣，

光着身子在蒸腾的沙漠上奔跑，令人

心生不安恍惚。如果这个梦境显得

意味含混暧昧，那么在爷爷突然离世

后，江洋的梦则将万玛才旦内心对转

世信仰的敬畏揭示无遗：在江洋“爷

爷、爷爷”的声声呼唤中，满天绚丽的

彩霞漫卷在蓝色的湖水中，爷爷乘着

小船穿越云海的倒影赫然出现，笔直

地向着彼岸度去，不知是告别还是轮

回。这个画面庄严神圣，不容悲伤，

只有震撼。

创作者在作品中的摇晃，让语义

显得没有那么的明晰和直白，给观者

留下许多解读的空间，也许恰恰是作

品的魅力所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

翠微。人生本来也说不清道不明，这

其实也正是生命值得一再探索的题

中之义吧。

影片的最后达杰终于从镇上买来

两只艳丽的红气球。两个儿子一人一

只欢呼雀跃地在沙漠中奔跑，一只瞬

间爆炸，一如残缺的人生，而另一只则

飞上了天空。片中所有的人都抬头仰

望。气球带着迷思，带着希冀，如无法

割舍的欲望，也如无奈的叹息，在苍茫

的清空中渐渐远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研究员）

《棒！少年》：
被看见与被选择的命运

《气球》：
在摇晃的缝隙中升起的“气球”

2020 年的电影市场虽不乏《我和

我的家乡》、《金刚川》、《八佰》、《姜子

牙》、《夺冠》这样的“爆款”，但受疫情

严重影响总体艰难。元旦档到来之

前，国产电影的市场表现依然不温不

火。在这样的沉寂中，12月11日上档

的纪录电影《棒！少年》，因其过硬的

口碑而引发媒体和观众关注。在今年

8 月第 14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

《棒！少年》斩获最佳纪录长片和观众

选择荣誉，并因其豆瓣评分高达8.7，被

认为是截至目前2020年豆瓣评分最高

的国产院线电影。12月16日，刚刚落

下帷幕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棒！少

年》获得多项提名，并最终被评为“评

审团特别推荐优秀纪录片”。

这是一部聚焦一支由贫困少年组

建的棒球队“强棒天使队”的体育题材纪

录片。棒球，在美国和日韩相当普及，但

短期内改变不了在国内属于小众运动的

命运；纪录片，在热闹的影视行业中一直

受众面很窄。因此，《棒！少年》上映首

日排片约1%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制片方

来说，可能也并没有对票房寄予厚望。

能够进入院线，能够让这群孩子的故事

被看见，无论对于记录者还是被记录者

而言都意义非凡。

体育题材：走向类型融合

体育题材是国产纪录片创作中的

边缘题材。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后，

体育纪录片数量逐渐增多，但大多集

中于两类题材，一是和大型体育赛事

相结合，例如《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

《冰雪绽放》、《筑梦2008》等，二是围绕

体育明星打造的传记类纪录片。近几

年随着视频平台的进入，体育明星传

记类纪录片开始出现井喷态势，例如

记录李娜退役生活的纪录片《娜就是

我》2019年上线，郎平纪录片《铁榔头》

已经制作完成准备在中国首映，林丹

纪录片《超级丹·拼到世界尽头》等多

档同类型的体育人物传记纪录片也正

在紧锣密鼓地拍摄制作中。

无论是拍赛事还是拍明星，在这

样的题材选择中，人被作为运动员来

讲述，对其生活的真实记录也只是局

限于记录其作为运动员的生活，这就

使得体育纪录片局限于垂直的体育受

众，缺乏对大众的情感唤起和共鸣，因

而无法走向真正的大众化。

从这一点来讲，《棒！少年》突破

了体育纪录片之前的题材局限，不仅

聚焦于小众运动和普通人，更以其深

切的社会观照和人文关怀赢得了很多

连棒球规则都不懂的观众。虽然棒球

少年“叫板命运”的宣发容易让人以为

这是一部决战棒球场并唤起观众热血

和激情的纪录片，但事实上，记录棒球

少年的生活只是纪录片呈现出来的表

面，观众在片中看到的更多是棒球训

练和比赛之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

前国家棒球队队长孙岭峰在自己的命

运被棒球改变后而执着的公益事业，

是北京——西海固（涞源）的场域对照

中的真实人生。而“命运之惑”不仅仅

是这几个孩子面临的困境，更是属于

四千万留守儿童。

服务于内在叙事的需要，在《棒！

少年》两小时的故事中，包含了体育、

公益、成长、留守儿童等多个元素，因

而表现出电影多类型元素的融合，这

种融合有助于故事建构的完整性和饱

满度，有助于人物塑造的立体感，并给

予观众超越体育和竞赛的对人性、人

生和社会议题的思考。

这也吻合了当前中国电影类型的多

元化和融合化趋势。近年来，中国的类

型化电影呈现出类型多样、风格多元、元

素融合的态势。虽然纪录片的商业化生

产还在路上，但纪录片扎根中国现实，努

力挖掘与观众有情感连接、与时代共鸣

的故事，这样的题材选择必然突破类型

的单一，而多元素的融合才能带来更为

广泛的受众和市场。

棒球少年：何处是我家

棒球是一项回家的运动。“本垒”

的英文为“HOME”，进攻时打者需依

次跑过一垒、二垒、三垒，最后回到本

垒才能得分，所以棒球本身就是一项

“回家”的运动。美国打造的棒球理

念就是“家庭棒球”，父亲和孩子在后

院传接球，画面温馨欢快，通过打棒

球实现亲子沟通。

然而，《棒！少年》中这些棒球队

员们，恰恰是一群缺乏亲情因而极度

渴望家的温暖的贫困孩子。剧中两

位主人公都处于被母亲遗弃、父亲缺

位的境遇中，尽管在漆黑的夜里，马

虎大声地唱着：“妈妈呀，妈妈呀，我

想你，你走了之后，我的天空就下起

雨。”但他连妈妈长什么样子都一无

所知。小双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

世了，刚出生就差点被送到别人家，

因被嫌弃个头太小养不活，才被双胞

胎哥哥换了回来。他先跟着大伯，大

伯去世后跟着姑姑，姑姑不在了才跟

上二伯，现在二伯又患上了癌症。极

度缺乏安全感的小双，甚至连寻找妈

妈的想法都没有，因为这是多么遥不

可及多么奢侈的愿望，与之相比，长

大后寻找自己的双胞胎哥哥甚至更

现实一点。

师爷告诉他们，基地就是家，然

而棒球基地这个“家”同样遭遇了无

奈和困境，城中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

临着拆迁。棒球基地和宿舍、给球员

上课的小学都要被拆除。

无论是打棒球，还是离开家乡来

到基地，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家。他们

曾经对棒球一无所知，棒球不是他们

的梦想，而是未来安身立命的手艺。

他们没有选择棒球，是棒球选择了他

们，对他们而言，参加棒球队不是“变

形记”，不是浅尝辄止的角色交换，而

是只有逆风挥棒才可能改变命运建设

家园的机会。片中有节奏的打桩声和

远处连片的高楼下，排成一排身着整

齐棒球服走过拆迁废墟的少年，悲凉

而残酷，却又有着无尽的鲜活的生命

力。

真实是纪录片的基本美学特征，

真实是最有力度的，如同一把刀，可

能只是从微小角度切入生活，其断面

却可以呈现出鲜活和丰富的社会百

态，让人捧腹、让人沉思或让人泪奔。

故事化叙事：反差与对照

冲突与反差通常被认为是故事片

必需的，纪录片就是对生活的原生态

记录。然而纪录片同样是选择的艺

术，《棒！少年》的叙事顺应了素材天

然赋予的故事化特征，在时间的流动

中自然地呈现出一系列的反差和对

照。

性格决定命运，双主人公的选择

强化了马虎和小双的性格反差带来的

人生态度的鲜明对比。如同野草般生

长的马虎浑身都是戏，翻跟头、打架、

调皮捣蛋，自己就走到镜头里了；缺乏

安全感的小双是沉静的，留给观众的

是被教练批评时强忍的眼泪、美国赛

场上无助的眼神和村头大树下徘徊的

身影。然而他们毕竟只是十一二岁的

孩子，还在应该无忧无虑需要呵护的

年龄，想当老大的马虎也有夜里不敢

一个人睡觉去找教练的时候，小双偶

尔也会在嘻闹中对好朋友倾诉心声。

素材的丰富使得两人的性格呈现并不

是单向度的对比，而更为丰满。

两人的两处交集既体现出时间的

魅力，又再次形成对比。第一次，马虎

初来乍到，因对小双的语言伤害而打

架；第二次，马虎已经融入球队，赛场

失利后马虎用衣袖给小双擦去眼泪。

面对失利，两个少年表现出迥异的人

生态度，马虎认为以后机会多得是，小

双哭着喊出“就这一次机会，没了！”。

没有谁是谁非，从打架到擦泪，看得到

两人的成长，然而成长的过程如此艰

辛。在这个过程中，从棒球队创办人

孙教练到师爷张教练、郭教练，一天天

地看着、一棒棒地教着，那种耐心、付

出和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信念，

甚至胜过一些为人父母者。

生活不是传奇，生活是一地鸡

毛。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在泪与笑中

慢慢长大。孩子们流过很多次泪，马

虎回家探亲离开时的泪，得知基地要

被拆时的泪，输了比赛小双崩溃的泪，

放弃归队后教练开车离开后的泪……

片尾，站在村口枝繁叶茂如同母亲般

温暖的大树下，一向郁郁寡欢的小双

脸上露出难得的孩子的笑容，望着身

患癌症低头坐着的二伯，那一句“你不

能丢下我不管！”，成为观众最大的泪

点。

记录已经结束，生活还在继续。

队长大宝个头已经一米八三，马虎变

得彬彬有礼，小双回归球队……观众

心心念念的孩子们迅速成长着，同样

成长着的还有“强棒天使队”这支队

伍，不仅从最初的十多个球员增加到

六十八名，还有了 U10 年龄组的女子

棒球队。虽然依旧是微光，但总归照

亮了更多贫困儿童的人生旅程。

被看见，被选择，将带来更多的改

变。这也是记录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

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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