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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国栋导演张国栋 //
与原著作者阿来一拍即合

《少年桑吉》改编自著名作家阿
来的文学作品《三只虫草》，《三只虫
草》是阿来创作的中篇小说，2016年
1月首次出版。电影《少年桑吉》从一
个孩子眼中的世界出发，讲述了藏
族少年桑吉为求知追寻《百科全
书》，以虫草为线索而展开的自我漂
流之旅。在这趟冒险旅途中，三只虫
草的奇幻漂流呈现出人间百态，孩
子的纯真在灰暗的俗世中，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

导演张国栋透露了拍摄《少年
桑吉》的起源，他表示，是在一次翻
朋友圈的过程当中突然看到了阿来
原著的一个片断，“是我一个朋友发
的朋友圈，我看了15分钟，我就感觉
这是我需要的故事，他讲的挖虫草
其实和我的经历很像，这个时候我
拿起电话打给阿来老师，结果我们
和阿来老师一拍即合，就有了这部
电影的开始。”

张国栋之前拍摄过藏族题材的
纪录片，这让阿来更加放心把作品
交给他，“我当时把纪录片给阿来老
师看了一下，他看完这个片子后说

‘你拿去拍吧，你想怎么拍就怎么
拍，我什么也不管了’，这样阿来老
师把《三只虫草》交到了我手里，我
带着团队大约拍了20多天，其中小
演员拍的大雪那场戏，实际上应该
是老天在帮忙，从早上4点一直下到
晚上7点，我们收工后雪就停了。”

电影中桑吉的扮演者十分抢
眼，得到不少观众好评，导演表示，

“当时那么多孩子，他的演技一下把
我抓住了，我就把他从雪山上带到
了成都，我们一起生活了15天，我就
带着他去看大象、看猴子，在表演上
没有给他任何的培训，也没有请专
业的老师，就是让他去动物园玩。”

导演透露，在拍摄过程当中，小
演员几乎都不需要讲戏，“我从来没
有把他单独叫到房间里讲这场戏该
怎么拍，特别是拍和校长闹的那场
戏，他说‘导演我能不能再来一场’，
他说‘我应该把书摔在地上，这样才
能表达我的气愤’。我感觉他像一个
天才一样，我认为这个小演员相当
于雪山给我们送来的一颗真正的虫

草，像一颗宝石一样，他是最亮的，
也是点亮了我们这部电影。”

编剧芦苇编剧芦苇 //
一些观众进电影院
不是去寻求感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创作了

《霸王别姬》《活着》等经典影片的著
名编剧芦苇，担任了《少年桑吉》的
艺术顾问，提及为何会加入到这部
小成本电影中，芦苇回答：“它的类
型决定了观众的数量，它不是商业
大片，而且这个电影其实也没有商
业大片的压力，因为投资非常少，拍
摄过程也非常节俭。其实我当时愿

意参加的原因是这个故事朴实无
华，这点非常打动我。”

活动现场，芦苇还提到目前中
国的电影市场现状，他表示：“大家
都知道中国电影目前存在一些非常
低俗的现象。中国电影因为过度娱
乐化和商业化导致它和真实的社会
生活已经有很大的距离，在进电影
院的时候，一些观众实际上不是去
寻求感动，而是在寻找娱乐，所以过
度娱乐化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芦
苇稍后提到了《少年桑吉》和一些娱
乐电影的不同之处，“这部电影的功
能就是雕刻时光，这个电影把藏族
的生活雕刻下来，把孩子的遭遇和
故事雕刻下来了，它也把藏族人民
今天的生活非常真实雕刻下来，这
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

当问及在创作过程中与导演张
国栋有没有分歧时，芦苇表示，“作
为创作来讲，任何时候都会有分歧，
其实我可能过于喜欢这个孩子，我
就希望他得到这本书。当然这是一
种一厢情愿的情感，我们觉得作为
纪实类型来讲，结局也是对的，并不

是每个人的梦想都会实现，并不是
说每个人的愿望都可以轻易实现。
这个孩子，我希望他长大以后会得
到这本书。”

张国栋也表示，芦苇是前辈，对
自己的帮助很大：“我们从纪录片开
始合作，接下来会合作三部片子，都
是芦苇老师作为艺术监制、剧本顾
问，其实芦苇老师一直在扶持我，培
养我，这个过程我们也会有一些争
执。芦苇老师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
动‘我们在创作上不要有一点马虎，
我们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放
过电影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这里
放松一点，那里放松一点，整个电影
就沦陷了’。和芦苇老师接触的10年
中，我认识电影，学习电影，到拍摄
电影。我认为电影人应该做电影人
应该做的事情，做电影从来不说假
话，我创作电影的时候，有可能会懈
怠，但是芦苇老师就像一根定海神
针。我今天的电影能有这个样子，是
芦苇老师一路栽培过来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
豪 发自上海

名字难念的亚洲最强前锋

在日本篮球历史上，也有过
NBA经历的球员，比如田卧勇太，但
跟日本首个效力于五大联赛的足球
运动员三浦知良一样，田卧勇太的
NBA经历也只是商业运作的产物，
在太阳队也仅仅打了4场比赛，场均
4.3分钟拿1.8分，命中率16.7%。但八
村塁则完全不同，做为一名日本和
贝宁的混血儿，八村塁从小就展现
出了出众的身体天赋，并成为日本
篮协重点培养的对象。

2014年的U17世界杯上，八村
塁场均砍下22.6分6.6篮板，是日本
篮球历史上首个在世界比赛中拿到
得分王的球员。2017年的U19世界
杯，八村塁场均砍下20.6分，位列得
分榜第二，场均还能抢下11个篮板，
位列篮板榜第三。同时，八村塁的场
均效率值高达23.7，位列所有球员
中第一位，帮助日本队获得了该项
赛事中最好的第十名的成绩。

八村塁身高2米03，在普遍身高
不足的日本男篮，他一度主打4号位。
但是在这个内线位置上，他的这个身
高对中国队很难产生威胁，于是转型
为三号位就成了必须要走的路。日本
篮协将其送到NCAA的强队冈萨加
大学，从大一的场均4.6分钟2.6分，到
大二赛季20.7分钟11.6分4.7篮板，到
本赛季，大三的八村塁在37场比赛里
全部首发亮相，场均30.2分钟，拿下
19.7分6.5篮板1.5助攻0.9篮板0.7助
攻，并有60.6%的两分命中率和41.7%
的三分命中率。本赛季结束后，八村

塁被评选为了朱利叶斯·欧文最佳小
前锋奖，与锡安、巴雷特等天之骄子
一同入选了最佳阵容。也就是说，八
村塁已经成为了同年龄段小前锋位
置上的佼佼者。

在八村塁的带领下，日本队在
亚洲赛场气势如虹，去年的世界杯
预选赛上，他们甚至击败了澳大利
亚队。在那场比赛中，八村塁砍下24
分，送给澳大利亚队“脱大入亚”以
来的首败。此后日本队更是斩获8连
胜，最终时隔12年拿到了篮球世界
杯的入场券。

在这些铁一般的数据映衬下，
不得不承认，八村塁目前是亚洲最
强前锋，没有之一。

弥补内线缺乏高度的弱点

日本男篮击败的那支澳大利亚
队，是德拉维多瓦，索恩·梅克等
NBA球员归队后的“完整版”澳大利
亚。在那之前不久，中国男篮刚好与
澳大利亚男篮进行过友谊赛，比赛

中曾被对手防得单节只拿4分，当时
德拉维多瓦，索恩·梅克还没归队；
当然，中国男篮也缺少易建联等主
力。但在澳大利亚队“脱大入亚”后，
中国男篮从未战胜过对手，这也是
不争的事实。

面对这样的强敌，日本队如果
光靠八村塁，显然也是不可能赢球
的，他们还拥有了包括前NBA球员、
身高2米13的费泽卡斯，本赛季效力
于灰熊队、身高2米06、场均11.7分钟
贡献2.6分2.1篮板0.5助攻的渡边雄
太。事实上，在周琦被火箭队裁掉
后，渡边雄太是亚洲唯一还在NBA
打球的球员。

熟悉日本篮球的球迷都应该知
道，过去日本男篮成绩不佳，很大原
因就在于内线缺乏高度，但在费泽
卡斯、渡边雄太和八村塁的加持下，
日本队的最大弱点被弥补了。与澳
大利亚的比赛，澳大利亚的球员就
被八村塁和费泽卡斯搞得非常头
痛，包夹八村塁的话，技术全面的费

泽卡斯在内线就如鱼得水；放八村
塁的话，又没有身高力量速度能跟
得上的外线球员去防守……而这
些，也都是未来中国队一样会面对
的问题。

“混血+归化”让日本篮球获益

中国足球迷都知道上世纪90年
代日本开启归化政策对于日本足球
的提高，事实上，受限于身体条件，
基本上同期开始的日本篮球归化运
动的力度更大，他们一度将目标盯
在身材高大的中国年轻球员身上。
最近10年来，分别有青岛心（魏新）、
张本天杰（张天杰）等一些中国篮球
运动员入籍日本，并代表日本队参
加比赛，但这些中国球员并非天赋
很出众，在日本也并没有打出名堂。

真正让日本篮球获益的，还是他
们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

“混血+归化”计划，这个引援计划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每年归化一批
外籍运动员来日本，让他们在日本定
居，比如费泽卡斯这种；第二部分就
是从有日本人血缘的混血儿中大量
挑选有天赋的，送往美国进行培训。

目前，日本各个国字号梯队和
学校都有混血球员助阵。日本B联赛
也规定，每个队都可以有一名混血球
员，而且不占用外援名额。另外，在
NCAA联赛中，诸如渡边飞勇等混血
球员已经被日本男篮所发掘，假以时
日，将对中国男篮带来更大的冲击。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男篮凭
借层出不穷的天才涌现，保持了在
NBA球员的数量和质量上，对于亚
洲对手的碾压。但随着周琦的被裁，
以及日本即将诞生乐透区新秀，下
赛季在NBA中代表亚洲篮球的，将
是日本球员！

2007年，易建联以首轮第6顺位
被雄鹿队选走，直到今天，他都还是
中国男篮当仁不让的“一哥”。

然而，中国篮球的下一个易建
联在哪里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根据著名作家阿来作品改编的《少年桑吉》昨日亮相
专访该片艺术顾问、著名编剧芦苇——

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
让电影与社会渐行渐远

昨日昨日，，根据茅盾文学奖得根据茅盾文学奖得
主阿来的中篇小说改编主阿来的中篇小说改编
的的《《少年桑吉少年桑吉》》亮相上海亮相上海
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导导
演张国栋演张国栋、、艺术顾问芦艺术顾问芦
苇苇、、监制焦雄屏等亮相活监制焦雄屏等亮相活
动现场动现场，，在接受成都商在接受成都商
报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时时，，几位主创透露了影片几位主创透露了影片
拍摄幕后故事拍摄幕后故事。。

日本黑人前锋参加本周五NBA选秀

亚洲篮坛未来第一人？
NBA总决赛硝烟尚未散

尽，人们的注意力却很快就不
在总冠军身上了。北京时间本
周五早上，2019年NBA选秀
大会将在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
场举行。长久以来，亚洲篮球与
NBA选秀大会的联系，似乎就
只有哪位中国球员被选中了。

事实上，除了哈达迪和河
升镇等寥寥数人之外，在亚洲
范围内参加NBA选秀这种“高
大上”的事情，向来都是被中国
球员所垄断的，而选秀大会乐
透区（指首轮1-14位），更是只
有中国球员（姚明和易建联）做
到过。

根据目前美国媒体的集中
报道，来自日本的混血前锋八
村塁（lei），已经基本被锁定了
乐透区的资格，有望在第10顺
位前后被NBA球队选走。如果
不出意外，那么八村塁将成为
继姚明和易建联之后，第三位
来自亚洲的乐透球员。

而八村塁，只是日本篮球
近年来大力推行“混血+归化”
政策的成果之一，在去年的世
界杯预选赛击败强大的澳大利
亚队之后，日本篮球已经向全
世界展示出他们强劲的肌肉，
未来或将取代伊朗和韩国（不
算“脱大入亚”的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成为中国在亚洲范围内
的最大对手。

6月13日，聚焦当代陪读家庭亲
子关系的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
（以下简称《去留学》）在东方卫视播
出。这也是孙红雷联手金牌导演姚晓
峰，阔别三年后重回小荧屏的作品，试
图探索“中国式亲子关系”。

著名导演姚晓峰，曾执导过《大丈
夫》、《小丈夫》、《虎妈猫爸》等作品，题
材始终面向现实生活，讲述现代人的
婚姻、情感、教育等。《去留学》则对准
了三组家庭在国外陪读过程中的酸甜
苦辣。开播至今，有观众认为这部剧直
面陪读家庭的心酸，有一定现实意义。
不过，也有观众认为，这部剧喜剧性太
强，和现实相比有不少不合情理之处，
广告植入过于明显。

昨日，姚晓峰接受了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一一解答。在姚晓
峰看来，这么多年拍都市生活剧是因
为自己就生活在都市，也面临着生活
上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解答一些我
自己的人生问题，探索一些我们大家
都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对于广告植
入的问题，姚晓峰也有些无奈，“我认
为现在广告植入的编剧水平比较弱，
所以我的处理方式是在他们植入剧本
的基础上又做一次二度创作。尽量让
这些广告不留痕迹。”

定位是喜剧

《去留学》中孙红雷饰演的爸爸黄
成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长，在陪
读过程中对已经 18 岁的孩子无微不
至，也和儿子黄小栋（曾舜晞饰）摩擦
不断。虽然是一部探讨教育的作品，但
孙红雷在剧中的表演选择了喜剧路
线，黄成栋就是一个活宝，比如一开始
被拒签后在签证官面前边比边划唱

《鸿雁》；和儿子推着行李箱，一路气喘
吁吁追汽车。虽然笑点密集，但也有观
众质疑，认为不少细节与现实不符，近
乎于闹剧。

“这部戏定位就是一个喜剧，孙红
雷很少接这种类型的喜剧，他在把握
人物的时候是极其敏锐和准确的。”姚
晓峰解释，前面的部分比较嘻哈，希望
用轻松愉快的方式进入，慢慢深入人
的内心世界，再探索家庭问题、社会问
题，越到后面其实越凝重，那么这个时
候需要演员有张力的。

拍戏也有难处

从目前播出情况来看，有观众认为
前几集感觉有些突兀，比如第一集中辛
芷蕾当后妈连铺垫都没有，亲爹一句话
没和女儿交代就回国了，剩下女儿和后
妈吵吵闹闹。还有不少质疑集中在广告
植入。如第一集中，陪读家长和孩子乘
坐巴士离开机场，谁知遭遇车祸，随即
引出一个叫车服务的植入。

“前面会感觉到一些突兀，因为
有剪辑的问题，还有节奏的问题。”
姚晓峰坦言，至于广受质疑的广告
植入问题，姚晓峰大倒苦水，拍戏也
有拍戏的难处，“为什么没有完全排
斥？因为现在生活中离不开这些商
品和产品，要有机融入到我们的情
节里就可以。我不喜欢这种硬推式
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希
望大家能够明白，也希望大家能够
理解，在我的片子里面不至于让大
家那么反感，我只能做到这些。”姚
晓峰称，自己作为导演一直贯彻不
影响戏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配合，这
个宗旨一直坚持到今天，“我认为现
在广告植入的编剧水平比较弱，所
以我的处理方式是在他们植入剧本
的基础上又做一次二度创作。尽量
让这些广告不留痕迹。”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留学

虽然自己的孩子选择了留学，但
姚晓峰认为，拍这部剧的初衷其实是
让中国的家长对留学热保持冷静，

“并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是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留学？每个家
庭是不是都适合送孩子出去？我觉得
这是仁者见仁的事情，而不是随大流
的事情。”

在姚晓峰看来，好的父母应该在
关键的时刻对孩子有一些观念的指
引，孩子是需要有人生导师的，父母
应该成为孩子的第一人生导师，第二
才是老师。“我觉得家庭教育是不可
缺失的，要把握一个度，特别是在青
春期。我这个片子所表达的另外一个
主题，就是关于父母的成长。父母在
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应该给孩子有一
个榜样的作用，在教育孩子成长过程
中自己也是得到了第二次的学习机
会，自己都做不到，还要把自己实现
不了的愿望全部加到孩子身上，孩子
也会反弹，他会说‘你自己都不行，凭
什么要求我’，那么你要是自己做成
功了，那么孩子是不是就可以以你为
榜样，追着你，然后再超过你，这样是
不是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带着爸爸去留学》热播

广告植入太硬？

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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