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谢赟

更多的是让人看到希望看到光芒
■ 许慧晶

纪录片《棒！少年》讲述了一群困境少年在传奇教练的带领下，从零开始学习打棒球，直至赴美
参加世界级棒球比赛的真实故事。不久前，导演许慧晶在“一席”演讲上讲述了该片的拍摄经历及
幕后故事，他希望这些孩子能够被认同，希望体育运动能够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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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音话
随申码是如何诞生的

演讲听三个男人和一群男孩

2017年 10月，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
爱心棒球基地（强棒天使队）。当时，基地位于
北京昌平区市郊，有 15个 7到 12?的男孩在
训练，他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贫困家庭，有的
是孤儿，有的是留守儿童。

爱心棒球基地是由孙岭峰教练于 2015年
创办的。2008年，他曾带领国家队参加奥运会，

取得了第四名的佳绩，那是中国棒球一次历史
性的突破。

球队的训练主要由孙岭峰的老师张锦新
负责，孩子们都叫他“师爷”。师爷曾是丰台棒
球学校的校长，从事棒球培训 40多年，他带领
中国少年棒球队获得过 4次世界冠军，中国国
家棒球队近 50%的队员都受过他的启蒙或训
练。师爷今年 72?了，年轻时的一次意外导致
他的膝盖半月板撕裂， 从此不能正常下蹲，每
天晚上都要做理疗。

队员们每天上午在基地附近的打工子弟
学校上学，下午在基地训练。他们的学习和日
常管理由郭忠健老师负责。郭忠健毕业于清华
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是清华大学棒垒球协会会
长。他是一名志愿者，不拿工资，只想做点事，

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这三个男人就是队员们得以健康成长的
基石。师爷像家里的爷爷，孙岭峰像爸爸，郭忠
健则更像妈妈，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爱心棒球
基地就是一个大家庭。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基地的时候，孙岭峰在场边给
我介绍每个孩子的背景。当知道每个孩子都有
一个悲伤的童年时，我没办法把他们与眼前这
群朝气、阳光的孩子画等号。

中场休息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围着教练
在玩耍，有一个叫小双的孩子则独自静静地坐
在休息区的破沙发里， 玩着一个黄色的小恐
龙。他的眼神非常忧郁，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一
下子吸引了我。

第二天，我们就用纯纪实的方式，开始了
正式拍摄。

小双是球队的主力投手。他有一个双胞胎
哥哥，但他并不知道哥哥在哪里。小双的爸爸
在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妈
妈在哥俩出生几天后不知去向。小双刚出生的
时候非常瘦小， 在保温箱里待了好几个月。亲
人迫于经济压力想把小双送人，但人家看他长
得太小了，就把哥哥领养走了。

小双最初由大伯抚养，大伯去世后由姑姑
接着抚养，但姑姑没几年也去世了，他的二伯
收留了他。在小双的心目中，二伯是他在世的
唯一的亲人。 所以 2015年孙教练去接小双的
时候，他哭闹着不愿离开，因为他怕二伯也不
要他了。

除了小双外，还有几个孩子的故事也很打
动我。

队长大宝当时已经快 12?了， 他的球技
非常好，防守的时候主要打接手位置。大宝曾
带领球队参加日本的一个国际性比赛，获得了
亚洲区冠军。大宝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他妈
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他。

李海鑫是球队里年纪最小的，人称“李混
混”，他天真可爱，情商极高，是师爷的开心果。

李海鑫的爸爸因为一次意外身受重伤，卧床多
年，但他从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残疾人，出院
之后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 维持一家人的生
计。 他爸爸不希望儿子长大后和自己一样，他
希望李海鑫能够通过一技之长摆脱命运的轮
回。

李晓博是一垒手，非常帅气，性格也很好，

小朋友都喜欢跟他玩。晓博从没见过自己的妈
妈，5?的时候爸爸在他身边去世了，他一直由
姑姑抚养长大。爸爸骑着自行车带他去兜风的
情景，是晓博心底里最美好的回忆。

赵剑是球队的主力游击手，来自张家口的
牧区。赵剑和妹妹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好
景不长，妈妈因吸毒去世，爸爸因贩毒在监狱
服刑，兄妹二人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这个群体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规则和秩
序，孩子们的过往会让你揪心难过，但这都是
他们的过去。

新队员把所有人都串联起来

一开始我们按照群像的方式拍摄，但是我
总觉得心里没底。

庆幸的是，第二次拍摄时，队里来了两个
新队员，其中一个就是影片的主要人物———马
虎。

马虎刚到一两天， 就把基地搞得鸡飞狗
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他一会儿跟小双掐起
来了，一会儿跟大宝抢手套打起来了，一会儿
把李海鑫弄哭又被群起攻击。一天下来事情没
完没了，搞得师爷都无语。

有些“匪气”的马虎身体素质非常好，他会
倒立，会翻跟头，能歌善舞，快手神曲《摩托摇》

是他的最爱。

马虎是郭忠健从宁夏接来的。当时郭忠健
是想找 8到 10?的孩子， 马虎的年龄有点偏

大，但是原先约定的孩子都反悔了，只剩下马
虎和另外一个小朋友苏泽龙。苏泽龙身体素质
比较差，还有些自闭。无奈之下，郭老师只好接
他们回到基地。

马虎的出现， 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件好事。

他就像一根树干把所有人都串联起来，球队原
有的规则和秩序被打破了，矛盾冲突、故事线
索逐渐涌现，让整个故事变得丰满起来。

其实，马虎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可能
在原先的环境里自由散漫惯了，到了一个严格
遵守纪律的环境，他有些不适应。而且，原来古
惑仔式的习性使他在基地里也想当老大。马虎
对老大的理解挺有意思的，他觉得当老大就是
所有小朋友都听他的指挥，他可以带着小朋友
玩，可以保护他们。

马虎的爸爸靠卖羊肉串为生，他妈妈在他
3个月大的时候离家出走了。 马虎有一次跟我
讲他印象最深的事。他说，有一年爸爸外出了
很久，突然带了一个女人和小弟弟回来。第二
天，爸爸骑着摩托车载着二人出去玩、吃烧烤，

自己在家里饿了一天。爸爸回来后说下次带他
去，他伤心地说，自己再也不去了。后来这个女
人趁着他爸爸外出打工， 带着小弟弟离开了。

当时他奶奶远在新疆的姑姑家，他在家里饿了
3天，奶奶回来后才吃上饱饭。

刚到基地的时候，马虎每次吃饭都把肚子
吃得鼓鼓的，他一次能吃 3 大碗米饭，有时候
还会把自己吃到吐为止。

第三次拍摄的时候，教练们带着队员到中
山冬训。马虎依然是麻烦不断，但他身上脆弱
和柔软的一面慢慢浮现出来。

有一次，他在宿舍走廊里和小朋友打闹，

因为和他同宿舍的小朋友都不想和他一起
睡，他想叫人家回去，人家都不愿意回去。马
虎其实非常怕黑，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也不
敢出去走动， 他经常用安全带把自己绑起来
睡觉。

教育小孩是不能急的

球队到中山后打了一场教学比赛，孩子们
的表现都非常好。我们的拍摄越来越集中在马
虎、小双、大宝、李海鑫 4 个人身上，人物关系
和故事结构也逐渐清晰起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把这个纪录
片拍成一个励志故事。可能很多人会说，励志
故事会落入俗套，没什么新意，但我就是这样
想的。我非常期待孩子们能有所成就，希望他
们被认同， 希望棒球能够真正改变他们的命
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和教练们都有点干着
急。

我们期待马虎能早日走上正轨，完成在赛
场上打出一棒的愿望，成为真正的“老大”，但
他总是说的比做的好，控制不住自己，也不服
管教。

我们也特别希望小双能战胜自己脆弱的
性格，成为一名优秀的投手，但他平时总是动
不动就闹情绪、哭鼻子。

我们也期待李海鑫能早日变得成熟一点，

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但他每天都很贪玩，

听说他一下午抓了 100多只蜗牛，全部排成一
排。

但师爷说，教育小孩是不能急的，否则会
适得其反。 他给我讲了他 40多年来总结的一
个经验，那就是教育孩子一定要一件事情一盯
到底，孩子在一段时间内就会发生一些改变。

孩子们好像真的长大了

去美国比赛之前，基地面临拆迁，孩子们
非常失落。师爷安慰他们说，去美国好好比赛，

拿一个名次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虽然是安慰，

但孩子们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教练和队员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
了地球的另一端。刚到美国的时候，大家都非
常兴奋，孩子们对很多事情都感到新奇。他们
第一次接触到了棒球文化，第一次看到了美国
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比赛，马虎和小双都有点看
傻了。

马虎的球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他
在比赛的时候仍然没办法打到球，每次都被教
练笑话。这时的马虎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莽撞
的少年了，他真正热爱上了棒球，想为球队做
出自己的贡献。

比赛正式开始了，因为队长大宝、马虎和
其他几个队员都超龄了，胳膊受伤的小双成了
绝对的主力。在和往届 U10冠军芝加哥队的比
赛中，孩子们前三局的表现都非常好，一直以
1 0的比分领先。到第四局的时候，因为小双的
一个投球失误， 导致对方连续回本垒得分，带
伤咬牙坚持的小双和队员们虽然都拼尽了全
力，但还是输掉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小双非常痛苦，他坐在地上
哭得站不起来。 马虎用各种方式安慰小双，但
都没什么用，他就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在那
一刻你会发现，孩子们好像真的长大了。

当时，我们也是一边哭一边拍摄。我记得
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在现场哭过两次，都
和小双有关。另一次是他在宿舍里讲述自己身
世的时候，我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没办法，有
些事就是会触动你。在后期剪辑时，我也是经
常看着看着就哭了，以前从没有这样过。

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后期剪
辑。大约半年后，我突然听说小双从基地偷跑
回了老家，孙岭峰去接他回基地，小双不愿意
回来，还和二伯大吵了一架。

我们问教练：小双为什么回去？教练说是
因为二伯得了胃癌，小双想回去照顾他。我也
问过小双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秘密，不能
讲。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开始了后期工作。我
一直很想知道，小双到底需要什么，离开球队
对小双意味着什么。

让人看到希望，

看到人性的光芒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很多
原定的其他项目被搁置，我基本上处于无事可
干的状态。回归家庭以后，我突然从我儿子身
上理解了一些事情。

我儿子快 6?了， 过去因为我工作忙碌、

经常出差，我和儿子相处的时间很少，我从来
没有给他洗过澡，也没有送他去上过学。这次
由于疫情，孩子每天都在家里待着。我爱人是
画家，需要时间来创作，于是我们轮流照顾孩
子。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和儿子的关系发生
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会给孩子洗澡了，也会
和他一起玩，我真正有了做父亲的感觉。

我突然明白，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亲情的陪
伴。马虎和小双，他们问题的根源正是在于亲
情的缺失造成了极度的不安全感。小双从小经
历了太多的变故，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亲情
是他内心最需要的。所以，在他的心底里，他的
二伯以及他们的家， 甚至山上的那块巨石、村
头的那棵大树，都是他的精神支柱，那是属于
他的世界。我相信有一天小双还会再次走出大
山，他会有所成就，因为他有足够的善良。

最后剪辑的半年时间里，我感觉自己也有
了真正的成长，对片中的人物和素材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 就像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所说：

“你带来一个鸡蛋的故事， 只是大家都能看到
的事实； 但你带来一个破壳而出的鸡的故事，

这就是关于生命的故事。”

我们特别希望影片能给孩子们带来正面
的影响，希望孩子们将来可以打专业队，可以
进体育院校成为一名大学生，可以成为一名优
秀的教练，拥有改变命运的能力。我们也希望
孩子们长大以后看到这部影片，能够为自己儿
时的经历感到自豪， 当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这部影片能给他们带来力量。

《棒！少年》也让我对纪录片有了新的认
识。之前，我一直在思考：纪录片到底能做什
么？对拍摄对象到底有何意义？我们是否能够
真正帮助一些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不
明白这些事情。拍摄《棒！少年》之后，我终于明
白，纪录片除了要呈现问题，更多的是要让人
看到希望，看到人性的光芒。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不久前， 在由徐汇区虹梅街道
党工委和 TELL 公众演讲会合作举
办的 TELL+DREAM 主题演讲活动
中，上海德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谢 讲述了随申码的故事。

我们公司主要的工作是大数据技术的
研发和应用， 也就是把大量的多元数据、多
维数据聚合起来， 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挖掘，

再得出新的结论。

今天，大数据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在淘宝上买东西，

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精准推送，这些都来自大
数据技术。

大数据技术来源于欧美，所以我们理所
当然地认为，欧美是数据强国。2019年，我们
到欧洲走访了德国和荷兰的若干城市，并举
办了多次招聘会，我们希望在欧洲招募到一
些技术大咖，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发展，提升
我们的大数据技术水平。 但是非常遗憾，一
个人也没有招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欧洲
有一部有关通用数据的保护条例，这部条例
禁止在欧洲大规模地收集数据。 没有数据，

怎么进行大数据的研究呢？

在我看来，我国在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
方面有三大优势。第一，随着新基建的进一
步发展，我们在全国各地布局了大量的服务
器和传感器设备， 这些设备产生的数据在
5G技术的迭代下， 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大数
据。第二，我们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上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很高，我们也
就成了每天产生数据量最大的国家。 第三，

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多元的，既有一线超
级城市，也有欠发达地区，不同的人群有不
同的需求，这使得我们国家的数据应用场景
非常丰富。在美国，一家亚马逊公司基本上
满足了所有人对电商的需求； 而在中国，有
淘宝、天猫、京东……它们都在为不同的人
群提供不同的服务，产生不同的价值。

然而， 数据大国并不等于数据强国，你
必须有能力把这些数据有效地利用起来、产
生新的价值才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发展目
标。

我们从欧洲回来后不到半年，新冠肺炎
疫情就暴发了。我们公司作为上海市大数据
中心的数据服务商，在 2020年 2月 10日这
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求我们在
一周之内上线“随申码”，通过它对所有人的
防疫风险进行分析。

当时，我的内心非常复杂，因为我们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第一个压力是任务紧。一周时
间就要完成，而且所有的数据必须“零差错”，

因为一旦失误，将导致疫情扩散，这是我们承
担不起的责任。第二个压力是人手紧。当时我
们公司有 20多位湖北籍的同事被困在当地，

不能回来上班。与此同时，我们的很多小伙伴
已经在抗疫前线奋战多时， 比如在上海公安
系统进行数据分析的同事， 从大年三十之前
就开始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这种情
况下，能否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

正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时候，我们
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医务工作者
都逆行前往武汉，这种奋不顾身的勇气激发
起了我们的斗志。那些滞留在湖北的同事们
纷纷请缨，表示要远程工作，投入这场战斗
中来。 有一位小伙伴没有带电脑回老家，他
特地向周围人借了一台电脑，做好了工作的
准备。他们的举动让我非常感动。

于是，我们立刻向上海市大数据中心表
达了我们一定能把随申码这件事情做好的决
心。 我们全公司动员起来， 能远程的远程工
作，能现场的现场工作，能做什么事情就做什
么事，所有人都参与到随申码的开发工作中。

除了随申码以外， 我们还利用公开数
据， 制作了一个 AI疫情监控预测大数据平
台。为什么要做这个大数据平台？因为我们
发现，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对疫情充满恐
惧，对未来感到不知所措。如果我们能够通
过大数据让大家减少一些焦虑、提振一些信
心，那么再忙再累也是值得的。

那时候，对随申码红、黄、绿码的计算，要
到每天早上 5点才能完成。所以，我每天早上
5点要准时与随申码团队沟通工作进展，核
对数据。紧接着，又投入 AI疫情监控预测大
数据平台的开发中，不断进行调整，然后到晚
上 11点钟，再把预测的结果通过公众号发到
朋友圈，让更多人使用和关注。从早上 5点工
作到晚上 11点，每天都是如此。

至 2020年 2月下旬， 随申码的有效运
行、点击过亿次，没有出现差错。同时，我们预
测出 2月 20日是中国疫情的拐点，这个准确
的预测让我们兴奋不已。 接着， 我们还为上
海、江苏等省市做了经济分析预测、复工复产
预测以及医疗物资的 AI 预测。2020 年 10

月， 我们有幸荣获了上海市抗疫先进集体的
荣誉称号，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褒奖。

经此一役，我们让世界看到了大数据的
价值，也让我们更加相信大数据的未来。

“最新的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比此前的预测有所下降，今年全球经济前
景仍然‘高度不确定’。与此同时，中国在
全球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明显的引擎作用，

将在投资、 外贸等方面引领全球经济恢
复。中国高质量的增长对于全球经济的恢
复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后
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走向”论坛上，世界
银行代理副行长阿伊汗·高斯在线解读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时这样表示。

“理解乡村振兴，除了要加快乡村发展
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充
分发挥好乡村自己独有的功能。 乡村的功
能和城市的功能不一样。 城市的功能更多
体现在要素的集聚和融合的基础上去推进
各种各样的创新。 乡村的功能则在很大的
程度上体现在守护和传承国家乃至民族生
存和发展的根脉，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
夯实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

———由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主办的北京大学 2020年乡村振兴论坛近
日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锡文在演讲中这样表示。

“科技向善的一个重要意义， 是思考
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技术系统，以及如何
与自然、与自身和谐共处。在这个过程中，

科技应该像爬山一样，帮助人不断看到更
加开阔的远方， 看到更加美丽的风景，而
不是让人故步自封，陷在信息的茧房里。”

———在不久前召开的腾讯“科技向善
暨数字未来大会 2021”上，科幻作家陈楸
帆这样谈“科技向善”。

“我的所有作品根本上就是在写人。

我一直觉得故事好不好看，先得看故事里
的人物能不能立得住。我在做金鸡奖评委
会主席时就讲，无论票房多少、故事多曲
折，最根本的还是要在艺术长河中，留下
那些鲜活的、挥之不去的人物，那些栩栩
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所以，写小人
物的命运是我始终秉承的创作理念。”

———近日，尹力导演的新片《没有过
不去的年》在全国公映。尹力在接受采访
时这样谈自己的电影创作观。

许慧晶
（图片由 “一
席”演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