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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第 25 届世乒赛在当时的西德多特蒙德
举行。中国选手容国团连克强敌，收获男子单打冠
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此后，在
一个甲子的时间里，这个白色小球出现在城市、乡
村，乒乒乓乓的声音响彻中国。
而电视剧《夺金》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1959 年

的冬季，中国东北东风公社的一个山村，冰封的大江
上，一群孩子围着一座冰块垒砌的乒乓球台打球。刘
争光，这个颇具打球天分的农村小伙子，凭借自己独
特而又凌厉的“砍球”技术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此时，远处林梢上的大喇叭里，传来的正是容国团比
赛实况的播报……
《夺金》以“热血青年”刘争光的视角出发，生动

展现了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国球”崛起背后的燃
情岁月，记录了大时代背景下一群年轻人追求幸福
生活、努力为国奋斗的“乒乓芳华”。剧中，心怀乒乓
梦想的刘争光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选择进城打球，
此后，他通过长期不懈的刻苦努力一路打进了国家
队。虽说刘争光在中途曾无奈被迫离队，可他依旧坚
持训练，在乒乓队再次召唤的时候，他强忍着病痛在
国际赛场上为祖国争得荣誉。
没有生来就能夺冠的天才，只有千锤百炼而出

的强者。《夺金》的故事共有 38集，它从上世纪五十
年代一直延伸到本世纪初，完整呈现了中国乒乓球
运动的发展历史，成为了中国发展腾飞的一个缩影，
它从宏大的体育视角诠释“中国梦”，将几代中国人
的目光重新带回那个乒乓群雄并起的燃情岁月，让
每个国人都能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

中国人之所以对乒乓球运动有着特殊的情感，
除了全民参与和竞技水平国际领先等因素，还和

1970 年代著名的“乒乓外交”有关。它不仅仅打开了
中美交往的大门，还成为了中国通向世界的“钥匙”。
从此，“小球推动大球”传为美谈。
在《夺金》中，随着乒乓外交的展开，国家体委要

求国家队从各省市挑选运动员，备战第 32 届世乒
赛，争取拿下更多金牌。就是在这次挑选中，正在酱菜
厂劳动的刘争光和杜建华被选中，得以重返国家队，
让夺冠的故事有了丰富的后续发展。
“乒乓外交”，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外交史上

一系列重大事件，《夺金》 对此进行了饱满呈现。
1971 年，中国乒乓球队访问阿联酋、古巴、智利、加拿
大，并举办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剧中，南斯拉夫
著名女乒乓球手蒂亚娜前来参赛，却没有在选手中
看见前国家女队队员许茜。她多方打听，才得知许茜
已经退役、在金州体育学院上学。于是，蒂亚娜带着
老公弗兰克一同前往金州与老友重逢。十多年后，正
是在蒂亚娜的帮助下，许茜来到德国加入俱乐部，重
新开始了自己的乒乓生涯……《夺金》让我们看到，
爱国主义是传承在中国体育健儿基因中的鲜明标
签，这支队伍铸就辉煌，不论走到哪里，他们的心中始
终装着祖国。

1981 年，在第 36 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包揽了男
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7个冠军。“乒
乓精神”随之广为流传：那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
国争光的精神；是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实
干精神；是不屈不挠勤学苦练、不断钻研、不断创新的
精神；是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集体主义精神；
也是胜不骄、败不馁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

正如总导演张前所说：“乒乓球精神是当下中国
时代所需要的，《夺金》要把中国乒乓球这个魂体现
足了。”剧中，除了扣人心弦的赛场比拼，还细腻形象
地刻画了一代代乒乓球选手的热血拼搏、接续奋斗。
不论是刘争光、杜建华，还是许茜、孙浩宁，他们每天
苦练挥拍上千次，针对技术难点和自身弱点集体攻
关，为防止技战术僵化，在坚持主流打法的同时，积极
尝试创新，主动适应世界乒坛的变化趋势……球不落
地永不放弃，不问结果全力以赴，这就是对乒乓精神
最好的诠释。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完美展现国乒精神，《夺金》

还请来了超过 30 位世界冠军客串演出。在一场“元
老杯”比赛中，中国乒协前主席徐寅生、前国家队总
教练许绍发，以及郭跃华、梁戈亮、马文革、王俊、王
涛、刘伟等乒乓大咖悉数出现在了“赛场”上，为这部
大戏添砖加瓦，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向
上、朝气蓬勃的精气神。
爱国是情怀，奋斗是底色。总台央八把《夺金》特

别安排在国庆节前播出，在硬核呈现中国人拼搏样貌
的同时，也告诉观众，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
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
“国球”一次次“从零开始”，就是
追梦的中国人在驱动自己劈
波斩浪、扬帆前行，因为
梦想永远在路上。

展现乒乓健儿热血风采

央八新剧《夺金》
致敬“国球”历史

晨报记者 曾索狄

“人生能有几回搏”，“一切从零开始”，这些最能代表中国体育精神的口号体现了充满魄力的强者风范，它们都出自一个运动项目———
乒乓球。 一部向中国乒乓事业致敬的热血大剧《夺金》，近日在 CCTV-8 黄金强档热播。

电视剧《夺金》由《亮剑》的导演张前担任总导演，袁军、田勇联合执导，郑凯、张逗逗、夏星等人担任领衔主演。这部体育题材电视剧以乒
乓球运动在中国的 60 年发展为背景，讲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穷学生刘争光怀揣着乒乓梦想进城打球，通过不懈努力打进国家队、在
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的故事。它追溯乒乓历史、致敬体育英雄，以有血有肉、形象饱满的人物故事描摹我国老一辈乒乓球运动员独特的人生
历程。 “夺金”励志之外，还触发中国国民的集体记忆，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获得了“为冬奥凝魂聚气”“共筑中国梦”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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