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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岡仁波齊》熱映後

走進素人演員的幕後生活
岡仁波齊是什麼？
岡仁波齊是什麼
？—藏傳佛教四大神山之一
藏傳佛教四大神山之一，
，張楊導演的電影公映後
張楊導演的電影公映後，
，這個問題的答案豐富起來
這個問題的答案豐富起來，
，它是一座神山
它是一座神山、
、一部電
影、一個信仰
一個信仰、
、一種精神
一種精神。
。今年六月下旬
今年六月下旬，
，電影
電影《
《岡仁波齊
岡仁波齊》
》在內地公映
在內地公映，
，收穫一億票房的同時
收穫一億票房的同時，
，更是口碑爆棚
更是口碑爆棚，
，有一群人的
命運也隨着電影起了或多或少的變化，
命運也隨着電影起了或多或少的變化
，他們
他們，
，就是電影
就是電影《
《岡仁波齊
岡仁波齊》
》中的素人演員們
中的素人演員們。
。

■《岡仁波
齊》的演員
們現在經常
受邀出席當
地舉辦的許
多活動。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 電影
電影《
《 岡仁波
齊 》 演員們的家
鄉：普拉村
普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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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電影《
《岡仁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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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照
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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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形式的電影，講述了普拉村 11 名村
民前往拉薩以及神山岡仁波齊朝聖的全過
程，其中主演全部都是西藏昌都市芒康縣
普拉村的藏族村民。電影在內地公映兩個
月後，記者在他們的家鄉見到了他們。此
時的他們，臉上依舊保持着平靜、樸實、
純淨的笑，當然，電影的拍攝和上映，也
給他們帶來了一些不同，不同的人，對生
活也有了不同的期望。

平靜的「明星」生活
電影中朝聖隊伍中的掌舵人尼瑪扎堆，
也是此次前往岡仁波齊朝聖的發起人，他
的父親在 2014 年春節前去世了，老人一生
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去朝聖，卻最終未能
如願。尼瑪扎堆決定帶着父親的心願踏上
朝聖之路，同時他還帶上了擔心自己也沒
法實現心願的72歲的叔叔楊培。
尼瑪扎堆在普拉村裡是一名木匠，在人
群中十分顯眼，高挑的個子以及他一慣看
起來嚴肅的表情，在他身上確實讓人感到
康巴漢子的「氣場」。電影過後的日子，
對他來說，多了許多外面來的「粉絲」，
當然他並不明白「粉絲」是什麼意思，因
為至今他仍聽不懂也不會說漢語，他只是
知道，他去到別的地方，很多不認識的人
都會要和他合影，甚至有些人專門去他們
的村子看他們，和他們合影。尼瑪扎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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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在雲南麗
江旅遊。
江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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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措旺堆和自己的
江措旺堆和自己的「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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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
在一起。
。
來不拒絕「粉絲們」的合影要求，面對鏡
頭依舊沉穩淡定，不苟言笑，有時他也會
拿出自己的手機，讓人們拍下他和「粉
絲」的照片。
在普拉村裡，尼瑪扎堆現在依舊還是做
木匠的活，他通過翻譯告訴我們，自己手
藝還不錯，村裡很多活都會找他做。

長大了的孩子
電影《岡仁波齊》裡，有兩個最主要的
孩子，一個是還在母親腹中就隨隊伍踏上
朝聖之路，並在途中出生的丁孜登達，電
影中真實地記錄了寶寶出生的全過程，因
此，丁孜登達恐怕也成為了電影史上年齡
最小的演員，因為他的出生，朝聖隊伍的
人數也增加到了12人。
現在丁孜登達已經是一名三歲的小男
孩，母親次仁曲珍、父親色巴江措現在又
為丁孜登達生下了一個小妹妹。
次仁曲珍是懷着八個月身孕上路的，寶
寶的出生是在離出發地 160 多公里以外的
左貢縣。在徵得次仁曲珍和丈夫的同意
下，電影鏡頭真實地記錄了孩子出生的全
過程。新生命的誕生並沒有伴隨母親歇斯
底里的叫喊，而只有母親的汗水、眼淚、
掙扎，伴隨着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新生命
的誕生如此神聖得令人感動。此後，丁孜
登達在拖拉機上一路前行，而母親只在休
息了九天之後，就回到了磕長頭的隊伍
中，只有當孩子啼哭時，才回到車裡給孩

子餵奶。小小的嬰兒在車裡還遇到了一次
車禍，幸好沒有受傷。但後來演員們說車
禍只是電影設計的一個橋段，並沒有真正
遇到危險。
另一名孩子是當年只有九歲的扎西措姆
（扎扎），導演在當地學校裡找到了她。導
演組找到她家時，一家人正在困境中掙扎：
兩年前，家裡蓋新房，在運送木料的途中出
了車禍，造成兩死一傷，他們不僅賣掉汽車
和犛牛，還欠下了20多萬元的債務。這次他
們有了去岡仁波齊朝聖的機會。
隨大人們去朝聖，小小年紀的扎扎和其
他人並沒有什麼不同。雖然第一次磕長
頭，扎扎每天都渾身酸疼，觀眾們在電影
裡看到的卻只有小女孩堅強虔誠的眼神和
身影。
還在讀書的扎扎普通話講得不錯，也很
喜歡與人交流，她記得電影上映時，劇組
帶她去了廣州，「好多人圍着我拍照，問
我想不想去廣州，可是我想回來家鄉，奶
奶年紀大了，我要照顧她。」她還說，
「電影裡都沒有化妝，現在看電影裡的自
己都不好意思」，不過她卻堅定地認為，
電影裡演的最好的是自己。
電影拍完之後，「明星夢」進入了小女
孩的心裡，她說她現在的夢想就是當演
員，再拍電影。
扎扎的父親朝聖回來之後，也走出了此
前家庭的困境，他告訴我們，現在他們家
重新進行了裝修，扎扎還多了個弟弟，他
堅定支持孩子想當演員的夢想。現在，他
時常會在微信朋友圈裡發一些父女倆外出
的照片。

朝聖歸來不再殺生
電影裡每每宰完牛就喝醉的屠夫的原
型，是江措旺堆，真實生活中的他並不是
專業的屠夫，他告訴我們，由於天生腳就

龍泉青瓷跨越二十年
陶藝家黃美莉述承傳
龍泉青瓷的名字，對港人來說難免陌生，
但對陶藝家黃美莉來說，那渾樸的造型和雅
致的內韻令她傾慕不已，為了親炙龍泉青瓷
的風采，她早在 1996 年前便毅然踏上了尋
藝的旅程。樂在其中 20 年，如今，她選在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覽廳開青瓷個展，望藉
着展覽和「龍泉窯談古論今」的公眾講座，
使陶友和港人更了解浙江龍泉青瓷的面貌和
發展，展覽由即日起至15日。
龍泉青瓷自宋代以來，就以薄胎厚釉，質
如玉，明如鏡，聲如磬，享負盛名。此次展
覽名為「承傳——龍泉跨越二十年」，展出
黃美莉青瓷作品 60 逾組，「哥窯」、「弟
窯」、「粉青」、「梅子青」、「紫口」、
「鐵足」、「開片」、「冰裂」等不再只是
典籍上的名詞，而是成為她創作作品的一部
分，呈現在觀眾眼前。

龍泉探索青瓷藝術
早在 20 年前，一向受西方陶藝教育的黃
美莉機緣巧合下偶遇青瓷，毅然踏上尋藝的
旅程。當年的龍泉交通不便，但舟車勞頓也
無減她的興致，每每一去就逗留數星期。從
探訪當地學院教授，參觀古窯場，搜集古瓷
殘片，研究古代龍泉青瓷的形制、釉藥，到
向當地製瓷工匠學習各類型的傳統技術，她
孜孜不倦，也為當地陶工引進西方陶藝技
巧，希望在傳統基礎上帶來突破。 20 年

有些殘疾，在村子裡他會接送村裡的孩子
們上學放學，而殺牛，只是在自己家有需
要的時候他才會這麼做。儘管如此，他內
心還是充滿了罪惡感，電影的拍攝給了他
去朝聖贖罪的機會。於是，他克服先天的
腳部殘疾和高血壓，義無反顧地加入了磕
長頭的隊伍，並且堅持完成了心願。
「回來之後，你的生活有改變嗎？」記
者問他。
「回來之後我再也不殺生了。」江措旺
堆用藏語回答，比起電影裡出發前充滿愧
疚的眼神，江措旺堆此時的眼神充滿對生
靈的敬畏。
電影的上映，在內地掀起了一陣熱潮，
演員們卻在這股熱潮的背後繼續着他們的
生活：年邁的楊培完成了自己的心願，仍
然在家鄉的山上放羊；達瓦扎西又離開村
莊，外出打工去了；扎西措姆和丁孜登達
迎來了弟弟妹妹；調皮的斯朗卓嘎還是不
會說漢話，笑起來還是那麼純潔美麗……

間，她追慕千峰翠色依舊，承傳的心志也一
如既往。她運用當地的瓷土、技巧、釉藥以
及燒成方法，製作了大大小小的傳統實用性
器皿，也塑造出一系列現代藝術性創新作
品。
據她介紹，龍泉青瓷鼎盛於南宋，清代曾
衰落，上世紀 60 年代再次興起，「雖然龍
泉以青瓷和寶劍聞名，但當年龍泉山區地方
閉塞、交通不便，作為非遺的龍泉青瓷傳統
燒製技藝多是家人和師徒相傳，傳承過程相
對排外。而近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龍泉青瓷
除了傳統的拜師學藝之外，還開辦了青瓷專
業學校普及知識。當然，幾年的學校學習遠
遠不夠，龍泉青瓷還是要學一世的。」她表
示，因為青瓷「質如玉，明如鏡」的美好外
形，年輕人的花樽、茶具等作品因價錢相宜
而在市場上廣受歡迎，良好的經濟效益吸引
了更多的當地年輕人加入，成為一個良性的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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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莉在工作室既創作也教學
黃美莉在工作室既創作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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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岡仁波齊》拍攝歷經了一年時
間，行程超過 2,500 多公里，劇組此次
非常的幸運，只在普拉村就找齊了預設
的角色：一個 70、80 歲的老人、一個
孕婦、一個屠夫、一個 7、8 歲的孩子
和他的父母、一個 16、17 歲青春期的
小伙子，一個 50 來歲的中年人，成熟
穩健的隊伍掌舵者。而於這些村民來
說，他們的幸運在於有了前往心目中的
神山朝聖的機會。不過也正因為如此，
影片在上映後，也有觀眾對於 11 人此
行究竟是真正的朝聖？還是演出來的電
影情節？產生了興趣和討論。且看演員
們是怎麼說。
尼瑪扎堆說，一開始的時候，面對鏡頭大家
都有些害羞和尷尬，有些地方還來回重拍過幾
次。後來慢慢就好了，因為心裡想着去朝聖，
而朝聖的心是演不出來的。
扎扎不喜歡看電影裡的自己，她覺得太醜
了，同時也坦言，一路上很辛苦。但是我們回
看電影裡扎扎的表現，一次一次的俯身、磕長
頭眼神都是那麼堅定。
由於先天殘疾和生病，江措旺堆家庭情況並
不好，所以對於此次能前往岡仁波齊朝聖，他
內心充滿了感激，朝聖歸來不再殺生便是他對
於信仰的敬重。
當然，電影裡也有設計出來的情節：電影
中，尼瑪扎堆的叔叔楊培在朝聖途中去世，並
且進行了天葬，就是設計出來的。現實中，楊
培朝聖回來後，依舊過着和原先一樣的生活。
於創作方和劇組而言，《岡仁波齊》取得了
票房的成功和良好的口碑；於這些演員而言，
他們完成了前往神山朝聖的夙願，儘管他們中
甚至有人至今還沒有看過完整的電影，但正如
尼瑪扎堆所講：「這本來就是我們的朝聖之
路，朝聖之心是演不出來的。」也正如那句貫
穿電影始終的話「我們唸經吧」。

張岳悅 攝

■《群》，哥弟混泥，青釉水，
30x10x20cm

冀望香港有更多陶藝空間
黃美莉先後習陶瓷於英國、台灣、日本及
澳洲等地，1984 年創辦陶土坊陶藝教室，
積極推動香港陶藝教育，曾任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部、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學
部、香港藝術館及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陶藝導
師。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選香港當代藝術雙年
展，也曾舉辦多次個展及參與數十次國內外

演不出的朝聖之心

正在香港舉行的「中國電影展」選影的
電影《岡仁波齊》，應該算是一部半

■《哥窯 開片》，粉青，23x10x20cm

■《金魚塘》，粉青，39x39x13cm

聯展，作品為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
館、澳門藝術博物館、中國文化部、中央美
院、中國美院、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藝術
研究院等收藏。 她現為香港陶瓷研藝協會

創會及現任會長，並為香港當代陶藝協會、
香港美術家協會、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香港
美術家合作社及藝研美術學會會員。
她熱愛中國傳統藝術，書法繪畫均有涉

獵，每年去各地旅行及參觀博物館的出土文
物，是她找尋創作靈感的途徑。她開辦陶藝
教室多年，眼見學生們來來去去，直言香港
目前的環境並不適合年輕人做陶瓷，無論是
工作室還是展覽場地租金費用，都是全職陶
藝家難以長期負擔的數字。「在香港做陶藝
無以維生，之前我還有幾名學生做全職陶
藝，見到他們捱得辛苦，現在我已經不鼓勵
了。香港政府對陶藝反應較冷淡，我也只參
加過十幾年前香港市政局舉辦的團體陶藝
展，多數還是我們的協會自己辦聯展。」另
一方面，因為陶瓷展多需要展櫃的配合，開
辦課程也需要專業的場地和設備，所以可供
選擇的地點越來越少，她冀望香港有更多陶
藝空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