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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中国的监控录像比中国纪录片更有价值。”这观点把“直

接电影”逼到了一个极点，也让电影更为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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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作者》2012 年 6 月创刊，至今共编辑 18 辑。 

 

 

 

 

 

 

 

 

 

 

 

 

责任编辑 

胡新宇 

协助组稿    排版协助 

黎小锋       甯元乖 

 

《电影作者》编委会 

丛  峰  邓伯超  鬼叔中  胡新宇  和  渊  黄  香  林  鑫  黎小锋 

马  莉  毛晨雨  邱炯炯  吴文光  魏晓波  项  羽  汪  浩  邹雪平 



 4 

 

目 录 
（点击题目可直接到达该页） 

 
 

序 ——重提“直接电影”........................................ 胡新宇 5 

20世纪主要纪录片学派 .......................................................................................................... 6 

“观察电影” 十个原则 ..................................................................................... 想田和宏 9 

马赫认为主体和客体的界限 ................................................................................................ 11 

訪談................................................................ 12 

直接电影是纪录片最好的方式——阿尔伯特·梅索斯访谈 .. 张同道 李劲颖 13 

认识梅索士和他的《推销员》 ........................................................................... 吴文光 21 

纪录片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过程——美国纪录电影大师潘尼贝克访谈 .......... 23 

访问弗雷德里克·怀斯曼 ..................................................................................... 吴文光 29 

艾伯特·梅索斯访谈：“直接电影”还没有发展到最成熟的地步 .... 黎小锋 41 

拍电影而不是交朋友——纪录电影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访谈 .... 张同道 44 

論文................................................................ 49 

直接电影：一种关于纪录片的理想 .................................................................. 聂欣如 50 

“直接电影”：关于一种创作方法的若干探询 .......................................... 黎小锋 59 

静观电影与召唤美学 .............................................................................................. 王小鲁 65 

怀斯曼纪录片：实地捕获＋主题思考 ............................................................. 倪祥保 75 

剪出来的“现实剧”——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的一种还原 ...... 王迟 徐颜红 80 

“怀斯曼神话”——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与政治性的一种还原 ............. 王迟 84 

“怀斯曼神话”再商榷 ......................................................................................... 聂欣如 97 

壁上观世相:“直接电影”在中国的美学嬗变 .......................................... 黎小锋 105 

直接电影的幽灵依然在游荡 .................................................................................. 王迟 112 

後記............................................................... 114 

“直接电影”最大的问题 ................................................................................... 黎小鋒 115 

和“直接电影”有关的 ....................................................................................... 胡新宇 116 

编辑启事........................................................... 117 

 

 



 5 

序 ——重提“直接电影” 

 

                                                                胡新宇
2 

 

为什么设专辑来重提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直接电影？ 

一，梳理“直接电影”，了解这个现象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 

二，对目前非虚构电影和虚构电影中出现的“过度写作”提出警示。 

 

以观察为硬核的“直接电影”，从60年代发端时就备受质疑，不论是新浪潮的戈达尔还是“真

实电影”的让·鲁什都反对它。埃罗尔·莫里斯说：“我相信‘直接电影’让纪录片创作后退了20

年到30年。” 
1
 

我们以往的纪录片风格是以操控电影为快感的宣传模式，这是早已被独立作者所普遍唾弃。

可是至今仍不明白——在中国，包括我在内的独立纪录片人有很多并不知道“直接电影”，不知何

故却或多或少总有“直接电影”的影子，这恰恰是记录的基本美学本质。 这种方式和风格也有别

于格里尔逊和列宁论新闻片那种“新闻片应该是形象化的政论”的理念，更是与官方喉舌电视台格

格不入。 

不得不承认，宣传机器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并且还兼备广告的性质——重复洗脑最终会让你变

成潜在的用户和它忠实的守护者。游戏、单反、微电影这一代基本被极权和资本驯化、驯服就是一

个很好的证明。这一代，他们更愿意在自己构想的虚拟世界里来自我抚摸、自我抒情，而他们逃避

的正好是过去传统纪录片所特别关注的那个物理的现实世界。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在这个后现代、后极权时代，纪录片被更加边缘和漠视， “直接电影”

所谓的“客观”被痛批并不稀奇。当然，纪录片本身并没有问题，应该是里里外外“人”的问题。 

“直接电影”，我认为它有它自身的问题——内部在收缩，并且不断地被经典、形而上化。 

 

 

 

 

 

 

                                                        
1 《直接电影反思与批判》目录前一页。主编：王迟、布莱恩·温斯顿。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   

本文只代表我作为这辑责编的个人观点，也是表明《电影作者》第十八辑的态度，与《电影作者》编委会

其他成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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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主要纪录片学派 

 

1. 电影学派之写实主义派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从卢米埃尔开始 

   艺术主张： 

  “想表现的和实际表现的是生活的各个片段……决不允许带有丝毫的空想，它们所反映的是人和

事确系如此的情况，而不是应该如此的情况。”——路易·费雅德 

  

2. 电影学派之电影眼睛派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 20年代 维尔托夫 

   代表作品：《带摄像机的人》 

   艺术主张： 

  “电影的眼睛……对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一视同仁。”——维尔托夫 

  

3. 电影学派之先锋派电影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20年代（法国等） 

   代表作品：《机器的舞蹈》 

   艺术主张： 

  “让画面主宰一切，避免无法专用画面来表现的东西……正是那些无主题思想、也没有任何美学

宗旨，其目的只是想抓住那些无限小的物质和自然界的运动而拍摄的纪录片才体现出整体电影的技

巧和感染力。”——谢尔曼·杜拉克《论纯粹电影》 

  

4. 电影学派之表现主义电影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20年代（德国） 

   艺术主张： 

   “电影即节奏。”——汉斯·里希特 

  

5. 电影学派之抽象电影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20年代（德国、法国） 

   代表作品：《柏林——大都市交响乐》（1927，德国） 导演：瓦尔特.鲁特曼 

   艺术主张： 

   “电影应该是音乐……构图上应该是绘画和雕塑……结构和剪辑上应该是建筑……应该是

诗……是舞蹈……”——阿贝尔·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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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影学派之纪录片运动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20—30年代 

   代表作品：《拖网渔船》（1929，英国）导演：约翰.格林尔逊 

   艺术主张： 

   “电影是一把榔头，不是一面镜子。”——格林尔逊 

  

7. 电影学派之自由电影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林赛.安德森 

   艺术主张： 

   “记录手法妨碍杰作的诞生……通过电影表达个人意见，不受商业资本桎梏限制，争取自由创

作。”——“自由电影”宣言 

  

8. 电影学派之工人电影联盟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30年代（美国） 

   代表作品：《开垦草原的犁》 

   艺术主张： 

   “纪录电影是形象化文献。” 

  

9. 电影学派之新现实主义电影理论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50年代 

   艺术观点： 

   “电影的出现，使摄影的客观性在时间方面臻于完美.....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

看法和偏见……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面貌。”——安德烈•巴赞 

  

10. 电影学派之写实主义电影理论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50年代 

     艺术主张： 

     “电影就应该像照片那样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克拉考尔·齐格弗里德 

  

11. 电影学派之现实主义电影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60年代（意大利） 

    艺术主张： 

    “电影即真实。”——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 

  

12. 电影学派之真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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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60年代（法国）让.勒鲁什 

    代表作品：《夏日记事》（1960，法国）导演：让.勒鲁什 

    艺术主张： 

    “利用同期声、无画外音和无操纵剪辑，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不加控制的事件。”——罗·C·艾

伦 

                                                                                             

13. 电影学派之直接电影 

    代表人物（国别、年代）：60年代（美国） 

    代表作品：《初选》 

    艺术主张： 

    “电视应该纪录生活的‘本来模式’，而不是反映那些经过记者修饰过的生活……我们应该按

照电视媒介反映生活的规律来展示生活，即用一种富有戏剧性的电视语言来叙述故事，而不是让解

说词牵着观众的鼻子来观看发生的事件。”——罗伯特·德鲁 

  

14. 电影学派之列宁论新闻片 

     艺术主张： 

     “新闻片……应该是形象化的政论。” 

  

15. 电影学派之现实主义电影 

     艺术主张： 

     “一个纪录片制作者要有直接参与、过问世界各种最根本问题的意识。”——伊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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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电影” 十个原则 

                                               想田和宏 

 

一：對於拍攝主體或題材不作任何事前調查與資料蒐集 

一旦作了任何事前調查，便會預先在心中累積對於拍攝主體的觀念與認知，在拍攝時便會不由自主

地依循既有的認知去拍攝。如此一來，很容易忽視現實中的部分真實及有趣的反應。 

 

二：不事先與被拍攝主體進行任何事先的討論、開會 

過去與被攝者做事前討論時，許多真正有趣的事情已經先被講出來，到了實際拍攝時，往往無法再

次自然呈現。因此，在拍攝時如果對被攝者是完全無知的，效果反而會比較好。 

 

三：不事先寫好腳本，拍攝之前不對作品主體做任何預先設定 

紀錄片不是蓋房子，沒有辦法預知即將發生什麼事情。對我來說，紀錄片其實像是賭博，拍了非常

多內容但一點都不有趣也是有可能的，假若沒有抱持這種覺悟，是沒有辦法拍出像紀錄片這樣瘋狂

的東西。我認為，真正正確的順序不是先作好調查、依照預定計畫去作拍攝，而是先用攝影機把眼

睛看到的東西捕捉下來，之後才去決定你的內容，因為現實發生的事情一定比腳本更有趣且深刻。 

 

四：一個人負責全部拍攝錄音工作，能讓機動性更高，更能掌握靈機一動的反應 

我沒有任何腳本，沒有任何預設的內容，所以我都是一個人拍，如果不是一個人行動的話反而比較

困難。過去在NHK通常是導演、攝影師、錄音、助理與司機的五人團隊進行，這樣的方式，團隊常

常問我現在要拍什麼？但觀察電影的拍攝沒有腳本，實在無法交代清楚，還是一個人拍比較輕鬆自

在。不過，觀察電影的拍攝可說是拍攝手法的革命論，能獨自從事紀錄片拍攝因歸功於科技的進步，

在過去16釐米底片拍攝時代，這樣的嘗試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五：盡可能長時間的進行拍攝，把所有場面情況都拍下來 

通常我一進到拍攝現場時就會將攝影機開啟，並且長時間的紀錄。因為拍攝對象第一次見面時所說

的話與發生的事，往往都是最有趣的。令人扼腕的經驗是，每當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吧？

關掉攝影機後就會出現一句特別有趣的話。我的電影不配旁白，也不上任何字幕，所以現場發生的

事情就是一切。如果我不好好捕捉現場發生的事情就沒有辦法完成我的作品。 

 



 10 

六：拍攝要窄而深，不要廣而淺。不採用多角度的取材方式 

在拍攝時，許多事情都很有趣，想要多面向地進行拍攝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拍攝的範圍太廣，就無

法深入地拍攝到重點。在《完全精神手冊》中，我拍攝的是岡山縣一個小型精神病院的精神患者，

我只將鏡頭專注在這個精神病院中，沒有任何其他諸如醫療設施的拍攝。我認為，這個世界發生的

所有事情就像是一個萬花筒，所有大世界的東西都可以在一個縮小的範圍裏面；相反地來說，所有

小小的世界也可以反映出整個大世界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仔細觀察小範圍的世界，進而去了解

大世界的構造、發展和方向。 

 

七：剪輯的時候不預設主題，重複觀看所拍攝的素材，挑選出自己認為深刻有趣的地方，再建築起

每一個場景 

進行剪輯時，我會先觀看所有場景畫面，把真正有趣的部份抓出來，再把有趣的部分組合，主題才

會逐漸被建築出來。假如先預設出主題，剪輯時便會一昧地想要符合主題，如此一來，所拍攝的畫

面會變成為了拍攝主題所使用的道具。 

 

八：原則上不使用旁白、說明字幕、配樂 

正如「觀察電影」的第二觀察意義：「來自觀眾的觀察」，如果作品搭上字幕、旁白或配樂，就會

影響觀眾的觀察。真實生活相當複雜，為了原封保存其複雜性，我希望觀眾在沒有旁騖的情形下，

自己主動捕捉各種訊息。透過觀看角色與他人的互動，觀眾的「觀察眼」開始啟動，一切疑問由觀

眾自己解惑。我認為觀眾不應該被動地接收電影中的訊息，使用無旁白、字幕與配樂的方式雖然比

較不親切、不方便，卻更能促使觀眾積極主動去捕捉訊息。 

 

九：各畫面停留時間長 

為了能讓觀眾徹底仔細地觀察，我會將各畫面停留時間長，能使其有臨場感，更能充分體會到時間

的流動。 

 

十：原則上自己負擔製作費，不接受會干涉拍攝內容的投資 

投資者往往會對拍攝附加條件或對內容有干涉，所以我原則上是自己負擔製作費。 

 

 

 

 

摘自：201311 月 23 日在 CNEX 紀錄片學院台南場於百達文教中心日本獨立紀錄片導演想田和弘四

小時座談互動的录音整理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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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认为主体和客体的界限 

 
    出生于今捷克的摩拉维亚的德裔维也纳大学教授、奥地利贵族院议员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

1828-1916）研究过超音速和冲击波，现代表示速度的马赫数（Mach number，物体的流速与音速的

比，1马赫即1倍音速）就是为了纪念他。 

    马赫不仅是物理学家，而且研究科学哲学。他批判主体（res cogitans思考之物）和客体（res 

extensa有广延之物）的二元论的近代哲学和物理学的前提，认为主体和客体的界限是混融的，很

难截然区分的。他提出一种“感觉要素一元论”的见解：即最真实的实在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

而是一种感官要素复合体（《感官的分析》1886）。 

这个观点（即身体与环境的混融，或者没有所谓中立的观察主体、观察角度和观察效果的意见，

越来越为后来的哲学和物理学所接受），但是二元论如果被克服，对于严格的唯物主义哲学也是有

理论打击力的。列宁为了维护唯物主义的立场，于1908年写了著名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给予马赫理论以痛批。 

 

 

 

   马赫的《感官的分析》1886年出版，1905年马赫出版《Erkenntnis und Irrtum（认知与谬误）》

1906年出版改订版《Die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und das Verhältnis des Physischen zum 

Psychischenn（感官的分析以及物理与精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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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电影是纪录片最好的方式——阿尔伯特·梅索斯访谈 

Direct cinema is the best documentary: An interview to Albert Maysles 

张同道 李劲颖                                                                                                                                  

 

阿尔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1926—2015）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纪录电影大师，他和弟

弟大卫·梅索斯(David Maysles，1932—1987)是直接电影的先驱者，他们一起拍摄了《推销员》

《灰色花园》《给我庇护》《奔跑的栅栏》等经典电影，梅索斯兄弟一人抗摄影机、一人背录音机的

照片出现在许多纪录片书籍的封面或插图，成为纪录片的象征。梅索斯住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北

部，梅索斯电影公司位于曼哈顿中心区。2005年 8月 25 日，我与纽约大学电影系研究生李劲颖女

士一起去纽约家里采访了阿尔伯特·梅索斯先生。在梅索斯先生的盛情邀请下，26 日我们又去参

观了他的电影公司。下面的采访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何艳、常晓萍女士根据两次采访录像整理、

翻译出来的。 

   张同道（以下简称张）：这是您的工作室，你每天都来上班吗？ 

    阿尔伯特·梅索斯（以下简称梅）：我早上九点到这里，直到下午六点。这是我的工作室，有

五六个房间，用来做剪辑、放映和办公。 

    张：现在有多少工作人员？ 

    梅：四五个。 

    张：他们都是做摄影吗？还是各有不同的工作？ 

    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我们还有实习生，所以我们还会教授他们如何拍电影。 

    张：他们是做同一项目的不同工作，还是不同的项目？   

    梅： 不同的工作。见过我的女儿莎拉了吗？她可以向你介绍这里的工作，她也在这里工作。

她收集明信片的照片，她同时也编辑关于《灰色花园》的书籍，但她也同时在上学，在纽约大学学

习电影。有时来这里，周末的时候回学校。 

    张：你自己完成所有的影片，或者还会有其他人帮助你？ 

    梅：我都是自己拍摄所有影片，但有时候会需要更多的摄影机，比如像拍摄音乐会。 

    张：你自己做制片人，还是有专门的人负责？ 

    梅：我有时做制片人，但这里有专门的人负责，今天不在。他同时也负责克里斯托（Christo）

的《门》系列影片，和一部关于犹太音乐的影片，所以都很忙。 

    张：你们也有人负责影片的前期策划吗？后期制作也在这里？有自己的剪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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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是的，但是每一个项目我们或许有不同的剪辑师，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我们雇用他们来

工作室工作。 

    张：你现在监督剪辑工作吗？ 

    梅：不，我现在不监督这项工作，只是摄影，协助制片人工作，帮助决定拍摄哪些影片，怎样

获得资助，怎样发行。 

    张：从前期到后期都是在工作室里完成的，是吗？ 

    梅：是的，我们不需要和其他公司合作，我们自给自足，也没有特技需要。 

    张：能介绍一下你的摄影机吗？ 

    梅：这是我的摄影机，有外接话筒，如果我需要这里有两个无线的接收器。这部摄像机是索尼

的，它对光非常敏感，比其他的摄影机都敏感，所以我不需要灯光，使用小而便宜的磁带。这个镜

头广角很大，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喜欢尽量宽的视野，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用这个按钮取得大的景

别 

    张：你为什么喜欢大景别？ 

  梅：如果你在运动中，就需要广角镜头，否则就会太摇晃。人们正常的视野实际上也是很宽

的，只是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只关注视野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很

宽的视野，所以摄影机应该和人很相似，可以有宽的视野选择。同时，焦距幅度够大时，我还可以

远距离地拍摄而不会打扰事件的进展。 

张：回顾你 50 年的纪录片生涯，您觉得您的哪部影片最重要？ 

    梅：我认为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通过艺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他/她本能地选择了他

的艺术和生活方式。因为童年的一些形象，一些很个人化的东西，决定了他的表达方式。只有与这

些人和事有某种联系的人，才能最好地表达出这种人和事。我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幼儿园长里大，成

为爱尔兰孩子欺负的对象，他们喜欢打架，总是挑衅犹太孩子。我和他们打过几次，幸运的是我能

够保护自己，因此每次都打成平手。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爱尔兰孩子，除了打架，这种身

体的碰撞，此外没有更深的了解。所以，我总是很想了解爱尔兰人。当我发现四个来自波士顿推销

《圣经》的爱尔兰人，就有要通过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我想，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影片。

同时，影片的主人公保罗在某些方面很像我的父亲，这很奇怪。在犹太幼儿园长大，有位爱尔兰邻

居，和其他爱尔兰人一样在服务部门工作，消防队、警察局和邮政局——我的父亲在邮政部门工作，

这是很典型的犹太人。《推销员》(Salesman)的主人公保罗，一位爱尔兰人，却从事了更像犹太人

从事的工作，我的父亲和保罗都是找错工作的人：我的父亲应该是一名音乐家，而保罗应该是一名

作家或者诗人。所以，这部电影里童年与拍摄具有密切联系，或许童年的经历就是拍摄这部影片的

所有动机。 

    张： 你认为《推销员》是一部典型的直接电影吗？ 

    梅：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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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李：为什么？ 

    梅：这是一部典型的直接电影，没有音乐，没有解说，没有主持人，摄像机由一个人操作，他

对控制事件不感兴趣，完全跟踪整个事件的发展，近距离地记录发生的所有事情。在普通人看来，

拍摄过程是乏味的，因为我们总是期望能够发现新奇的事件。如果你相信现实是你努力捕捉的目标，

你可以以这种方式拍摄，不反对也不改变。现在很多人已经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任感。想一想，现

在的人们都很具有怀疑精神。直接电影能够深入某些人的生活，带给大众一些真实场景。这种拍摄

是可行的，也是我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美国有太多电影批评，或许其他地方也一样。 

    张：在《灰色花园》（Grey Gardens）里，我们看到你和弟弟大卫出现在影片中，你认为这还

是直接电影吗？ 

    梅：我想，对我们来说，在影片拍摄一开始就让观众看到一些电影制作者的形象，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会成为场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我们要影响什么 ，而是这两位女士不仅是关系密切，

也和我们有了某种联系——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是谁？至少让观众看到，我们不应该藏起来。

如果我们不出现，观众就会感觉紧张，总是会想是谁在拍摄影片，就无法安心观看，想要看看我们

是谁，所以我们就出现在影片中。 

    张：你曾经说过，摄影机对拍摄对象毫无影响。但是在《灰色花园》中，小伊迪似乎在镜头前

开始表演，你认为这是她的真实性格吗？ 

    梅：我不认为《灰色花园》中两位女士的表现有任何的虚假造作。她们对发现自我的过程很感

兴趣，所以她们或许都在尽可能地表现自我。我曾经和一位学习表演的女士交谈，她刚看完《灰色

花园》，她说两位女士具有演员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获得的能力，那种对回归自我的信任感。我们

很幸运，我们选择了两位这样性格的女士。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有被认知的需要，他们都需要敞开

心怀，与尽量多的人分享感受。我们拍摄之后，她们可以和上百万的人分享感受，这是她们所期望

的。我想每个人都想写自传，实际上我觉得这两位女士是很好的自传作者。这部电影有一个半小时，

你会获得很多的信息，她们之间的关系，她们的个性，甚至比两位女士生活中的熟人都了解得更多。 

    张：你的意思是，两位女士喜欢表演，因此在镜头前的表演正是真实个性的流露，是吗？ 

    梅：是的，这是表演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张：在拍摄中，你是摄影，你的弟弟负责录音和剪辑工作。你也会做一些剪辑工作吗？ 

    梅：不会，我的弟弟具有剪辑的天赋。我们可以很好地合作，所以我也不用担心剪辑的事情。 

    张：我们现在谈一谈《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有一个很著名的场景，滚石乐队在剪辑

机房观看他们自己的影片素材。那场争辩很有趣，你是怎么做的？ 

    梅：那场在剪辑机房看素材的场景，非常自然。我在制作影片的时候，米格提出想看一看影片

的片段。我们把素材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乐队对影片拍摄本身的反应场景。

既然他们要看素材，我们正好给他们看，同时拍摄下来，成为影片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

法，抓住了他们对拍摄本身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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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滚石乐队后来观看了影片的最终版本吗？ 

    梅：是的，他们是最终版本的第一批观众。然而，米格拒绝放映影片。这件事太糟糕了！直到

六个月后，我的弟弟大卫遇到了米格一位很亲近的朋友，他是一位故事片制片人，他说服了米格允

许影片放映。我们等了六个月。 

    张：刚开始他对这部影片很紧张，很担心，是吗？ 

    梅：是的，但他们也没有要求改动，我们也没有做任何修改，这部影片正是我们所想要的。 

    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个部分很具同情的意味，特别是影片最后一个米格的镜头。 

    梅：是的。 

    张：有一位名叫保琳·凯尔的评论家对于《给我庇护》提出批评，你怎么看待她的评论？ 

    梅：很糟糕，很糟糕！她曾是享有声誉的杂志《纽约人》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影评人。但是这本

杂志在当时出现一些问题，它从不接受读者给编辑的信。所以如果有人发现杂志出了问题，其他读

者无法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修正的过程。保琳·凯尔当时的评论有很多错误，她最基本的看法都是

错误的，评论的基本点就是：我们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控制着事件的发展进程，这样我们就知道

应该拍摄什么，影片最后会是什么样。实际上，评论的意思就是我们设置了舞台的灯光，我们安排

了表演内容。她说的都不是事实，我们没有控制任何事件，但是她认定是我们操作所有的一切。为

了证明她所认定的事实，她甚至对我们拍摄的《推销员》加以评论，她说保罗是一位演员而不是真

正的《圣经》推销员，我们请他来表演这位推销员的角色。这完全是谎言。 

    张：那你们和她辩论了吗？ 

    梅：当然，我们和她的编辑会谈。他也意识到了错误，知道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保琳·凯尔

所写的评论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却为了保护她而反对我们，尽管他知道保琳·凯尔是错误的。 

    张：你是否做了公开的声明？ 

    梅：是的，我们对文章的错误做了争辩，但是没有公开发表。 

    张：《给我庇护》和《蒙特瑞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两部影片拍摄时间相近，并且都是

在加利福尼亚拍摄，都是关于音乐的影片，但是两部影片差别很大。影片《蒙特瑞流行音乐节》充

满了鲜花和动听的音乐；但是我记得《给我庇护》的结尾却是人们悲伤地走在尘土中。 

梅：如果把这两部影片作比较，拍摄过程很相似，两部影片都得到了潘尼贝克的支持。我和弟弟大

卫都毕业于同一所电影学校，我参与拍摄了《蒙特瑞流行音乐节》的部分内容，拍摄者希望把事件

表现得更完美。或许有成千上万的人吸毒，或许仍旧沉浸在吸毒的快感中，但影片都没有呈现。部

分原因是因为影片太依赖采访，当时这种做法很盛行，受访的人都兴高采烈表达赞美之情，他们都

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但是都不会谈及。 

    张：我想在你刚开始拍摄《给我庇护》时，决不会想到会有这样阴暗的一面，但是你却最终把

它剪进了影片？ 

    梅：我们觉得有责任这样做，我们需要展现事件发生的原貌。有人更愿意展现光明的一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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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说谎。有一个评论家说，当我们看到凶杀事件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高兴，但是

我们没有感到高兴。我只是认为我们要拍摄一部更好的电影，我们必须要拍摄下这个场景，因为这

是现场发生的事情。 

    张：《蒙特瑞流行音乐节》是一部普通的音乐会影片，而《给我庇护》更加深刻，有不同的层

次。 

    梅：实际上，关于音乐会的纪录片确实比其他影片更加真实地描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拍

摄了披头士影片
1
，以及其他不同的乐队。有趣的是这些音乐的歌词，都和当时的美国相关，比如

越南战争，滚石音乐的歌词就是关于生活中的阴暗面，这都成为影片中最让人兴奋的段落。 

    张：所以你认为披头士的音乐正是对 60 年代阴暗面的一种反映？ 

    梅：是的。 

    张：你拍摄了五部关于克里斯托（Christo）影片，你为什么会持续关注他们？ 

    梅：这要从我们最初拍摄说起。我们发现了两位艺术家，他们的工作与真实生活和世界紧密相

联。拍摄对象本身就能表现出现实的社会，这正是艺术纪录片拍摄所需要的，这也是我拍摄克里斯

托的原因。最新关于克里斯托的影片是他在中央公园的《门》项目
2
，中央公园里布满了 7500 扇门。

这部影片最有趣的段落是，人们走在中央公园互相交谈，有时甚至和摄影机交谈，赞美这个计划多

么富有创意。当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的负面言论同样在影片中表现出来。这里又回到了最

基本的元素，我们的每一部纪录片中都表现的人性 。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项目的电影将像这个项

目本身一样讲述真实的世界，所以对于纪录片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艺术题材。 

    张：人的因素也同样在他们的艺术中体现出来，是吗？ 

    梅：是的。 

    张：罗伯特·弗拉哈迪认为纪录片是一种艺术，而有人认为纪录片是一种新闻节目。你认为自

己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名新闻记者 

    梅：我认为我是一名艺术家，因为我无法让自己像现在的新闻记者那样工作。电视新闻只是用

影像的画面来说明想要表达的观点，这不是纪录片，不是电影，所以我也当不了新闻记者。 

    张：你怎么看待罗伯特·德鲁
3
将纪录片与《生活》杂志结合起来的想法？ 

    梅：那和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一致的。我们想要把真实生活展现给观众，只是生活的呈现。或许

没有现实生活的复杂，但你能够给观众某些生活的理解，理解影片中人物的情感。我们要感谢影片

人物的开放态度，允许摄影机进入他们的生活，这样观众能够分享他们的生活。 

    张：你的纪录片追求客观性吗？ 

                                                        
1 指梅索斯兄弟 1964 年完成的纪录片《发生了什么事？披头士在美国》。 
2 2005 年 2月克里斯托在纽约中央公园进行的一个行为艺术项目《门》，他用 7500 扇桔黄色的门装饰了中央公园的小路。

当时正值冬天，枯干的树枝与门的桔黄色形成强烈色差，而大雪过后，这种对比就更加鲜明。笔者当时住在纽约，曾经多

次到中央公园参观。这是梅索斯拍摄的第六部、也是最后一部关于克里斯托的电影。 
3 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 美国直接电影运动发起人。1960 年，他为《生活》杂志工作时用 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

一组名为《特写》的节目，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第一部影片《初选》被视为直接电影的开山之作，德鲁是这部电影的导

演，利科克、梅索斯、潘尼贝克为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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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客观的东西太冰冷，所以我不确定我追求的是客观性。我想讲述真实是最重要的，这会有

些主观性，同样也会有摄影机的现场客观反应。最好的影片是真实客观，但是对人的表现不会冰冷。 

    张：你认为纪录片的本质是什么？ 

    梅：从摄影的角度看，有人说过“摄影师的眼睛应该是镜头后的诗意之眼”（the eye of the 

cameraman should be the eye behind the lens of poem）。我想一部作品如果有诗人一样的感觉

和睿智，即使镜头晃动、焦点不实、构图不完美，那也比那些完成得很专业、技巧娴熟但是没有诗

意的影片好，诗意是最重要的因素。 

    张：您一直拍摄直接电影，直到今天，你仍然认为直接电影是纪录电影的唯一方式吗？ 

    梅：我想这种艺术表达方法是纪录电影最好的方式，是最能够接近对象、接近真实的方式。观

众会感觉事件发生时，他们就在现场，与事件的联系如此紧密。这种纪录电影能够很好地传达个人

经验和感受，人们没有理由不采用这种独特并且有力的纪录方式，而使用采访、音乐、快速剪辑的

手法。 

    张：你的意思是纪录电影不一定是直接电影，但是直接电影却能够完成纪录电影所要表达的？

这和巴赞的理论很像。 

    梅：是。 

    张：最近纪录片领域出现一些新变化，纪录片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纪录片在影院放映，

并获得观众好评，取得了商业和艺术评论的成功。对这种变化，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这会鼓励更

多的纪录片创作，或者这会导致纪录片的商业化发展？ 

     梅：我希望看到像《推销员》这样的影片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推销员》这样的影片比现在

广受欢迎的纪录片更优秀。《推销员》的成就在于它不是关于某一论点的纪录片，不像莎士比亚的

戏剧是由于某种争端或者某种观点，《推销员》超越了这一切，我希望看到更多像《推销员》这样

的影片。许多纪录片导演，觉得有责任拍摄具有观点的纪录片，用影像来表明政治观点，他们这样

的做法从某些方面来说很有进取心和胆识，但是这种做法有时是不客观的。 

    张：是的，有时只是看到了事件的一个方面，代表一种观点。最近有哪部影片，您觉得具有《推

销员》的品质？ 

    梅：有一部巴西纪录片《174 路公车》（《BUS NO.174》），我很喜欢。这部影片真正触及到你的

内心，你完全被影片中的场景所吸引，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优秀纪录片的品质。这是我们批判娱乐

片所没有的品质——这些影片都是一种逃避，与生活脱离，而纪录片却将你和生活联系联系起来，

我想纪录片是最好的。 

    张：您怎么为你的电影预算筹集资金？ 

    梅：这总是很艰难。或许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成功的电影人，并且拍摄了这么多年电影，筹集经

费应该很容易，实际上这或许更难，因为人们认为我会得到资助，不需要经费了。特别是像《推销

员》和我的火车系列影片，与我内心相联的影片，不是关于某种观点的影片，更加难以筹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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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放映。《推销员》是在 30 多年以后才在电视上播放，《灰色花园》是 25 年之后才在电视上播放。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记得给电视网的节目导演放映《推销员》的情景，影片播放完后，我走进

放映室，我看到他眼角有泪水，他说：影片太让人沮丧了，我的父亲就是一名推销员。影片达到了

我想要的效果，它让人感动地流泪，激发观众某种内心的联系，而这反而成了电影不能播放的原因。

多年以前，受欢迎的好莱坞电影都是快乐的结局，或者暴力场景。我不想涉足那样的影片，我只想

拍摄我相信的影片，但是那样的影片都更容易筹集到经费。火车系列的电影是我衷心向往的影片，

但是我几乎无法筹集到经费，然而我会坚持拍摄这样的影片。 

    张：你说《推销员》是在 30 年后才在电视上放映，那影片完成后就没有发行吗？ 

    梅：我们在其它方面有一些成功，比如在电影院放映。现在有很多发行方，都有收入，比如作

为故事纪录片在电影院放映，发行 DVD，这很让人振奋。HBO,SHOW 这些公司也会资助纪录片的拍摄。 

    张：你也在影片《美丽东西》中担任摄影，导演是高卢的孙女，你为什么为她的影片摄影？你

们有私人的友情，还是或许只是帮助她？ 

    梅：我们是在某次电影节上认识的，我也记不清。她问我是否能够帮助她，我同意了，我帮助

她拍摄了三四部影片。她想拍摄一部关于天主教修女的电影，但此前她是和同性恋者一起工作，教

会不愿意和她合作，对她保持沉默。但是，她一直坚持拍摄，所以邀请我拍摄这名修女。这部影片

现在在国际各电影节都受到欢迎，我想这部影片会在电视上或许在电影院上映。 

    张：影片导演也在镜头前跳舞，好像《灰色花园》里一样。 

    梅：是的，在我的工作室里可以看到她送给我的大幅海报。 

    张：你说火车系列是你现在正在拍摄的计划，还有什么其它的计划吗？ 

    梅：火车系列，《门》系列，还有关于犹太人的影片。八百多年来，犹太人一直遭受诬蔑，说

他们残杀天主教儿童，用他们的鲜血来庆祝，这是很荒谬的指控，很难相信。但是有人却这样宣扬，

许多人都相信了，我想拍摄一部纪录片反驳这样的说法。这是在 30 年代，一位犹太人的相关案件，

他和案件中儿童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政府却拒绝承认，影片与这个案件相关。很幸运，我们

还找到孩子的一些成绩单，他的一些亲属还健在，法庭的记录还在，我们把这些都会放入影片，这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张：最后一个问题，作为您这样一位纪录片大师，对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有什么建议吗？ 

梅：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选择你真心想要拍摄的纪录片选题，你自信能够完满讲述的，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如果你做得够好，就有机会获得放映，获得收入。用你自己的方式拍摄纪录片很重要，

选择合适的题材。采用直接电影的拍摄方式，你不用控制现场，故事会自己呈现。影片拍摄之前你

就应该很自信地告诉自己，电影会自己向我讲述生活故事，这样在现场，你就能观察拍摄到重要的

场景，影片中的人物也会感觉得到了体面和尊敬的对待。 

                                                                翻译：何艳、常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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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梅索斯创作年表 

1926年 生于美国波士顿 

1960年《初选》Primary （摄影师之一） 

1963年《表演者》Showman  

1964年《发生了什么事？披头士在美国》What's Happening? The Beatles in the USA  

1965年《遇见马龙·白兰度》Meet Marlon Brando 

1968年《推销员》Salesman （1992年由国会图书馆收藏为 25部国家电影目录） 

1970年《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 

1973年《克里斯托的山谷幕布》Christo’s valley curtain 

1976年《灰色花园》Grey Gardens 

1978年《奔跑的栅栏》Running Fence（克里斯托克电影之二） 

1985年 《小泽征尔》 Ozawa  获得艾美奖  

       《弗拉迪米尔·霍洛维奇最后的浪漫》Vladimir Horowitz: The Last Romantic  

1986年《岛屿》Islands（克里斯托克电影之三） 

       《克里斯托在巴黎》Christo in Paris （克里斯托克电影之四）获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大奖，

芝加哥电影节金雨果奖，艾美奖  

1987年 《霍洛维奇演奏莫扎特》 Horowitz Plays Mozart  

1994年 《伞》umbrellas（克里斯托克电影之五）国际纪录片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1997年 《意志的音乐会：建造歌迪中心》Concert of the WIlls: Making the Getty Center 获

格里尔逊纪录片奖 

1998年  获美国电影摄影者协会总统奖  

1999年  获弗拉哈迪奖，多伦多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2000 年《拉莉家族：棉花的遗产》Lalee's Kin: The Legacy of Cotton.获圣丹斯电影节杰出摄

影奖 

2007年《门》 The Gates （克里斯托克电影之六） 

2008年 《在迁移中》 In transit  （正在制作） 

说明：此年表只列出阿尔伯特·梅索斯的主要作品和成就。其中从 1963 年的《表演者》到 1986

年的《克里斯托在巴黎》之间的电影为梅索斯兄弟的合作作品，夏洛特·左威琳（Charlotte Zwerin）

从 1968的《推销员》参与梅索斯兄弟电影创作，苏珊·福曼克（Susan Froemke）从 1987年大卫·梅

索斯去世之后加入梅索斯电影公司，成为阿尔伯特·梅索斯后期作品的主要合作者。 

 

作者  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李劲颖：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博士研究生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showman.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whatshappening.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meetmarlonbrando.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salesman.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gimmeshelter.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greygardens.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runningfence.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ozawa.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vladimir.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islands.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christoparis.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horowitzmozart.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getty.htm
http://www.mayslesfilms.com/companypages/films/films/laleesk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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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梅索士和他的《推销员》 

 

                                                                          吴文光 

 

 在见到埃伯特·梅索士之前，和中国好多热爱纪录片的人一样，只是在书里读过他的电影，

知道他和他的兄弟大卫·梅索士组成的“兄弟纪录片搭档”在三十年前就以《推销员》《灰色花园》

等片子成为美国六十年代“直接电影”的重要电影人之一，并在纪录片史上声名卓著。来纽约前，

住在北京的英国朋友居里说她认识埃伯特·梅索士，就住在纽约，她要为我发个传真给梅索士介绍。

这样，和梅索士的见面比我想象得简单多了。 

 梅索士的身材和相貌是属于在人群中随便就会消失掉的那种，头发花白，戴黑框眼镜，年龄

约摸接近 70 岁，身材不仅远不是我猜想中的那么高大粗壮，而且过于瘦小。我握住他从堆满书的

办公桌前伸过来的手时，不禁吃惊地想，这种肩膀是怎么“以摄影机为笔”，写下在纪录片史上份

量如此重的一笔的（他后来跟我说他的片子都是他在肩上扛拍的）？梅索士不仅身材平易，人也非

常平易，他快乐地和我说起六十年代初，他作为主要的的摄影师和潘尼贝克、李考克等人一道在罗

伯特·祖统领下以《总统初选》这部片子的合作开始了“直接电影”在纪录片史上的第一页；以后

他和他的兄弟大卫一起拍摄了《推销员》等一系列以“梅索士兄弟电影”命名的电影。 

 梅索士工作室在曼哈顿西 54街的一栋老式楼房里最顶楼的一层，有编辑机房，胶片磁带库房，

兼会客室的放映间和宽大的办公室，梅索士就安坐在这间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四周码着满满的书、

报纸和胶片盒，瘦小的梅索士象只兔子一样卷缩在一个帆布靠椅里，交谈的声音温和而清晰，眼前

是他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年轻的美国人很重地来回走或大声的讲话，他们打断梅索士的说话也直接

了当，并且直呼他的名字“埃伯特”，好象是老熟人，而不是面对老板。这种气氛和我的涉及“大

师”与“名人”的中国经验一点儿都联系不起来。 

 梅索士领我去到他的放映间，非常仔细地调试声音、色彩对比度，然后把放映间的灯光调到

恰到好处地观看影片的亮度，然后笑着说，你自己一个人看吧。便关门离去。 

 我开始看这部闻名已久的《推销员》。影片黑白，片长 90 分钟，摄于 1969 年。镜头是从分别

跟踪拍摄四个在波士顿推销圣经的推销员的行程开始，他们一路风尘仆仆驾车、敲开一扇扇美国普

通人家的门（有时被拒之门外，有时得以进入屋内）、进去之后开始巧舌如簧地宣讲购买这本昂贵

的圣经的意义（推销员的另一使命是借推销圣经来检验美国人的信仰）、偶尔推销员们在某家旅馆

碰见，互相交谈经验。从表面看，这部片子并不具备成为“轰动效应”的条件，即有个“非常事件”

贯穿其中，但是，在紧紧跟随推销员身后的摄影机镜头里，呈现出来的是一户户场景和态度迥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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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的“窗口”，可以这么说，圣经如镜子的反射，在拒绝、被劝说决定购买、或想买却因价

钱昂贵而犹豫的这种推销过程中，投射出六十年代末美国人在物质与精神的进退维谷状况。创造出

这面“镜子”的不是这些圣经推销员，而是他们身后的扛摄影机和举话筒的梅索士兄弟，他们以貌

似平常、却意识极强的画面和声音的摄取，把平淡的“零度”生活创造成典型的美国社会场景。 

 我的英语能力是很难完全消化这部经典之作的。看完片子，我和梅索士有一段小谈，我和他

说了，他翻出《推销员》一片的剧本，让我带回去对照参考。关于这部片子，梅索士没有谈论片子

的意义，他说到是，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没用脚架，都是扛着拍的，就两个人工作。说到“就两个

人”时，他伸出两个手指头。 

 这天以后，我差不多是很自由地在梅索士的工作室出入，每次看一部他的片子，都是十年以

前的作品，然后和他有个小谈。我还没有向他询问有没有拍新片的打算。我从书上读到的是，自

1985 年，《赫洛维茨：最后的浪漫主义者》之后，就再没有提到梅索士兄弟其它作品的名字。是失

去了纪录片的锐利和强度呢，或是干脆就“关机”了？记得居里在北京时隐约提到，梅索士似乎是

在做些和商业有关的片子。以后和纽约大学电影系的主任崔明慧女士聊天时讲到梅索士，记得她叹

道：埃伯特呀，很惨！他的弟弟大卫死了后，他就没法再拍了。 

 大卫·梅索士因病死于 1985 年。著名的梅索士兄弟的纪录片“黄金搭档”也终止于 1985 年。 

 在纽约，我的住处是西 25 街，距梅索士的工作室有 30 条街，每次出来时，大都是在傍晚，

我喜欢步行往回走，沿途经过百老汇大街和时代广场已是酒红灯绿的世界。一个放映成人电影和录

像的小影院门口，一个模样象墨西哥裔的人，总会在我经过时，朝我吹声口哨，勾勾手指头。这一

切，都是属于梅索士的影像世界。我想起，在梅索士的工作室里的一个文件柜顶端，很显眼的搁着

一台 16 毫米摄影机，外表是磨损得很旧的样子。是梅索士曾经使用过的吗？我在猜想，他会不会

哪天再把它扛在自己肩膀上呢？ 

 

199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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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过程——美国纪录电影大师潘尼贝克

访谈 

 

                张同道 李劲颖 

    D. A. 潘尼贝克（Donn Alan Pennebaker ）是美国直接电影代表人物，1960 年参与了《初

选》制作，1967 年制作了著名纪录电影《别回头》，跟踪了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的演唱会，开

创了音乐纪录片类型。从 1976 年开始他与未来的妻子克里丝•赫迪斯合作，制作了《百老汇上的月

亮》和《作战室》（获得格里菲斯年度最佳纪录片奖和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等作品。2005年春，

我在纽约大学见到这位纪录片大师，几天后在他的工作室进行了采访。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博士生

李劲颖帮助我完成了这次采访。 

                             

    张同道（以下简称张）：你是怎么开始从事电影的？ 

    D. A. 潘尼贝克（以下简称潘）：（20 世纪）60 年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期，各种各样的电

影都开始在纽约发展，有一部影片是关于学校里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遇到了大麻烦。这是拍摄于

60 年代的艺术电影，那时候有一批这样的电影，他们用 16 毫米的摄影机拍摄艺术电影或者剧场播

放的电影，掀起了纽约的新电影运动。拍摄的几乎都是 16 毫米胶片的电影。 

    张：你也成为了这次运动的一份子。 

    潘：是的，我们有摄影机，整个过程就好像经历了电影制作的全部。 

    张：最开始的时候要同期录音吗？ 

    潘：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但这没关系，因为最后你要做后期的剪辑，最后可能是 35 毫米，也

可能是 16 毫米。拍摄结束后，剪辑中都有可能，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适中的方式是拍摄 16 毫米的黑

白胶片，尽量将声道按照影像挂在胶片的边缘。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方法不是很有效。后来我们有

了特殊的磁带，它会将时间记录在磁带上，我们用带时码的磁带来拍摄，逐步改进，需要能够记录

各种环境的技术，比说歌剧院，需要记录高质量的音乐，或者在沙漠，或者在摄影棚，这都需要能

够适应各种情况的技术。我们一半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张：您的哪一部影片开始使用这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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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我拍摄的第一批影片都是默片，是用摇把式的摄影机拍摄的。第一部用这种技术拍摄的影

片是《初选》（Primary)。之前，我们拍摄了一些影片，但是都没有在大范围公映，有一个片子叫

《气球》（balloon），在欧洲拍摄过一个影片，《斗牛》（bullfight），还在俄国莫斯科拍摄过。 

    张：你在 50 年代到过莫斯科？ 

    潘：是的，待了三个月。我们没有技术设备，但是很快学会怎么记录声音，并很好地应用。我

们有摇把式的录音机，只能录下一些声音，就用这些声音来讲故事。 

    张：在拍摄《乔》(Joe)时你和利科克一起工作？ 

    潘：是的，利科克，梅索斯，还有我。 

    张：你们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聚在一起的？ 

    潘：我们最开始和利科克，雪莉——你知道雪莉吗？她最开始拍摄艺术片，后来拍摄故事片，

都很好。维拉德•范达克，西部洛杉矶很有名的摄影师，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城市》，那是一部

很好的电影，是关于美国的。我们四个人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一起做一些事情。当《乔》的拍摄

找到我们，我和利科克决定参与，我们在工作室建立起了制作团队，人越来越多，达到了十五六个

人一起。我们每个月制做出一个片子，为杂志制作，杂志再把片子卖给电视台。 

    张：什么杂志？ 

    潘：《生活》杂志，那是我们最先做的事情。另外拍摄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改进设备，所以

设备也越来越适用。1963 年底，我们遇到了麻烦，一个关于黑人大学生的片子引发了危机。我想

这是我和那个团队合作的最后一个影片。我和利科克分开了，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制作了一

个关于南部的影片，我制作了一个关于加拿大首相的影片，我还拍摄了一系列短片，实际上我们现

在还在发行。我和鲍勃•迪伦合作拍摄，我们拍摄了《毛利人》、《继续摇滚》。我组建了公司，

我们的影片基本上都是艺术电影，因为公司和电视是联合的，那是公司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只有一

个小时。我们为电视制作影片，一个辛迪加式的电视节目。 

    张：《初选》是关于选举的，你的最新的影片《作战室》（The War room）也是关于政治的，

是否表明你对政治题材有偏好呢？ 

潘：我们是独立制作的，就意味着你没有巨大的资金去雇佣著名的影星和剧作家，你所做的

一切都是自己承担，所以不可能有巨大的资金。这就限制了一些选题，你可以拍摄政治家的小孩，

如果他们愿意；你也可以试着拍音乐家。但是如果你要发行，就需要考虑观众的期望，为了让他们



 25 

去观看电影——独立制片的电影一般市场都不好，很艰难，你得用影片引发人们的反应，去各种电

影节，这都需要花费时间和资金。 

技术设备的发展让人们感觉，独立制片也可以像好莱坞一样拍摄电影，你可以拍摄 16 毫米、

35 毫米，可以自己做声音，都可以，但花费很大，所以完成这样的影片成本很高。不过，胶片本

身花费不高，可以很容易就开始拍摄，然后自己去找发行商，卖出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尽力这样

做，但这本身就像赌博。独立制片不是一份常规的工作，因为你不是像真正拍摄电影那样，需要故

事线、演员、剧作家、制片操作等一个团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摄影棚里人好像和你做的

是同样一件事，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张：你一直都拍摄纪录片，改进拍摄设备，你的拍摄风格很难去定义。在你拍摄纪录片之前，

你是怎样去考虑你的艺术风格问题？ 

    潘：我看过的电影对我影响很大。电影最初的故事概念来自于剧作家，他们会明确将会发生什

么，为什么会发生，推动剧情的动力，整个过程就像戏剧。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些事情，你就会

思考用其他的方式来完成：拍摄的方式就是观察你所感兴趣的人，他们会发生有趣的故事，整个过

程就是观察，你必须处理好你的拍摄方式和剪辑方式，你可以采访，也可以不采访，你所经历的整

个过程和你拍摄故事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认为哪一个更好，只是不一样。有时候，如果某种情

形很有趣，这会像故事片一样让人激动，但这也不一样，你不会总遇到这样的情形，就像赌博。在

拍摄过程中，这种情形可能会出现，就像拍摄选举。我们不知道故事会是怎么样的，不知道谁会赢。

如果拍摄故事片你就不会这么激动。对我们来说，如果没有赢，或许就不是一部好的电影。你不需

要努力地去拍摄一部好电影，你只需要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怎样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就

是一种成功。这不一定需要很多人观看，电视对纪录片有一定的帮助，你可以通过电视发行纪录片，

你也不会获得太多的钱，但总是有一些回报。25、30 年前，没有什么市场，电视台都会大量购买

这样的片子。 

    张：你喜欢用小型的摄影机拍摄电影，为什么？ 

    潘：因为小型摄影机便于携带，如果你要跟踪拍摄，不可能带着一个大摄制组，也不可能带很

多设备，只能是便于携带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在我的想象中，我们制做的拍摄设备就必须是很

容易携带的，能够放在袋子里的——你不能像拍摄故事片那样，拍摄的内容不会有太多的剪辑，你

不会拍摄人走向大门，然后从另一个方向拍摄他出门，你必须跟着他们，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镜头的

构建，完全改变了故事片的观看方式，因为我们采用不同的拍摄技巧和设备。 

    张：你的纪录片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人们都没有注意到摄影机的存在，在镜头前表现很自然，

这是不是因为便携摄影机和小摄制组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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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我想是的。只有一个人拿着摄影机，人们都没有意识到拍摄，因为摄影机不显眼，他们有

更重要的事情要关注，根本不在意你。但也不是完全这样，如果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问了很多问

题，当然会意识到你的存在，他们就会在意自己的行为。 

    张：普通纪录片中都会有很多采访，而你的纪录片中几乎没有采访，只是纪实拍摄。 

    潘：我的纪录片中都没有采访，因为我认为如果你要跟踪拍摄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太快，不能

停下来采访，你只能观察他们的行为，这是我的观念。我觉得如果你采访，你就放慢了整个影片，

使影片不那么有趣。所以我认为采访没有必要，我也没有空间，也不会去违背事件的自然发展。 

    张：鲍勃•迪伦在摄影机前很自然，摄影机运动很平缓，和他距离也很近，但他好像一点也没

有受影响，很自如，你是怎么做到的？ 

    潘：你了解这个人，我的意思是他不认为你在拍摄电影，你只是一个带摄影机的人。拍摄过程

没有重复，你不需要告诉他们做什么，指挥他们做什么。这部电影的方向就是一个叙事电影，只要

他们决定做什么，你都不用太操心，只是拍摄，一切都是他们首先发起的，你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

要做什么。 

    张：鲍勃•迪伦怎么评价《别回头》这部电影，他认为电影中的自己真实吗？ 

    潘：我想对他来说是一种震惊。他不太愿意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是一个很克制的人，我想这

让他着实烦恼了一阵，不停地改变主意——但我想他认为这是一部有趣的电影。 

    张：这是一部自我发现的电影，他自己不愿评论？ 

    潘：当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很酷，很难让他面对镜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情，只能让他意识不到镜头的存在，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想这或许有些让你吃惊，很多人看到自

己的影像都会吃惊，他们或许不喜欢自己在镜头前的样子，但是镜头里的自然表现让他们都很吃惊。 

    张：你同意这种说法吗？摄影机是一双眼睛，它可以看到人类注意不到或者看不到的东西。 

    潘：纪录片是一种复制的过程，意味着时间是可以被改变的，你可以回到过去。但在拍摄的时

候，这是一种真实。你经历了一段历史，停留在历史中，不会被改变，时间成为一种不确定的东西。

人们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看到的东西，或者拍摄的完整过程，人们不知道这应该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事情。他们相信故事片，是因为故事片加强了情境的真实，但是看纪录片完全不一样，感觉像重放

什么东西，这些影像和他们想要的很不相同。我曾经做过研究，拍摄的时候只是从摄影机镜头里看

事情，剪辑的时候尽量重新创造你所见到的事情，就像画家，你用剪辑重新创造的东西也是事实存

在的东西。画家能画出看不到的东西，因此对于画家来说还有比色彩更重要的东西，他们要学习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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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组织，为什么人们的笑容不一样，学了很多的东西，在画画的时候都用得上。电影人也要做相同

的事情，要学习哲学、心理学，看起来好像没有目的，但是我想这是必须知道的，这是拍摄纪录片

所需要的。纪录片是思维的结果，不仅仅是摄影机完成，这一点人们很难理解。 

    张：所以说纪录片拍摄者必须有摄影机的意识，必须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 

    潘：纪录片看起来一切都是正常的场景，没有什么想象力。实际上，制作纪录片是一个富于想

象力的过程。这是观众们很难理解的，以为只是把看到的放到一起，就成了一部影片。 

    张：你为什么制作了大量音乐纪录片？ 

    潘：音乐是一个很棒的题材。独立制作的影片中使用音乐，就得支付版权费用，这会花费很高，

就会有限制，片中只能有很少的音乐，虽然很多时候人们没有取得许可便在影片中使用了音乐。这

是一个原因。 

我认为音乐是一个很适合的拍摄对象，因为人们不知道音乐是怎样在他们的头脑中起作用的，

为什么和其他的相比更喜欢这首歌，大家都没有真正明白，只是被动地做出反应。有时候，把画面

和一些声音结合在一起——只是声音还不是音乐，人们都喜欢一遍又一遍地看，或许是想从中学到

什么。他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他甚至不需要会阅读，因为没有语言。所以如果你拍摄一部音乐影

片，这部影片就可以去任何地方，这很有帮助，意味着你可以拍摄一部超越语言的影片。 

电视上有专门音乐的节目，音乐电视，这些片子有自己的观众群，你不会去和它们竞争，因

为音乐电视已经传播得很广了。所以，对于电影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领域。如果办一个音

乐会会有很多人来，而你要拍摄一个音乐会就会花费很高，因为你要支付所有的音乐等等，这将会

是一部很昂贵的电影。并且这不是一部每个人都会来看电影，可能会有一些观众，但可能不会有现

场音乐会那么多的人数。所以拍摄现场音乐会都会让导演担心，但是电视拍摄的比较多，音乐对于

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因此，很少有人能够成功的操作音乐电影，电影院也不会播放这样的影片。 

电影发明的最早阶段，人们可以去成千上万的地方观看电影，对于影片制作者来说意味着很

大的利润。音乐会可以由电视台拍摄，人们都是免费观看，电影很难竞争。但是电影也有自己的传

统剧目，比如《玛格利特》，人们会周期性地去看这个剧目，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你拍摄了一

部新的音乐剧，发行就会很困难，虽然我们也拍摄，但从不期待会有广泛的反应。 

    张：那你怎么想到要拍摄《音乐节》？ 

    潘：当时有人找到我，一个要举办音乐会的人问我是否愿意在加利福尼亚拍摄一部音乐会的纪

录片。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向往加利福尼亚，当然这是一个拍摄音乐会纪录片的好地方。一切都很顺



 28 

利，发行很容易，观众一共就有一百五十多人，所以现场很容易控制。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有人拍

电影不用担心资金，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担心资金，很多人不能完成影片，因为资金不够。 

    张：这部电影里的音乐需要支付版权费吗？ 

    潘：多数乐队都演奏了自己的音乐，它们会允许我们在电影中使用这些音乐，但最后我们还是

支付了版权费用。有时候这些表演实在太精彩了，人们都没有见过，所以好几年这些音乐会影片都

很受欢迎。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这些表演，人们都很熟悉这些演员，很少有没见过

的。虽然我喜欢很多演员，也想为他们拍摄纪录片，但是很难筹措到资金来拍摄。 

    张：你更喜欢六七十年代的音乐？ 

    潘：我不会想一直拍同样的音乐会影片，会想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D. A. 潘尼贝克作品年表 

《黎明列车》（Daybreak Express）1953 

《初选》（primary）1960 

《母亲节快乐》（Happy Mother’s Day）1963 

《别回头》（Don’t look back）1967 

《蒙特利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1968 

《陪伴：原创唱片集》（Company: Original Cast Album）1970  

《之型星团与火星蜘蛛》（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1973 

《能源战争》（The Energy War） 1978 

《德罗宁》（DeLorean）1981 

《几米在蒙特利尔》（Jimi Plays Monterey）1985 

《苏珊娜·微格》（Suzanne Vega）1987  

《赶时髦乐队 101》（Depeche Mode 101） 1989 

《作战室》（The War Room）1993 

《维多利亚·威廉姆斯——回家快乐》（Victoria Williams - Happy Come Home）1997 

《百老汇上的月亮》（Moon Over Broadway）1998 

《自由》（Libert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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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弗雷德里克·怀斯曼 

访问人：吴文光 

时间：1997 年 11 月 8 日 

地点：波士顿怀斯曼家中 

 

    1997年 9月至 1998 年初，因为美国亚洲文化协会的邀请，我以研修纪录片名义在美国纽约住

了一段时间。去美国前，怀斯曼来信希望我去他波士顿的家住上一阵。我去了两次，第一次住了一

周。怀斯曼的妻子在外地大学任教，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只有怀斯曼一个人。我每天的作息时

间和怀斯曼一样，早上 8点起床，吃过简单的早点就随他去到离家走路 10 分钟的工作室。那期间

他正在剪辑《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影片，我就待在怀斯曼工作室，大部分时间坐在他身后看他剪

辑。晚上 8点左右回家，一起做饭吃，之后一起散步 1小时，11 点左右睡觉。 

    期间，我和怀斯曼说，什么时候想和他聊聊他的纪录片，怀斯曼说行。某天晚饭后，坐在厨房

里的大桌子旁，谈话就这么开始。谈话是英语，很漫长，进行了三小时左右。我的英语很差，只能

囫囵吞枣得到怀斯曼说话的一个大概。回到北京后，请朋友张剑翻译成中文。看了，更加明白我和

怀斯曼无法在一个水平上谈话，其中有无数我很蠢的应答，但作为一种“谈话文本”记录，我觉得

保留下来也是一种档案。所以编辑时，本来可以加上“纪录片如何构思”、 “拍摄现场如何控制”、

“剪辑要素及核心”、“《动物园》的寓意”、“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内在精神和气质”之类小标题，

既方便阅读也给读者导向、或显示出访谈的分量，但我还是放弃不加。“谈话即道路”，我喜欢这

句话。（吴文光注，2007 年） 

 

    吴：我觉得你的影片就像是一个寓言，我一直努力想找到打开它的钥匙。  

    怀：那你得自己去找。  

    吴：我试了，我正在努力。  

    怀：你对《动物园》的分析和我对它的分析是一样的，我剪辑了这部影片，这是它字面上的意

思，字面意思之后还有它实际的含义。《高中》表面上看来表现学生们上课、运动、课外活动，但

有意思的是在那些个人的段落中，增加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方式。  

    吴：我想找到一把钥匙来打开，来理解你的电影。  

    怀：你怎么知道有一把钥匙，你只是假想有一把钥匙。  

    吴：也许没有，也许有，我只想了解你的电影。  

    怀：我能理解。  

    吴：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你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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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是这样的。多数人只理解表面的意思，而那是我对影片最不感兴趣的部分。  

    吴：一些人只知道你的部分影片，尤其是 60 年代、70 年代的老影片。  

    怀：对，而不是八、九十年代的新片子。我觉得有些人并不理解我在做什么，他们总是期待 

我来拍一些影片来代表穷人的观点，来帮助他们，那不是我的影片要讲的东西，他们喜欢影片来批

评那些影片中所表现的机构，或者批评美国。其实这些机构只是影片的拍摄对象，他们不明白我的

影片包括了美国生活的各个侧面。他们喜欢那些表现人们邪恶、愚蠢等方面的影片，而不喜欢我表

现人们做好的事情。  

    吴：比如《公共住房》，有更多的人喜欢，而下一部电影就不会这样。  

    怀：那些政治观点上很左派的人物喜欢对美国生活持批评态度的影片，而不是喜欢表现美好事

物的影片，他们喜欢头脑简单的影片，即使是对我早期的影片，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吴：很遗憾大多数人不理解《动物园》。  

    怀：有一个人对我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影片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动物，我觉得很好笑。  

    吴：但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动物的，动物就是人，人也是动物，《动物园》不只是动物园，它也

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人住的地方，在一个社会中可以发现的东西在动物园里都可以找到，

比如警察、法官、法庭。  

    怀：你理解得很对。  

    吴：我觉得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寓言，其中有中国、美国……从动物园中我们可以看

见人类的未来。  

    怀：从动物园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现在。  

    吴：我想让你谈一下你的影片，这很难。  

    怀：最好是你自己去想影片是关于什么的，而不是听我解释给你听，让我来谈影片是很困难 

的，我喜欢在纽约电影节上的那种谈话的方式，我可以讲笑话。我很少谈我的影片，因为我觉得唯

一可以谈论电影的方式是很具体，很详尽地谈论每部影片，影片中的结构和每个段落是如何联系在

一起的，如何提供一种总体的意思，我很难概括地谈些什么，我只能和一些具体的事情相联系来谈。 

    吴：你只想谈单个影片。  

    怀：是的，这会容易得多，我不喜欢概括。我拍了影片，但没有责任来解释它。我不想使你 

失望，我不希望你认为我不想与你合作，我不想很概括地谈论我的影片，你能理解吗? 

    吴：你现在剪辑的这个片子，为什么想在贝尔法斯特这个小镇来拍?  

    怀：你知道，贝尔法斯特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住了很多人，我接近它的方式之一是去被拍摄 

人居住的地方，虽然是个小城，也有警察、医院、福利部门、教堂、学校，这都是小城中我要去的

地方，也去了其它地方，我对影片唯一了解的地方是我剪辑了影片，最后的影片是一系列剪辑过程

的结果，因为随着我对材料的熟悉，我的想法也有些变化，我看到了一个段落和另一个之间的关系。

影片剪辑的最后才出现。就像写一部小说。不到最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剪辑之前我只有一个



 31 

大概的想法这个段落会怎样，但这要看具体拍摄的情况如何。我要找出各个段落之间的关系如何，

因为这之间的顺序也会说明些东西。我事先只有一些大致的念头，具体的东西来自你亲自处理这些

材料的过程。只有当我看到那些 T-shirt 工厂的段落如何与沙丁鱼工厂的段落相连接，和渔船、警

察局的段落如何连接，我才真正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吴：小城是一个小国家，包括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的一切。  

    怀：当然和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一切有联系。这个会是一个很长的电影，四、五个小时。我有 

很多有趣的素材，我不太想谈。这和你没有关系，我正在做这件事，我不想告诉别人，当影片完成

以后当然可以。  

    吴：有人喜欢谈论。  

    怀：我不喜欢，你谈论得太多，你会丢失你的一些想法。我不在乎谈得怎样，我只在乎影片会

是怎样。  

    吴：但是你把所有的情感都注入到这部影片中。  

    怀：是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全神贯注地做。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最后影片如何，而不是我如何谈

论。我对谈影片不太感兴趣，我想把自己的想法保留到影片中。 

    吴：你刚才说影片会四、五个小时长。  

    怀：我只是猜测，也许 6 小时或 3 小时。  

    吴：但多数观众都不喜欢影片太长。  

怀：是的，但我不是为他们而工作，因为我不肯定谁会是观众，你、还是隔壁的邻居，我怎么

会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隔壁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或是街对面的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吴：不再有观众。  

    怀：我喜欢观众，我的意思是我喜欢有人看电影，但我拍电影不是为别人，而是为我自己。 

这不是说我很傲慢，而是在看到电影之前你不知道它会是怎样的。你也许喜欢老电影，短的电影，

你也许会睡着，你也许会对这个感兴趣，对那个感兴趣，但我不知道。我对自己知道什么，你想什

么很难知道，我无法知道你想什么。我不是自私，也不是傲慢，我拍影片只是根据自己的标准、价

值观念和兴趣。《法国喜剧》长达 6 个小时，因为我觉得这个长度正合适，第一部《高中》长达 73

分钟，因为我觉得长度合适，也许我现在正在做的这部影片不会 5 小时长，但我不知道，我还没有

剪辑完足够的素材。 

    吴：你的拍摄的素材长达 120 个小时。  

    怀：115 至 120 个小时，很多。  

    吴：比上一部《公共住房》长。  

    怀：《公共住房》只有 70 个小时。我通常一部片子要拍 70 小时到 120 小时左右素材。《法国喜

剧》是 120 个小时。 

    吴：这个片子是你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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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不是，是第一次用另外一种语言工作。  

    吴：但是你法语讲得很好。  

    怀：是的。  

    吴：你说过你还是觉得有困难……  

    怀：除非对一门语言掌握得很轻松，你很难理解它的文化。比如我很难拍一部关于中国的影 

片，因为我不懂中文，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宗教、文化，不懂那里的政治、体育，我不知道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谈什么，至于法语，我必须很专注地听，我曾在 50 年代住在法国，我很喜欢法国。    

    吴：你曾在巴黎工作过。  

    怀：是的。  

    吴：也许很多人问过你，为什么选择拍纪录片?  

    怀：因为我对日常经验很感兴趣，如果你观察这些经验，你可以从中发现有趣的、悲伤或悲剧

性的东西，就如同从伟大的戏剧中得到的一样。  

    吴：放弃律师去做纪录片当时是一个很伟大的决定，因为你当时是律师。  

    怀：太多原因使我进了法律学院，但是我从来不到教室去，我从不上课，我不喜欢法律，我 

也对它知之甚少，因为我从不上课，我是个很不好的学生。我整天都在读小说，因为我曾上过法律

学院，使得很多人以为我懂得的比做的多，不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信任我。 

    吴：我还是想听你谈谈自己的纪录片。 

    怀：恐怕我让你失望了，但我不知道别的还有什么好说的，有的拍电影的人喜欢说，但我不喜

欢，我不想谈电影。  

    吴：你想谈点什么?  

    怀：篮球和小说，还有诗。  

    吴：小说呢?  

    怀：很早以前写过短篇小说，大学的时候。  

    吴：我觉得你的片子《公共住房》、《动物园》都像诗，你在影片中写诗。我把你的电影称为寓

言。  

    怀：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我的片子称为寓言?  

    吴：我喜欢这样想，我觉得寓言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尤其是《动物园》，比如影片中，我很 

喜欢“谈话”那些场景，片子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景，你为什么喜欢这样?  

    怀：因为这很重要而不是我喜欢，对于所拍摄的地方而言很重要。我拍摄的一些地方或一些 

机构，那儿有很多人，你看过《法国喜剧》吗？关于法国戏剧团的电影，里面有很多“谈话”，内

容关于演出、关于这个团的操作，当你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就会有很多谈话。 

    吴：《动物园》中，你把欢庆的场面作为影片的一部分，为什么?  

    怀：你怎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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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讽刺，假象。  

    怀：是笑剧。在动物园中，这个结尾把人和动物都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原因。我不知道这是不

是你需要知道的。  

    吴：我们不必总是围绕“我需要的”来谈，我们可以随便谈，也随时可以停止。  

    怀：我有一种感觉，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谈的很多的是你在做什么，或你想做什么，我 

不太那样做，我们不一样，你喜欢那样做，我不喜欢。我喜欢回答你的问题，但讨论电影很困难，

再就是语言问题，你的母语是中文，我的是英语。  

    吴：我不想迫使你回答我的问题。  

    怀：你可以问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回答不了，我会告诉你。  

    吴：我还是喜欢自由地谈，很个人地谈。  

怀：但是个人谈话和个人谈工作是不一样的，谈到工作我必须非常具体，比如为什么《公共 

住房》的开始的方式是那样的，我倒可以谈，但如果大概地谈纪录片，我就不想说了。 

    吴：我想找到……  

    怀：你所说的“钥匙”是你看《动物园》的方式，而不是我对《动物园》的看法。  

    吴：也许找一个翻译会容易些，但是我不喜欢这样……我的目的是和你谈你的电影，最多的目

的是让更多人理解你的电影。  

    怀：我觉得要理解我的电影，你最好自己去看，去想，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镜头

都在那儿?” “第一个镜头和第二个、第三个镜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是理解影片最好的方

式，理解影片的最佳方式是和理解一部小说一样的，英语中有一个词叫“close reading”。 

    吴：我对你每一部影片都有很多问题，很具体的问题。  

    怀：那你就问我。  

    吴：我想让中国人了解你的电影。  

    怀：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想法向他们解释。  

    吴：我曾写过关于你的影片的文章。  

    怀：我读过的大部分关于我的电影的英语文章都和我的影片关系很小，不好。我觉得最好的 

方式是仔细地看，就像一部小说，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而且应具体地指出所谈论的东西，在

影片中的位置，就像写小说或诗歌，你要说到语言的使用，而写电影要提出影像的应用，影像的意

义是什么?那是你应当做的，是你文光的解释。  

    吴：我个人很想和你具体地谈如何拍，如何录音等问题，以及拍什么样的人，这是我最感兴趣

的问题。现在我的目的是使更多的人了解……  

    怀：你想让中国人对我的新影片感兴趣，一个途径是你向他们解释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我

可能会做的是放映一组反映当代美国生活的影片，很多机构中国也有，中国有医院、警察、学校，

中国也有穷人，富人，中国也有体育运动，有中国传统的宗教，还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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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总的来说是一样的。我的影片是关于美国生活的，但世界上的人们却有着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些

影片也不只是关于美国生活的，这是谈论这些电影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因

为还有你说过的“暗喻”，“寓言”等。我如何表现美国学校生活，学校内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如

有人要拍一部关于中国学校生活的片子，学校内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学校有什么异

同；用电影来描写一个学校与用一本书描述学校有什么不同；纪实性的书和虚构类书来描述一个学

校有什么不同；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纪录片和基于虚构事实之上的电影有什么不同。这类问题是我问

自己的。如果你想就一部电影写些什么，最好的方式是解释你自己的反应和另外一些对中国文化很

了解的人的反应，他们看着这些反映美国社会和文化和人的话题，找出两国之间的异同。真正的问

题在于你如何拍这部影片，如何用电影语言来表达你的思想，因为电影和书，诗歌和戏剧不同。这

种形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如何表达你的思想，我为什么选择拍电影而不是写

书。我选择电影，因为我通过影像表达了一些复杂的想法，而不只是用词语，但是你也必须通过画

面来表现，因为画面之间的联系，你可以表达一种抽象或概括的意思。  

    吴：我也不喜欢概括地谈，我想知道你如何连接。  

    怀：大部分的剪辑都发生在这里。  

    吴：在你头脑中?  

    怀：在每个人的头脑中，你看到了最后的结果，而我作了剪切，也许你会在不同的地方剪切， 

也许更好，但肯定是在不同的地方，看的时候你应该问你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剪切。你坐在这儿

看的时候问过你自己这个问题吗?  

    吴：是的。  

    怀：我肯定你会在不同的地方作剪切。  

    吴：但问题是有的观众看你的片子，觉得像初剪过的。  

    怀：当然不是初剪。人们觉得它像初剪这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没法找出我的观点，这是

事实。  

    吴：我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很气愤。  

    怀：很好，我听到也会很气愤，我尽量不经常去听。  

    吴：三天前我给朋友发邮件，告诉他们我亲眼看见怀斯曼如何编辑影片，工作很艰难，编短短

几分种要花费很长时间。我希望更多的人理解你的作品是影片而不只是纪录片。在美国，人们看纪

录片就是看大人物或重大的事件，不是很多人喜欢关于日常生活、平常人的纪录片。 

    怀：你对影片的理解非常透彻，你应当写出来。  

    吴：剪辑片子时你有什么想达到的目的吗？  

    怀：我至少有两个目的，字面意思和抽象的意思。我是如何证明我的想法的，就像读一首诗，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要回到那首诗，看一看作者的用词、结构。作为证实你自己想法的证据。

你为什么选这个字而不是那个字。同样的，看影片时你就要想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片断而不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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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片断，为什么他把这个片断放在这儿?他为什么用聚会来结束影片，为什么这样开头?看一部影

片就要努力重新构筑它，比如我在做片子的时候可能会是怎么想的，你总要问自己为什么，那样的

话你就会发现我的想法。最基本的剪辑问题是：结构是什么样的?把它放在这儿有什么效果?我任何

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与此同时，我又在把这些组合起来，这个应当这样，那个应当那样，这

个放在这儿，那个放在那儿，使它看起来还不错。然后找到适当的节奏，就像写小说、写诗或跳舞，

我们跳舞时必须有一个节奏，她为什么要那样做，我拍片子和剪辑影片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节奏，

她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模仿大象，你模仿大象时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所以问题是我应当选择

何种方式来模仿大象。  

    吴：你的片子《盲人》中有一个小孩，镜头一直跟随他走过走廊，很长，这是片中一个很有 

名的片断。这个孩子像一个角色，但不是你导演的。这种片断经常出现在你的片中。  

    怀：杜桑曾谈过“发现对象”。当那个男孩下楼的时候，我很幸运，我看见了他，我意识到这

可能是很好的。 

    吴：你总是说你很幸运。  

    怀：是幸运、判断力和直觉的结合，我没有说只是因为幸运，幸运是一部分，直觉是一部分，

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意识到你所看见的，发现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吴：《动物园》中有一段用一只兔子喂蛇。  

    怀：是的，他杀死了兔子。  

    吴：是黑色幽默，很冷酷的幽默。  

    怀：是的。 

    吴：下面我想问一个细节的问题，《动物园》一开始是表演的场面，大象表演，你为什么把这

作为开头?  

    怀：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表演，另外，娱乐是和动物园的过去相联系的，动物园是一种手 

段，让动物做一些和本性的不一样的事情。动物园是想建立或重建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这是和陈旧

的观念相对立的，我展示了在陈腐观念中动物是怎样的，它们被训练跳舞。 

    吴：你喜欢电视台的人拍摄的时候，从后面拍他们。  

    怀：这其一是个玩笑，其二是对不同的电影拍摄方式作评论，开一些使用技巧布置的人的玩笑，

比如在《动物园》中，他们在拍老虎假装是在非洲拍，我觉得这很滑稽。  

    吴：为什么在《动物园》结尾时选择欢庆的场面?  

    怀：我不把第一天拍的作为开头，以最后一天拍的作为结尾，我把所有的资料都看了，然后看

用哪些，以怎样的顺序。我把片子其它地方着重强调的观念都合到了一起，尤其是人和动物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在动物园的聚会中，人们打扮起来，吃着其它的动物，他们的食物来自其它动物、牛排、

虾等，你看到许多私人行为。  

    吴：你说过你剪辑影片是“真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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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我说过，但是是玩笑。  

    吴：但很多人用你的话来……  

    怀：我知道。我创造那个词，作为和“真实电影”相对应的词，但“真实电影”是荒谬的。 

当我说“真实虚构”的时候，很多人当真了。  

    吴：所以你要小心。  

    怀：不，是他们应当小心。  

    吴：拍摄和编辑，你更喜欢什么?  

    怀：通常喜欢编辑，但有时候不一定，不一样。因为拍摄是一种奇遇，因为你在不同的场合见

到不同的人，有的正常，有的很奇怪。剪辑的工作量很大，但总是内部的工作。也可以说这两种工

作我都喜欢，稍微喜欢剪辑一些。因为它更好控制，你要坐在那儿思考所有这些经历意味着什么。

你要花时间，这很有趣。看着影片慢慢成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吴：你和几位摄影师合作过?  

    怀：四位吧。  

    吴：谁时间最长?  

    怀：现在仍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他叫 John David。 

    吴：多少部影片?  

    怀：大约十五、六部吧。一般我给他打电话，“我们三月在迈阿密见面怎么样?”，他说没问题，

然后三月我们就在迈阿密见面了。  

    吴：他是自由职业?  

    怀：对，谁付他钱他就为谁工作。  

    吴：他住哪儿?  

    怀：英国。  

    吴：多大?  

    怀：51 岁，从《演习》这部片子开始，他为我工作，1978 年或 1979 年。  

    吴：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好的摄影师?  

    怀：喜欢与我合作，动作反应快，能很稳地端住摄影机，和我兴趣相同，因为在拍摄过程中 

我们谈很多，尤其是晚上看未剪辑的片子的时候。他必须和我心思相同，并且持同样的态度，他还

应不介意做我想做的一切，因为他必须那么做。  

    吴：拍完之后，需要很快看到素材吗?  

    怀：是的，每天拍完了送到冲印的地方，之后再送给我，当天拍完当天处理，我每晚都要看拍

的素材。不论几点结束，我们都要看，这很重要，这是知道你有什么材料的唯一方式，声音没关系，

因为录的时候我能听见。  

    吴：从你拍第一部影片，你就喜欢录音这项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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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是的。使我更容易地分辩出应当拍什么，并在我录音时告诉摄影师应当怎么做。  

吴：你和摄影师谈得多吗?  

    怀：是的，我们谈得很多，使用我们的信号，我拿着麦克，他随着我，我选择该拍什么。  

    吴：你有的影片是黑白的，有的是彩色的，你是怎么想的?  

    怀：从 1966 到 1980 所有的影片都是黑白的，第一部彩色片是《商店》因为颜色是故事的 

一部分，看见衣服的颜色很重要，也因为彩色摄影有了很多技术上的发展和进步，而黑白负片却还

和 60 年代的一样。彩色负片发展地很快，所以你可以在很差的条件下拍，而颜色依然很好。比如

我告诉过你想把《芭蕾》拍成黑白的，开始拍的黑白的，但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在同一间屋子里

用彩色拍就好了，后来我就拍彩色的。《商店》之后我拍的一部黑白片是《接近死亡》，那是在一家

医院里，光线很好，我很喜欢黑白片，因为它更抽象，现有风格。  

    吴：你的影片《福利》中有许多关于福利的讨论。有人认为讨论太长，观众们觉得无聊，那 

你为什么选得那么长呢?  

    怀：《动物园》对话很少，《福利》有很多谈话，因为谈话很重要，跟主题有关。  

    吴：你如何选择材料?  

    怀：我尽量使每个片断都可被人理解，同时选出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我喜欢、感

兴趣的部分，别人也许会选另外的部分。  

    吴：你以后会选择不同的题材吗，比如会选食品、起居、教育、体育?  

    怀：宗教。  

    吴：你的下一个题材会是什么?  

    怀：我不谈这个。  

    吴：是秘密。 

    怀：是的。 

    吴：如果中国有年轻的纪录片人用你的方式来做片子，你会怎么想? 

    怀：每个人的方式是不同的，即使是用相同的技巧。即使他们感兴趣，也不一样，他们的拍摄

方式、剪辑方式和我不会一样，在中国至少有 20 亿个题材，中国是纪录片工作者的天堂，因为什

么都做的很少。 

    吴：如果你到中国拍纪录片，你的目的也只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不是大人物的故事。 

    怀：对，那是我感兴趣的，别人也许对别的感兴趣。  

    吴：有人喜欢找名人，你怎么想?  

    怀：我不喜欢，并不是说别人拍这些就拍不出好片子，我拍摄的是日常经历。  

    吴：有人喜欢拍明星是不是受电视的影响?  

    怀：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概括地评论纪录片，因为我看得没那么多，即便我看了那么多，我也

不会那么做，因为这不公平，这应当是社会学家的工作，我不知如何去做，每部纪录片，制作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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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题材都是特别的。我不认为我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还有很多其它好的方式。最重的是人

们做他们想做的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发现对他们自己来说最好的东西。如果人们跟随一种模式，

那么他们的电影就不会好。  

    吴：你拍电影的方式是许多方式中的一种，但你拍影片是为了自己，但很多拍电影的人必须 

考虑观众。  

    怀：是的。  

    吴：今天下午我和哈佛大学的助教朱迪谈过了，她正剪辑她的新片，我看了一些，觉得她受 

了电视的影响，很多观念众都喜欢好看的故事，有明确的答案。我们讨论了，如果观众舒服，你就

会觉得不舒服，  

    怀：我明白你说的，但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吴：我们谈的是素材，是关于她在中国的家庭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但她为电视台拍的，我

可以看出电视台对她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要想使观众舒服，你自己就不会舒服。  

    怀：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如果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很舒服，为什么观众就舒服呢? 她在想

着观众，而我不想观众，我想到观众时，觉得片中有足够的信息，看的人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

我不会为了让观众看明白而简化其中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我喜欢更抽象的东西。  

    吴：我想和你谈一下“独立”。制作上讲，“独立”的意思是自己找资金，自己拍摄……  

    怀：在美国也是如此，同时也意味着精神独立。你没有老板，很多美国的独立制片公司不给电

视台拍片，对有的人也意味着你的观点也是独立的。 

    吴：能不能多谈一下精神独立?  

    怀：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干什么；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在电影方面是这样，在我生活的其它

方面也是这样。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我是独立的，我有很多朋友，但如果我没兴趣，就不见他们，

我不是反社会的，我只是很难……  

    吴：怎么难?  

    怀：我很难相处。如果我不喜欢某个人，我不会设法去和他们相处。  

    吴：在中国，如果你是电视台的，就是属于有组织的，如果你是独立的工作者，也会有一堆 

类似的人经常聚在一起。  

    怀：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波士顿有很多独立制片人，我知道他们，但是不经常见他们，有 

的人不喜欢我，觉得我不善社交，但我大多数朋友都是电影圈以外的，我不喜欢对电影胡说八道。

  吴：电影史上，美国 60、70 年代有一个被称作“直接电影”的说法，其中有罗伯特·祖、李

考克、潘尼·贝克、梅索士兄弟，你也在其中。我看到一些文章，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很高兴被当作

“直接电影”的一员被谈论，但上次我问你，你却问我什么是“直接电影”。 

    怀：他们在一起工作，拍许多片子，我不那样。 

    吴：在中国也有“第五代”、“第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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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他们需要把人们按流派分类。  

    吴：我喜欢你不属于任何流派，你就是你自己，你是独立的，不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怀：是的。  

    吴：你最喜欢什么?  

    怀：打网球，滑雪，读书，我读书很多，见朋友。  

    吴：不谈电影?  

    怀：我不喜欢谈，若有人付钱也会那么做，比如前天晚上，你跟我去那个大学，就是有人花 

钱请我谈。 

    吴：这是你第一次在家里谈纪录片?  

    怀：不是，但这种情况很少。  

    吴：你住这儿有 30 年了?  

    怀：31 年，从 1966 年开始。我很少在这儿谈电影。因为我的朋友大都不是纪录片制作人， 

他们是作家、教师，有时谈一下，但不多。  

    吴：他们喜欢你的影片吗?  

    怀：我想是的，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喜欢。他们也可能没说真话。我的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就住 

在隔壁，是一个英语教授，所以我们常谈谈论书而不是电影。  

    吴：有人说不喜欢你的某些电影吗?  

    怀：有时会，但多数时候他们只告诉你他们喜欢你的影片，他们不喜欢也不会告诉你，如果说

的话会更有意思，但人们怕伤害你的感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总的来说我知道片子中的东西哪些

好，哪些不太好，因为剪辑过程中我也须处理那些不太好的地方。  

    吴：你不告诉我下个题材是什么，但能告诉我什么时间开始拍吗?  

    怀：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钱。有几种可能性，要想得到钱的确很困难。我希望你能给我 

钱，你回北京后，给我寄来支票拍电影。  

    吴：这也是我的难题。你拍一部电影的钱，我可以拍十部。  

    怀：我刚开始拍的时候，现在拍一部片子的钱也够当时拍十部，问题是费用提高了，而不是 

我的价格提高了。我刚开始拍时，负片每卷大约 13 美元，现在大约是 107 块一卷；过去冲印 1 英

尺大约 7 美分，而现在 33 分，所有东西都涨价了。过去旅馆一晚上花 20 美元，而现在要 110 块钱，

所以我需要中国的新百万富翁来支持我。  

    吴：这只是个梦想。  

    怀：我知道。你找到一个富翁之后，再给我找一个。  

    吴：你每年都要拍一部片子?  

    怀：我拍了 31 部片子，因为我工作非常努力。我非常努力地去争取钱，然后很努力地做片子，

所以我每天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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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包括周未。 

    怀：对，但我那天对你说过，这是一个特别忙的阶段，我要剪辑，还要设法得到钱，我的新片

要播映了，为了准备播映，我要作很多电话采访，和各种媒体谈，还要和电视台的人谈，比如今天

我就对电视台的人发脾气了，因为我不喜欢他们播映的时间。通常我一天能比现在做更多的工作。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和他们在一起花很多时间，但现在他们长大了 

    吴：你喜欢哪些欧洲影片?  

    怀：我对欧洲纪录片不太了解，我爱好的方向主要是书、戏剧，而不是电影。  

    吴：你喜欢哪类书?  

    怀：诗歌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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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梅索斯访谈：“直接电影”还没有发展到最成熟的地步 

受访者：美国纪录片导演： 艾伯特·梅索斯 

访问者：黎小锋 

访问方式：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进行     

 

2015年3月5日，美国“直接电影”代表人物，纪录片导演艾伯特·梅索斯逝世，享年88岁。

艾伯特1926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他曾做过心理学教师，他和兄弟大卫·梅索斯（1931～1987）

一起搭档，一个摄影一个录音，联合导演了《给我庇护》《推销员》《灰色花园》等经典性的直接

电影作品。 

2005年，自艾伯特·梅索斯开始，我断断续续做了“追问直接电影”系列访谈，并于2012

年出版国内第一部“直接电影”研究专著《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 

                           

  缘起： 

  你是制作关于事实的电影，还是为电影去制造事件？ 

  这大概是所有纪录片制作者在拍摄之初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电影去制造事件者，总是企图控制被摄对象，把握事件进程，他们相信自己就是上帝，他

们不是发现了一个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世界； 

制作关于事实的电影者，总是谦卑地让事件自然浮现，让人物自行其是，他们总是心存敬畏，

在某些关键时刻，愿意将“导筒”交给冥冥中那只无形之手。他们尊重观众的选择，也执着于自己

的电影制作观念。 

梅索斯兄弟显然就是一对将“直接电影”制作观念上升到了哲学、道德层面的人。也正是基

于制作关于事实的电影的立场，梅索斯兄弟一反德鲁小组以刻意制造“危机”来结构电影的做法，

往往以人物性格、人物形象来结构影片。他们坚持在现场采取伺机拍摄的方式，而与“真实”电影

那种刺激、促使事件发生的方式拉开了距离。 

  象梅索斯兄弟这样，自己率先提出一种创作方法，然后在多年的身体力行中发展、完善甚至捍

卫这种创作方法——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当他们把这种创作方法与个人的道德、信念维系在

一起的时候。同时我也倍感好奇——在纪录片制作领域认为直接电影方法已经过时、甚至遭到普遍

质疑的今天，这种理论中是不是藏着什么魔法，否则它们怎能如此长久地吸引着象梅索斯兄弟那样

的人？ 

                                                      

问：艾伯特先生,听说“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这个概念是由您最早提出的，您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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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具体的时间和场合吗？其他纪录片人是否接受这个概念？在此之前，类似风格的纪录片被称

为什么？ 

答：“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这个概念最早由电影评论家路易斯·马科热勒斯提出，

当时他在一本法文杂志《电影手册》上将我们的纪录片《表演者》作为“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

的范例。《表演者》制作于1962年，我记得登载马科热勒斯评论的那期《电影手册》是在第二年出

版的。 

触发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两个人的小组，一个摄影，一个录音，带着新开发出来的设备，

没有噪音，摄影机可以手持拍摄个十分钟，无须通过电缆与磁带录音机联结，但仍然能够保持同步

录音。这样一来，两个人就可以置身镜头后面，不再干扰现场。银幕上展现的真实场景是如此贴近，

明确，充满洞察力，以致于让观众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摈弃那些可能阻隔我们

的东西，包括采访，主持人，画外音乐，电影化的技巧，比如快切，特殊光效等等。这种“直接电

影” （Direct Cinema）的方法当时并未广为接受，今天它也没有完全被其他纪录片制作人接受。

在“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之前，与之类似的不那么纯粹的纪录电影形式，被称为“真实

电影（Cinéma Vérité）”。 

    问：当时您是怎样理解“直接电影”的？您认为它的现实依据在哪里？ 

    答：“直接电影”基于这么一种需要：通过让观众近距离地接近正在上映的一切，让他们做出

自己的判断。而且，它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拍摄者抛弃了个人的偏见，全身心地致力于展现现实

本身，从而让我们对这个置身其中的世界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问： 当时美国的社会文化对您投身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一个纪录片人应该尽可能远离他的观点，无论是美国文化或者其他社会思潮。不仅在六十

年代，在任何年代都是如此。 

问： 您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对您的纪录片创作有何具体影响？ 

答：我出生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是个教师。我想，我的家庭背景

使我对普通人的需求比较敏感。我母亲非常自信地认为，人性本善。这使得我更倾向于以爱和理解

去接近普通人。另外，心理学的教育背景有助于让我抛弃偏见。    

问： 能否谈谈您在德鲁小组时和德鲁、李考克、庞尼贝克等人的合作吗？当时您主要承担什

么样的工作？ 

答：跟德鲁小组的合作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使得我的观念，以及他们的观念，通过

机器的新发明而有实现的可能。与此同时，他还让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参与其中。 

问：现在有很多纪录片人，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独立制片人，也在模仿您和大卫那样的搭档

方式，请您谈谈你们兄弟俩的搭档留下了什么经验和教训？ 

答：我想每一部电影都是一种合作。当然，合作者必须能够协调一致，这是至关重要的。他

们必须心心相映。在我和我兄弟的搭档中，我们两个人都各司其职，我负责摄影，我的弟弟负责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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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我们共同管理财政，负责发行，另外我的弟弟还指导剪辑。 

问：您能回忆一下当年你们是怎样介入《灰色花园》的？后来您有没有继续拍摄小艾迪？ 

答：Lee Radziwell希望我去长岛的东汉普顿拍一部有关她童年生活的电影。她是由其男友，

著名摄影师彼得·比德介绍给我们的。一天，当我们正在拍摄时，李接到一个来自灰色花园的电话，

艾迪·比尔说她需要帮助——卫生署正在谴责她没有清理房子。于是，我们一起去了灰色花园，并

且开始拍摄小艾迪。一周以后，当我们向李展示一些包括艾迪在内的拍摄素材时，李明显感到自己

的风头都已被灰色花园的素材抢去了，她不愿再继续这个项目。几个月后，我和我的兄弟决定自己

来制作这部关于“灰色花园”的电影。就在不久前，我还去了灰色花园，给杰瑞拍了一些素材——

这个年轻人曾经在影片中出现过。杰瑞说他正在纽约开巴士。我纪录了我和他一起访问灰色花园的

整个过程。 

问：我注意到,您的大多数影片，都是您和其他人，如大卫·梅索斯、夏洛特·佐威林等人联

合导演的.集体导演是否与个人表达相悖？ 

答：回答是“No.”对我而言，我只用手上的摄影机纪录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认为“导演”这

个词有点问题，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者不应该控制眼前发生的一切。相对于“导演”这个

名词而言，我更倾向于“电影制作人。” 

问：我也注意到，您的影片基本上都是采用其他人做剪辑，这是否有可能影响您的观念表达，

造成与前期拍摄风格的不统一？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答：通过选择剪辑师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剪辑师本着最大限度地挖掘素材的主旨，既展

现摄影师的视界，同时又忠实于素材本身。 

问：以人为主导，势必忽略社会背景，怎样处理？ 

答：这要视影片的社会背景所具有的重要性而言。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方向，或者强调社会

背景，或者以人为主。 

问：您是否认为“直接电影”方法存在某种不足？它是否需要在今天做出某些调整？ 

答：当你拍摄的事件处于进行阶段时，“直接电影”这种方式是最佳选择。就其本性而言，

它不大适合纪录已经过去的事件。因为事情已经发生，就再也拍不到了。当资料镜头匮乏的时候，

使用非电影化的手法就变得很必要，比如说采访，旁白。我认为“直接电影”还没有发展到它最成

熟的地步。你越是恪守最初的原则，就越能把影片拍好。 

 

                                 (访问过程中曾得到詹姆斯· 希弗曼先生和贾恺女士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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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而不是交朋友——纪录电影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访谈  

张同道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先生是美国直接电影大师，40 年如一日，坚持拍摄社会机构，至今已完

成 30 多部作品，这些作品被誉为美国社会影像史。2001 年，我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上采访

了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先生。 

 

    张同道（以下简称张）：您拍摄纪录片已经有 30 多年了，这些年来，纪录片和很多纪录片导

演都在发生改变，而你一直保持一贯的拍摄方式。为什么？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以下简称怀）：因为我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拍摄，这种方式很适合我的拍摄目

的。一样的拍摄技术，但是这些年来一直在探索怎样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技术，我想这些拍摄的技

术很适合我选择的拍摄主题。 

    张：其他纪录片导演都有很大的变化，或许一年一种风格，但你的作品总是一种风格。 

    怀：这种风格是我所熟知的，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拍摄主题不同，风格就会不一样，要适应

主题。有些电影有很多的访谈和旁白，而有些电影通过画面来讲故事，观众也容易看懂。 

    张：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你的电影并视为国宝，你怎么看？ 

    怀：我怎么能拒绝呢？ 

    张：你喜欢那些电影吗？ 

    怀：当然。 

    张：你更倾向于哪方面？记录社会还是艺术创造？ 

    怀：或许称不上艺术，我在尽力拍摄一部好的电影。为了记录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是我必须去

做的——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达。我对制作纪录片不感兴趣，我喜欢拍摄电影。 

    张：纪录片和电影有什么不一样？ 

    怀：我也不太清楚。对我来说，电影是有戏剧化的结构，有动因，画面必须有趣，声音清晰。

我尽力让我的电影具有戏剧结构，所以当我剪辑影片的时候，我像剧作家、小说家那样思考同样的

问题。 

    张：你怎么看待你选择的主题和你的纪录片之间的关系？ 

    怀：我对我的拍摄对象总是很坦诚，我会告诉他们我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影片会被如何使

用。我不会想努力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很明显我居主动和强势地位（我们不是平等的），我在拍

摄他们。 

    张：你会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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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我不是要对他们冷淡，而是很友好。但我不会尝试给他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有可能成为

朋友，因为我觉得留给他们这种不可能会发生的印象（成为朋友）是一种错误， 

    张：你不想和他们太亲近？ 

    怀：我只是想表示友好。 

    张：你怎么能让他们在你的镜头前自如地欢笑、哭泣、唱歌等等。 

    怀：因为他们很放松，我经历过的人中笑的比较多。我不知道在中国情形是怎样的，在法国拍

摄的技巧和美国差不多，没有什么文化的差别。 

    张：你需要选择特别的人吗？ 

    怀：不用，他们没有什么不自在。 

    张：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怀：我总是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也不会进行下面的拍摄。拍摄完成后，我

也会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不，我也不会使用这些素材。所以，我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求

得了他们的许可的。 

    张：你尊重他们，但不愿意跟他们交朋友。 

    怀：我得说明白，我在这里是拍摄电影的，而不是来交朋友的。 

    张：许多观众怀疑纪录片的真实性，你怎么看？ 

    怀：我不认为电影里人们的表现和平常人有什么差别。从我的经历来看，镜头不会改变人们的

行为。 

    张：可人们在摄影机面前总会有意无意地表演。 

    怀：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人们都是演员，能够短时间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像照相时的怪

动作。演员可以与平时不同，戏剧中的表演就与平时不同，但并非每个人都是演员。 

    张：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摄影机的存在会引起一些变化，比如他们会更加激动。 

    怀：在我的影片中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张：我经历中是有的，我拍摄一部纪录片，拍摄对象在摄影机前会和日常表现不太一样。 

    怀：我拍摄的人在镜头前和平时没什么差别。 

    张：你喜欢和年轻的纪录片导演交流、分享吗？ 

    怀：就像昨天的情形？ 

    张：是的，他们问了你许多问题。1997 年你到过中国，你对中国纪录片有什么印象？ 

    怀：我只看了一些，比较少，我很喜欢。我喜欢中国的一些电影，还有一些关于西藏的影片，

都很好。 

    张：或许我没有都看过。 

    怀：很有可能，中国的电视台都不播放这些片子。 

    张：你怎么分配你的工作和生活时间呢？我听说你很忙，工作时间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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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是的，我工作量很大。 

    张：每天多长时间呢？ 

    怀：每天 10 到 12 个小时。 

    张：每天 24 个小时，你工作时间几乎占了一半。 

    怀：是的，每天至少都是 10 小时。 

    张：你是说拍摄的时候？ 

    怀：不是，拍摄的时候每天几乎工作 15 个小时。因为你白天拍摄，晚上需要看回放。 

    张：工作量真的很大。 

    怀：是的，但这是一项有趣的工作。 

    张：那您工作之余都做些什么呢？ 

    怀：我大部分时间滑雪，骑自行车，散步，打篮球。 

    张：你会去电影院吗？ 

    怀：不经常去。 

    张：你会看好莱坞电影吗？ 

    怀：当然。 

    张：为什么？只是为了娱乐？ 

    怀：是的。 

    张：你怎么看好莱坞电影？ 

    怀：大部分很糟糕，一些还行。 

    张：你喜欢吗？ 

    怀：我喜欢那些好的，不喜欢那些糟糕的。 

    张：你喜欢哪些？ 

    怀：我不经常看。 

    张：听说你现在开始拍摄一部新影片，什么内容？ 

    怀：这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电影。 

    张：一部故事电影？ 

怀：这是一部根据俄国小说改编的电影，小说讲述了从俄国革命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我选

择了小说中的一些章节，是一个俄国犹太医生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几天后她的儿子将会面对德国人

——德国人占领了她们的村庄，这封信是她一生的写照，描述了村子怎样从德军的暴行中保存下来。

拍摄资金来自基金会，我几周前完成了拍摄。      

                                        

                                

    张：你以前拍过故事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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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我拍过，不过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 

    张：有多长时间？ 

    怀：大概 65 分钟。 

    张：你为什么决定拍摄故事片？与以前很不一样。 

    怀：为什么不呢？我有很多的选择，这个选择很有趣。 

    张：你从小说中受到了启发？ 

    怀：是的，我选择了小说中的一些章节，拍摄了这部电影。 

    张：你以前的纪录片拍摄资金来源于美国机构，这部故事片的资金来源于哪里呢？ 

    怀：来自法国，法国的一个支持艺术电影的基金会。 

    张：这是一部合拍片，什么时候能完成？ 

    怀：希望明年春天就能完成。 

    张：如果我邀请您去中国，为我们的学生做一些讲座，你会感兴趣吗？ 

    怀：我很感兴趣，但这得看什么时候了。现在在欧洲，我很忙。 

    张：最后一个问题，或许没必要，但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你怎么定义纪录片? 

    怀：我不会去定义纪录片。电影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是学术的需要。 

    张：那故事片和纪录电影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是因为真假的问题吗？ 

    怀：很多故事片能做的纪录电影都不能，很多定义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们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

我不会遵循什么规则。 

    张：但是，你仍旧保持你的拍摄方式。 

    怀：这是我喜欢的拍摄方式，你不需要按照我的方式拍摄。我找到了自己的拍摄方式，你找到

你的拍摄方式。 

    张：你会接受其他人的纪录片吗？ 

    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拍摄方式，有些我喜欢，有些我不喜欢。 

    张：你喜欢什么样的纪录片，你认为什么纪录片是好的？ 

    怀：我不知道怎样发现好的纪录片。 

 

弗雷德利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作品年表 

1967年，《提提卡蠢事》Titicut Follies，84 分钟/16 毫米黑白 

1968年，《高中》High School，75分钟/16毫米/黑白 

1969年，《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81分钟/16毫米黑白 

1970年，《医院》Hospital ，84 分钟/16毫米/黑白 

1971年，《基本训练》Basic Training，89 分钟/16毫米/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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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宗教禁欲》Essene，86分钟/16 毫米/黑白 

1973年，《少年法庭》Juvenile Court，144分钟/16毫米/黑白 

1974年，《灵长类》Primate，105分钟/16 毫米/黑白 

1975年，《社会福利》Welfare，167 分钟/16毫米/黑白 

1976年，《肉类》Meat，113 分钟/16毫米/黑白 

1977年，《运河区》Canal Zone，174分钟/16 毫米/黑白 

1978年，《西奈半岛驻防》Sinai Field Mission，127分钟/16毫米/黑白 

1979年，《军事演习》Manoeuvre，115分钟/16毫米/黑白 

1980年，《模特》Model，129 分钟/16毫米/黑白 

1983年，《商店》The Store，118分钟/16 毫米/彩色 

1984年，《赛马场》Racetrack，114 分钟/16毫米/黑白 

1987年，《聋》Deaf，164分钟/16毫米/彩色 

1988年，《导弹部队》Missile，115 分钟/16毫米/彩色 

1989年，《将死之时》Near Death，358 分钟/16毫米/黑白 

1990年，《中央公园》Central Park，176分钟/16毫米/彩色 

1991年，《亚斯坪》Aspen，146 分钟/16毫米/彩色 

1993年，《动物园》Zoo，130 分钟/16毫米/彩色 

1994年，《高中 2》High School II，220分钟/16毫米/彩色 

1995年，《芭蕾剧团》Ballet，170分钟/16毫米/彩色 

1996年，《大剧院》Comédie-Francaise ou L'amour joué, La，223 分/16 毫米/彩色 

1997年，《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195分/16毫米/彩色 

1999年， 《贝尔法斯特 缅因州》Belfast, Maine，248 分钟/16毫米/彩色 

2001年，《家庭暴力 1》Domestic Violence，196 分钟/16毫米/彩色 

2003年，《家庭暴力 2》Domestic Violence II，160分钟/16毫米/彩色 

2006年， 《国家立法院》State Legislature，217分钟/16 毫米/彩色 

2009年， 《舞蹈》La Danse - about the Ballet de l'Opéra National de Paris，159 分钟/16

毫米/彩色 

 

                                                                   翻译 何艳 常晓萍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te_Legislature_%28film%29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La_Danse_%28film%29&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llet_de_l%27Op%C3%A9ra_National_de_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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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电影：一种关于纪录片的理想 

 

                                                                            聂欣如  

 

    直接电影，也被称为观察式纪录片，是 1960 年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纪录片流派，也可以说是

一种纪实的方法或者规定性。这样一种纪实方式的出现，颠覆了之前对于纪实相对较为宽松的认

同，转而实行一种相对严格的、要求纪录片创作者高度自律的方法，这种方法排斥搬演、要求视

听同步的记录、不事干扰地拍摄对象、尽可能少用旁白和采访等等。这样的纪实方法在全世界纪

录片制作的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成为了纪录片制作中最为经常使用、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

之一。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当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正在满腔热情地学习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

西方开始出现否定直接电影的思潮，而从 2010 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不少附和的声音，不仅是一

些纪录片制作者在不同场合发出声音，翻译和撰写的文章也开始出现在严肃的学术刊物上。国外

出现反对声音的大背景是电视台出于娱乐目的对于观察方式的滥用（如纪实肥皂剧），相应出现

理论上的诉求也就不足为奇，而这些批评 2000 年便已经被介绍到了国内。按照布鲁兹的说法，

“尽管反对或批评观察模式的声音不减，但观察模式依旧维持其高度的影响力，因为它使纪录片

的风格与内容摆脱原有的桎梏”。今天，反对直接电影以理论化的面目在中国出现，迫使我们对

这一纪录片方式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以避免重蹈国外某些纪录片理论堕入娱乐和游戏的不

能自拔的覆辙。 

  

一、旁观的美学：趋近真实 

  

    国外对于直接电影的批评大多从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问题出发，认为直接电影并不能像它所宣

称的那样具有真实和客观的效果，它是在“撒谎”。不过，这里所谓的“宣称”，显而易见并不

是某个人或某种权力机构的宣称，而是大众的认同，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也就是说，直

接电影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种在大范围读解后的认定。那么，对于这种真实性和客观性

的否定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理由呢?主要的理由大致有两个：（一）直接电影所遵循的尽量不干扰拍

摄对象的原则被认为是“自欺欺人”，“毕竟只有秘密监视才能算是非干预，而直接电影并没有

把自己限定于此”。（二）使用了剪辑，“这些创作者（指直接电影的创作者——笔者）深知叙

事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教条并不排斥剪辑，尽管他们给拍摄过程附加了诸多限制，‘处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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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无法因此而去除”。但这两条理由似乎都不值一驳，因为如果说使用

了剪辑和因为拍摄者的在场对拍摄对象有所干扰就不能算是客观和真实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任何

一部纪录片是客观真实的了，因为任何一部纪录片都必须经过现场拍摄和剪辑。不过，这篇文章

的作者温斯顿所秉持的立场并不是要对纪录片的真实与否进行辩论，他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纪录片

所具有的真实性，从而对纪录片这一影片类型提出质疑，把争论提升到影像分类的层面，我们在

这里可以暂时将他的看法忽略，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还是在纪录片的范畴之内。 

  

    国内也有人对温斯顿的看法表示赞同，认为纪录片的“真实性范式已经破产”。其实，如果

认为真实性不存在于纪录片，却还要在纪录片的名义下讨论这一问题，便显得有些荒诞。因为要

讨论纪录片就必须有一些关于纪录片的共识，比如纪录片是纪实的、非虚构的、非纯娱乐的等等，

这些共识帮助我们把纪录片与以娱乐和虚构为主要目的的故事片、动画片等概念区分开来。如果

连这样的共识都不能达成，那么我们将重回电影早期无所分类的混沌时代。没有基本的共识，我

们所使用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在能指上完全一样，都叫纪录片，但是所指却是南辕

北辙的。因此，我们宁愿相信这个问题的提出是针对直接电影的，而不是一般的泛指。 

  

    为什么坚持旁观的美学？这是因为提出这一问题者预设了真实，即这个真实只能在“偷窥”

的状态下成立，否则就不能观察到事物原本的样子。这里所说的“偷窥”只是一个遁词，因为谁

都知道偷窥为法律和伦理所不容，不可能成为纪录片名正言顺的制作方法，因此预设者其实想说

的是：真实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被观察到的（剪辑同样也压缩了实际的时间）。这样预设者的

逻辑也就清晰了：因为真实不能被看见，所以一般有关真实的言说都是谎言。直接电影的方法恰

恰是以追求真实和客观为目的的，因此直接电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当我们说直接

电影趋向真实的时候，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是真实。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既然存在

是事物不可见的本质，那么真实描述的也就不可能是存在的本身，而是人们对于存在的信念。这

一点可以在人类学、语言学等多方面得到证明。古人对于神明的信念导致了神的真实存在，尽管

今天的我们不再相信这一点。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到，神话“在以往时代人们的眼

中却是事实”；贝塔佐尼说：“神话不是纯粹杜撰的产物，它不是虚构的无稽之谈，而是历史。”

真实从来就是形容词，因为世间没有一种可以被叫做“真实”的实物，真实只是我们对于某一事

物所具有的情感和态度。《说文解字》释“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此真之本意也，经典但

言诚实，无言真实者。诸子百家乃有真字耳。”也就是说，中国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出现了“真”

这个字今天的用法，过去的“真”是被作为“诚实”来使用的。中国文字的例子并非偶然，类似

的有关“真”字概念的变迁可以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找到。哲学家指出：“事实上真、伪主要是

指信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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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直接电影所追求的就是事物的真实，因为这个真实并不

指向事物存在的本源，而是指向制作者对于这一存在的“揭示”。海德格尔说：“一命题是真的，

这意味着：它在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中说出存在者、展示存在者、‘让人看见’存在者。”亦即

揭示者对事物所具有的行为和态度。中国学者杨国荣也指出：“相应于现实性的向度，存在同时

呈现‘真’的品格。这里所说的‘真’，既是指认识论意义上对存在的如实把握，也是指本体论

意义上的实在性。”也就是说，“真”不仅是揭示过程中主体的一种情感和态度，它同时也意味

着存在客体本身的实在性。存在之所以是一种能够被观察的存在，是因为它已经摆脱了混淆于他

者的状况，在一派混沌之中它无法作为存在而彰显自身。如果“真”是我们对于存在的客观的感

知和揭示，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会说我们无法到达事物的本身，而只能趋近它呢？这是因为在哲学

家那里“真”和“真理”尚有距离。“存在只能作为自身不能总体利用的一个局部场所而暴露给

思想”，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纯粹直观的杂多”，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真”永远只是相对的、

局部的，不可能是整体性的真理，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只能有待于诸多局部的集合之后，由人们的

想象来建构。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实”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哲学概念，它既包括了局部的“真”，

也含有部分的整体性的“真理”。当我们只看到“真”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不满足感，这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直接电影尽管能够向观众呈现事物真实的一面，但它的呈现永远只能是某一系统建构

的局部、部分的真理，这样的局部有时并不令人满意，或并不一定就是整体的主要部分；更不用

说一般人所认同的“真实”，还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呈现以“一般”来否定眼见的“特

殊”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才将带有“文献”意味的“纪录片”这样一种与真实(真理)

紧密相关的概念改成了“非虚构电影”，以避免人们将纪实所获得的局部之“真”误解为终极之

“真理”。 

  

    当人们知道了真实并非不可触摸，纪录片并非不能达成真实这样的简单道理之后，为什么还

会有人坚持纪录片是主观的？这是因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任何个人的观察都是从那个人的角度

对于外部世界的建构。那么，这两种说法岂不是互相矛盾吗，个人的主观怎么又能成为客观？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有关“偷窥”的问题，似乎“偷窥”是一种能够不事干扰地进行观察

的方法。但是，即便是银行、街道、商场中的监视器，也不能做到完全的“旁观”，因为人们依

然有可能对这些设备做出反应（违章驾驶和小偷都有可能避开监视器）。即便是某人带着针孔摄

像机偷拍，也还是会因为这位偷拍者的存在而对被拍摄者有所干扰，只不过干扰不是来自于拍摄

的行为，而是来自于拍摄者在那里的“装模作样”。换句话说，绝对无干扰的拍摄几乎是不可能

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观察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揭示的行为，而被观察的事物同时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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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施加了影响，两者的互动构成了一种主体间的关系，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观察”。但是，

从我们的经验来说，个人的主体又确确实实地面对着一个外部的世界。利奥塔说：“如果没有见

者和可见者之间的远离和分隔，就不存在任何有待看的东西。”@利奥塔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反

思”来保持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因此建构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主观。如果有人看见了两只猫，尽管

我们可以说他是建构了两只猫，事实上那是两只小狗（尽管把狗看成猫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不

过这里的“两只”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石里克说：“客观的世界正是量的知识涉及的

主题。”由此可见，因为主观性的存在而否认客观性显然是错误的。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便

是一部不断校正自身主观性、越来越多地发现客观规律的历史。强调主观性（主体间性）往往是

指哲学的、宏观的、人类发展变化的视阈；强调客观性则往往是指局部的、具体的问题，因为在

这样一个范畴中难以观察到人类自身的变化。这两种说法可以在事物的两个不同层面上同时存

在，并不发生矛盾，犹如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同时存在一样，矛盾仅存

在于那些把两个层面的问题混淆在一起的人那里。 

  

    对于纪录片来说，特别是对于直接电影来说，哲学意义上的建构是必然发生的，那是人的观

察行为的基本性质，它不会影响到作品客观与否的判定，除非纪录片的制作者按照投资者的要求

或自我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建构，不过这样建构已经与直接电影关系不大。尽管这里说的都是建

构，但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却不存在行为上的故意。出于宣传和实用需要的纪录片与使用观察

方法的纪录片相去甚远，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相关的建构问题后面还会提到）。 

  

    对于观众来说，区分影像建构的故意与否并不容易，这也是直接电影对制作者本身提出严苛

要求的原因，这一要求除了起到保证作品真实质量的作用之外，对于制作者也提出了某种品格与

信念的自律。因此，直接电影是一种由制作者担负起提供“真实”责任的纪录片类型，直接电影

制作者的劳动直接对应纪录片的质量、呈现纪录片的真实。所谓不事干扰地拍摄对象，主要并不

是一种技术上的条件，而是对这类纪录片制作者达成真实效果的限制，他们只能通过与被拍摄者

的沟通与熟悉，等待被拍摄对象对拍摄行为的熟视无睹，才能够进行不事干扰的拍摄工作。这样

的拍摄方法，从 1922 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开始，便已经演练得相当成熟，只不过代

价高昂，令今天的人们感到难以模仿。弗拉哈迪的影片几乎没有一部不是超预算的。一部直接电

影风格纪录片的拍摄历时数年并不罕见，甚至有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的跟踪拍摄。在此，我并没

有说直接电影的方法是纪录片达到真实的唯一途径。直接电影的方式被某些反对者称为“霸

权”，恰恰是因为它呈现真实的方式为较多的人所认同，也就是它所呈现的真实具有某种意义上

的普遍性，而不是一般意识形态“霸权”概念中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的话语强权。这种普遍性认

同既是指向直接电影所呈现的真实的震撼，也是指向制作者为之投入的劳动和时间。从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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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说，直接电影的旁观美学是影片制作者缺席的呈现，他们这种特殊形式的劳动，成就了直接

电影的真实价值和美感。 

  

 二、视听同步的要求：影像去魅 

  

    在 2O 世纪 60 年代到来之前，晶体管取代电子管使录音设备的重量减轻了 80％，从而使视听

同步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直接电影利用了这项科技的进步，将其作为自身规定性的技术要求，将

摄影机与录音机同步连接，能够跟随拍摄对象的运动而运动。视听同步对于纪录片来说，在技术

上也许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在美学上却意义非凡。影像音效所表现出来的真实的含义，本来

并不维系于某种确定的技术，6O 年代之前的纪录片并非没有真实陛可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现实主义影像的潮流滚滚而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英国自由电影等写实的剧情片与当时的

纪录片在外部形态上相去无几，这无疑给追求真实表现的纪录片增加了压力。按照巴萨姆的说法，

直接电影诞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外以新电影形式寻求一个自由与直接表达写实主义脉动的

实验”。观众对于真实的认同首先来自于影像的外部形式。当他们在影像中看到非职业化的演员、

非摄影棚拍摄的场景、现实主义的题材时，他们便能够认同其中的真实。当然，这只是现实主义

故事片的真实。对于纪录片来说，如何在外部形式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真实感，成为了一个课题，

因为观众对于“真实”的认定并不能凭空而来，他们只能根据影像形式来作出他们的判断。 

  

    一般来说，《党内初选》（1960）这部拍摄美国总统选战的影片奠定了直接电影的基础。这部

影片以灵活的长距离跟拍技惊四座。为什么说这样的长镜头能够博得观众对真实的认同？我认为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样的镜头在当时确实少见，长距离跟拍完全无法顾及画面线条的构图、光线的对比、

画面的稳定等一般故事片画面必不可少的考量（即便是在新现实主义的影片中也会注意这些传统

的画面构图因素），我们看到影片中的镜头紧紧跟随拍摄对象（未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夹道

欢迎的人群中走过，他一边走一边与人握手（甚至能够看到有一只被肯尼迪错过的手从背后拍他

的肩膀，希望与之握手），画面只能拍到人物的背后，最多也只能看到他扭身与人握手时的侧脸，

但是跻身欢迎人群之中的热烈场面却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这就是影像去魅的效果。当影像通过

视听同步跟拍的手段、去除那些人工雕琢的修饰，将现实的场面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观众时，影像

便具有了一种天然去雕琢的意味。理论家把故事电影的时间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建构的和蒙太

奇的时间，另一种是静态拉伸的时间。”这两种时间分别指故事片中省略、延长的时间和非省略

的实时拍摄时间。这两种时间在故事片中都是制作者可控的时间，因此呈献给观众的都是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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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而直接电影的长镜头时间，是影片制作者不可控制的外部的时间对于影像的嵌入，它自身

裹挟着一种非人工的狂野之气，使之有别于故事片时间（有些故事片刻意模仿纪录片的长镜头，

这是后话）。 

  

    二是影像的去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不但故事片纷纷采用质朴的表现方法（如新浪

潮），巴赞、克拉考尔等人还从理论上予以了论证。从电影理论的历史上看，最早的影像理论是

一种赋予影像“魅力”的理论，如德吕克的“上镜头性”，爱泼斯坦的解释是：“凡是由于在电

影中再现而在精神特质方面有所增添的各种事物、生物和心灵的一切现象，我将都称之为‘上镜

头性’的东西。”莫兰尽管使用的是不同的概念，但他同样是把观众的“投射一认同”作为了对

于影像魅力的解释@。从巴赞开始，去魅的影像开始作为审美被强调，他说：“影片的不完善恰

恰证明影片的真实性，影片欠缺的部分正是冒险活动的反面印记，犹如凹刻进去的铭文。”影像

的欠缺不再是丑陋，而是被镌刻的价值。直接电影正是搭上了时代潮流的顺风车，成为了纪录片

中直达真实的幸运儿，直接电影概念中的“直接”，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样一种含义。中国纪

录片导演黎小锋在总结直接电影的这一特点时说：“中国式的‘直接电影’更类似于一种手工作

业。它没有工业化产品的工整和光鲜，但却有手工作业的质朴和原生态，尤其是那种弥足珍惜的

‘业余’感。” 

  

三、沉默的主体：坚持默会 

  

    一般来说，直接电影不使用采访和旁白，影片制作的主体在“旁观”中保持沉默，这样一种

自律可能会让今天视张扬自我、追慕虚名为生活最高幸福的人们无法忍受，但是我认为直接电影

的制作主体保持沉默有其充分的理由。 

  

    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即纪录片的主要目的不是向观众提供娱乐，而是提供认知。人类

接受知识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文字符号记录下的知识，这也是当今最为重要的接受知识

的途径，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凭借记忆传授知识，进步缓慢，在有了文字之后，人类便开始

了飞速的发展。不过，文字的系统性也有可能约束和禁锢人们的创造性想象和带来文化上的固步

自封，因此一些远见卓识者开始倡导非文字的知识，如波兰尼、利奥塔、库恩等，这也就是第二

个接受知识的途径：默会的知识。“波兰尼把第一类知识称作明述知识，也称言述知识，把第二

类知识称作默会知识，也称非言述知识……关于外部世界某事态的知识，能用语言符号加以表达，

属于明述知识的范畴；而断言该知识为真的活动，则是人的默会能力如理解力、判断力的体现，

非语言所能尽，属于默会知识的范畴”。简单来说，默会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感知判断，而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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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 

  

    显而易见，对于直接电影来说，沉默的主体就是坚持提供默会的认知。纪录片从它开始诞生

的时候就没有排斥过语言的使用，即便是在默片的时代，人们也会使用字幕。文字在大部分情况

下向观众提供的是现成的知识，也就是观众是在被“告知”，他们对于银幕上呈现的事物有可能

会因此而缺少自己的判断或忽略自己的感知，被别人的观念牵着鼻子走。更不用说那些从一开始

就打算向观众灌输某些观念的宣传片了，这些影片充斥着语言，画面不是语言的注解就是煽动『生

的技巧。直接电影不使用旁白和采访可以看成是一种姿态，它拒绝宣传、拒绝观念的灌输，它只

向观众提供感知的材料，而对于这些材料的判断需要观众注意力的积极参与。由于直接电影不直

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因此面对事实，观众往往可以凭借阅历和经验作出自己对事物的判断，

这样的判断既有可能与纪录片制作者相同，也有可能与之完全相反。美国直接电影导演怀斯曼的

作品《高中》便曾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他的本意是对现行教育制度提出一种怀疑和批评，没想到

一位妇女观看后却对现行教育制度赞不绝口。怀斯曼当然可以在自己的纪录片中直抒己见，这样

便不会有人误解，但是他坚持采用直接电影的制作方法，认为让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判断才是纪

录片理想的状态。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直接电影与其他不   同类型纪录片的差异。尽管主

体的沉默有可能造成接受的阻碍，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意识形态入侵的可能，因为“意

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意识形态靠言辞赋

予行动以正当性”。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造成人们“非本真”生活的基本原因。任何一个

回归本真的自我，都不可能回避独立的思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沉默的主体也是向人们提出

回归本己要求的一种方式。 

  

    默会既是知识的一种类型，也可以是人们获取知识的某种方法。当海登•怀特将历史学说成

是与戏剧、小说类似的“虚构”时，并不是指历史材料的不真实（因为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在自

己著作中虚构一段史料），而是指历史学家对于这些历史材料因果关系的建构，这样的建构往往

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这样一种主观的“建构”其实是“向实而构”，与一般所谓的“向虚而

构”不是一回事。纪录片大多陈述过去时态的事物，因此与历史学碰到的问题密切相关。今天有

些人坚称纪录片是“主观”的，其实也是指在真实素材关系建构上的“向实而构”，并不是纯粹

的主观臆造。如果把“向实而构”和“向虚而构”混为一谈，统称为“虚构”，那就太过粗心大

意了。李泽厚指出：“历史非即文本，‘能指’仍然不能全部取代‘所指’，仍有‘所指’存在。”

为了解决主观建构的问题，历史学家提出了“朴直叙述”的概念圆，即尽可能地避免把史料纳入

某个现成的理论体系，以规避堕入某种意识形态窠臼的后果。直接电影的沉默主体尽管没有提出

类似的理论，但是在客观上，不再表述自己意见的主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过于强悍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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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同样也是一种“朴直”的叙述。 

  

    直接电影主体的沉默，除了能让观众接受默会的知识，得出自己的结论和判断而不是任由别

人灌输理念之外，还表现出了影片制作主体对于客观事实的尊重和敬畏。当我们面对一个事物，

是任由自己的想象驰骋，还是尽量约束自我，以验证的方式来核对、反思自我的想象，实际上体

现了一种被我们称为是否“科学”的思维方式。“当一个人意识到他自己知识的局限的时候，他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自然的真理”。为了使自己的观察符合客观实际，科学家会反复验证自己的

想法。人文学科尽管不能使用验证的方法，但是思维的方式还是可以有科学与否之分，承认对象

的存在，承认事物的自在和独立，便不会对表象进行肆意的变更和涂改，以使之符合自己的偏爱

或服务于某种权力。不能验证便不承认事物的独立性，进而否定真实，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四、结论：反思当下 

  

    直接电影诞生迄今五十多年，相较于今天，这样的方式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吗?今天的人们要

张扬个眭，不再愿意“沉默”；今天的人们喜好“景观”，恨不能魅上加媚，何谈“去魅”；今

天的人们讲究参与，“旁观”岂不“out”?这大概是今天许多人对直接电影没有好感的原因。不

过细究这些原因，我们便会发现，这些理由无一不与“娱乐”相关，好在纪录片并不是一种以娱

乐为目的的影像形态，因此我们可以冷静地来对待直接电影的功过是非。 

  

    与直接电影密切相关的“旁观的美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产物，这一美学除了坚持不事干

扰地进行拍摄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传统叙事的背景，也就是在当时，一般叙事主体是不出现的。

这一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不过叙事的方法更加多样化了。今天的直接电影对于制作主体在影

片中的出现已经不像 20 世纪 60 年代那样极力回避，而是坦然得多。其实在直接电影的几员大将

如梅索斯兄弟、彭尼贝克的作品里都曾有过主体现身的情况，可见“不事干扰”并不是一个被机

械执行的原则。今天人们之所以对于直接电影的接受感到困难，除了娱乐因素的急速膨胀之外，

主要还是因为直接电影坚持向人们提供默会的知识。在 60 年代这样的做法看上去非常先锋，似

乎是与传统的决裂，其实它并不反对向观众提供知识，只是反对那种耳提面命式的灌输。今天的

观众相对来说比过去更少耐心，他们往往更愿意被“告知”，被炫动的影像所刺激，而不愿意面

对沉默的画面自己思考。加之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一些新的纪录片流派出现，特别是民俗(人类

学)纪录片，发现不同文化背景制作的直接电影纪录片不易让异文化的观众看懂，单向的知识传

递受到阻碍，因而需要被摄对象的参与、解说、甚至争论，才有可能吸引观众；更不用说某些实

用主义的意识形态干脆把纪录片当成了达成某一（往往是政治性的）目的的工具。如琼斯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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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指出的：“近些年，出现了一批有关女权、少数民族以及第三世界的电影。这些电影记录了这

样一些群体的民俗：电影制作人属于其中某一群体的成员，影片通常具有权力争夺的意味，是一

种提出意识知觉的方式，也是挑战长期存在的信仰或更正社会不公平的一种方法。”显而易见，

这些方式毫不吝啬地使用解说和采访，在形式上更为认同让•鲁什倡导的“真实电影”(一种主张

拍摄主体“在场”的纪录片流派)。默会的方式在这些新兴的纪录片类型中受到了质疑，尽管并

不是所有的民俗纪录片都排斥直接电影。新方式的出现，说明人们在认知外部世界的方法上从单

一走向了多元。过去那种被动接受的行为，在今天融入了更多的互动和参与，纪录片在今天早已

不是某一种纪录方式的天下。作为经典叙事类型的直接电影在今天尽管有可能遭到电视台的排

斥，因为它显然不会为了收视率而放弃自身的主张，但是它洁身自好的矜持，依然受到人们的喜

爱，在今天绝大部分表现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中，我们都能够看到直接电影的身影，尽管那只是一

种局部的存在。完整的直接电影至今仍是世界各地纪录片电影节上最受欢迎的角色。 

  

    对于生活在消费、景观社会中的人们来说，直接电影是否还是必要的?或许这个问题也可以

这样来问：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不真实了，真实对我们还有用吗?——谦卑而理性地观察客观世

界，多面而深入地思考问题，直接电影这些特点的由来正是人类科学思维的基本出发点，显而易

见的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放弃科学的精神，我们便不可能放弃直接电影的原则，尽管娱乐的浪潮、

消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追寻真实，趋近客观始终是直接电影、同时也是纪录片不该放弃的

理想。 

  

聂欣如，纪录片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文艺研究》2014 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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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电影”：关于一种创作方法的若干探询 

 
                                   黎小锋 

                                                                            

 作为一个电影流派，美国“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概念。这个流派

发轫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通过罗伯特·德鲁领导的“德鲁-李考克”小组，庞尼贝克、梅索斯

兄弟以及怀斯曼等人的长期电影实践，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然后在质疑甚至抨击中

渐渐式微。但是，“直接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电影方法和电影理念，至今仍在影响这

一领域的后来者，包括当代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们。有趣的是，“直接电影”在中国的学界、业界

受到广泛关注，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1997年怀斯曼受邀来北京参加论坛之后。与此同时，

各种新的纪录电影流派已在国际舞台粉墨登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直接电影”的认识、接

受、推崇、质疑，与国际主流存在某种时间上的落差。 

 近年来，关于中国纪录片的若干争论，往往都与“直接电影”有关：例如，有人认为追随“直

接电影”这种过时的电影流派，让中国纪录片倒退了几十年；有人认为，比较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

十年代初以前的专题片时代而言，“直接电影”仍然是中国纪录片的理想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少导演、学人都在热心地为“直接电影”争论不休，但对一些基本概

念的理解，往往模糊不清，甚至存在明显谬误。下面，我将针对有关“直接电影”的若干论调，探

讨“直接电影”的真正缘起、历史境遇，以及未来趋向。 

 

一、“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缘起于让·鲁什或梅索斯兄弟吗？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美国“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与法国“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

存在非常紧密的关联。早在1960年，爱德加·莫兰就率先提出了Cinema Verite这个概念。当时，

他和让·鲁什一起担任佛罗伦萨国际人类学电影节的评委，事后，为《法国观察者》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Pour un nouveau Cinema Verite》，以此向维尔托夫致敬。一年后，当他们的纪录片《夏日

纪事》参加戛纳电影节的首映仪式时，宣传页里也用到了这个词语。 “莫兰和鲁什都强调电影眼

睛和电影耳朵的珠联璧合，可携带的同步录音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电影中让演员说话的潜在可能性，

和无须庞大剧组进行一种很亲密和直接的拍摄。简言之，他们即强调维尔托夫当时所缺乏的技术革

新，又强调这种革新所带来的、以新的深度进行自我反映、自我展示的可能性。
1 

    有趣的是，作为“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代表人物的让·鲁什却拒绝使用“真实电影”

（Cinema Verite）这个概念来描述他的作品，“正如其他很多导演那样，鲁什拒绝使用Cinema 

Verite来描述他的流派风格。他担心这种说法被绝对化的真实观念所误导。取而代之，他接受马里

罗·儒斯泼利的建议，使用了 Cinema-Direct这个词语。而这个词语是马里罗·儒斯泼利首次提出

的。Gilles Marsolais将 Cinema-direct解释为一种‘在使用轻型的可携、声画同步器材，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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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在摄影棚里直接录制的画面和声音。换言之，就是与被摄者建立直接的关系，尽可能地与现

实粘贴在一起。同时，强调现实是被阐释过的（1974，22）’。自从1963年以来，鲁什一直使用这

个词界定一种工作态度，和一种工作方法。一般来说，这两方面是互相依存的，而与 “真实”（truth）

干系不大……
2 

 但在美国，一开始使用的却是Cinema Verite这个概念。显然，“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

两个概念最初是混在一起的，只是到了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将美国的以德鲁小组、梅索斯、怀斯曼

等人实行的工作方法称为“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而将法国的以让·鲁什拍《夏日纪事》

的工作方法称为“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值得注意的是，让·鲁什早期在非洲拍摄猎狮

等短片中使用工作方法更接近“直接电影”)。 

美国纪录片人艾伯特·梅索斯则在访谈中指出，“‘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这个概

念最早由电影评论家路易斯·马科热勒斯提出，当时他在一本法文杂志《电影手册》上将我们的纪

录片《表演者》作为“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的范例。《表演者》制作于1962年，我记得

登载马科热勒斯评论的那期《电影手册》是在第二年（即1963年）出版的。”
3
 

从二人的说法中，我们可以消除某些流行的谬误，明确“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既不

是让·鲁什提出来的，也不是梅索斯兄弟提出来的，而是他们分别从马里罗·儒斯泼利或路易斯·马

科热勒斯那里看到的。至于马里罗·儒斯泼利又是何时提出的，他与马科热勒斯之间是否存在影响，

这些暂时无法查证。 

 

二、能否以“怀斯曼主义”指代“直接电影”？ 

近期有关“直接电影”的讨论中，有人基于怀斯曼对中国纪录片人的影响，干脆以“怀斯曼

主义”取代了“直接电影”这个概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其最主要的弊端，就是混淆了美国“直

接电影”前期、后期的阶段特点与流变轨迹。 

 1、德鲁－李考克小组的早期“直接电影”实践： 

 作为“直接电影”的开创者，罗伯特·德鲁来自图片制作领域，曾经担任过生活杂志的图片

编辑助理和记者工作。五十年代初，他就在活动影象方面跃跃欲试。不幸的是，1953年，当他指挥

一个相对庞大的八人剧组，用笨重的摄影设备为NBC制作半小时新闻时却遭到了毁灭性后果。
4 
怎样

拍摄一部“真诚”的影片？对此他困惑不已。此后，他受到尼曼奖金资助，来到哈佛大学进修一年，

在此期间，他看到了里查德·李考克的电影《Toby》,对里考克在使用笨重设备时试图超越其限制

所做出的努力很感兴趣。他们的合作始于1957年，在时代-生活集团的资助下改良摄制器材。显然，

这些努力为后来《初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5 
1960年，德鲁离开《生活》杂志，为其母公司的电

视部工作。他为时代公司所辖的电视台出谋划策，鼓动他们为电视制作纪录片。作为回报，德鲁获

得资金制作更长影片，改良器材，并且招兵买马，除李考克外，还网罗了日后成为“直接电影”干

将的庞尼贝克和艾伯特·梅索斯等人。通过改良，他们的设备能够适应快拍需要，因其轻便灵活，

而使得影片更具动作性。含《总统初选》在内，“德鲁—李考克”小组总共制作了19个纪录片。这

些影片地位、价值各不相同，属于不同的系列。 

 总的来说，早期“直接电影”有以下特点： 

 题材方面，选择有社会政治背景，新闻性较强的题材。其中，关于选举及总统的就有三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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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包括《总统初选》（纪录肯尼迪与汉弗瑞的竞选活动）、《新边界的冒险》（约翰·肯尼迪在白宫

一日的生活）；《危机：在总统承诺的背后》；《不要美国佬》事关拉丁美洲的反美情绪；《童目睽睽》

则在新奥尔良拍了学校里的种族融合危机，等等。与其“重大”题材相应，他们倾向于选择能够成

为话题的人物，选择具有实现美国梦的潜力和能量的故事。 

 基本工作方法，就是不干预，不安排，不采访，等等。李考克指出：“在六十年代，我们制

定了一些规则，没有灯光，没有三脚架，没有录音钓竿，不带耳机（它会让你看起来很愚蠢，而且

显得很有距离感）。永远不要超过两个人，永远不要安排你的被摄者去做任何事。尤为重要的是，

永远不要他们重复某个动作或某句话，花费很多时间，并不见得一直在拍，如果你错过了某些东西，

就忘掉它，而相信类似的东西还会再次出现。尽量去了解你的被摄者，即使不是友谊的话，彼此也

应该产生尊重。”
6
 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到：“对于我来讲唯一的原则就是：不要采访……我只

对促使人们做出某项行为的原因感兴趣，而无心与人争论。”
7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直接电影”方法并不纯粹，存在大量搬演现象。比如《电椅》(1963),“由

于电椅是法院最后的上诉判决后才匆忙开拍的，为补拍一些场面，制作者不得不人为地排演了符合

影片结局的情景，而这就突破了‘直接电影’的限制。”
8
  

 

2 后期“直接电影”实践：以梅索斯兄弟和怀斯曼为例 

 在某种意义上，电视系列播映计划失败导致“德鲁小组”解体，主要干将各奔东西，但在另

一方面，不必为电视观众制作，他们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包括庞尼贝克、梅索斯兄弟、以及

从未参与过“德鲁小组”活动的怀斯曼在内，一批纪录片人开始了“直接电影”的后期阶段创作。 

其中，艾伯特·梅索斯和大卫·梅索斯兄弟是个典型例子：一个采取便携式摄影、一个进行

同期录音，以高度默契的二人组合，推出了《推销员》（1969年）、《给我庇护》（1970年）、《灰色花

园》（1976年）等经典性作品。自1987年大卫去世以后，艾伯特还在继续纪录片创作，并尝试使用

小型数码摄像机。作为“直接电影”方法的长期实践者，艾伯特·梅索斯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开宗明

义地写着:  

1 远离观点； 2 爱你的被摄对象； 3 记录事件、场景、过程；避免采访、解说，主持； 4 与

天才一起工作； 5 非搬演(unstaged)，不控制（ uncontrolled）； 6 在现实和真理之间存在关联。

对二者都保持忠诚。
9 
毫无疑问，第3条、第5条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期“直接电影”的基本准则。 

同样，在逾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美国纪录片导演怀斯曼一直坚持这么一种工作方法：“首

先选定一个拍摄主体，一般处在有限的地理环境中，比如一座大的建筑，有时候也处在广阔的地理

环境中⋯⋯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在那里呆上相当长的时间（一般是四到八周，有时是十一周），在这段

时间里，我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在不断地持续和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到底地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一边观察一边拍摄；最后，在拍摄了80到100个小时的素材后，我回到剪辑室里进行工作。”
 10

结合怀斯曼的代表性作品，如《法律与秩序》（1969年）、《医院》（1970年）、《基本训练》（1971年）、

《模特》（1980年）、《芭蕾》（1995年）等可以看出，怀斯曼采取的是一种有距离的、观察式的拍摄

方式，他不做预访，不用解说，不做采访（当然，绝对不提问也是不可能的，据怀斯曼自己介绍，

他在后期会将拍摄者采访的声音基本剪掉）。 

有趣的是，当梅索斯兄弟一直标榜他们做的是“直接电影”时——“我们不喜欢自己的电影

被称为真实电影或纪录片，而是‘直接电影’，意思是我们与被摄者之间没有任何东西，我们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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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被摄者做什么事情，也不会给出自己片面的理解⋯⋯”
11 
被称为“直接电影”代表性人物的怀斯

曼，却一直抵制评论者将“直接电影”这个标签贴在他的身上。据旅美纪录片学者王迟介绍，怀斯

曼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称为“现实剧”（reality fictions），他说：“我拍摄了存在于所谓现实生

活中的事件，但却以一种与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或时间没有任何关系的方式来结构它们——我所创

造的是一种纯粹虚构的形式。所以从结构的观点看，我的影片与剧情片技巧关系更为紧密，而与纪

录片技巧关系较远。”
12 

问题在于，怀斯曼的纪录片往往关注一个公共空间，表现的是公共空间里的群像，从结构上

看，是一个一个片段的不断累积，类似于一种散文式的印象积聚，通过数十部纪录片，构筑一副

美国公共机构的长卷。因而这样也可以反推，从总体效果上看，他的工作方法其实更接近“直接

电影”。而他期待中的“现实剧”，至多体现在单个场景或片段上；与之恰成映照的是，梅索斯兄

弟的几部代表作品，如《推销员》、《灰色花园》更多聚焦人性人情，往往跟着人物走，从总体结

构上看，有发生发展，有高潮结局，戏剧性其实更强。反推这对兄弟的具体工作方法，其实离“现

实剧”更近。 

无论文学还是电影，类似情形不乏其例：作者阐释的往往不是自己作品是什么，而是自己的

作品想成为什么。他说什么话，往往要视场合、心情而定，有时候甚至会搞搞恶作剧，故意留下香

蕉皮给评论家踩。换言之，评论家不能以创作者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为准，而要保持独立判断，以

他体现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旨趣、风格为依据。 

回到怀斯曼的纪录片，说他的纪录片是“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并没有错——作为

一种工作方法，从字面上看，“Direct” 本来就体现为： 

技术上没有障碍，没有庞大的机器，交错的电缆，和庞杂的剧组人员影响拍摄； 

观念上没有障碍，反对操纵现实，反对先入为主； 

心理上没有障碍——凝视你的被摄者，重视直觉！ 

   包括怀斯曼作品在内，从后期“直接电影”一批重要作品来看，或许为了捍卫自己的理论立场，

避免遭受诘难，其美学形式比早期要纯粹很多，故笔者将其工作方法归纳为“壁上观世相”：“不介

入，不控制，如苍蝇作壁上观”。 

也正鉴于“直接电影”在前期、后期阶段的差异，以及不同导演创作的多样性，我个人认为，

不宜以“怀斯曼主义”来指代“直接电影”。 

 

三、 “直接电影”没有终结：“观察电影”、“静观电影”及其他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直接电影”作品不断推出。与此同时，德鲁、李考

克、梅索斯兄弟等不断发声阐释自己的“直接电影”观念，包括部分导演秉持的“实证主义”理念、

所标榜的“客观”立场，以及对“真实”的理解，等等，这些理念、立场成就了“直接电影”流派，

但也让他们不断受到评论界的质疑、反对，甚至尖锐抨击。 

 客观地说，对于某些“直接电影”教条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新的纪录电影方法的诞生，也让“直接电影”方法具有更加广阔的融合视野。但这些

批评也让纪录片创作领域的后来者产生了警觉，即便他们采取的是如假包换的“直接电影”方法，

也不愿背负与“直接电影”如影相随的这些理论遗产，无论美名还是骂名。有时候，他们为了竭力

撇清和“直接电影”的关系，甚至会说出一些过头话，如怀斯曼采取那样一种工作方法，居然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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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创造的是一种纯粹虚构的形式”——如果这话成立，那么，一般意义上的剧情片就与纪录片

就没有任何分类的必要了。 

 不仅怀斯曼如此，后来的很多纪录片导演都是如此。例如，旅居纽约的日本纪录片导演想田

和宏就有意避开“直接电影”这个概念，称他的创作为“观察电影”，
13 
他曾制作出《完全选举手

则》、《完全精神手则》等重要作品，承认自己深受怀斯曼影响，曾深入研究过他的工作方法，并在

一线创作中总结出十条守则： 

    守则一：对于拍摄主体或题材不作任何事先调查与资料收集； 

    守则二：不事先与被摄主体进行任何事先的讨论、开会； 

    守则三：不事先写好脚本，拍摄之前对作品主体不作任何预先设定； 

    守则四：一个人负责全部录音工作，能让机动性更高，更能掌握灵机一动的反应； 

    守则五：尽可能长时间地进行拍摄，把所有场面都拍下来； 

    守则六：拍摄要窄而深，不要广而浅。不采用多角度的取材方式； 

    守则七：剪辑的时候不预设主题，重复观看所拍摄素材，挑选自己认为深刻有趣的地方，再建

筑起每一个场景； 

    守则八：原则上不使用旁白、说明字幕、配乐； 

    守则九：各画面停留时间长； 

    守则十：原则上自己负担制作费，不接受干涉拍摄内容的投资。” 

 不难发现，以上守则，第一、第二、第三、第七条指的是不作预访，不作设计；第四、第五、

第六、第八、第九条指的是不干涉，不控制；只有最后一条强调的是以资金独立保证创作独立，这

些守则，基本没有跳出后期“直接电影”框架。 

 例如，在《非常精神手册》中，想田和宏拍摄的是一群精神病人与他们共同的医生，通过富

有耐心的长时间伺机等候，细致、平静地展现精神病人的日常状态与内心世界，其工作方法类似怀

斯曼，但比怀斯曼更接近被摄对象，更有人性温度。在某些场合，想田也会简单回答被摄对象提问，

但他不会改变被摄事件的方向和进程。显然，这都是合乎“直接电影”的通常方法的。 

 无独有偶，“‘直接电影’来到中国，无意中与中国的传统美学精神狭路相逢，产生了呼应和

交汇”——包括“道家思想的‘静观之态’”和“东方诗学的‘无我之境’”，
14 
这很可能是近二十

年来 “直接电影”在中国得到发展的契机。比如，王兵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就是采取

“直接电影”方法拍摄出来的。不过，王兵在进行导演阐释时，不提“直接电影”，而只说“电影”；

再如，丛峰在甘肃黄羊川拍摄的系列纪录片《马大夫的诊所》、《未完成的生活史》采取的也是典型

的“直接电影”方法，但他显然更愿使用“贫乏电影”的概念。作为一位多年来关注、研究中国纪

录片的学者，王小鲁根据中国纪录片之“静观的道家美学属性” 
15
，提出在中国以“静观电影”的

概念取代“直接电影”概念，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 

或许，对于创作者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独行天下、自成一派，拒绝任何标签，创建属于

自己个人的流派、方法。问题是，这样的历史机缘，有几个幸运者能够撞上？ 

 

黎小锋，纪录片导演，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1 Jean Rouch:Cine-Ethnograph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ven Fel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ondon,2003,p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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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电影与召唤美学
1
 

 

王小鲁 

 

    2011 年 11 月，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了一个论坛：《政治、伦理与美学：中国独立纪

录片之路》。它是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展的组成部分。论坛得到影展组委会张献民、曹恺、沈晓平

等人的支持，笔者是主要策划人之一。近几年独立电影界有一个共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理论、评

论滞后于创作，应该加以推动。而笔者作为研究者，也很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因此邀请一些关注

独立纪录片的学者集中呈现他们最近的思想。大家各拟题目，主题完全任意，只要是他最近感兴趣

的，这是笔者为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国独立纪录片之路”的题目是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拟订的，

论坛现场也由吕教授主持。 

     现场主持人希望笔者首先发言，我主要谈了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的文化理解，提出“静观

电影”来代替“直接电影”的概念，也谈了本届影展首次设立“年度真实人物”的感想。其后发言

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郭力昕教授，他的内容是关于台湾纪录片里的滥情主义和政治意识的消解；深

圳大学郭熙志教授的题目是《纪录的边缘和边缘的纪录》，他谈及纪录片中私影像的伦理问题。吕

新雨的发言题目是《底层的伦理与政治》，她对我提的“静观电影”提出质疑，然后强调了导演与

俄罗斯贵族民粹主义精神的血缘，强化了阶层的观点和导演的底层代言者身份。纽约大学司徒安教

授简要地叙述了她对中国独立纪录片文化传播的参与，同时也论及导演的身份分裂问题，她认为观

察式和参与式纪录片方法无法完全剥离。 

     发言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独立电影界历来有争论，本次争论被一些人看做是历次争论的

延伸，但这次似乎是最激烈的，延续时间也最长。本文首先介绍笔者的发言，并在本文中对当日的

论点做出重要补充，然后简述论坛前后争论的脉络。这或可为了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环境，提供一

份参考。 

 

一  我的发言：静观电影再阐释。以及补充 

   我在南京论坛的发言，是先前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延续和修正。一篇是《 中国独立纪录片二十年

的观察》（ 《电影艺术》，2010 年第 6 期），另一篇是《中国独立纪录片里的契约精神》（《电影艺

术》，2011 年第 5 期）。在第一篇文章里，笔者鼓励一种超越直接电影模式的意志，也描述了创作

者正在试图努力超越的事实：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的主体性正在慢慢加强，作者在纪录片文本中的

                                                        
1 王小鲁：《静观电影与关系美学——2011 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发言的追述和补充》，见《电影艺术》2012／5，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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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感正在递进，从美学丰富性的角度来讲，这也是观物、感物方式的多样化。  

   第二篇文章里提到了一种契约精神，这个契约有多个层次：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作品与现实、

拍摄者和观众之间⋯⋯这里的契约显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那是一种心灵的准则。这其实涉及到纪录

片的定义和界线，因为这些年的主体性的发扬和个性彰显，是从超越直接电影模式来突破的，但一

些超越的理论已经不仅是对于某种纪录手法的超越，而是对真实本身的否定。它认为真实不可得，

应打破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分别。 

    尤其在理论界，这早已是一种常见的表达。笔者发现这些话语里往往存在着混乱，最后只是“词

与词的斗争”，大家在试图鼓励的方向上或有不同，但根本分歧经常并不存在。关于“真实”，笔者

认为没必要把一个词推向极端，导致它到了一个无法使用的程度。在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从根

本上驱逐掉了真实约定的纪录片作品，即使那些号召放弃真实的人，也没有真正实现过。笔者并不

反对超越直接电影方法的意愿，只是某些反对意见里出现了错误的知识，笔者试图辨明它。 

   对于那些激进的知识，比如“真实不可达到”，所以要取消纪实、虚构的界限，理论界在 2000

年左右开始就推广这种后现代纪录片理论。我很理解这种意愿：不接受任何固定事实结构的制约，

以自由意志来塑造一个丰富我们精神世界的存在。这是我赞赏的追求。但是纪录片的传释过程具有

特殊性——如果我们没有了制约，反而干扰了我们的自我理解，让我们从纪录片里培养出来的感受

力衰竭。因此在论坛上，笔者从理论的角度，讲到我不赞成主体的过分浪漫化。反对真实就造成了

真实虚无主义，其实就取消了纪录片本身。这不是多元化策略，反而是一种导致贫瘠的理论。“真

实”被虚无主义之后，自我主体和自我的感受成为一个最高原则，就可能把一切事实领域变成一种

美学领域。 

    我似乎是在为“直接电影模式”辩护，其实只是希望辨正是非。在对直接电影模式的分析里，

我觉得我从其它领域里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日常生活的表演性”。反对的意见里总说纪录片被

拍对象在镜头前也有表演成分，因此也是虚构，与剧情片无异。日常生活里面也有表演性，我坐在

这里表现出来的状态可能与在其它空间里不同，纪录片的表演本质上也是这样，都属于“日常生活

的表演性”，因此这与剧情片的表演性质不同。另外，最近的纪录片正经历一场更为深刻的改变，

它开始“行为艺术化化”。传统的纪录片观念可能会觉得纪录片一般就是纪录，形式营造只体现在

剪辑、拍摄角度的择取和后期音乐等方面，它偶尔也会刺激被拍者，但一般不会生造太多的电影内

容。但如今有些纪录片已经开始制造内容，比如在现场进行一种日常生活逻辑之外的表演。纵然如

此，笔者认为它仍然与传统的表演不同，因为它不具有一种“时空的假定性”。我们仍然可以将这

一切放在纪录片的范畴内加以理解。 

    同时，当笔者回头再观看过去那些以直接电影模式创作的纪录片时，发现了一个由数量众多的

作品组成的纪录片传统，这在《契约精神》一文里已有描述。面对那个传统笔者生发了阐释的兴趣。

我们应该把他们看做一个既已形成的传统，而且应该有自己的阐释，以期获得更深入的自我理解和

文化自觉。我使用“静观电影”一词来概括这些作品。美国五六十年代兴盛的直接电影，与它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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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政治局面息息相关。很多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曾以怀斯曼和小川绅介等直接电影模式的纪录片作

者为导师，但这种直接电影方式在中国的使用，则是既具有某些西方直接电影的素质，也具有自己

不同的空间意义——它们与中国当下社会状况、时代精神十分相关。 

    静观电影之静观，我特别强调过，它有时候是指一个取材的过程，这个过程里作者以不介入的

方式跟拍——但有的电影取材时并非不介入，他也去激发、去调度，但是剪辑时最终抹掉介入的痕

迹。《茶马古道》有一段是田壮壮在引导女性受访者说话，但是导演很坚决地要把自己的声音抹掉，

因为两人声音有交叉，抹掉后声效怪异，但是导演却仍然坚持拿掉。季丹导演曾经说，她对于自己

的声音很不自信，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片子里。所以说，这个静观电影的意思有多种，其中有

一种是外在的静观——即便如此，我们仍可询问：为什么会觉得这种方式才具有一种美学上的完整

性？这种外在的静观模式绝非中国独有，但当你仔细问询，经常会发现这里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脉络。从 90 年代之后十余年间，直接电影模式成为一个被大量使用的方法，对它的文化脉络的分

析，我以前的文章和论坛进行时都有描述，现再加以整理如下： 

    1.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血缘联系。关于独立纪录片之静观里的道家美学属性，学者黎小锋

也曾有过阐释。笔者最早阐释是在 2007 年，之后是在 2010 年发表的纪录片论文里亦有所论述。我

们两人之前从未交流过，从道家美学角度的观察是不约而同、互相印证。中国美学里有“浑然天成”

的追求，天成则非人成，对于人力略有消解，其实在中国有一个深远的传统。其实一直有评论者从

中国传统美学角度来感受某些直接电影模式的纪录片，不过都没有深入地撰文讨论。但笔者也同时

认为，我们不该仅仅从道家美学的角度来界定这批作品。 

    2. 静观电影与反对技术主义的文化精神相关。但是反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反，不过于

追求技术而追求质朴，致力于外物在镜头前的涌现；一是被动的反，其实是技术和经验等主体性元

素的不足。   

    3. 与以上相关，静观感的形成时常来自长镜头美学被大量使用。长镜头是一种深度体验的美

学方式，观众在这里的时空体验更完整。导演、观众会在观看中与被拍者建立一体同在感。季丹说

她的纪录片其实是想通过体验，获得一种无差别感。 

    4. 在 90 年代早期，它曾经是一个包含着政治意识的语言策略——对抗过去充满画外音等强制

性元素的电视台美学。但是到了后来，这个主动性已经变成被动，革命性已经消散，它的去政治化

策略最后变成对于政治视角的取消，这与最近几年中国独立纪录片正经历的“再政治化”过程全然

不同。 

    5. 静观电影模式的流行还与 90 年代初知识分子的自我厌恶和自我定位相关。此时知识分子处

于失语状态，他们开始反思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的宏大话语和云中布道的做法，反对把底层仅仅当

作自己观点的材料，他们不再做底层的“代言人”，而是尽量退隐，让底层自己出来说话。八十年

代知识分子话语往往是亢奋的精英主义话语，后来有一些导演开始有意反对这种话语模式。 

    6.静观电影是一种无权者的电影。被拍摄者和拍摄者处于同等无权的状况，这和中国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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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状况同步。外在权力环境没有提供过多的行动自由，面对事物只能实行这种观看方式。静观

也是政治，但却是特定的政治，和今天的纪录片作者更加直接的政治实践不同。 

    7.它有时候体现的是主体的不饱满和不自信——我们在与被拍者和社会建立交往模式时往往

是单调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尚不懂该如何建立更多元更丰富的关系模式。它也不像一些香港和台湾

纪录片里有那么自如的作者介入，包括作者在镜头前的自如表现以及对被拍者的公然塑造。 

    8.它与西方现象学的某些观点比较亲近。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许有误解，但仍然能够产生启

发。现象学认为在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里，人应该中止自己的存在，好让客体不受干扰地显现。当

时评论界有一个集体倾向，它们把导演的“忘记自我，求证真实”看做是一种美德。我和季丹交流

时，她谈到她和她的合作伙伴、另一位纪录片导演沙青的区别，她说她的气场比较燥，有侵犯性，

沙青比较安静，比较温和，因此更为“自在”。她觉得自在是一种境界，而联系上下文，她说的自

在其实是指在拍摄现场的“不在性”，即尽量避免干扰对象的自发行动。 

    9.它是一个“真实”电影甚至是一个正义电影的概念。我已撰文表述，当时的真实匮乏导致纪

录片的求真意志特别饱满。纪录片可以成为诗意散文，可以表达自我，但那时候表现自我的纪录片

很少，自我表达的私影像更少，很多纪录片相对比较“素材化”。 

    10.静观观模式里包含着一种对于苦难的态度。有一种潜意识是：苦难越深越具有电影价值，

因此成为苦难美学。静观的方式有时候会把苦难“生命本体化”， 好像苦难是我们生活天然的属性，

生活本来如此，因此难以激发动员反抗的力量。其主观上是悲悯的，客观上却是无力的。这与后来

的干预式纪录片和公民运动影像形成两个极端。 

   上面所述的内容或有互相抵触的部分，那是矛盾体的多个侧面。笔者对于静观电影文化内涵的

分析，主要不是批判它或鼓励它，只是企图建立一种历史理解。正是在这样的理解里，我们看到今

天一些纪录片主体（性）渐显的过程，看到一种可贵的行动力，饱满的躯壳正被涨破，正在实现自

我和历史的超越。 

     另外，在南京论坛的发言里，笔者继续对“年度真实人物”（后有人简称“真人奖”）进行阐

释。这个真人奖是颁发给纪录片里的被拍摄者，此届影展颁发给了徐童《老唐头》里的唐小雁。《老

唐头》表面看来还是静观模式，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此片镜头剪切气息短促，以快速的节奏

呈现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质感，从我们的访谈中得知，这个生命质感其实是徐童本人喜欢的气质，徐

童以前的作品也呈现了相似的面貌。老唐头本身是有传奇色彩、性格强势的老人，但作者似乎在他

的生活里选取了一种比较浓烈的氛围和强烈的动作，以强化他所需要的一种勇猛活泼的生活气息，

他选择的生活片段也是让观众不停地处在一种惊艳的感觉里面——比如会把杀猪的场面放进来，以

传达一种严酷和喧嚣。这里可以非常强烈地看到导演自己的生存态度，因此这个作品既有传统静观

模式的客观呈现，也有导演自己生存哲学的表达，作者性非常强，于是这挑战了我们传统的认知。

作者是怎么做到的？他对于素材是如何使用的？邀请唐小雁来，固然有很多想法——包括这部作品

对于纪录片伦理的挑战，另外重要的一项则是希望通过了解幕后故事，来加深对这个作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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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唐小雁的授奖词由笔者撰写—— “有感于她在影片中的表现力即她勇敢生活的能力，有感于

她携带的社会议题的丰富性以及我们对她在影片中的存在方式的疑惑；她的出现将有助探讨纪录片

本体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 

 

二  词与词的斗争——与吕新雨商榷 

   笔者的发言之后，吕新雨的发言表达了她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理解，她的观点里有与我商榷的

部分（见《 “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2011 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的发言与补充》）。她还

专门针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把笔者的契约精神理解为法律问题，是导演和被拍

摄者的签合同，这显然不是笔者本意，我为这种过分的简化表示遗憾。同样，她说契约精神无法解

决纪录片的美学问题。吕新雨同时反对“静观电影”的说法，认为那是强调了一种“士大夫式”的

观看，希望我继续阐释。其实我上面做的阐释大多已在此前的论文和南京论坛发表过，和士大夫的

趣味多不相干，吕新雨只看到一个局部，对于我的其它阐释并未留心。 

    吕老师说 90 年代以来直接电影模式的纪录片导演不是在静观，而是在“行走”，当然，大部分

纪录片都是一种行动主义的艺术方式，相比于房屋里的书写或摄影棚里的制作而言。而如何界定行

走？静观电影的政治性我也描述过，在《契约精神》一文中也提到它塑造了一种与被拍者的同在感，

这都是行走、行动。静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中国独立纪录片整体上从“去政治化”过渡到“再

政治化”，从对素材的“浅加工”到“深加工”，变化显而易见。若感觉不到这个变化，就是对当下

纪录片文化缺乏整体性了解。 

    吕新雨还以小川绅介为例反对我的看法，因为我提到小川等人曾是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精神养分，

她认为小川的电影里有充分的“行走性”。但是，小川以十余年时间拍摄三里冢人民反对市政强占

耕地，这种毫不隐藏的政治性在 90 年代独立纪录片主流里是罕见的，那种能量只是最近几年才加

倍积聚起来。论坛的时候我过于随意地表述过中国纪录片与小川的师承关系，甚至临时想到使用“静

观电影学派”一词，这也许并非一个很好的想法，需要详加斟酌。虽然有些人曾被小川激励，纪录

片导演冯艳还翻译过他的著作，但总体来看，影响来自四面八方，偶尔受到某某的启发，不等于深

刻而完整的师承。对于大部分纪录片作者来说，尤其是 DV 青年（第二拨独立纪录片导演），很少有

人看过小川的作品，若将他看做普遍的导师，更不符合事实。中国创作者的学习资源各不相同，自

2000 年以后，互联网精神曾强力灌注到一些政治意识强烈的创作实践里面。有些人并非模仿西方

——有的人甚至可能是模仿了剧情片，还有很多自发自创的成分，作者彼此之间也不经意地实行着

相互间的启发。 

    另外，吕认为《阿仆大的守候》是最符合我的静观电影概念的——《阿仆大的守候》以异常静

默的长镜头来描述一个乡村男性阿仆达的日常生活——但其实此片模仿了西班牙导演 Pedro Costa，

因此我的“静观”不成立。笔者认为所有的模仿都需要内在性格的接应，同时我也不强调“静观”

的彻底独特性，因为那无疑把中国纪录片文化看成不与异域文化具有任何相通性的怪物，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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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逻辑预设。同时，在对于上一代独立导演的“行走性”方面，也许可以继续说几

句：吕新雨对她所界定的“新纪录片运动”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解读，她过分强调了那批纪录片的政

治诉求或行走性。笔者在《观察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方式》里，曾对她划分的新纪录片运动进行商榷。

新纪录片运动领军人物时间先生也不认可她的一些观念，他认为那些电视播放的栏目化纪录片其实

是“风花雪月”，而针对她界定的几部“新纪录片”，时间说： 

    “像《龙脊》（陈晓卿导演）也是带有官方宣传色彩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孙增田导演）

只不过把人当动物来拍，就像个动物世界，当然就不存在阶级性，与社会现实还是相对远离的。”

（《纪录中国》，吕新雨著， 2003 年） 

    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文化理解，吕新雨老师沿用她由来已久的观念设计——“纪录片是底层

的政治”。她强调了纪录片导演是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她以民粹主义来解释独立纪录片导演们的行

动：底层往往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导演如同俄罗斯贵族，使他们获得了表达的机会。在谈到真人奖

和《老唐头》时，她似乎反对被拍摄者的在场，认为这可能会伤害到被拍摄者，这些话并不是他（她）

愿意听到的。但是唐小雁马上回复说：我愿意！ 

    吕新雨的阶层论和知识分子论，在现场引起张献民先生的强烈反对。张献民认为导演的拍摄行

为来自于人的感情层面的东西，并非来自自觉的阶层层面。这个争论略显混沌，在论坛录音整理完

成后，笔者才逐渐明白了二人争论的思想脉络。张献民也许并不反对阶层这个词，他反对的似乎是

对方使用这些词的背景。吕新雨后来更强调，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小川绅介是与中国农民革命有血

缘联系的，“那属于左翼思想的复杂传统”。她在积极建立某种关联。南京论坛上她的代表论不是自

己的发现，而是来自马克思，她甚至在《阿仆达的守候》里看到导演与民粹主义的联系，她还把季

丹等人一起划归民粹主义阵营（季丹则认为那是离她很遥远的东西）⋯⋯如此，这种理论就似乎变成

她为多年坚持的左派理论找材料。在那篇著名的阐释王兵作品的《<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里，

她已经展示了这个方向，南京论坛之后她新提出的“纪录片的最高原则是正义”又借用自西方左派

罗尔斯的理论。这种把独立纪录片材料全数扔进某个派系概念和他国语言的做法，对于纪录片文化

的解读和建构，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第一代独立导演的一些人以及后来的王兵等独立导演对吕新

雨的某些反对，可能都与此思想方法相关。 

    在论坛上，笔者说，阶层的概念并非不可用，但要谨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存境遇，他的生

理事实、他的经济身份、话语权力，都汇集到一起，形成每个人的立场和交往方式。独立导演之间

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个作品所面对的对象也往往不同，从根本上而言，纪录片之伦理关系的两端主

要不是建立在底层和上层之间，而是建立于镜头前和镜头后的具体互动里。另外，我们是否一定要

在民粹主义和中国革命这样的思想框架下阐释中国独立纪录片文化？历史可以参照，但我们不能被

这个混沌的漩涡吸入，我们更应该强调这些作品与当下社会、个人之间互动的品质与有效性。 

    其实在吕新雨的对话里，基本把“底层”看做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人。纪录片导演杨弋枢在现

场针对吕新雨的观点发表了意见，她认为拍摄时，并非总是导演／知识分子控制着一切，有时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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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看。我觉得唐小雁坐在这里，我希望她也可以

给我们另外的一个论述。我们在这里有点忽视了那一方，其实，她并不是一个被看者，同时她也在

看。这个看和被看的关系，它是颠倒的，我们是在相互看。所有好的纪录片里面都有这样的抗衡的

关系。关于张献民老师或者吕老师对这方面的争论，我觉得吕新雨老师是一个很自信的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身份非常确定的一个知识分子。” 

    郭力昕教授现场发言论及台湾纪录片的滥情主义，台湾的商业逻辑制造了纪录片里的一种松软、

温馨的叙事模式，而政治意志是缺乏的。他对于笔者阐述的静观电影的某些方面是认同的，他也觉

得“静观电影”产生不出行动的能量，“有些纪录片只能让大家一起掉入那个情绪里面哀伤一下，

痛苦一下，沮丧一下⋯⋯然后走向虚无”。 

    郭教授也很坦诚地表达了观看季丹《危巢》的观感。此片表现了一群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家庭，

姐弟三个为了生存权教育权与外部世界和命运做斗争，而这个家庭内部其实也有一个权力关系，父

亲在最后表现出了巨大的专制。这个作品外观上看是一个静观电影的模式，因此，郭力昕困惑的是，

面对这些家庭问题，导演的态度何在？她甚至觉得如果去访问这个家庭的成员，让她们谈出来自己

的观点，就会形成一个明晰的问题。现在导演的处理似乎把父亲的权威正当化了，他不知道导演的

道德位置在哪里。 

季丹的回答笔者认为印证了我所说的“无权者的电影”的观念。她说郭老师可能是从台湾的政

治环境的角度来看问题，生活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下，有许多地方无法达到。“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

强势的政治里面，但是我们是不考虑政治的，特别是不讨论政治的，也没有机会去讨论政治，更甭

提介入政治了。我们存在本身都是这样的，那我如何在一个电影里面以我的方式介入呢？”其实笔

者并不认为一定要介入，而电影的最后段落的设计，已经体现了导演的主动性和评价性，这是从美

学意义上的对静观模式的超越。但是这种电影的确难以激发直接的政治意志，正如郭力昕教授所说

的那样。因此很多判断是交叉的。 

 

 三：“南京宣言”与互动美学 

    南京论坛结束后，讨论并未结束。首先几位纪录片导演在南京大学的墙壁上贴出来了名为“萨

满动物”的标语，后来被称为“南京宣言”，旨在反对论坛的某些发言——他们要求评论家多看纪

录片，反对僵硬的理论；认为评论家不能主宰历史——“反对评论家成为纪录片道德伦理的裁决者”，

“没有拿过机器的人没有资格指导别人创作”；要慎用知识分子和底层上层，不要擅自标榜知识分

子身份。  

    纪录片导演鬼叔中也是参与者，他后来说： “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宣言，只是我们往水潭里扔

了几粒石子，代表冲动，顽皮，甚至草率，好玩而矣。” 宣言派者有的在场，有的并不在场，当然

有人在宣言上签字时并不了解现场学者究竟讲了什么，就在网络上欢呼“太棒了”。撇开一些过于

粗糙的说法，宣言的一些观点作为一般命题并非不成立，只是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反对意见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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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哪个人的哪个观点？不明言解释，就是把学者们看做一个同质化的存在，这就跟他们反感学者

过度使用阶层这个概念一样是盲目的。由于发言者多有教授头衔，很容易被看做体制内的“假想敌”，

但学者各有其思想背景和更微妙的身份状况，体制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若看作一律，批判的有效

性就不存在。  

    宣言之后也有一些网文零星出现，并有纸媒做后续报道，观点认为是吕新雨的观点激怒了众人。

他们认为阶层观点其实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设计，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关于吕新雨的阶

层论，上文已有谈及，此不赘述。不过笔者认为，宣言后的情绪其实来自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南京

论坛学者发言和现场气氛使话题在伦理问题和阶层问题上停留了很久，但基本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交

流。（对于伦理问题，笔者在论坛前后都有涉及，并且之前曾撰文《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

一文，这也许让人不爽。）郭熙志教授在现场谈的也相对深入——他谈了对于一些私影像中摄像机

的位置问题，他不认为越隐私越残酷，纪录片就越有成就，他觉得应该超越表象，追寻内心的事实。

这些意见既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因为他正在进行私影像创作，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

——郭同时是一个优秀的导演。 

    对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可能会让导演有一种压迫感，创作时过多考虑伦理问题就如同带了一个

枷锁。他们的感受笔者可以理解，但伦理问题并非学术禁区，不能逃脱被讨论的命运。有的导演若

反对会议上的观点，可以具体争论，但若以“宣言”里那种通过质疑评论者资格的激进方式试图关

闭这个议题，笔者不能同意。 

    同样，“真人（原型）奖”的设计也许令人不快。真人奖是让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出来说话，

这里也开启了一个维度，对于某些导演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于素材的阐释权受到了挑战。这其

实是纪录片本体中的必然矛盾，这个必然的分裂其实是纪录片本体里有意味的存在。但原型真人并

非一定拥有高于纪录片导演的阐释权，请他（她）来的最大智力挑战，其实是如何通过这一行动来

深化探讨纪录片本体论。有感于中国纪录片介入社会现实的巨大能量，这个奖还可以增加被拍者在

世界上的“存在感”，从而促进对话、增进影响。 

    因此，在此后黎小锋组织的“海上论坛”里，笔者提出以“关系美学”（这个词在国外已出现，

但在国内尚无影响， 也无系统的翻译，我们在自己的视野里使用这个词语，不一定与西方的

relational aesthetics 发生必然的联系）来总结我上面所叙述的观点。无论是静观电影的阐述还

是真人奖的设计，其实都在讨论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维度——对纪录片所包含的关系模式的探讨。笔

者认为在某种程度或层次上，纪录片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交往。很多艺术形式里都包含社会交往，但

是纪录片的交往方式和程度不一样，尤其是非假定时空里的交往的过程，越来越成为纪录片的内容

本身。纪录片作者的个性深度与人文特点，决定了在与对象互动时的召唤能力，纪录片的内容是由

主体（作者）召唤来的，面对同一对象，不同的人召唤出的东西的面貌往往不同，因此纪录片也同

时是一种召唤美学——这一名称的提出则在于强调了创作者的文化差异性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

性。而从前期到后期，纪录片导演、被拍者、观众、评论家一起，在建立一种丰富的关系世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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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觉得张献民最近对于纪录片的理解是一个理想状态——“根本，我们不仅在构建一些影像文本，

我们也在构建我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我们在构成某种社群。” 

    当然，回到“南京宣言”，也许这里最该关心的是如何建立评论家和创作者的关系。作者对于

评论家能期待什么？评论家为何收到这么多的反对意见？具体到当下独立纪录片文化来说，中国的

独立纪录片受到了忽视，传播受到体制的压制，而且评论环境也不完善，很多好作品进入不了媒体

的视野，也没有被评论家的语言所覆盖到。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评论家包括我未能尽责。季丹在

海上论坛里说到，南京宣言的一个原因其实是一些导演的作品受到评论家的忽视。毛晨雨曾对我说：

当你的写作成为了解纪录片的重要参照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了。他公开表示希望有一个尽量公正的

描绘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权力地图”。  

    值得描述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南京论坛后，先有“海上论坛”，后有易思成在纪录片作者毛晨

雨的故乡岳阳某村组织“湘会”，希望继续南京的讨论，在这些过程前后，吕新雨将发言进行了调

整，形成了《 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一文。其实此文已经不再是现场的文本，它有大量的

修正，但它是以一个论坛现场的现在进行时语气来开始讲述的，比如“刚才小鲁谈到了⋯⋯”。 有些

参与者包括我本人并不认同这个文本，认为它营造了一个“伪现场”。 如果不对这一点详加说明，

南京论坛的现场脉络将更加浑浊。笔者愿意将此文看做吕新雨此后思想的发展和调整。在这个文章

里，她调整的方向是对自己南京时所界定的阶层论、代言论进行了弱化，将之修改为”底层的自传”。

同时肯定了有些导演在宣言前后提到的“纪录是一种性爱的方式， 摄影机则成为阳具。” 

    在生活中，大家并不愿意被看做底层，但在文化讨论时，自称底层似乎就获得了一种权力。吕

在此将导演和被拍摄者看做一体，于是把自己处理成独立纪录片界的维护者，似乎很符合某些人的

愿望。但是无论吕新雨强调导演和对象的阶层差别，还是后来改变为强调阶层一致、镜头内外一体

（自传说），这都是一种简化，是对问题复杂性的遮蔽。尤其是当这些理论是针对南京论坛前后伦

理问题的具体讨论时，这些观点就使讨论变成淤泥与沼泽。吕老师说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是“神意”，

说独立纪录片导演“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拍摄者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转换为拍摄者与自我的关系，从

而把伦理的压力和挑战转移到自我的身上”。而且她提到了一个“自伦理”的概念。  

    我认为“自伦理”在论坛前后的辩论语境里是一个伪概念。伦理是在你我之间、在多重关系中

建立的，那种你我无分别仅是一种想象。张献民曾这样质问某导演：“你凭什么相信你和被拍摄者

就融为一体了？”笔者在谈到伦理问题时曾说反对过于严厉的道德观，但也不赞成以“做爱理论”

抹杀伦理问题。性爱必须是双向的，否则可能是强暴。我们从未在一般意义上指出独立纪录片有伦

理问题，我们在论坛前后谈及伦理问题时，是指向非常具体的事例的。这并非”替天行道”，并不

是把被拍摄者看做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去居高临下的代人维权，因为的确在个别纪录片里出现了一

种不尊重被拍者意愿，从而造成伤害的例子。即便没有这些事例，镜头之间的权力关系真的不需要

任何讨论？镜头前后的差别果真可以通过花哨的学术语言来抹平？当他们宣称知识分子要为底层

代言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进一步强调这根本不是代言，而是自己拍自己（因为他们同为底层）的时



 74 

候，这种抚摸式的理论可能使理论家和创作者相处和谐，但摄像机另外一端的人却被彻底排除在外

了——请被拍者到场的“真人奖”其实也受到个别导演的排斥。而学者还富有激情地宣布：“当底

层成为自传，底层就不再是暗哑的无名的存在，黑暗、巨大与被遗弃的存在⋯⋯”也许这个时候，底

层才是彻底暗哑的。南京宣言的某些言辞在此反而显得非常有效：“他们口口声说着底层，也许对

于真正底层的处境并不介意。” 

    评论家何为？在南京论坛后的另外一个座谈会上，吴文光是这样界定评论家的：“评论家是创

作者的儿子。”在过去的争论里，要么是父亲（指导创作），要么是儿子（服务于创作）——评论家

和创作者是否还可以建立其它的关系？而有的导演公然撰文表达评论界的可怕和毫无价值，询问其

具体究竟，却又不愿意细读对方的文本也不愿意进入其中展开讨论，仅以“可怕”名之。当某些纪

录片导演认为所有的评论者没有让他满意的时候，当有人以强势的方式宣告学者不具有话语资格并

且宣称“评论家必须谦虚的时候”，当此时，学者该如何自处？学者的独立性又如何体现？ 

 

本文系 2011 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发言的追述和补充，原名《静观电影与关系美学》) 

 

王小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评论家，策展人，电影学博士。《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中国

电视动画》执行主编。出版有电影研究专著《电影与时代病——独立电影文化评价与见证》（2008

年，花城出版社）、《电影政治》（2014年，东方出版社）等。曾参与策展北京新青年影像展、中

国独立影像展、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稻田影展、西安亚洲民间电影节等多个展览，曾经策划有《野生

或第一代——贾樟柯之后》《“多面向”台湾纪录片展映》等有影响的电影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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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曼纪录片：实地捕获＋主题思考 

——兼与王迟老师商榷 

                                                             倪祥保 

 

就王迟老师在《中国电视》2014 年第 3 期发表题为《剪出来的“现实剧”——对怀斯曼纪录

片美学的一种还原》
10
的论文，笔者愿意进行一点讨论和商榷，同时阐述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想法，

祈请读者指教。 

 

一、“直接电影”：实地等待捕获的真实事件 

之前就有专家学人指出，怀斯曼本人确如王迟老师论文中说到的那样，他曾经说过自己的纪录

片并非属于“直接电影”一派。至于这是否因为他与梅索士兄弟交恶所致，还是有其他原因，本文

将在后面进行论述。笔者认为首先需要王迟老师和我们一起面对并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

纪录片学术界和创作界，当大部分专家学者和纪录片创作者都了解怀斯曼自己这个说法的同时或之

前之后，还是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怀斯曼纪录片划入“直接电影”，并且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代表性

人物。很明显，如何看待这个情况，也许不能像王迟老师那样采取比较简单的办法，只是“听其言”

就行。 

一个可能确实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怀斯曼的绝大部分纪录片是否应该并可以看作是“直接电影”？

回答似乎是不能否定的。其原因和理由，还得从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和理解“直接电影”说起。著名

纪录片人吴文光在其《镜头像自己的眼睛一样》一书的“背景资料”中，专门介绍了“直接电影”，

还特地将其与“真实电影”进行多方面比较。其中比较主要的解释有“‘直接电影’起源于新闻摄

影”，“采用的是不介入、甚至是‘隐形的摄影机’的立场” “去捕捉（发现）已经发生的事实”， 

“避免采用访问的方式” 
1
。林旭东先生则在稍后出版的《影视纪录片创作》一书中，对“直接电

影”有过一个非常简洁直接的界定：“‘直接电影’——这就是说：它是如你所见。” 
2  
著名纪录片

研究学人聂欣如先生在指出“直接电影可以说是在纪录片实现纪实美学理想的道路上往前大大迈进

了一步”的同时，强调“直接电影的形式并不能保证在过去的纪录片中所出现的弊端不再出现”，

“直接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使作品的真实性有所提高，而在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录片的书写方

式和美学概念”
 3 
。以此来看怀斯曼纪录片与“直接电影”的关系，似乎绝大部分都比较符合，甚

至是非常符合的。笔者在十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也说过：“纪录片创作要很好地坚守“真实”这根

底线，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纪录片拍摄过程的‘直接’与否。”“纪录片创作所谓的‘直接’，其

含义之一就是现场拍摄及实地成功捕捉。”“一般地说，现场拍摄及实地成功捕捉紧密相关，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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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一致。纪录片创作的现场拍摄，强调的是拍摄过程在某个客观存在的现场里进行，其行为的主

要特征是‘在其境’；实地成功捕捉主要强调对客观现场情景中特别富有人文内涵和足以引起人们

理性思考的那种生活内容的及时发现与准确捕获，其行为的主要属性是‘穿其境’（古人论诗歌创

作有言：‘目击其境便以心穿之’ ）”“纪录片创作所谓“直接”的含义之二，是强调不做事先安

排，立足于随机拍摄。……这既是守住纪录片‘真实’的根本底线，也是区分纪录片和故事片最为

根本的一座分水岭。  “纪录片创作所谓‘直接’含义的第三个方面，是强调以现场拍摄的声像素

材为基础，努力避免后期制作对现场拍摄所具有的现场感的破坏，尽可能保持原生态的现场景象，

并以此来直接表情达意。”
4 
笔者的这些论述，并非直接讨论“直接电影”的概念定义或属性特征，

但是对于探讨怎样来界定“直接电影”似乎不无裨益。 

本文以为，确定是否属于相对严格意义上的“直接电影”纪录片，最为关键的在于拍摄和后期

制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这样几点：纪录片必须在某个具体生活内容或事件正在发生的现场进行实地

拍摄，绝对不能有摆拍，坚持同期声，后期剪辑制作只能使用现场拍摄的声像素材。这样拍摄制作

成的纪录片，虽然不能完全直接等同（也不可能和不应该完全等同）某个具体生活内容或事件的

全部，但是由于其从实地等待并捕获到的具体现实生活内容或事件主干过程是直接而真实的，完全

具有“如你所见”那种“直接电影”的属性。怀斯曼的纪录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即怀斯曼拍摄纪

录片的事件声像内容确实与此并无违背。因此，尽管王迟老师要想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进行一种也

许是很彻底的还原，结果还是不得不承认：“怀斯曼作品外观与我们所理解的纪实风格太过接近，

甚至难分彼此。” 
5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王迟老师正确理解“直接电影”和正视怀斯曼纪录片事实，

那么就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纪录片研究者和创作者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怀斯曼的纪录片应

该属于“直接电影”。换句话说，也就是王迟老师应该不再怀疑人们将怀斯曼称为“直接电影大师”

的充分理由。 

 

二、怀斯曼纪录片：剪出被思考的真实故事  

关于“直接电影”定义属性的简要探讨，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纪录片学术界和创作

界会不约而同地将怀斯曼看作是“直接电影大师”。至于怀斯曼为何不怎么认同自己与梅索士兄弟

等同样属于“直接电影”一派，甚至说自己的纪录片“完全是主观的”“现实剧”，这是一个非常值

得分析研究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迟老师确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可以让学术界好好

地思考并探究怀斯曼这位“老英雄”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在此，不妨认真分析一下王迟老师引用

怀斯曼对自己纪录片创作的一段话： 

    ……我拍摄了存在于所谓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但却以一种与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或时间没

有任何关系的方式来结构它们——我所创造的是一种纯粹虚构的形式。所以从结构的观点看，我的

影片与剧情片技巧关系更为紧密，而与纪录片技巧关系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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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被引用话语里，有两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怀斯曼坚持自己纪录片拍摄的“事件”在

现实生活中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怀斯曼认为“从结构的观点看”，他的“影片与剧情片技巧关

系更为紧密，而与纪录片技巧关系较远”。关于第一点，这几乎就是“直接电影”的根基，或者说

是体现纪录片“直接”性的基本保证，在此无需展开多说。关于第二点，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其中“从

结构的观点看”，“与剧情片技巧关系”和“与纪录片技巧关系”。这里所谓“从结构的观点看”，与

怀斯曼自己所说“纯粹虚构的形式”相关。因为怀斯曼纪录片“虚构”（这里的虚构与文学创作的

虚构不一样，应该相对于完全不加增删的事件过程而言）的只是“形式”（讲述事件的方式），并

且这个形式完全是在后期剪辑时加以实现的，因此其与剧情片紧密的只是后期剪辑的“技巧”，其

与纪录片（这里显然特别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直接电影”相比，下同从略）较远的也只是后期

剪辑的“技巧”。纪录片在后期剪辑技巧方面与剧情片关系比较紧密，容易获得剧情片（故事化）

的观赏效果，但是不能说就是剧情片。纪录片在后期剪辑技巧方面与一般纪录片较远，容易获得与

其他纪录片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观看效果，但是不能说就不是纪录片和不具有纪实美学特征。吴文光

在介绍怀斯曼纪录片后期制作时说过，怀斯曼化在后期剪辑上的时间很多，通常一部片子要花费半

年到 10 个月，但他一般都是将直接拍摄到的素材直接剪辑进影片中去，从不玩弄镜头技术
6
。这其

中所说的两个“直接”，很值得坚持“直接电影”纪录片创作者们去深刻体会。要之，怀斯曼对于

自己纪录片创作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主要在于强调他的纪录片再现实际发生事件方面所采取的

叙述策略；稍加诠释地说，就是强调在尊重事件声像真实的前提下，纪录片对现场直接拍摄来的声

像素材进行怎样的取舍和怎样的叙述。对于“直接电影”纪录片而言，这其实是创作所必须的，是

使纪录片能够成为艺术形式所必须的，尤其是争取为更多观众喜闻乐见所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

看，怀斯曼纪录片确实与当时的一般“直接电影”纪录片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其自觉注重通过后期

剪辑“创造性处理”来加强故事化叙事策略和表达思考成果的先进性也可谓独步一时。 

笔者曾经说过：“其实将怀思曼一贯的纪录片创作与最为著名的‘直接电影’如《推销员》和

《初选》等作品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确实具有非常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主要表现为一种是‘主

题先行’的纪录片，另一种是‘事件先行’的纪录片。怀斯曼的纪录片拍摄对象大多选择一些社会

机构，如医院、动物院、学校、法庭、公园等等。他的纪录片所表现的一贯主题就是以记录美国人

的日常生活来透视美国社会和反思人类社会的管理。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怀思曼在每拍一部纪录片

的开始之前，一般地说实际上已初步酝酿好了要拍摄的基本主题，所以说他拍摄纪录片具有‘主题

先行’的特点。……反观梅索士兄弟的《推销员》等著名‘直接电影’，显然属于‘事件先行’的

纪录片。之所以说‘事件先行’，是因为这样的纪录片拍摄首先都是对一个既定事件的选择，其次

都是基于对某个既定事件的直接跟踪拍摄。在拍摄这种纪录片的开始，制作人既无法预见该事件现

场情景将如何展开与结局，也无法想见它将可能映出什么样的主题（这是与怀思曼纪录片的最大

不同之处），一切要等被拍摄事件阶段性的结束——有时自然也包括该纪录片本身的是否成功。
7 
”

由此可见，怀斯曼说自己纪录片完全是主观的，确有一定道理。他的这种主观性，其实就是王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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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引述的“影片创作者对构成影片的事件的理论阐释”所带来的，因此，对于怀斯曼认为其纪录片

是“reality fictions”的翻译，似乎应该用“真实故事”而非“现实剧”更好些。这也就是说，

怀斯曼不接受自己纪录片归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直接电影”，也许主要是为了人们能够充分注意到

他的纪录片在“直接电影”中的与众不同和独特之处，即他不愿意自己呕心沥血而别具匠心的纪录

片创作被淹没在一般化的“直接电影”浪潮中。但是，怀斯曼这种主要通过剪辑手段实现的纪录片

特色，并不如王迟老师所说能够表达“他对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完全不同于直接电影、纪实美学的

理解”。就王老师全文所引例证来看，怀斯曼后期剪辑对其纪录片素材的重新安排主要表现为形式

结构上的精心安排，对于其所纪录原生事件的主干真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并且在怀斯曼纪录片中

占的比重也不大，远未达到量变可以引起质变的地步。正因为此，长期以来，纪录片研究者和创作

者确实很难在“直接电影”以外给怀斯曼找到另一个名至实归的大师称号。笔者一再坚持认为，在

某种意义上说，怀斯曼的纪录片，可以看作是最早自觉挣脱机械“直接电影”观念镣铐而跳舞的成

功者，早早地开启了“直接电影”的 2.0 时代。 

 

三、怀斯曼纪录片与中国“直接电影”的与时俱进 

怀斯曼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片学术界、创作界的影响是非常积极有效且具有前瞻导引性的。因此，

王迟老师的论文，其中有一个观点非常值得再讨论一下。那就是在多处以不同的表述反复强调怀斯

曼的纪录片其实“与直接电影先驱和中国新纪录片创作者们所信奉的纪实原则相冲突”。其主要冲

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王老师的说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怀斯曼纪录片的单机拍摄，“通

过对声轨精心细致的操纵，经常把原本的‘常规段落’悄然转换为时空连贯的‘场面’。”王迟老师

还特别谈到，段锦川被怀斯曼认可为其“私淑弟子”，但是段锦川对自己拍摄《八廓南街 16 号》时

唯一运用的双机拍摄段落感到非常遗憾——尽管这使得“时空构建就显得更为连贯”，并且“这当

然是怀斯曼在剪辑阶段所尽力追求的”。我们不仅要问，在保证纪录片拍摄事件现场性和真实性的

前提之下，努力在后期剪辑中克服单机拍摄所具有的某种叙事局限，使得纪录片讲述真实故事的时

空尽可能显得更连贯些，难道可以被视为在根本上违背“直接电影”精神和破坏纪实美学？ 

现在的中国“直接电影”创作，早已走出摇摇晃晃和模模糊糊的阶段，这不仅有经济和技术的

支持，也有理念和方法的作用。“直接电影”纪录片需要强化故事性，所以坚持以“直接电影”方

式拍摄纪录片的徐童，在其纪录片《算命》中刻意剪辑出了很多的岁月“章回”；张同道则在以“直

接电影”方式拍摄的纪录片《小人国》中，悄悄地加入了并非为同期声的音乐（既为了强化视听

美感，也为了能够进入影院）；富有从事“直接电影”方式创作纪录片经验的黎小锋，强烈地感受

到了“‘直接电影’的当代困境” 
8 
，明确提出那“墙壁上的苍蝇”至少可以飞到摄影机镜头上去

了
9 
。这就是说，作为纪录片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一直被全世界都依然继承着的一个美学流派，

“直接电影”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可能不与时俱进。放眼当今世界，所有以“直接电影”方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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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录片，绝大部分都坚持“直接电影”的纪实美学精神，也绝大部分同时有其艺术形式方面的发

展进步。也许怀斯曼在“直接电影”方面的创新发展确实早了一点，对于那个时代而言似乎有点过

于先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的纪录片创作被注重整体把握的纪录片学者和创作者自然看成还是

十足的“直接电影”派，被自我意识很强的怀斯曼和后来细心的研究者都意识到与当时的一般“直

接电影”其实不完全如出一辙。 

 

 

倪祥保：苏州大学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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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出来的“现实剧”
1
——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的一种还原 

 

                                                                     王 迟 徐颜红 

 

在中国纪录片发展过程中，无论业界、学界，始终都在积极地吸纳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就1990 

年代而言，最受我们关注和追捧的当然是美国导演怀斯曼（FrederickWiseman ）和他所代表的“直

接电影”美学。很多人都认为《八廓南街16 号》（1996 ）代表了中国90 年代纪录片的最高成就，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纪录片不过是中国版的《高中》（High School ，1968 ）或《法律与秩

序》（Law and Order ，1969 ）。此外，该片的导演段锦川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怀斯曼的“私淑

弟子”，① 这个称号当然代表着一种认可、一种荣耀。有论者称，整个1990 年代中国纪录片界都

在奉行一种“怀斯曼主义”，这并非夸张。 

然而非常荒诞的是，这个被我们称为“直接电影大师”② 、“最后的真正纯粹的‘直接电影’

流派的艺术家”③的怀斯曼却从来不曾认可“直接电影”这个标签，他甚至不止一次嘲笑直接电影

的某些核心理念。比如针对直接电影导演津津乐道的纪录片客观性，怀斯曼说这不过是“胡说八

道”④ 、“一堆废话”⑤ 。他宣称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去创作一部客观的电影”⑥ ，因为自己

的纪录片“完全是主观的”⑦ 。显然，这一立场与中国纪录片界长久以来一直奉为圭臬的纪实美

学是完全对立的。了解了这些，我们只能惊讶，一场席卷了中国90年代纪录片界的纪实潮流何以对

怀斯曼没有任何的批驳或否定，反而将其称作“我的老英雄”⑧ 而高高供奉起来？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由于我们错误地夸大了怀斯曼作品的社会批评含义，另一方面则全赖怀斯曼作品外观与我们

所理解的纪实风格太过接近，甚至难分彼此。本文主要讨论这后一个方面，通过对《法律与秩序》

中的若干段落的分析，考察怀斯曼与纪实美学完全不同的剪辑方式，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不同的纪

录片理念。 

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会援引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有关大组合段理论的几个相关术语，这里做

一个简要的说明。按照麦茨的分类，在叙事性电影中，我们可以区分八种不同的大组合段。当所表

现的各个事件并非同时发生，彼此有先后顺序之别时，都属于“叙事性组合段”（narrative 

syntagma）。它可以被分为“交替组合段”（alternate syntagma）和“线性叙事组合段”（linear 

narrative syntagma）。其中交替组合段就是交叉蒙太奇，而线性叙事组合段表现为单一的按照时

间顺序的排列。这里线性叙事组合段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场面”（scene）和其他另外两种类型：

“常规段落”（ordinary sequence）和“插曲段落”（episodic sequence）。场面能够严格保持

                                                        
1 王迟《剪出来的“现实剧”——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的一种还原》，《中国电视》201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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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连贯性；常规段落可以省略那些冗余的时间段和不重要的空间转换；插曲段落则是指那些非

连续却又贯穿线性时序，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些小段落。 

当我们分析怀斯曼的剪辑时，有一个事实必须注意到，那就是怀斯曼的摄影师始终是单机拍摄。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两个不同的镜头被剪到了一起，那它们之间一定有时间上的省略。换言之，如

果按照纪实主义的理解，怀斯曼的影片只能包含遵循线性时间顺序的“常规段落”和偶然的“插曲

段落”，而不可能存在打破线性时间顺序的“交替组合段”或“场面”。但是在影片《法律与秩序》

中，这两种情形却都有出现。 

《法律与秩序》是怀斯曼在 1969 年于堪萨斯城一个犯罪率最高的黑人区拍摄的作品。由于当

时美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颇多质疑。但在这部作品中，怀斯曼并没有

试图揭露或批评警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从多个视角呈现警察工作的不同方面，如处理家庭纠

纷、照顾走失的儿童、制止青少年犯罪、抓捕妓女等等。以此为线索，怀斯曼着力向观众呈现出当

时复杂的社会现实。 

影片有一个段落表现一名警察帮助一位黑人老妇寻找被抢的皮包。开头是老妇向警察讲述事发

经过，两人边说边走向警车。下一个镜头老妇坐在车内副驾驶的位置，讲述自己的姓名、被抢细节

等。警察坐在驾驶员位置做笔录，之后离开警车去找皮包。在这个过程中，老妇始终坐在车里等待。

警察最终找回了皮包，并交还给她。然而令她非常失望的是，皮包里的钱夹子、钥匙等物品都已经

不见了。这个段落的拍摄情况如下： 

    车内拍摄时，摄影机处在后排，第一个镜头是老妇侧面的中景，之后切到警察的后背。此后是

同样景别的几个反复切换，最后镜头回到老妇的中景，此时警察并不在画框之内，但我们可以根据

同期声的提示，知道他起身离开了警车，并关上了车门。警察离开后，镜头依然对着老妇，延续了

数秒。接下来的镜头是警察穿着雨衣，在一段铁丝网旁边翻检垃圾箱，之后沿着铁丝网边走边低头

巡视附近的草丛。下来镜头又切回到坐在车里独自等待的老妇。接着镜头再次切到警察。突然之间，

镜头切入了一个皮包的特写。镜头拉开，警察进入画框，捡起皮包，翻看里面的东西。之后是这一

段落最后一个镜头，老妇坐在车里，警察打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把皮包递给老妇。摄影机预先已

经回到后座位置，完整捕捉了老妇拿到皮包的惊喜和发现已经空无一物之后的失望表情。 

    这里很明显存在两条平行的叙事线，一条是老妇车内的等待，另一条是警察的搜索。它们分别

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但却通过交叉剪辑而组合到了一起。按照麦茨的分类，这属于“交替组合段”。

但怀斯曼的摄影机只有一台，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空间，那这个“交替组合段”是哪里来的呢? 

唯一的解释是怀斯曼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里发生的动作并置到了一起，沿着时间线进行重新组合，

让观众感觉它们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操作打破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与直接电影先驱和中国

新纪录片创作者们所信奉的纪实原则相冲突。 

    在警察检查完垃圾箱之后，转身前行。下一个镜头是个沿着铁丝网向前移动的空镜头，警察没

有出现在画面中，摄影角度略俯，对着地面草丛。接着又是一个警察低头搜寻的镜头。这里中间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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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这个镜头是“视点镜头”。美国电影理论家尼克• 布朗（Nick Brown）曾经指出，视点镜头由

影片中“某一角色注意力的特定取向所授权”。⑨ 这个角色就是相邻镜头中的一个人物，其观看

的动作赋予了视点镜头以合法性。在上述段落中，相邻镜头中的人物就是那名警察。对于观众来说，

镜头中的铁丝网、草丛等，都被理解为是那名警察所看到的内容。这里摄影机已经不是直接电影先

驱们所主张的“墙壁上的苍蝇”或“屋子里的家具”，也不是中国纪录片导演们所说的“跟腚拍”，

此时它已经占据了影片中被拍摄主体的位置，在观众看来，其所展现的是被拍摄主体的 

视野。 

    这不是一个孤例。在《法律与秩序》中，虽然一般时候怀斯曼的摄影机都恪守在一个客观观察

的位置，但只要能丰富影片的叙事，他从不避讳赋予摄影机以某种独立性，使其从被动的观察者、

记录者的角色中脱身出来。比如还是上一个段落中，在表现警察找到皮包的情节时，摄影机并没有

被动地跟在警察身后。画面上第一次出现皮包时是个特写，镜头逐渐拉开之后，警察才入画，弯腰

拾起皮包，返身往警车方向走。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一位警察救助一位倒在路边的老人。此时第一

个镜头也不是跟拍，而是首先切到老人，警察随后入画。这和前面的例子非常相似。与前面讨论的

“交替组合段”相比，另一种打破时间顺序的“场面”在影片中出现的次数就更多。在所有怀斯曼

的作品中，有声语言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怀斯曼作品的整个结构都是建立在

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对话上。这个过程中，怀斯曼通过对声轨精心细致的操纵，经常把原本的“常

规段落”悄然转换为时空连贯的“场面”。这几乎成了怀斯曼的标志性剪辑手法。 

    比如在《法律与秩序》的开头，有一个情节是警察在警局询问一位受伤的老年黑人，他是一场

劫案的受害者。警察问他：“你的钱包里有多少钱？”老人回答：“嗯… ˇ也没多少钱。”在警

察问话的过程中，镜头切入老人的脸部特写——老人被打得瘀青、肿胀的脸，声音是画外传来的警

察的问话。关键是接下来的处理：画面没有变化，还是老人的脸，但警察的话音刚落，画面中的这

位老人就开口讲话了。警察的问话和老人的回答之间没有任何间隙，两句话完美地接合到了一起。

这是一个保持了时空连贯性的“场面”。考虑到怀斯曼前期一直是单机拍摄，我们可以确信这完全

是怀斯曼在后期编辑时营造的幻觉。 

    怀斯曼的这种处理与中国纪录片界所理解的纪实美学是彼此冲突的。这里我们可以拿段锦川的

《八廓南街 16 号》中的一个处理进行对比。在《八廓南街 16 号》中，有一个情节是警察审问一

个刚抓到的小偷，这也是这部影片唯一一个双机拍摄的段落。由于双机拍摄，这一段落的时空构建

就显得更为连贯，这当然也是怀斯曼在剪辑阶段所尽力追求的。但导演段锦川却在成片之后感叹，

称这一段落是整部影片最大的遗憾，因为这种时空的连贯“破坏了单机固定镜头对事件的等待”。

⑩ 怀斯曼与段锦川在纪录片方法、理念上的差异由这一细节就可以窥见一斑。 

怀斯曼对素材的“创造性处理”来得更自由，完全不受时间顺序的限制。他曾这样总结说：

“……我拍摄了存在于所谓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但却以一种与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或时间没有任何

关系的方式来结构它们——我所创造的是一种纯粹虚构的形式。 所以从结构的观点看，我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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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剧情片技巧关系更为紧密，而与纪录片技巧关系较远。”○11  

在怀斯曼看来，纪录片不是对现实的复制，它所呈现的只是“影片创作者对构成影片的事件的

理论阐释”，○12  因而在结构上，任何时空限制都是多余的。只要有利于传达创作者对事件的“理

论阐释”，任何手段都可以为我所用。他说这些素材就是“现实之梦”（reality dream），剪辑不

过是“把‘现实之梦’归置到一起”。○13  前文提到，怀斯曼一直拒绝“直接电影”的标签，有人

说这是因为他与梅索斯兄弟交恶甚久，而“直接电影”是阿尔伯特• 梅索斯（Albert Maysles）提

出的概念，所以他有意排斥这个术语。○14  这个说法一时无从考证，似乎也难言可信。实际上，怀

斯曼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称为“现实剧”（reality fictions）。相较于“直接电影”，这个概念

显然更好地体现了怀斯曼对纪录片的理解。 

    在怀斯曼这种剪辑手段背后，是他对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完全不同于直接电影、纪实美学的理

解。以比尔• 尼科尔斯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纪录片理论家是在 1970 年代后期才开始从后结构主义

立场来阐述纪录片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进入到纪录片理论已经是 1980 年代了。借用这些理论家的

阐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怀斯曼与 1960 年代的直接电影先驱和 1990 年代的中国新纪录片导演

们所秉持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区别。但这需要另外专文讨论了。 

 

注释 ： 

① 吕新雨：《缘分——怀斯曼与中国纪录片》，载于《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 年，第 325 页。 

② 雷蔚真：《访美国“直接电影大师”弗里德里克•怀斯曼》，载于《电视研究》，1997 年第 9 期。 

③ 陈刚：《“直接电影”的精神领袖怀斯曼》，载于《电视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④ G. Roy Levin， Documentary Explorations， Anchor Press，1971，p.321。 

⑤ Alan Rosenthal， New Documentary in Action: Casebook in Film Mak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p.70。 

⑥ G. Roy Levin， Documentary Explorations， Anchor Press， 1971， p. 322。 

⑦ Alan Rosenthal，New Documentary in Action: Casebook in Film Mak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70。 

⑧ 吴文光：《我的老英雄》，载于《书城》，2000 年第 1 期。 

⑨ Nick Browne， Rhetoric of Filmic Narration，转引自 Tony Wilson， Watching Television， Polity Press， 1993， p.127. 

⑩ 朱羽君、殷乐：《文化品质: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六》，载于《现代传播》，2001 年第 6 期。 

○11  Thomas R. Atkins，“Reality Fictions ”: Wiseman on Primate，Thomas R. Atkins，Frederick Wiseman，Monarch Press， 

1976，p.82。 

○12  G. Roy Levin，Documentary Explorations，Anchor Press，1971 ，p.318 。 

○13  John Graham，“There Are No Simple Solutions ”: Wiseman on Film Making and Viewing，Thomas R. Atkins，

Frederick Wiseman，Monarch Press，1976，p.35 。 

○14  张同道主编：《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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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曼神话”——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与政治性的一种还原  

                                                     王迟 

 

    不久前，美国学者乔纳森·柯汉纳（Jonathan Kahana）编辑出版了一本英文纪录片论文集，

其中收录了中国导演吴文光的文章《DV：一个人的影像》（2001）。吴文光在文章中提出，纪录片之

独立，在于其与职业纪录片创作之间的距离，在于其于艺术圈之间的距离，而一位纪录片创作者的

理想状态，则是“一个人带着 DV 机随心所欲地拍出的视线所及、‘主题’以外的东西，然后再随心

所欲地剪出和处心积虑无关的东西”。 
1 
他暗示纪录片应避免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回归到个人生活

中来。按文中解释，这种感悟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 1997 年他与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

在其波士顿家中两周时间的朝夕相处。 

    柯汉纳对吴所表达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以伊文思为例，指出许许多多传统的纪录片创作者和

他们的赞助人绝无可能接受这样一种对纪录片的定位。他不无嘲讽地说，这些人从来不会把纪录片

的独立精神定位于“中国农村林子里的露天厕所（吴在文章中曾以此表达自己对乡野生活的向往，

和对职业创作的鄙夷，本文作者注），或者波士顿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电影人的宅子里”。i2柯汉纳

的评论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但背后却隐藏着对吴文光、怀斯曼非常根本的质疑。         

    怀斯曼是一代中国纪录片人心目中的“老英雄”，对中国当代纪录片的发展曾产生深远影响。
3

在独立制作领域，段锦川、郭熙志、黄文海、周浩等一批人都曾谈到怀斯曼对自身创作的启发。最

典型的是段锦川，他在1993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上看过怀斯曼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1989）后，回国即创作了《广场》（与张元合作，1994）和《八廓南街 16 号》（1997）。后者一举夺

得当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在很多人眼中，该片代表了中国 1990 年代纪录片的最高成就，而段

本人也被人们赞誉为怀斯曼的“私淑弟子”、“传人”、“中国的怀斯曼” 。
4
 

    怀斯曼对体制内纪录片的影响同样巨大，甚至来得更为直接。1997 年，《东方时空》组织了为

期六天的“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研讨会”，全国各地 400 多名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学者参加了这

次盛会。怀斯曼作为西方最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了主题报告。
5
吕新雨教授曾经

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北京四百多人的大厅内，伴奏着怀斯曼的每一句话，笔和纸的摩擦声如蚕吃桑叶沙沙

不绝……作为拥有一个深厚的纪录片传统的代表人物，怀斯曼被当成一个吸管，中国

人试图通过他去接通与西方传统沟通的渠道，以吸吮西方的营养。
6
 

怀斯曼的这次讲座俨然变成了一场布道，直接电影作为世界最先进、最前卫的纪录片创作潮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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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学习和接受。 

    然而对于 1990 年代的中国纪录片来说，怀斯曼所代表的却还不仅仅是一种电影美学、电影方

法，他还代表着一种介入社会、改造社会的使命和立场。作为怀斯曼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推广者，

吴文光生动地比喻说，怀斯曼的摄影机就像犀利的“手术刀”，而怀斯曼本人则像一个手持手术刀

的“外科大夫”，毫不留情地解剖美国社会。
7 
从某种程度上说，怀斯曼甚至成了中国纪录片界的一

个精神偶像。纪录片导演兼学者黎小锋就曾评论说： 

很多中国纪录片人非常渴望成为像怀斯曼那样，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渴

望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时时刻刻保持一种批判精神，不畏惧权势，不贪图钱财，

用他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社会真相，观察民生疾苦。
8 

显然，此时怀斯曼似乎已经代表了纪录片创作者所应具备的理想人格。 

    但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怀斯曼是真实的吗？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中国纪录片界似乎没有对

此做过反思。这个问题实际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怀斯曼的美学观念、美学方法，我们过去的

理解是否准确；二是我们对他的作品的社会含义、社会功能的指认，是否符合实际。在后续讨论中，

笔者将首先考察怀斯曼与理查德·里考克（Richard Leacock）等直接电影先驱们在美学观念上的

差异，通过对怀斯曼《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1969）中部分段落的解读，澄清怀斯曼的电

影方法，特别是剪辑上的特别之处。之后会考察怀斯曼对纪录片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的理解，这部

分的讨论将会揭示出我们一直以来的认识偏差，以及这种偏差产生的部分根源。最后话题会延伸到

中国 1990 年代新纪录片的政治性问题。这部分的讨论提示我们，对怀斯曼的重新认识为我们重估

这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 

 

1、另一种理念 

    自从怀斯曼被译介到中国，他就一直被人们视作直接电影的代表人物，有人称其为“直接电影

大师”
 9 
，也有人称其为“直接电影的精神领袖”

 10
。但怀斯曼本人却从来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属于

直接电影。在1971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自己是不是一位直接电影导演的时候，他明确表达了

自己对直接电影的不屑：“我对（直接电影）这个词的含义一无所知，但我却明白这个词充满了自

命不凡、虚张声势和胡说八道。” 
11
 

    怀斯曼对直接电影导演们的主张并不认同，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对纪录片真实性的不同理解上。

直接电影先驱们相信，利用新发展起来的声画同步拾取技术，去除了格里尔逊式的主观干预，纪录

片就可以客观地呈现有关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这和19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主张真实性是纪录

片的“核心特征”、“本质属性” 的纪实主义理念如出一辙。
12 
但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直接电影

先驱们对客观性、真实性的主张仅仅维持了不长时间，就迅速发生了转化。在来自法国真实电影阵

营和其他评论家的声讨之下，到196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里考克、梅索斯兄弟（Maysles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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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都改变了自己的说辞，建立起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所说的“第二条修辞线索”

（the second rhetorical strand）。
13 
比如里考克就以物理学家自比，间接地承认了创作者的主

观选择： 

物理学家是非常客观的，但是他却非常有选择性。他比我们更有选择性。 他精确

地告诉你他想让你了解的内容，并只告诉你这些。所有剩下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

的。
14
 

阿尔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虽然仍然坚持素材的客观性，但他更进一步，承认了后期编

辑对原始素材所做的改变：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真实。一个是原始材料，就是所拍素材，这种真实类似于

文学中日记的形式——它是直接的，没有任何人为干扰。另一种真实来自对原始

材料的提炼和并置，将其纳入一个更加富有含义的、连续的叙事的形式之中。可

以说，此时叙事形式所包含的已经不仅仅是原始资料了。
15
 

尽管里考克、梅索斯等人的这些言辞依然有些含糊，但与最初对真实性、客观性的高调主张已经完

全不同。对这一转变过程，中国纪录片界似乎没有足够了解。 

    或许人们更不了解的是，怀斯曼对纪录片客观性、真实性的否定来得比所有上述直接电影先驱

都更坚决。与里考克、彭尼贝克（D. A. Pennebaker）、梅索斯兄弟相比，从律师改行做导演的怀

斯曼是个地道的后来者。当他创作第一部纪录片《提提卡蠢事》（TiTicut Follies, 1967）时，直

接电影的“第二条修辞线索”已经成形，但怀斯曼比那些直接电影先驱们走得更远。他完全拒绝客

观性的主张，声称自己“不知道怎么创作一部客观的电影”
 16 

，而自己的那些作品则“完全是主观

的” 
17 
。针对挥之不去的有关纪录片客观性的讨论，他大加挞伐，声称所谓客观性主张不过是“胡

扯”
 18 

，相关讨论纯属“一堆废话”
 19 

。 

    怀斯曼对纪录片客观性的彻底否定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其背景是他在后期编辑阶段对素材的高

度主观化的处理。这构成了怀斯曼与直接电影先驱和中国1990年代新纪录片创作者之间在操作手法

上的最大的区别。由于确信纪录片的最高境界无非是把现实“拷贝”到银幕之上，后者除了在前期

拍摄时尽量采用不介入的客观观察，在后期剪辑阶段也尽可能地减少创作者对素材的操纵。比如彭

尼贝克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影片内容的顺序几乎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 
20
。阿尔伯特·梅

索斯甚至声称，自己完全放弃了剪辑
21
。但怀斯曼的思路与他们不同。在怀斯曼看来，尽管前期拍

摄的素材都是真实的，但只有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把某种特定的结构赋予到这些素材上，这些素材

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这个结构就是“影片创作者对构成影片的单一事件或多个事件的理论解释”
 

22 
。他把这些素材称作是“现实之梦”（reality dream），剪辑的过程“就像把‘现实之梦’归置

到一起” 
23
。这个造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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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逻辑推理的过程，有时是发挥联想的过程，有时又是非逻辑的过程，还有

时是个失败的过程。对我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用无论何种能将它们和谐地组接

到一起的方式去尝试，并用我所拥有的所有相关知识去思考和处理这些素材。这

种剪辑过程就像自我对话的过程，需要在我自己、正在剪辑的影片、我自己的记

忆和我整体的经验与价值观念四个方面之间进行对话沟通。
24
 

在怀斯曼的字典里，根本没有直接电影先驱和中国新纪录片导演们在后期剪辑中所遵循的那些条条

框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要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的素材。他

就此解释说： 

……我拍摄了存在于所谓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但却以一种与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

或时间没有任何关系的方式来结构它们——我所创造的是一种纯粹虚构的形式。

所以从结构的观点看，我的影片与剧情片技巧关系更为紧密，而与纪录片技巧关

系较远。
 25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这样看来，很多在我们认为属于移花接木、暗度陈仓之类的技巧出现在怀斯曼的作品中，就毫不奇

怪了。 

     

2、另一种方法 

       举例来说，《法律与秩序》是怀斯曼在 1969 年于堪萨斯城一个犯罪率最高的黑人区拍摄的

作品。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颇多质疑。但在这部作品中，

怀斯曼并没有试图揭露或批评警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呈现警察工作的不

同方面，如处理家庭纠纷、照顾走失的儿童、制止青少年犯罪、抓捕妓女等等。以此为线索，怀斯

曼着力向观众呈现出当时美国复杂的社会状况。 

        影片有一个段落表现一名警察帮助一位黑人老妇寻找被抢的皮包。开头是老妇向警察讲述

事发经过，两人边说边走向警车。下一个镜头老妇坐在车内副驾驶的位置，讲述自己的姓名、被抢

细节等。警察坐在驾驶员位置做笔录，之后离开警车去找皮包。在这个过程中，老妇始终坐在车里

等待。警察最终找回了皮包，并交还给她。然而令她非常失望的是，皮包里的钱夹子、钥匙等物品

都已经不见了。车内拍摄时，摄影机处在后排，第一个镜头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老妇侧面的中景，

之后切到驾驶员位置的警察的后背。此后是同样景别的几个反复切换，最后镜头回到老妇的中景镜

头，此时警察并不在画框之内。但我们可以根据同期声的提示，知道他起身离开了警车，并关上了

车门。警察离开后，镜头依然对着老妇，延续了数秒。接下来的镜头是警察穿着雨衣，在一段铁丝

网旁边翻检垃圾箱，之后沿着铁丝网边走边低头巡视附近的草丛。再下来镜头又切回到坐在车里独

自等待的老妇。接着镜头再次切到正在搜寻的警察。突然之间，镜头切入了一个皮包的特写。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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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警察进入画框，捡起皮包，翻看里面的东西。之后是这一段落最后一个镜头，老妇坐在车里，

警察打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把皮包递给老妇。摄影机预先已经回到后座位置，完整捕捉了老妇拿

到皮包的惊喜和发现已经空无一物之后的失望表情。 

    这里很明显存在两条平行的叙事线，一条是老妇车内的等待，另一条是警察的搜索。它们分别

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但却通过交叉剪辑而组合到了一起。按照麦茨（Christian Metz）的大组合

段理论，这属于一种“交替组合段”。
26
 但要知道，在多年的纪录片实践中，怀斯曼始终坚持单机

拍摄，摄影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空间里，那这个“交替组合段”是哪里来的呢？唯一的解释是

怀斯曼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里发生的动作并置到了一起，沿着时间线进行重新组合，让观众感觉

它们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操作打破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与直接电影先驱和中国新纪录片创

作者们所信奉的纪实原则相冲突。 

    再举一个例子。在所有怀斯曼的作品中，有声语言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甚至

作品的整个结构都是建立在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对话上。如果还是使用麦茨的术语，那么可以很容

易看到，怀斯曼经常通过对声轨精心细致的操纵，把原本的“常规段落”悄然转换为时空连贯的“场

面”。实际上，通观怀斯曼所有作品，这种操作手法堪称他的一个标志。 

    在《法律与秩序》的开头，有一个情节是警察在警局询问一位受伤的老年黑人，他是一场劫案

的受害者。警察问他：“你的钱包里有多少钱？”老人回答：“嗯……也没多少钱。”在警察问话的

过程中，镜头切入老人的脸部特写。画面上是老人被打得瘀青、肿胀的脸，声音是画外传来的警察

的问话。关键是接下来的处理。画面没有变化，还是老人的脸，但警察的话音刚落，画面中的这位

老人就开口回答了。警察的问话和老人的回答之间没有任何间隙，两句话完美地接合到了一起。这

是一个保持了时空连贯性的“场面”。考虑到怀斯曼前期一直是单机拍摄，我们可以确信这完全是

怀斯曼在后期编辑时营造的幻觉。 

    与怀斯曼的这些处理形成明显对比的，还是模仿怀斯曼最成功的《八廓南街 16 号》。在这部片

子中，有一个段落是居委会干部审问一个偷东西的女贼。与之前、之后的单机拍摄不同，这一段段

锦川采用了双机拍摄，因此在剪辑上就显得更为紧凑、连贯。但段锦川对这一处理的结果却很不满，

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双机拍摄让这个段落损失了单机拍摄所具有的“真实和观察的距离”。
27
这种

理解方式显然与怀斯曼不同。 

   上述两个怀斯曼的例子都是根据怀斯曼单机拍摄而逆推出来的，实际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影片

中绝大多数的操纵我们是根本无法察觉的。比如在《高中》（High School, 1968）中，片子开始不

久有一个段落，画面是行驶中的汽车，声轨上传出的是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的著名歌曲

《坐在湾边码头》（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任何观众都会感觉这个歌曲是汽车广播中

播放出来的，但事实却是怀斯曼在后期制作中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影片所表现的高中生的主

题
28
。虽然在怀斯曼后续的创作中，类似这样的处理并不多见，但这里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在很

多人看来具有“欺骗性”的手法，在怀斯曼那里却从来不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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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怀斯曼作品做了系统考察后，加拿大纪录片学者巴里·格兰特（Barry K. Grant）曾经总

结说：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怀斯曼把冷静的观察与高度表现性的操纵结合到了一起，把

观察式纪录片看似“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美学与高度表现性的场面调度和蒙太

奇结合到了一起。
29
 

显然中国纪录片界只看到了怀斯曼表现手法的前一半，而没有看到隐蔽起来的后一半。 

  

3、一个政治神话 

    中国纪录片界对怀斯曼创作理念、创作方法的理解上的偏差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中国纪录片

界对怀斯曼纪录片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的评价也不准确。1993 年，怀斯曼和小川绅介（Ogawa 

Shinsuke）同时进入我们的视野，也同时被我们奉为学习的榜样。小川绅介是当代日本最重要的纪

录片导演之一，以高度政治化的作品为人们所知。他最著名的作品是 1967 年开始拍摄的《三里塚》

（Narita）系列。当时日本政府政府决定扩建东京国际机场，要求住在东京远郊成田的农民搬迁到

其他地方。当地农民对此并不认同，于是与政府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斗争。小川坚定地站在了农民一

边，与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战斗长达六年之久。其间共完成了七部作品，尤以《第二堡垒的农民》

（The Peasants of the Second Fortress, 1971）最为著名。电影史家乌利希·格雷戈尔（Ulrich 

Gregor）曾经评论说：“其现实性达到了迄今为止一般政治纪录片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武

士戏剧的水平。” 
30
小川相信纪录片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使命，他说： “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

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的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 
31
他的

理念带给当时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极大的鼓舞。有人评论说，他是“烛照许多中国纪录片人内心世

界的一面精神旗帜”。
32
 

    在中国纪录片界很多人的眼中，怀斯曼与小川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比较怀

斯曼和小川的作品，却会发现二者之间显著的区别，甚至对立。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怀斯

曼的作品究竟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具有高度的社会关怀？他与小川的这种并置究竟是合理的，还

是基于一种误解或历史偶然？小川在拍摄《三里塚》的时候，与当地农民吃住在一起，也战斗在一

起。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不只一次被军警打伤，小川自己胸前也留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33 
导演郭熙志

在看过小川的作品后，将他的作品称作“身体主义的纪录片”，因为此时的摄影机好像是被绑在了

拍摄者身上，镜头几乎是贴着对峙双方的肌肤拍摄： 

在棍棒的横飞中，在肉体的冲撞中,在声嘶力竭的呼喊中，在泥水中，在尘土中，

摄影机强烈地参与着肉搏，仿佛处在喧嚣盘旋的龙旋风 之中。这里没有所谓的冷

静与客观，这里只有参与和分享。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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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作品的这种参与性、斗争性与怀斯曼作品的不介入的、纯观察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怀斯曼

的作品中，确实有对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呈现，比如前文提到的《法律与秩序》，其中确实涉及

到社会治安、家庭暴力、警察滥用暴力等问题，但这种呈现都是表面化的，哪怕观众花大力气去琢

磨，恐怕也无法得到任何明确的结论。这种结论的不确定性几乎成了所有怀斯曼作品的标志。温斯

顿曾就此批评说，怀斯曼作品的这种模糊性或开放性令影片的社会意义“微弱到了模糊的程度”。

35
      

    怀斯曼并不讳言自己作品社会意义的缺乏。他在采访中说：“像戏剧、小说、诗歌一样，纪录

片在形式上是虚构的，没有任何可见的社会用途。”
 36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作为对纪录片社

会功能的一般判断，这种说法当然是可疑的，但却非常符合他的创作实际。温斯顿曾经指出： 

（怀斯曼的作品）逃离了社会意义，呈现了一个没有历史或语境的国家的外貌，

它们所引发的也许只有遗憾……这些影片与当时的重大社会议题有关，但它们真

的告诉我们太少或根本就空无一物。
 37
 

当然，怀斯曼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毫无目的，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考虑，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为

公共电视机构所接纳，并成为其最佳合作伙伴： 

在公共电视选择性的视野里，怀斯曼似乎是一个符合自己最初设计的内容提供者

——这个设计就是内容要有争议性，要让弱势发声，但实际上却不触动现状，也

不招惹右翼媒体。就这一点来说，怀斯曼是其中王者。
38
 

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温斯顿称怀斯曼与公共电视机构的合作不过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而已。

39
   

    这样的交易不仅存在于怀斯曼，早期直接电影的情况与此非常类似。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

（Robert C. 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曾就此做过考察。他们的结论是，

这些直接电影作品虽然看起来在讨论社会问题，实际上却立场含糊，口无臧否，这让当时的广播公

司和广告商们感觉相当安全，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因此才有了彼此的亲密合作：“直接

电影使美国广播公司得以两头兼顾：有争议的问题也讨论了，可又无法根据影片确定在这个问题上

公司所采取的明确立场。” 
40
 

    中国纪录片界对这些事实似乎并没有觉察，虽然早在 1997 年艾伦和戈梅里的《电影史：理论

与实践》（Film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就已经在国内出版。在人们眼中，无论是怀斯曼

还是直接电影早期创作者，他们和小川一样，都持有激进的政治立场，其作品都保持着对社会政治

的强烈关注。2011 年，吴文光曾经写道： 

此类“政治性纪录片”，可追溯到 60 年代中期美国的李考克、梅索什为代表的

“直接电影”，这是发端。70 年代日本小川绅介的以成田机场建立与拆迁为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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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里塚”系列，是亚洲这类纪录片一个开端，其作品《第二道防线的农民》

为代表作。
41
 

吴文光是中国纪录片界最早、也是最系统推介怀斯曼和小川的人。早在 1990 年代中期，吴文光就

通过自己主编的一本非正式出版物《纪录手册》，大量译介了与怀斯曼、直接电影、小川等相关的

文字。在 1990 年代后期， 他更是在多个不同公共媒体上，撰写相关文章。
42
 很多导演、评论家、

社会公众都是通过吴文光的文字，认识了怀斯曼和小川。就像上面引文表明的，在吴文光多年的认

识里，怀斯曼或早期直接电影创作者与“以摄影机为枪的”
 43
小川一样，都属于坚持社会理想，勇

于为民请命的人。他的这些看法显然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纪录片界对怀斯曼的认识和接受，也促进了

主导了整个 1990 年代纪录片实践的“怀斯曼主义”的形成。 

    这种情况或许与史上苏联电影《战舰波将金》（Battleship Potemkin, 1925）对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的《漂网渔船》（Drifters, 1929）和他所领导的英国纪录片运动的影响不无类似。1929

年 11 月 10 日，格里尔逊为帝国商品推销局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漂网渔船》在伦敦电影协会的一

次会议上首次公映。这次放映的主要卖点在于，它也是《战舰波将金》在英国的首映。《战舰波将

金》在此前四年中一直被英国当局禁映，甚至在这次放映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来自政府的干扰也没

有丝毫减弱。这部影片作为一个遭遇迫害的革命作品的身份提升了《漂网渔船》的声誉，也使刚刚

萌芽的英国纪录片运动，以及格里尔逊本人获得了激进的名声。当然，《战舰波将金》与《漂网渔

船》的同时登场只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小川与怀斯曼在中国的并置却一直延续了 20 多年。

几年前，笔者曾将中国纪录片界发生的这一现象称作“怀斯曼神话” 
44
，将多年来人们一直景仰的

那个怀斯曼称作“虚构的怀斯曼” 
45
。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怀斯曼的认识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神话依

然在继续。 

 

4、重估 1990 年代  

    不管在美学维度上，怀斯曼与其他直接电影实践者奉行了怎样不同的原则，在政治立场上，他

们都是共同的面目不清。怀斯曼明确说：“我的影片的确有社会意识，但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它们

不是在推销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
 46 

这种对创作者自身所持政治立场的掩盖有赖于作品形式、风

格的支持。就直接电影来说，影片创作者后退到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不干预、不介入镜前事件的

发展，也不对事件各方进行针对性的采访，后期制作没有解说，甚至没有字幕，只让镜头前的现实

以看似完全自然的方式展现出来。如此一来，很多时候影片的表意就变得非常模糊。托马斯·吴沃

（Thomas Waugh）曾经就此批评说： 

这种依赖于形象并强调自发、随机和真实的美学主张，实际产生的后果却是主观

性的福音。而且正像事实上已经暴露出来的，这种纪录片往往表意不清。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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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沃观察到，正是由于对有声语言、采访的重视，才让以埃米尔·德·安东尼奥（Emile de Antonio）

为代表的一批1970年代的创作者得以超越直接电影，清晰、有力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立场。 

    语言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特定方面的抽象，是我们藉以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机制。
48 
瓦尔特·翁

（Walter J. Ong）曾指出：“所有语言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分析性的：他们打破经验的严密连

贯性，使之成为或多或少独立而有含义的片断。”
 49 

视觉形象则不同，用比尔·尼克尔斯（Bill 

Nichols）的话说，“照片形象呈现的不是概念，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例子。”
 50 

与视觉形象相比较，

语言具备更高程度的抽象性，更能胜任复杂的解释、分析和评论。对解说、采访的轻视甚至放弃注

定了直接电影难以有效地解释和处理复杂的现象和问题。 

    正是从表意的角度出发，吴沃把他所谓的 1970 年代新纪录片对直接电影的取代，与 1930 年代

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对 1920 年代兴盛一时的诗意型纪录片的取代联系到了一起： 

这两次转向共同的特征是他们都对之前时代的技术革新进行了重估，从‘无形’

转化为‘有形’，从诗意转化为论证，从对事物表面的描述转向意义的探寻，从对

新资源的狂热实验转向运用这些资源服务于特定的分析、问题和论断。
51
 

按照这样的思路考察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中国纪录片从传统专题片到以纪实主义为特征的

新纪录片的转变，不难看出，我们在获取美学突破的同时，实际上也让渡了进行更充分的政治表达

的空间。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也是 1990 年代中国纪录片逐渐走向犬儒的一个重要表征。 

    包括吕新雨教授在内的很多评论家都认为，段锦川的《八廓南街 16 号》和康建宁的《阴阳》

是整个 1990 年代中国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52 
从它们对直接电影美学进行了成功实践的角

度来说，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但如果从社会意义、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像有些论者所

声称的这些作品“批判现实之精神到达顶峰” 、 “独立自由之精神到达顶峰” ，那就不免有些

言过其实，甚至莫名其妙了。
53 
吕新雨曾经评论说，《八廓南街 16 号》“在整体上是理性的和分析

的：对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54
但如果抛开某些未必客观的解读和发挥，只从作品本身

看，它是怎样进行这个“意识形态分析”的呢？过程在哪里，结论又如何呢？有人曾经提到，当这

部纪录片在美国放映的时候，“有人认为是在做赞美性的宣传，也有人在别处说是看到了无所不在

的社会控制。” 
55
 按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就像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说的，

“每一种文本都是一台需要读者手工操作的懒洋洋的机器” 
56 
，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做出不

同的解读是再正常不过。但就《八廓南街 16 号》的例子来说，它究竟是否包含了确定的意识形态

诉求，或者包含了怎样的意识形态诉求，虽然导演本人和一些评论家、甚至普通观众都有可能做出

明确的判断，但对另外一些观众来说，当他们试图破解影片主题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却是堕入混乱、

困惑、不明就里的状态中。就模糊、隐藏自身立场这一点来说，这部作品的确得了怀斯曼的真传。 

    《阴阳》的情况与此相去不远。如果把《阴阳》与康建宁之前的作品《闯江湖》（与高峰合作, 

1988）相比较，这一点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闯江湖》关注西北农村的贫困问题，社会批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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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批评色彩浓重，有人甚至因此而称其为“《河殇》第二” 。
57
与这部作品相比，《阴阳》没有了

作为创作者的“我”的第一人称叙述，没有了对不同社会阶层的采访，没有了对社会问题的清晰指

认和分析，当然也没有对这些问题的确切回答。尽管《闯江湖》美学上要远为粗糙，但如果单纯从

影片的社会功能角度来衡量的话，从《闯江湖》到《阴阳》很难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

虽然前者是典型的专题片，后者是典型的新纪录片。
58
 

    其实不只是《闯江湖》，在1990年代中期直接电影美学主宰中国纪录片之前，曾出现过一批充

满批判精神的纪录片作品，它们都展现出纪录片可能承载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的功能和价值。
59
 新

世纪以来，当直接电影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后，又有更多直击现实的作品问世。
60
 带着这种

“后见之明”，我们或许可以比此前评论家们更清楚地看到，与1990年代“怀斯曼主义”相伴生的，

是怎样的一种犬儒主义。美国学者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曾经失望地说，中国的独立纪录

片“长于民族志描写，却让人颇感沮丧地疏于分析”。
61 
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崇尚直接电影的直

接后果。 

 

结论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确定，无论是在美学上，还是政治上，过去 20 多年里我们对

怀斯曼的理解都是不确切，甚至完全相反的。这是本文提出“怀斯曼神话”概念的事实基础。但同

样值得注意的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误读怀斯曼，恰恰相反，1990 年代新纪录片

群体所展现的立场含糊、口无臧否的特质，正深得怀斯曼精髓。区别只在于怀斯曼坦陈自己作品社

会意义的某种缺失，就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我的影片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变革。”
 62 

而我们在

评论 1990 年代新纪录片时，则在匆忙间营造了包括“怀斯曼神话”在内的一个有关“意识形态承

诺” 
63 
的神话。实际上，这些作品并没有小川的棱角分明，却具足了怀斯曼式的隐晦与圆滑。从

这个角度说，在这个“怀斯曼神话”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关于中国 1990 年代新纪录片的更大的

神话。
64 
而本文开头提到的柯汉纳，这位从来不曾关注中国纪录片的美国学者，不过是凭借常识，

在只言片语间撕开了这个神话的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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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斯曼神话”再商榷 

                                                         聂欣如 

 

【提要】 《电影艺术》2017年第 4期上发表的署名王迟的文章《论“怀斯曼神话”》，提出了怀斯

曼纪录片并非客观的问题，以及批评中国纪录片界二十多年来把小川绅介与怀斯曼混为一谈，以至

不能像小川绅介那样使用纪录片去抗争与战斗，而是如同怀斯曼那样出卖灵魂。所谓的“新纪录运

动”只不过是一场“虚构”等等。该文批评怀斯曼作品并非客观的主要依据不是源自怀斯曼的作品，

而是怀斯曼的言论，因此难以服人。说中国纪录片界把怀斯曼与小川绅介的不同风格混为一谈与事

实不符，要求中国纪录片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不符合中国纪录片的

历史和现状。称“新纪录运动”为虚构更是无视中国纪录片在时代变迁中发展的事实。 

【关键词】 怀斯曼 直接电影 政治电影 新纪录运动 

 

Discuss about "Wiseman Myth" 

Abstract: 

On the "Wiseman Myth", the article Wang Chi published on the 4th edition of the 2017 "Film 

Art" magazine, pointed out that Wiseman’s documentaries were not objective and criticized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makers for confusing Shinsuke Ogawa with Wiseman to an extent where 

they could not use documentaries as weapons like Shinsuke Ogawa but sell their souls like 

Wiseman. It revealed that the so-called "New Documentary Movement" was just a delusion. 

However, its accusation against Wiseman was based on Wiseman’s remarks rather than his 

works. Therefore, its arguments were not persuasive. Its statement that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world confuses the style of Wiseman with that of Shinsuke Ogawa was 

inconsistent to reality, its advocate that documentaries be used as a weapon for political 

fight is unrealistic and unmatched with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documentaries, and its 

charge of the "New Documentary Movement" as delusional overlooks the vicissitudin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cumentary. 

 

Keyword:  

Wiseman; Direct film; Politics film; New Documentary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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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斯曼神话”是王迟在文章《论“怀斯曼神话”》（《电影艺术》2017 年第 4 期，下文提及

这篇文章仅用括号标注页码）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王迟在三年前的文章《剪出来“现实剧”

——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的一种还原》（王迟、徐颜红，《中国电视》2014 年第 3 期）中已经提出，

只不过不叫“神话”，叫“现实剧”。两篇文章在有关怀斯曼的看法上相似度很高，使用的材料和援

引的案例重复度也很高。由于倪祥保在 2014 年已经对王迟的前一篇文章提出了商榷，这次王迟发

表的论文并没有对倪祥保的质疑做出回应，反而把2014年被批评过的观点再次拿到 2017年来发表，

因此这篇文章只能是“再商榷”，并且在某些问题上会援引倪祥保的观点。 

《论“怀斯曼神话”》一文共分四个小节，一、“主客观之分不过是胡说八道”，二、一种“纯

粹虚构的形式”，三、对社会意义的逃离，四、结论：神话背后的神话。其中一、二小节基本上是

2014 年文章的内容，三、四小节是新增的内容，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在 2014 年文章中已经提到，但

未展开。在笔者看来，这四个小节的观点基本上站不住，因此下文按照该文的顺序，依次来讨论这

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不能根据作者的言辞来判定作品的性质 

《论“怀斯曼神话”》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怀斯曼的纪录片并非客观，不能算作是直接电影。

有关怀斯曼作品的评论非常之多，将其归入直接电影流派亦有诸多论证，该文将所有这些论证置之

不理，独辟蹊径，从怀斯曼本人发表的言论来判定其作品的非客观性，指认其并不属于直接电影的

流派，因此倪祥保会说：不能只是“听其言”，“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王迟老师正确理解‘直接电影’

和正视怀斯曼纪录片事实，那么就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纪录片研究者和创作者都会不约而同

地认为怀斯曼的纪录片应该属于‘直接电影’。”
1
 这里指出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面向“事实”，

而不是怀斯曼本人的“言辞”。 

这样做法之所以会引起质疑，是因为个人的说辞并非学术论证，因此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成为

“证据”。道理很简单，如果仅根据一个人言辞来进行判断，那么一个贪官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廉

吏，一个奸商也会把自己说成是童叟无欺的好人，一个见义勇为者或许也会回避荣誉否认自己的作

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影片制作者，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他在公共场合的言论有可能涉及的他的生

计、他的名声，所以，他们的言论可能会与出售影片的策略有关，乃至利用公共场合为自己做广告

也不足为奇。我们看到，在那些有点名气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之中，经常可以听到故意夸大其词的

言论，比如莫里斯的“恐怖采访机”，多少有些“制造话题”之嫌。怀斯曼也是，经常语出惊人。

显然，我们不能轻易把他们的言辞当成他们作品美学身份的“证据”，这样的做法显而易见地太过

“轻率”。当然，这样的做法并非《论“怀斯曼神话”》一文所独创，布莱恩·温斯顿在他的著作中

便是这样做的，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温斯顿尽管大量引用作者“言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

                                                        
1 倪祥保：《怀斯曼纪录片：实地捕捉＋主题思考——兼与王迟老师商榷》，《中国电视》，2014 年第 8 期，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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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仅就“言辞”来进行判断，他说：“实际上，人们对影片的接受较少受影片创作者修辞的

制约，更多是受到文化上潜在的客观性主张的影响。”
1
 这也就是说，以作者的言辞来说明作品并

不充分，观众并不根据作者的言辞来判定他们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以“言辞”作为“证据”

是不充分的，言辞只是某人的言辞，其证明的效力充其量也只是对此人观念的论证，并不能延伸到

作品上去。这就如同法院的判决，口供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单凭口供来

定罪的。在学术研究中，仅凭“言辞”来得出结论同样也是不充分的，不能对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

说明。因此，怀斯曼是否客观，是否属于直接电影，主要还是看他的作品，对于这一点，倪祥保在

2014年的商榷论文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这里也就不再重复。 

另外，即便是对于“言辞”的讨论，也同样会有是否曲解的问题。最糟糕的莫过于将自己的观

点强加于他人，把别人没有说过的意思附加在他人头上。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论“怀斯曼神话”》

一文中看到了这样的做法。文中说道：“阿尔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虽然仍然坚持素材

的客观性，但他也开始承认后期编辑对原始素材所做的改变：‘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真实。一个

是原始材料，就是所拍素材，这种真实类似于文学中日记的形式——它是直接的，没有任何人为干

扰。另一种真实来自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和并置，将其纳入一个更加富有含义的、连续的叙事的形式

之中。可以说，此时叙事形式所包含的已经不仅仅是原始资料了。’”（第137页）在梅索斯的引文中，

我们并读不出作者所谓的梅索斯“虽然坚持素材客观性，但也承认对原始素材的改变”这样的意思。

任何纪录片都是需要编辑的，任何素材在纪录片中都是编辑过的素材，这对于任何一个纪录片导演

都是天经地义的，并不存在“承认对……做出改变”这样的心理活动。纪录片素材的存在往往具有

自身的独立意义，而纪录片则是人工编辑而成的影片，编辑所附加的人工性质并不必然会损坏原始

素材的客观性，除非这位作者蓄意要欺骗观众。梅索斯将素材纳入“有含义的、连续的叙事”之中

所获得的影片整体性意义，当然不会是原本素材孤立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原始素材的客观性

做出了改变，梅索斯的原话是“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和并置”，因此，“改变了原始素材客观性”这层

意思是被《论“怀斯曼神话”》一文强行附加的。文章作者本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充分表述出来，但

在此他是把自己的观点“转换”成了梅索斯的观点。 

 

二、“虚构的形式”不等于虚构 

《论“怀斯曼神话”》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即认为保持客观性的纪录片不应该用剪辑手段，但

凡使用了剪辑手段，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就是“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第138页）。前面我们否认

了通过“言辞”来论证作品的可能性，因此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文章对于作品的分析，在中文里，

“移花接木、暗度陈仓”都是指某种意义上的欺骗、使人上当，这也就是说，使用这一成语是指怀

斯曼通过剪辑的手段使人上当受骗。文章共使用了三个案例，两个是怀斯曼的，一个是中国导演段

                                                        
1 布莱恩·温斯顿：《纪录片：历史与理论》，王迟、李莉、项治译，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 年，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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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川的。 

第一个案例：警察和被抢黑人妇女的对话，“警察离开后，摄影机依然在拍摄等待的女事主。

之后镜头切到正在附近寻找的警察。几个镜头之后，又切回到车内等待的女事主。”（第139页）由

此构成了镜头的平行交代。这一平行交代的基本功能是省略，事实上这一过程可能是半个小时或二

十分钟，通过剪辑把时间压缩到十几秒，几十秒。这对于任何一部纪录片来说都是正常的操作，完

全不涉及所谓“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的欺骗，难道要观众看着女事主等待二十分钟才是“客观”？

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心目中客观的“纪录片”就只能是马路上的监控录像和银行柜台的监控录像

了。一般来说，监控录像是可以作为纪录片素材的，但是必须经过剪辑，将需要的内容插入纪录片

中，才能够成为纪录片的一个部分，否则它只能是素材，如同前面梅索斯所说的那种素材。唯一的

例外可能是先锋实验作品，有人曾经对着一个睡觉的人拍摄六小时，但这样的作品已经与监控录像

相去无几。 

第二个案例：表现的是一名遭到抢劫的男子在警察局与警察的对话，“在警察说话的过程中，

画面是男子的面部。警察的话音刚落，镜头依然对着该男子，该男子就开始说话了。一问一答之间，

毫无缝隙。由于怀斯曼只有一台摄影机，我们可以推断这里的连贯性也是后期剪辑做出来的效果。”

（第139页）文章在这里语焉不详，从文字的描述来看，似乎是一个对着男子拍摄的长镜头，警察

的问话在画外，但是最后一句又说连贯性是剪辑做出来的。如果是长镜头的话，这里应该没有剪辑，

如果有剪辑的话，镜头就不应该一直对着该男子。因此这段话基本上是不知所云。——文章或许是

想说警察在画外的提问是被剪辑过的，也就是对画面的音轨进行了剪辑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

个案例也就如同上一个案例，只不过是进行了必要的省略而已，也没有涉及“移花接木、暗度陈仓”

这样的事情，除非有证据证明警察问话音轨是伪造的，或不是在这一场景中拍摄录制的。这些只是

笔者的猜测，文章中并没有表述出这样的意思。 

第三个案例：中国获奖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导演段锦川在一个对话场景中使用了多机拍

摄，因此“在剪辑上就显得更为紧凑、连贯。”（第139页）这是一个与怀斯曼进行对比的案例。但

是这个片段也是明显经过压缩的，并没有把完整的过程全部展示给观众。 

从这三个案例来看，一个不属于怀斯曼可以不予考虑，两个怀斯曼的案例有一个不知所云，有

效的案例只有一个，但就这个案例来看，完全谈不上什么“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的欺骗。因此，

《论“怀斯曼神话”》指认怀斯曼的影片缺乏客观性的证据实在是太过薄弱、太过简单，简单到让

人怀疑文章作者对纪录片电影语言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如果连纪录片的“省略”都要受到指责的话，

那只能说明批评者缺乏纪录片制作的一般常识。 

文章称怀斯曼的作品有“隐藏起来的后一半”（第139页），根据基本上还是怀斯曼自己所说的

“纯粹虚构的形式”。除了言辞论证本身的“不实”之外，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怀斯曼说的“虚

构”仅指形式而言，他并没有说作品的内容有“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的现象。而“fiction”一

词在西文中除了“虚构”这一层意思之外，还有“假定”、“法律推定”的意思，而在中文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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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中是没有这一层意思的。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下，阐释可以是多样的，“纯粹虚构的形式”也

可以翻译成“纯粹假定的形式”或“纯粹推定的形式”。另外，在哲学和历史学的语境中使用的“虚

构”概念与我们一般所谓的“虚构”有所不同，它往往是指因果关系的设定，如休谟便曾说过：“事

实上所有的认识论前提都是‘心灵的虚构’。”
1
 所以，怀斯曼所谓的形式的“虚构”，很有可能是

指一种因果关系推定的主观性，而不是一般所谓的“编造”、“造假”或刻意隐瞒。我们并不能从“形

式的虚构”推导出怀斯曼纪录片的非客观性。 

 

三、“社会意义”不等于社会行动 

在“对社会意义的逃离”一节，《论“怀斯曼神话”》把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与怀斯曼相提

并论，认为“在中国纪录片界很多人的眼中，怀斯曼与小川处在同样的位置上。”（第139页）然后

教导中国的纪录片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小川绅介的风格是战斗的，怀斯曼和直接电影的风格则

是表里不一、出卖灵魂的；其中吴文光似乎难辞其咎，因为是他最早把怀斯曼和小川绅介介绍到中

国来，中国纪录片界的错误观念“一直延续了20多年”（第141页），也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深

陷于这样的错误之中。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中国纪录片界真是把怀斯曼与小川绅介

的不同风格混为一谈吗？怀斯曼和直接电影真是在出卖灵魂吗？如果是，中国的纪录片界真是不可

药救了，不但英雄和魔鬼不分，而且20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地浑浑噩噩，这样的说法与我们所经历

的事实相去太远。 

首先，那个将小川绅介与怀斯曼混为一谈，并且还在中国纪录界“延续了20多年”的说法，值

得怀疑。要将两者混为一谈，首先是要看过他们的作品，在国内，看怀斯曼的影片要比看小川绅介

的影片容易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社会上谙熟英语的人相对较多（当年小川绅介和怀斯曼的影片都

没有正式翻译介绍到国内），因此要将两者混为一谈，在“中国纪录片界”这样一个较大的范围并

不容易做到，及至今日，看过小川绅介作品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即便是在学术的圈子内，也没有

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两者被混为了一谈。2000年，石屹在有关纪录片的著作中，提到了怀斯曼和

小川绅介，但是被分在两章，小川绅介的影片被指认为“政治纪录片”；
2
 2005年，景秀明在自己

有关纪录片的著作中论述了直接电影，没有提到小川绅介；
3
 2007年，彭小莲在迄今为止国内论述

小川绅介最为详尽的一本著作中没有提及怀斯曼；
4
 2010年，聂欣如在有关纪录片的著作中提及直

接电影时，与怀斯曼相提并论的是日本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而不是小川绅介，小川绅介出现在另

一章的“实用政治纪录片”小节；
5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查到许多。由此可见，所谓“中国纪录

                                                        
1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49 页。 

2 石屹：《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与中外观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2 页。 

3 景秀明：《纪录的魔方——纪录片叙事艺术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第 242–246 页。 

4 彭小莲：《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 聂欣如：《纪录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99、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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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界”将怀斯曼与小川绅介混为一谈的说法，即便不是一种纯粹的“想象”，至少也是以偏概全的

错误，更不用说还有一个“20多年”的时间设置了。 

其次，怀斯曼与直接电影是一种出卖灵魂的纪录片类型吗？《论“怀斯曼神话”》的原文是这

样的：“温斯顿称怀斯曼与公共电视机构的合作不过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而已。” （第140

页）这里所谓的“浮士德”是比喻怀斯曼为了向电视台（魔鬼）出售作品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论

“怀斯曼神话”》将温斯顿的这一观点推广至整个直接电影：“这样的交易不仅存在于怀斯曼，早期

直接电影的情况也一样。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曾就此做过考察。他们的结论是，这些直接电影作品虽然看起来在讨论社会问题，实际上

立场含糊，口无臧否，这让当时的广播公司和广告商们感觉相当安全，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后顾之

忧，因此才有了彼此的亲密合作：‘直接电影使美国广播公司得以两头兼顾：有争议的问题也讨论

了，可又无法根据影片确定在这个问题上公司所采取的明确立场。’”（第140页）非常糟糕的是，这

里又是文章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罗伯特·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的结论根本就不是直接

电影“立场含糊，口无臧否”（这样说法近乎于空穴来风），而是美国的电视播放单位并不特别强调

自己的政治立场，它们需要兼顾不同的立场，按照规定“在对公众特别重要的问题上为互相冲突的

观点的辩论提供合理的机会。”正因为如此，直接电影反映“拉丁美洲反美活动（《不要美国佬》）

和消除种族隔离（《童目睽睽》）”的影片都得到了播放。
1
 显然，《论“怀斯曼神话”》是把自己的

观点安在了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的头上，这才是所谓的“移花接木、暗度陈

仓”。以上相关引文都出自同一本书的同一页上，很容易查对。 

尽管《论“怀斯曼神话”》总是试图“躲”在别人的身后，“借用”别人的嘴来说自己的话，但

文章的观点还是清晰的，这就是认为直接电影和怀斯曼空有了“战斗”之名，实质上却是为了出售

作品而回避战斗、语焉不详。这里问题在于，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纪录片？按照《论“怀

斯曼神话”》的说法，标准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要介入社会、“持有激进的政治立场”和保持“对社

会政治的强烈关注”（第140页），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行动主义。这个标准可以作为衡量纪录片的标

准之一，但这个标准是否就是纪录片的唯一标准？这是可以商榷的。作为政治纪录片，强调行动，

强调鲜明的政治立场无可厚非，但是直接电影作为纪录片样式中的一种，它强调的恰恰是“旁观”

的美学，不介入的观察，不表露观点的多元思考，这样一种纪录片难道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吗？

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难道就没有“社会意义”吗？那些反对美国霸权和种族主义的早期直接电影，

如《不要美国佬》、《童目睽睽》等，都是在“逃离”社会意义吗？——如此浅显的道理，在《论“怀

斯曼神话”》中全被颠覆，按照它的观点推论，不但直接电影毫无价值，真实电影、诗意纪录片、

科教历史纪录片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都缺乏那种“激进的政治立场”和“对社会政治的强

烈关注”，因而是一种对于社会意义的“逃离”。这样，纪录片也就只剩下唯一的一种样式，政治样

                                                        
1 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年，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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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样的立论显然是过于狭隘了。以单一的政治行动标准来衡量不同美学、不同类型的直接电影

有失公允。 

四、纪录片作为媒体还是作为工具 

在《论“怀斯曼神话”》看来，我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掀起的新纪录运动，如同“怀斯曼神话”

一样，是一种虚构，文章说道：“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绝大多数纪录片没有小川的棱角分明，却具

足了怀斯曼的隐晦与圆滑，最缺乏的恰恰是意识形态上的承担和承诺。换言之，中国20世纪90年代

新纪录片实际上具有两幅面孔，一个是小川的、社会的、政治的，这是面子；另一个是怀斯曼的、

模糊的、犬儒的，这是里子。”因此，“我们不应继续赞美那个虚构的‘新纪录运动’，因为正如本

文讨论所表明的，‘新纪录运动’的拥护者们所赞美的、激赏的东西，恰恰是这批作品所缺乏的东

西。”（第141页）这些言论涉及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纪录片究竟为何物？或者说纪录片的功

能究竟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继续讨论有关中国“新纪录运动”的问题，讨论纪录片

中为人们“所赞美的、激赏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 

纪录片究竟为何物？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前面讨论纪录片政治标准的时候已经

有所涉及，这里《论“怀斯曼神话”》表述得更为具体了，他要求中国的纪录片应该如同小川绅介

的纪录片那样去反抗强权，与强权对抗，仅仅表现出反抗的意识还不够，那只是一种“犬儒”，还

要有行动，就如同文章所介绍的，小川绅介当年与农民一起反对东京国际机场扩建，反对搬迁，直

接与政府对抗。小川绅介风格的纪录片不同于一般的纪录片，一般纪录片是公共媒体，需要有公正

的立场（哪怕是表面上的公正）。而小川绅介拍摄的纪录片已经不是一种公正、中庸的立场，而是

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并且服务于农民的直接利益，此时的纪录片更为接近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

非单纯传播信息的媒介。 

作为工具的纪录片与作为媒体的纪录片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工具的纪录片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实

用性的目的，而这两个特点是作为媒体的纪录片所不具备的，尽管媒体可以作为宣传工具，但那不

是实用工具，不涉及实际的利益和目的（如果有目的也是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一类型

的纪录片也被托马斯·吴沃称为“政治电影”、“战斗电影”、“忠诚纪录片”等，他说这一类型的纪

录片“不仅记录了公众抗议的集体行动，同时也诉诸行为地参与了这些集体行动，电影制片者们和

最后的观众积极主动地介入电影的政治世界。”
1
 这一类纪录片尽管具有革命性，并且也在欧洲、

北美、南美、日本、印度等世界的范围出现，但相对来说毕竟属于纪录片的边缘。由于其媒体性质

的弱化和工具性质的加强，使其有一种脱离媒体的离心力，以致过去的纪录片观众与理论大多将其

忽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迈克·摩尔纪录片的出现，改良了这一类型的纪录片（削弱了工具的

属性，增强了媒体的意味），使其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
2
  

对于这样一种类型（或者说“功能”）的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界”并非缺少知识，而是未将其

                                                        
1 托马斯·吴沃：《尤里斯·伊文思和他的忠诚纪录片遗产》，刘娜译，聂欣如：《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研究》，上海书

店出版社，2010 年，第 355 页。 
2
 参见聂欣如：《纪录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1 章。 



 104 

作为纪录片的主体。现在，《论“怀斯曼神话”》把这样一种边缘形态的纪录片当作纪录片的主体来

对待，并要求所有的纪录片都放弃自身的媒体形态，成为变革社会的工具，显然不是一种切合实际

的想法。更糟糕的是，文章作者把自己这一不切实际的想象推演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纪录片，

并断定“新纪录运动”是一种不值得赞美的“虚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

义改造的重要时期，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纪录片领域的思维极其活跃，在吸收国外各种技法的基

础上（并非单一直接电影），不同类型的纪录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现变革的时代和社会，与以往

时代的中国纪录片有天壤之别，称其为“新纪录运动”并无不妥。那个时代的纪录片摆脱了过去意

识形态化的思维定式，关注弱势群体、思考社会问题、“面对更广阔的现实人生”，
1
 无论对于中国

纪录片还是变革之中的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纪录片第一次吸引了大量民众的视线，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公共媒体。新纪录运动“建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透视管道，在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格

局下，透视出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诉求及其情感方式；它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和校正，是使历

史得以‘敞开’和‘豁亮’，是允诺每个人都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是创造历史，是一个社会民主

的体现。”
2
 仅以工具性不够作为理由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纪录片，以及从那个时代直到今天“一直

延续了20多年”（第141页）的纪录片，进行全面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唯恐天下不乱”。 

 

 结语 

综上所述，《论“怀斯曼神话”》通过纪录片作者的言辞来论证其作品的做法缺少必要的合理性，

因而并不能证明怀斯曼作品客观性的缺乏，“神话”一说无以服人。文章对于怀斯曼作品的分析极

其简略而草率，把影片中省略手法的使用看成是“移花接木、暗度陈仓”，让人觉得文章作者缺乏

纪录片制作的基本常识。以政治电影的行动特性来要求直接电影更是罔顾纪录片的不同分类和不同

美学，把丰富多彩的纪录片视为单一的政治工具。指责中国纪录片界将怀斯曼与小川绅介混为一谈，

并且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否认“新纪录运动”的历史意义，指

责中国纪录片二十多年来没有行动、出卖灵魂，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便是“唯恐天下不乱”，

历史被严重扭曲。 

《论“怀斯曼神话”》对几年前他人与之商榷的观点不做回应，坚持自己错误的看法；随意将

自己的观点附加在他人引文之上，曲解他人的观念；以及仅就作者言辞来论证作品等；在学术上都

是不太能够让人接受的做法，这样做法冲击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把以理服人变成了某种

程度的观念化论证，不是让事实来证实（或证伪）观念，而是扭曲事实使之服务于观念，这样的做

法恰似把“纪录片”做成了“专题片”。这是我们必须要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进行商榷的原因。 

 

聂欣如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1
 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导言第 3 页。 

2
 吕新雨：《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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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观世相:“直接电影”在中国的美学嬗变 

 

                                                                            黎小锋 

                                                                                                                                                             

一、“新纪录片”与“直接电影” 

中国“新纪录片”的发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

会议就吴文光、时间、段锦川、蒋樾等人的作品进行了研讨，并且笼统地将这些作品称为当代中国

的新纪录片。随着类似作品得到越来越多影视从业人员的认可，中国纪录片开始从传统的专题片模

式中脱胎出来。 

虽然所谓的“新纪录片运动”
 1
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但我们

不妨考察一下那些代表性作品。比如吴文光的《流浪北京》（1990年），以访谈的方式，包括一定

程度的组织拍摄，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五个盲流艺术家的复杂心态，类似于“真实电影”；而张元、

段锦川的《广场》（1994年）聚焦的是人民广场及其附近的人文生态，以旁观的方式完成，是一种

典型的“直接电影”；段锦川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1994年），聚焦西藏一个居委会的日常

权利运作，更是得到美国“直接电影”后期代表人物怀斯曼当面认可；蒋樾的《彼岸》（1995年）

表现一群从外地来京演戏的孩子乌托邦理想的幻灭，有近距离的跟拍，也有触媒式的长时间采访，

是“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的结合体。 

       总的来说，从其创作方法上看，所谓“新纪录片运动”，其实就是当时部分体制内外的中

国纪录片人，试图打破沿袭多年的电视专题片模式，开始使用“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结合的

方法来进行纪录片创作。这就是所谓新纪录片的“出新”之处。值得一提的是，“真实电影”和“直

接电影”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两种电影类型：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发源于

法国，主张采取触媒的方式，获取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真相；“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则兴

盛于美国，主张采取伺机的方式，保持相对客观，等候真相的浮现。如果把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

放在整个世界纪录片史的参照系中，不难发现，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广为人知的美国“直接电

影”，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对中国纪录片人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这种影响，或间接，或直接，来

自以下几个方面： 

    1.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伊文思来中国拍摄《愚公移山》系列纪录片时，就已经吸收了美国“直

接电影”的一些方法:“摄影机和录音机只是简单地拍摄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尽管他们在现场拍

摄，事件总是自发地进展，就像他们根本不在现场拍摄一样……他们应用了西方直接电影的实践者

普遍奉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摄制组人员在拍摄现场要耐心、要专心，逐渐与被摄对象建立起

                                                        
1 参见 吕新雨著《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 年 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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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信任的关系。”
1
而这种工作方法，又对当年他所使用的中国摄影师李则翔等人影响很大。伊

文思通过言传身教，让他的中国合作者得到了“直接电影”的初步启蒙。 

    2.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直接电影”早期的代表人物李考克曾来参加上海电影节，并

对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从业者，尤其是纪录片编辑室的编导产生一定影响； 

    3. 日本的小川绅介那种长期坚守现场的方式，通过他一手创立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通

过《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在台湾和大陆的传播，也为诸多中国独立纪录片人所熟知，所崇仰； 

4．1997年，怀斯曼来到中国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医

院》和《法律与秩序》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兴趣，而怀斯曼也在无形中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灵魂人物。

与会期间，怀斯曼与观众进行了热烈交流。观众提出他们的种种看法和疑惑，而怀斯曼则基于他数

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直接电影”创作实践，就他的制作理念、工作方法，以及他在剪辑时遵循的主

要原则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集中而富有建设性的阐述…… 

中国的纪录片人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一些“直接电影”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如吴文光和段

锦川都是在1993年的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上看到怀斯曼及其作品《动物园》的，并且深深为之触动。

2
在1996年和1997年间，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曾主编过一本内部刊物《纪录手册》，对象是中央

台和地方台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小册子里，介绍了一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一批国外的纪录片人及

其作品，包括早期的纪录片名家，如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弗瑞德里克·怀斯曼，法国的让·鲁

什，日本的小川绅介、土本典昭，澳大利亚的鲍伯·康纳利等人。正如前面反复提到的，怀斯曼及

“直接电影”理念对中国纪录片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那次会议之后，“怀斯曼”一度成为纪录片

人聚会在一起常常讨论的话题。“直接电影”方法给一度处于困顿和惶惑中的中国纪录片人带来一

个历史的视野与现实的参照。很多人不无庆幸地表示，是怀斯曼给中国纪录片人补了“直接电影”

这一课！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怀斯曼的制作方法是不可模仿，无法复制的，即使

是在美国，也很少有人象他这样坚持以这么一种固定不变的方法来做纪录片。实际情况是，大多数

纪录片人都会根据审美潮流的偏移，根据观众口味的变化，改变他们的制作理念和制作方法。而且，

正当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纪录片观念已经强烈震荡当代国际纪录片界的时候，怀斯曼将一种已经“落

伍”的制作方法带到中国，实际上“使中国纪录片倒退了二十年！”这种论调我们姑且不去反驳，

毕竟时间是最伟大的裁判。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为数不少的纪录片人合理吸收了“直接电影”

的观念和思想，拍出了一批中国式的“直接电影”，它们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频频参赛、获奖，

引起了包括影视领域在内的社会各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一定社会影响，也给处于边缘的中国

独立纪录片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信心。 

                                                        
1 托马斯·吴沃：<拍摄文化大革命>,翻译单万里，见《纪录电影文献》，P295，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年 

 
2 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主编，《纪录手册》，1996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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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国“直接电影”方法与中国“神奇现实”的结合 

     参照40年前美国“直接电影”的演变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的“直接电影”更接近美国

“直接电影”的后期阶段，也就是怀斯曼、梅索斯兄弟创作旺盛的60年代中期以后。 

作为一个“直接电影”的长期实践者，艾伯特·梅索斯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开宗明义: 1．远离观点； 

2. 爱你的被摄对象； 3.记录事件、场景、过程；避免采访、解说，主持； 4.与天才一起工作； 5. 

非搬演(unstaged)，不控制（ uncontrolled）； 6.在现实和真理之间存在关联。对二者都保持忠

诚。
1
同样，在长达三、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怀斯曼一直坚持这么一种工作方法：“首先选定一

个拍摄主体，一般处在有限的地理环境中，比如一座大的建筑，有时候也处在广阔的地理环境中，

例如巴拿马运河，但我的大多数影片都选择了建筑物，而且通常是很高的建筑物；然后我的工作就

是在那里呆上相当长的时间（一般是四到八周，有时是十一周），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看到很多

事情在不断地持续和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到底地在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一边观察一边拍摄；

最后，在拍摄了80到100个小时的素材后，我回到剪辑室里进行工作。”
2
 

美国“直接电影”在后期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不介入，不控制，如苍蝇作壁上观”， “直

接电影”的整体美学特征可以概括为“壁上观世相”。那么，这种在西方已经接近“过时”的电影

方法，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受到中国纪录片人的青睐，甚至追捧呢？众所

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正是中国社会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政治上，民

主与法制向前迈开了步伐，但又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题和阻碍；经济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代

表着不同的理念，在近距离地争夺地盘；文化上，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不断碰撞和交流……。

一切都不确定，一切都有可能。题材俯仰既是，无需虚构与编造，只要保持一种相对客观和中立的

姿态，你就可以触及社会生活的核心，由一斑而窥全豹，了解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其实，所谓“神奇现实”，就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发生在当下的，能够激发我们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日常现实。中国纪录片人王兵在开始他长达九个小时的“直接电影”风格纪录片《铁西区》

（2001年）之前，是这样寻找他的拍摄目标的：“1993年我在鲁美。我们的课程要求去拍一些室外

的照片。我就到铁西区去看，当时特别喜欢那个工厂，它的庞大和质感都有一种吸引力。感觉就像

一个人过去的理想……1998年到1999年的铁西区处在一个很大的转折过程当中，如果你注意并了解

它，会知道实际上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无声无息地在变化当中。故事片在这个时候

做是很难的，而纪录片可以直接介入，把一些东西保留住，传达更确切、更真实的情感。”
3
于是，

他以工厂、铁路和街道作为自己的主人公，用一个数字摄像机，在长时间的观察与拍摄中，不动声

                                                        
1  www.mayslesfilms.com/homepage 

2 《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资料》（内部发行）,P35 

3 《王兵访谈》，访谈者张亚璇，载《艺术世界》，200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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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纪录了转型时期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格局和命运轨迹：在一个被废弃的乌托邦里，我们仍旧浑然

无觉地在继续着以前的生活，一切似乎都无力挣脱。另一个重要作品是李一凡和鄢雨的纪录片《淹

没》（2005年）:为了配合三峡水电站的建设，千年古城奉节县城面临拆迁。居委会，拆迁办，市

民，农民，负责拆迁的民工，各色人等——这个县城的碌碌众生都为了他们最切身的利益奔波。一

切都无法阻挡，一个千年古城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该片同样是采取伺机等候的方式，通过耐心

而富有诗意的纪录，完成了对一个历史古城的影像存档。 

 

三  “直接电影”与本土美学的歧路相逢 

       以上都是表象。从根本上说， “直接电影”来到中国，无意中与中国的传统美学精神歧路

相逢，产生了某种呼应和交汇——而这或许才可能是“直接电影”逆时而动，在中国能够以自己独

特的方式继续存在、发展的契机： 

1. 道家思想的“静观”之态 

        作为中国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思

是我们只有抱有一种虚静状态，才能用心观照万物变化，世界本源。与之类似，宋朝程颢在《秋日

偶成》诗中感慨：“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颇有意味的是，美国“直接电影”进入中国之后，其作品中所秉持的“不干预，不控制”

理念，非常奇妙地与中国道家美学产生了某种契应。仿佛是冥冥中的某种机缘，中国的纪录片人比

美国的纪录片人更加喜欢采取一种相对中立、旁观的姿态，更加尊重现实的暧昧性和多样性。这或

许是与东方人克制、平静、达观的生命态度相适应的。正如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所言，“后世一切

有关审美和艺术创造和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绝大部分得自道家美学”，
1
中国的“直接电

影”制作人似乎颇得道家美学精髓，非常尊重发生在镜头前面的不可预知感。对于镜头前发生的事

件，总是尽可能地不介入，不干预，将导演的控制权压到了最低限度，采取类似庄子在《天道》中

所谓的“虚静恬淡”
2
态度，洞察人间，观照世界。 

       静观产生优美，静观产生诗意。通过静观获取的中国纪录片，大都弥漫着或浓郁或清淡的

诗意，让人回味，让人怀念。 

2. 东方诗学的“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诗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

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3
佛雏对“无我之境”这

样诠释：“诗人以一种纯客观的高度和谐的审美心境，观照出外物（审美和创作对象）的一种最纯

                                                        
1 李泽厚 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P268 
2 庄子：“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 
3 《新订<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佛雏校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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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美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仿佛是两个‘自然体’（物）自始至终静静地互相映照，冥相契合：

这样凝结而成的一种属于优美范畴的艺术意境。”
1
 

笔者认为，“直接电影”进入中国之后，使得纪录片从专题片中脱身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大

大增加了纪录片的学术品格，成为一种与诗歌、小说类似的艺术创作行为。发人思索的是，王国维

所谓的“无我之境”，与“直接电影”所奉行的“远离观点”，“如苍蝇作壁上观”，其实存在某

种对应和关联。 

    比如，纪录片人沙青在2003年拍摄了这么一个故事：少年雷熙冠因患脑瘫，只能用脚和自己的

家人交流。他的父母是普通农民，为了给孩子治病，穷尽了家中全部所有。当孩子再次病重，爷爷

也面临一个抉择，是否把他心爱的牛卖了来给孩子治病？在这种矛盾和权衡中，孩子的父亲和爷爷

陷入了情感的困境。最后，他们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人的善意劝告——放弃孩子，了结痛苦，而选择

了与孩子共渡苦难：“影片不仅要见证他们生存的困境，更希望展示他们面对苦难时，表现出的隐

忍、自强自尊，甚至是优雅。仿佛他们拥有一个永不枯竭的心灵源泉——生命与生命相依的至福——

那是贫困、病痛乃至于死亡也无法从他们身边夺走的。” （《在一起的时光》导演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人沙青在被摄对象家里跟拍了三个月。他对这一家人倾注了爱与同情，

但采取的却是一种旁观、容忍的态度。通过平和、冷静的镜头语言，沙青自然而然地展现了被摄者

复杂而缜密的内心世界。他不言说，他让故事自我呈现。在这种静观中，他让观众感受到生而为人

的尊严。笔者看来，纪录片《在一起的时光》正是置身苦难之“境”与渴望心灵相依的“意”的结

合，作者隐身静观，体现出传统诗学“无我之境”所独具的优雅之美。 

 

 四、在当下中国，“直接电影”意味着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在银幕上还是电视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类似格里尔逊模式的专

题片。“直接电影”作为一种纪录片样式，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它能否与其他的

纪录片方法并立共存下去，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笔者认为，在当下中国，“直接电影”作为

一种创作方法，却有着丰富的、多重的意味： 

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是一个“谦卑的在场者”，不仅身体在场，还要心灵在场。“身体的在

场”，意味着我们必须坚守现场，不是靠组织和控制，而是在与被摄对象的平等相处中等候真实浮

现时刻；小川绅介在拍纪录片《三里冢》系列片时，在数年时间里，一直守在现场，直到七个片子

先后完成。他说：“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记录的眼睛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

会中更多的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
 2
 “心灵的在场”，意味着我们必须重现一种生动、鲜活的日

常经验，让镜头穿透人类的心灵。小川绅介就说到：“一个最原始的动机，就是我反复强调的，要

经由拍电影来描写人的心灵。想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分享活下

                                                        
1 《新订〈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佛雏校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P57 
2 吴文光，《镜头就像自己的眼睛一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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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幸福，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再进一步讲，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

孩子们。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的使命，这个使命，我们是从一块稻田里发现的。这

对于我们摄制组的全体成员来说，都是一件至高无上、值得珍惜的礼物。” 
1
显然，一个纪录片人

最好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谦卑的在场者”。谦卑，意味着你是一种敬畏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你

只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控制者，因此，你在拍摄过程中必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谦卑，意

味着你必须尊重被摄者的感受，不能处心积虑地靠隐秘人物、隐秘事件去吸引观众，而在影片整体

结构的把握、人物情绪的积累、事件细部的显现上下工夫，善于观察、揣摩，能够把握事物发展脉

络，吃透人物性格，从而在拍摄现场的判断和选择上，能更加自信，更加大胆，有更充裕的艺术创

造空间。 

其次，意味着对商业化、工业化的抗拒，倡导“业余”、“手工”的影像美学。 

中国式的“直接电影”很少受到所谓影视行规影响，他们更注重对瞬间质感的把握，对真实效

果的传达，而不会刻意追求技术手段的精良、完美。为了追求某种现场氛围，他们可能会在很暗的

场景中坚持拍摄，而不顾及像质的粗糙；为了获得弥足珍惜的不可预知性，他们可能会保留摄像机

寻找焦点的过程；为了更加灵活自由地进行拍摄，他们可能会将三脚架弃置不用，而不在乎画面出

现的晃动。在剪辑时，为了完整纪录过程，他们可能会保留较多的长镜头，而不怕因为节奏沉闷流

失观众。而且，他们不会为了避免跳切而乱“贴”一些无谓的镜头。参照工业化的纪实节目制作体

系而言，中国式的“直接电影”更类似于一种手工作业。它没有工业化产品的工整和光鲜，但却有

手工作业的质朴感和原生态，尤其是那种弥足珍惜的“业余”感。 

所谓“业余”的影象美学，其实就是一种强调：永远都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重要的是内容要

能真正触动甚至震撼你的观众。我们并不是刻意拍摄光照不足、摇摇晃晃、不遵守任何电影语法的

东西，而是要时刻注意打破脑子里一些固有的框框，让内容去选择合适的形式，让自己的影像最后

能够“活”起来。 

再次，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磨砺与付出。 

与美国“直接电影”相比，中国式的“直接电影”更期待在时间的缓慢流逝中，体现人物命运

的变迁。比如，冯艳的纪录片《秉爱》跟踪三峡库区一个在贫困生活与外部胁迫中试图保持人的尊

严的妇女秉爱，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在与摄像机建立了充分的信任之后，秉爱渐渐呈现出自己的生

活真相与个体经验。 

    对时间炼金术的迷恋和关注，往往是某些纪录片能够成为经典之作的契机。 

    最后， 意味着一种独立精神。 

    很多中国纪录片人非常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时时刻刻保持一种批判精神,不畏惧权势，

不贪图钱财，用自己的眼睛，去了解社会真相,观察民生疾苦。唐代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惟歌生

                                                        
1  [日]小川绅介：《小川绅介的世界》，冯艳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 年版，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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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瑟淡音声稀。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五四以来，中国知识

分子就有追求自由民主,关心国家大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雄心。在目前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纪录片人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命运；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整体处境，担负起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

如果中国纪录片人能将这种独立精神发扬下去，那么，不管以后的纪录片会发展出怎样的风格、类

型，它都会具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和格调，能够真正深入人类的思想和心灵。 

目前的中国纪录片学术界和创作界存在严重割裂现象：一些学者为美国“直接电影”流派的早

期观点争得不可开交，似乎一提“直接电影”，就得为美国“直接电影”某些理论遗产站队、背书；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纪录片人却置身事外，继续使用“直接电影”创作方法作为自己获取素材的基

本方法。这些纪录片人心知肚明：那种不可预期的、扑面而来的自然、生动的细节、场景，往往只

有通过“直接电影”创作方法才能获得。事实上，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纪录片最具国际声誉的一批

作品，以“铁西区”为代表，都是采用“直接电影”方法做出来的，而且这种势头还在持续。 

   问题在于，假如“直接电影”这种创作方法在哲学态度、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土壤上，与当代中

国人、当代中国现实具有某种天然亲近性，并且能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与美学形态，那么，

我们还能一味漠视、否定乃至棒杀吗？ 

中国纪录片到底该怎样走？或者，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这是一个开放的命题，期待

着更多有热情、有眼光的研究者参与进来。 

 

 

 

 

 

 

 

 

 

 

 

 

 

 

 

 原文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修改于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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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电影的幽灵依然在游荡 

—— 节选：王迟《再谈素材的含义》  

 

    在1997 年前后，国内部分学者曾就电视新闻表达中，是画面重要还是声音重要的问题展开了

争鸣。
[24-26]

 哲学家徐友渔先生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他发现参与辩论的双方都是通过具体的例子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看起来没有问题，但“仔细分析一下，观点、结论的对立往往是例子的对立”。

[27] 
此番关于素材含义的争议或许也会给人类似的印象，但其实不是。《理解》一文也认同素材进

入具体作品后，含义会有所改变，但由于稳定而客观的“基本含义”的存在，这种改变只能是对“基

本含义”的延伸或“升华”。该文提出：“纪录片既需要有来自实际生活现场且携带一定基本含义

的素材，也需要缝合素材含义的有效建构来加强作品意义表达及传播。”这里 “缝合”一词的使

用再次暗示了其对素材与成片之间关系的理解——是缝合就不是塑造、不是形变，就不可能出现对

“基本含义”的动摇、削减、逆转，“加强”才是唯一可能。显然，一旦可以逆转，这个“基本含

义”就不再是稳定、客观的了，这个概念本身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该文一定要

把原文案例进行改写。 

不能否认，杨田村、聂欣如、倪祥保等学者们对素材的论述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更为接近。

有人称似这样的理解属于一种“感知自然主义”（Perceptual Naturalism），这应该是名副其实

的。
[28]

 相较而言，本文所阐释的观点则在一定程度上与日常感受相悖，毕竟像罗德尼·金那样两

种阐释截然相反的案例相对数量不多，像南京贫困母亲那样的窃案在现实生活中也相对罕见。但是

在笔者看来，这些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案例却比那些常见的现象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日常经验、生

活常识不同，理论所追求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更加系统、更加彻底的解释，而常识难以处理的罕见、

反常现象正是我们破除习见、深化认识的契机。实际上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最终消弭罕见与

常见、反常与正常之间的表面上区别，实现对它们的统一解释。有意回避、仓促否定不应是理论家

应该采取的立场。 

要建立对纪录片表达原理更深层的、足以包容上述罕见、异常案例的理论解释，正如《素材的

含义》和本文所表明的，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非常重要。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早有理论先行者，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比如在1970 年代中期，伊琳恩·麦克盖瑞、比尔·尼克尔斯等就曾采用符号

学相关原理来考察纪录片，特别是用以破除直接电影直接捕捉现实的假象。在1990 年代初，国内

的钟大年教授针对纪实主义所主张的将纪实拍摄的影像等同于现实的观点，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无论是虚构的或是非虚构的叙事对象，出现在屏幕上的影像都只是一个形象的记号。它并非单

纯地表现被拍摄的实物，而且使这个实物在一个社会性的语境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如一只鸽子，在

有上下文的叙事中，既可以是一只鸟，也可以是和平与宁静；一个人，既可以是个体的张三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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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军官、穷人、坏蛋的“类概念”。影像对象，实际上是一个被安排在人为的事件序列中的

对象，是在人们一定的生活经验、认知态度、社会语境范围内被感知的对象。
［29］

 

    这里钟大年也是把影像视作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符号，其本身无法代表真实。这一观点在他文章

标题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呈现——“纪实不是真实”。 

    如果说纪实风格在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的兴起有其历史进步性，甚至是历史必然性，钟

大年当年的论述遭到冷落多少也可以理解，20 多年后的今天还执着于直接电影、纪实主义的主张，

就难免令人有些困惑了。毕竟从2000 年前后开始，“罢黜百家、独尊纪实”的局 

面就已经被打破，各种新形式、新风格的作品，比如自传体纪录片、动画纪录片、先锋纪录片等，

早已在实践层面颠覆了直接电影、纪实主义的那些信条，理论家怎么会没有触动呢？ 

    美国学者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曾经回忆1960 年代初，直接电影拥护者们宣扬自

己观点时的遭遇： 

这一理念……一传开，批评家和观众就将直接电影发出的质疑转而针对直接电影本身。一种预

料之中的“你不也一样”的观点始终强调，直接电影也不可避免地要阐释素材。 

直接电影打开了装满蠕虫的盒子，然后被蠕虫给吃掉了。
［30］

 

    很显然直接电影在中国的故事与此全然不同。在中国，过去20 多年里直接电影、纪实主义所

放出的蠕虫似乎只在专注地吃掉别人，比如1995 年前后否定情景再现、2000 年前后否定张以庆，

最近几年否定动画纪录片等，可直接电影本身不仅安然无恙，更被一些理论家们奉为 

“纪录片的理想”，赞美其“最为经典”。在2016 年6 月北京电影学院召开的“纪录方法与实践”

研讨会上，有人甚至发言称，除了直接电影，其他纪录片干脆就不是纪录片了。不必讳言，在今天

的中国纪录片学界，直接电影的霸权依然稳固，直接电影的幽灵依然在恣意游荡！这种情况必须被

改变。重新认识素材的含义，破除对素材客观性的迷信，或许正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王迟：《再谈素材的含义》2017 年第 2 期 

 

[24] 黄匡宇. 电视新闻：用语言叙述，用画面证实[J]. 现代传播，1997（4）. 

[25] 马莉. 电视声画不再分离——兼与黄匡宇先生商榷[J]. 现代传播，1998（2）. 

[26] 杨竞. 略论电视新闻中的声画同构[J]. 现代传播，1998（2）. 

[27] 徐友渔. 语言——画面与意义——事实[J]. 现代传播，1997（4）：50. 

[28] Ian Aitken, Re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Documentary Film , Ian Aitke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Documentary Film , 

2006, p. 1098. 中文译文参见：（美）伊恩·艾特肯著. 王迟译. 现实主义、哲学和纪录片[J]. 世界电影，2013（1）. 

[29] 钟大年. 再论纪实不是真实[J]. 现代传播，1995（2）. 

[30] Noel Carroll, From Real to Reel: Entangled in the Nonfiction Film,Philosophical Exchange , 1983,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rockport, p. 6. 转引自 Brian Winston, Claiming the Real, BFI, 2008,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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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电影”最大的问题 

 

黎小鋒（语音转文字整理）：  

其实“直接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早期“直接电影”的一些代表人物，像

李考克他们，提出一些观点，就是崇尚什么客观啊、真实啊，留下了一些话

柄，因为那个时候“直接电影”比较依托的还是“实证主义哲学”嘛。特别

是现在这么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真实是一种建构过程”已在学界

渐渐形成一定共识，在这么一个语境下，纪录片人还标榜什么真实、客观，

很可能就被视为“过时”了。但是呢，我们作为电影纪录片的作者，其实心

知肚明的一点，就是我们获取素材的一种基本方法，一直是“直接电影”的

方法。那种不可预期的、扑面而来的自然、生动的细节、场景，往往只有通

过“直接电影”创作方法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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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接电影”有关的 

——浅谈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声无常” 

 

  胡新宇 

 

所谓“客观”，作为“直接电影”的重要美学，在中国古代音乐中也有这方面的文献： 

嵇康《声无哀乐论》节选： 

……………… 

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

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 

（白话文：天地共同运作，万物借以生长，寒来暑往，五行因此形成，表现为五色，发出为

五声。声音的产生好比是气味散布在天地之间。声音的好和不好，虽然会遭遇到浑浊混乱，但是它

的本体却是自己原来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因为别人的爱憎、哀乐而改变性质呢（物理

的或自然的声音） 

简单举个例子把上面文字解释下：风声本身没有情感，比如从门缝挤出的风声（也不仅仅是

冬天才有），你把风声描述出来就可，至于它是悲是喜，是由听者来自己建立感受——是孤独一人

还是一群人热气腾腾在吃火锅…，演奏者对音要有留白，否则就是越俎代庖。 

我们可以根据此文辩驳和推演：之所谓“音声无常”，是指物理、自然性质的声音，我认为

是可以或者说基本上还是因不同人的爱憎和哀乐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认知的。人弹琴、歌唱，揉弦、

揉声本身就是主观模仿自然声效的产物，它的声音爱憎、哀乐喜好也是取材于自然物理之声。嵇康

说，采用物理的“中立”之声为最上策（为解释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悖论需要绕开：难道

低劣的人为之声就不是物理本体之音？海子说，谁说垃圾袋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何为标准“自然”？显然，这里说的“自然”的标准也完全是被人设定出来的。也就是说，

嵇康说的音本体即是“物理”的、“自然”的“中立”之声。这与直接电影所谓“客观” 的美学

观点有具有一致性。当然，这是人再造出来的 “自然”，模拟出的 “客观”。 

“客观”应该是人类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欺骗”的结果。尼采说，谁知道石头认为的“客

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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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启事 

第 19辑专题 ► 现场·档案：村民影像计划 

责任编辑：吴文光 

 

编辑背景 

    2005 年开始的村民影像计划，最初发端于一个名为“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项目，后延伸

为一个民间方式运行计划，由草场地工作站策划并组织。计划开始的 2005 年，有来自 9 个省市的

10 个村民参与，八男两女，岁数最大 57 岁，最年轻 25 岁。2006 年（第二年）以后，其中四人继

续拍摄；2010 年（第五年）后，有三人继续拍摄。12 年时间里，参与村民作者拍摄纪录片有：短

片 10 部，长片 22 部（截止 2017 年）。 

    这个至今还在持续的计划所实践的是，拿起摄像机的村民，应该拍摄出什么样的纪录片？我本

人，作为村民影像计划策划与组织者（我自己更愿意的自称是“同行者”），借本辑责任编辑身份，

提供一个该计划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文本”。 

 

编辑构成 

    以“现场·档案”体例组成本辑编辑，构成材料有：工作笔记，现场记录，拍摄笔记，影片文

本等。具体为： 

 

1，2005→缘起：摄像机如何掌控在村民手中？ 

案例 1：为什么拍摄？（村民作者与策划人各自动机） 

案例 2：“我是谁？”（村民作者与策划人的身份疑问） 

案例 3：拍摄什么及如何拍摄（创作主动权属于谁） 

案例 4：村民作者与策划人之间的一次冲突（影片剪辑决定权掌握在谁的手中） 

案例 5：部分短片文本 

 

2，2006→继续：村民影像作者或农民艺术家？ 

案例 1：拍自己的片子还是为电视台拍摄？（短片在电视台播出后的讨论） 

案例 2：摄像机是写诗歌的笔？照亮阴暗聚光灯？解剖手术刀？刺向心脏匕首？ 

案例 3：村民影像终端：城里艺术沙龙？大学讲坛？艺术展览？电影节？…… 

案例 4：村民影像计划是否“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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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部分影片文本 

 

3，2010→转换：为什么拍摄？（回到老问题） 

案例 1：村民影像在本村放映及讨论 

案例 2：贾之坦的“行动影像”（“我要当人民代表”） 

案例 3：邵玉珍的“记忆影像”（“沙子营，记住！”） 

案例 4：部分影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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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者》创刊于 2012 年，是由若干中国独立电影人发起的一本关于“电影创作及批评”的

电影民刊，发行免费电子版及收藏纸质书，目前为非盈利刊物，已发行十七辑正刊、三本特辑，一

本特刊；本刊目前暂无稿酬，也不能保证所有投稿都能如期出现在当辑刊物中, 敬请谅解！ 

  

购买纸质书请咨询： 

微博：@丛峰 1972 

微信：pinfa-films 

本刊公众微信平台：filmauteur 

《电影作者》往期电子杂志下载: 

电影作者小站：http://site.douban.com/228178 

电影作者微博：http://weibo.com/filmaute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