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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中⼭⼤树在这篇自述中回顾了自⼰创办东京中国独立影展的经历：该影展于2008年在东京的艺术影
院举办首届，直到2015年的第五届影展为⽌，这个主要由中⼭与志愿者等主持、操办、运营的影展
⼀直致⼒于向身在日本的观众推介来自中国的独立剧情片与纪录片等。影展初期，除放映之外的其
他环节，⼤部分⼯作都需要由中⼭⼀个⼈独立完成。影展后期，很多日本的⼤学等机构来参与合作
与赞助，同时，中国来的嘉宾数量也有所增加，观众群体也从中老年日本观众拓展到有不少居住在
日本的中国（年轻）观众的参与。但是最后由于经济压⼒以及中国电影产业变化等原因，该影展终
⽌于第五届。 

Abstract 

Nakayama Hiroki recounts his journey launching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in Tokyo in this 
article: from its debut in a Tokyo art house in 2008, to the fifth event in 2015, this festival was propelled 
by Nakayama and volunteers to present independent narrative films and documentaries from China to 
the audiences in Japan. At the outset, Nakayama single-handedly managed all but the actual projection 
of films. Later on, universities and various organizations would offer their support as the festival grew, 
which also saw more guests from China and a growing audience mixing older Japanese members and 
(young) Chinese expats. Due to financial strain and the changing Chinese film industry, the final curtain 
fell on the festival at the fifth event. 

2006年10⽉我在报纸上发现了在御茶⽔举办的⼀个放映活动的介绍，两天放7部跟云南有关的纪录⽚。因为那
时候我在做介绍中国电影的⽹站，要写跟中国电影有关的⽂章，所以我就去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较特别，
很多⽚⼦都没有⽇⽂字幕，有⼈站在银幕旁边给我们念台词。场地也很⼩，没有座位，观众都坐在地板上；场
地原本最多能进五⼗个⼈左右，可是有七⼋⼗个⼈要进来，结果很多⼈⽆法⼊场就离开了。门票⼀千⽇元⼀
天，放完⽚⼦观众还可以留下吃饭喝酒（另外⽀付⼀千⽇元）。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东京
巡展的⼀部分，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形电影节，我看这么简单的活动也有这么多观众，以为放映活动做起来
很容易。其实这是⼀个很⼤的误解，其实如果不是⼭形电影节，中国纪录⽚不可能有这么多观众。

我05年从中国回来之后在东京从事贸易⼯作，业余时间做⽹站玩。这个⽹站是02年还在上海的时候做起来的，
⾥⾯的内容主要是我去电影院看⾸映式拍明星的照⽚，以及⽤⽇⽂介绍最新的中国电影。可能因为那是唯⼀⼀
个在中国的⽇本⼈做的电影⽹站，所以⽐较受关注。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看电影，只是为了继续这个⽹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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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电影，写了很多⽂章。后来有了⼀点影响⼒了，很多⽇本的发⾏公司找我做⼴告，电台采访我等等。
TOKYO FILMeX影展也为了宣传联系了我，这个电影节放的都是偏独⽴的艺术电影，我在他们那边第⼀次看
了中国的独⽴电影。我发现中国的独⽴电影跟之前我看的中国电影不⼀样，⾥⾯的⼈物更接近我在中国的时候
看到的中国⼈，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值得给⽇本⼈介绍。原来我96年在北京留学之后⼀直想做中⽇⽂化交流的⼯
作，但不知道⾃⼰能做什么，每天做⾃⼰不太喜欢的⼯作。直到06年，那天的误解让我决定放弃⾃⼰的事业，
办⼀个中国独⽴电影的活动。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独⽴电影。07年我去了⼏次北京，也参加了宋庄的中国独⽴电影论坛，认识了很多
导演，找了⼀些影⽚。08年8⽉在东京的⼀家艺术影院办了“东京中国独⽴电影展”。因为没有预算，我放的8部
影⽚中有3部是从TOKYO FILMeX租的，有2部是从⼤阪亚洲电影节租的，只有3部是⾃⼰做⽇⽂字幕的影⽚。
除了字幕之外，宣传（印刷宣传单、设计⽹页、媒体宣传）、售票、做画册、线上交流的主持翻译等⼯作都是
我⼀个⼈做的。电影院只负责放映，其他全是靠我⼀个⼈。所以这个影展是“独⽴电影”节的同时也是“独⽴”电
影节。

幸运的是观众⾥⾯有庆应⼤学的⽼师，他看完⽚⼦后跟我说以后可以合作。第⼆届的时候庆应⼤学帮我邀请了
两位导演，影展的同时办了学术活动。后来这样参与、合作的⼤学越来越多，第五届的时候有五所⼤学做了类
似的活动，有的⼤学承担导演的差旅费，有的⼤学⽤放映费等形式⽀持了我的影展。这些⼤学⽼师很多都是研
究中国电影或者中国⽂化的。在⽇本应该没有其他影展跟这么多⼤学⼀起合作的，可能中国独⽴电影的学术价
值⾼才有这么多⽼师们愿意合作吧。

影展办下来每届展映的影⽚多起来了，邀请的嘉宾也增加了。第五届来了⼆⼗⼏个来⾃中国的嘉宾。因为嘉宾
不仅仅是导演，还有制⽚⼈等名义来了导演的⽼婆、⼥朋友、侄⼦之类的，⽽且他们经常忘记办签证、错过飞
机、坐错车……接待中国嘉宾真的不容易。另外我也邀请过⽇本嘉宾。⽐如制⽚⼈市⼭尚三、演员渡边真起
⼦、导演⼩栗康平等嘉宾跟中国导演做过对谈。我也⽐较重视这样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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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2015） 在Polepole东中野 ，（从左）王超、秋⼭珠⼦、⼩栗康平、中⼭⼤树  ©中⼭⼤树



⽇本的观众群跟中国不太⼀样，中⽼年⼈占⼤部分。两千⼏百个观众当中购买学⽣票的不到⼗个⼈。这不只是
我的影展，⽇本的很多电影活动都这样，影迷的⽼龄化⽐较严重。影迷之外，也来了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观
众。很多观众听得懂中⽂，放映结束后直接找导演聊天。这样的观众也年龄⽐较⼤。⽼⼈不太看动画⽚，所以
放动画⽚的时候观众⾮常少。剧情⽚的观众⽐纪录⽚多。这样的观众需求也影响了我的选⽚标准。当初我办影
展的⽬的是通过独⽴电影让更多的⽇本观众了解中国，所以我更喜欢放纪录⽚，但考虑观众的需求，我放的剧
情⽚多⼀点。当然剧情⽚也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第三届之前没有⼏个中国观众，可是到了第五届中国观众多起
来了，⼤概20%左右。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观众很明显，因为都⽐较年轻。映后交流的时候最快举⼿的
都是中国⼈，⽽⽇本⽼⼈都很害羞。

第⼀届第⼆届的时候在横滨、⼤阪、名古屋也做过巡展，都是当地的电影院主动找我的。可是他们的观众很
少，每⼀场最多⼗⼏个⼈，少的时候⼀两个⼈，后来我觉得没有意思，就不做巡展了。不过⽇本各地的电影节
找我的话，我也会联系导演让他们提供影⽚，我只收⼀点字幕费。有⼏部影⽚后来也在⽇本发⾏过，也有在电
视台播出过。所以我觉得⾃⼰的影展还是有⼀定的推⼴作⽤。

15年举办第五届之后我不办影展了，原因有⼏个。⼀个是经济上的原因，每⼀届虽然能回收成本，但这个成本
⾥⾯没有算我的劳务费。影展规模越来越⼤，我的压⼒也不少。⽽且中国的独⽴电影渐渐都有了国际发⾏代
理，不像以前导演说了算。有⼀次我联系《⼤同》的国际发⾏的时候，他要我2000美元的放映费。这是⽐较极
端的例⼦，但我也理解独⽴电影需要商业发展。可能我这样⾮常独⽴的影展形式跟不上时代了。更重要的原因
是中国独⽴电影环境的变化。⼤环境不允许那么独⽴的电影制作后，独⽴电影的产量也减少了，中国的独⽴电
影节也没有了，⽽我看得到的影⽚也⾮常有限了。许多导演往龙标的⽅向⾛了，那么东京国际电影节也可以放
（他们的作品）的话，就不⽤我来介绍了。于是我就对做影展这件事慢慢失去了兴趣。

我还混在电影圈⾥⾯，有时候参与中⽇合拍⽚，有时候在中国做⽇本电影的放映活动。只是疫情后好像混不下
去了，不知道怎么度过。好像台湾电影的放映⽐较容易找到资⾦，我觉得未来可以考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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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2015） 在Polepole东中野 ，（从左）中⼭⼤树、邱炯炯、秋⼭珠⼦  ©中⼭⼤树



东京中国独⽴电影展⽚单

第⼀届
时间：2008.08.23-09.05

地点：POLEPOLE东中野

《背鸭⼦的男孩》Taking Father Home 应亮，2005

《另⼀半》The Other Half 应亮，2006

《⼭清⽔秀》The Only Sons ⽢⼩⼆，2002

《举⾃尘⼟》Raised from Dust ⽢⼩⼆，2007

《草芥》Weed 王笠⼈，2006

《马乌甲》Ma Wujia 赵晔，2006

《⾼三》Senior Year 周浩，2005

《⽊帮》Timber Gang 于⼴义，2007

第⼆届
时间：2009.12.12-12.29

地点：POLEPOLE东中野

《扎赉诺尔》Jalainur 赵晔，2008

《好猫》Good Cats 应亮，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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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2013） 在Auditorium涩⾕ ，（从左） 中⼭⼤树、张律、 上麻⾐⼦（翻译）©⻢然



《⾎蝉》Little Moth 彭韬，2007

《武松打我》Lost in Wusong 陆⼀同，2005

《⼀只花奶⽜》The Black And White Milk Cow 杨瑾，2004

《麦收》Wheat Harvest 徐童，2008

《我是中国⼈》I’m Chinese 沈少民，2007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Aoluguya,Aoluguya...... 顾桃,2007

第三届
时间：2011.12.03-12.16

地点：POLEPOLE东中野

《新娘》The Bride 章明，2009

《⼆冬》Er Dong 杨瑾，2008

《寻欢作乐》The High Life 赵⼤勇,2010

《光棍⼉》Single Man 郝杰，2010

《刺痛我》Piercing Me 刘健，2009

《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 张赞波，2009

《恋曲》A Song of Love, Maybe 张赞波，2010

《算命》Fortune Teller 徐童，2010

《废城》Ghost Town 赵⼤勇，2008

《书记》The Transition Period 周浩，2009

第四届
时间：2013.11.30-12.13

地点：AUDITRIUM涩⾕

《有⼈赞美聪慧，有⼈则不》Don’t Expect Praises 杨瑾，2012

《鸡蛋和⽯头》Egg and Stone 黄骥，2012

《⼩荷》Lotus 刘姝，2012

《告诉他们我乘⽩鹤去了》Fly With the Crane 李睿珺，2012

《焚⼫⼈》The Cremator 彭韬，2012

《春梦》Longing for the Rain 杨荔钠，2012

《姑奶奶》Madame 邱炯炯，2010

《治疗》Treatment 吴⽂光，2010

《⽼唐头》Shattered 徐童，2011

《⾖满江》Dooman River 张律，2010

《重庆》Chongqing 张律，2008

《唐诗》Tang Poetry 张律，2004

《操他妈电影》Fuck Cinema 吴⽂光，2005

《算命》Fortune Teller 徐童，2010

第五届
时间：2015.12.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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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POLEPOLE东中野

《K》Emyrap Richard 额德尼宝⼒格，2015

《诗⼈出差了》Poet on a Business Trip 雎安奇，2014

《⽔印街》Trap Street ⽂晏，2013

《痴》Mr. Zhang Believes 邱炯炯，2015

《⿁⽇⼦》Shadow Days 赵⼤勇，2014

《路边野餐》Kaili Blues 毕赣，2015

《冬》Seven Days 邢健，2014

《安阳婴⼉》The Orphan of Anyang 王超，2001

《⽇⽇夜夜》Day and Night 王超，2004

《江城夏⽇》Luxury Car 王超，2006

《幻想曲》Fantasia 王超，2014

《⽊帮2014年版》Timber Gang 于⼴义，2014

《挖眼睛》Cut Out the Eyes 徐童，2014

《犴达罕》The Last Moose of Aoluguya 顾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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