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独⽴纪录影像与⽇本的不解之缘                      
——与⽇本媒体⼯作者野中章弘的⼀次纵深谈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s Hidden 
History With Japan: An In-Depth Conversation 

With Producer, Journalist NONAKA Akihiro 
访问者：⼟屋昌明（Tsuchiya Masaaki） 

 

概要 

野中章弘是致⼒于为亚洲自由职业记者提供报道平台的Asia Press 
International的创立者。90年代初，日本的电视节目开始接受用便
携式摄像机记录的素材，且电视台愿意出资寻找来自亚洲的影像作
者拍摄报道 在地的素材。 于 是野中 开 始 通 过A s i a P r e s s 
International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年轻⼈合作，并培养后者用
数码摄影机为日本的记录新闻类节目进⾏纪录专题的创作。通过⼟
屋对野中的访谈，我们了解到野中⼀⽅面拓展了中国纪录片作者与
⼭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联系；另⼀⽅面，直到2000年初期，野中
持续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以电视台节目为主的发布作品的空间，旨在
发掘未知的中国，和坚持对真实的记录。独立纪录片作者季丹、冯

艳和胡杰都是在野中的技术支持与影响下开始记录创作的。 

Abstract 

Nonaka Akihiro is the founder of Asia Press International. As Japanese television started to adopt 
camcorder footages and fund local filmmakers for programs on Asia in the early 90s, Nonaka 
collaborated with young people in China and trained them to work with cameras for TV documentary 
production. In this interview between Nonaka and Tsuchiya Masaaki, we learn about the network 
extended by Nonaka between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makers and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YIDFF), as well as how Nonaka enabled filmmakers to deliver exploratory 
and authentic work in television until the early 2000s.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auteurs such as Ji Dan, 
Feng Yan, and Hu Jie all began their careers with the support and influence of Nonaka.  

⼟屋：据我了解，您在中国的独⽴电影尚未发展起来的90年代初期，就到北京指导纪录⽚拍
摄了。当时有些⻘年受到您的点拨与帮助以后，从90年代前半期就开始创作独⽴纪录⽚，他
们的创作给90年代的中国社会以及电影界带来了很⼤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本国内电影界⼏
乎没有⼈知道，但是它们在⽐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地的电影节上都受到了很⾼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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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这些中国独⽴纪录⽚导演后来的发展和您的指教有着相当的关联，意义⾮凡。因此今天

我想向您请教当时交流、联系的⼀些具体状况。您当时为什么去北京呢？ 

野中： 我记得92年我的⼀位朋友，也是⽇本⽂艺春秋社的编辑，给我看了⼀本摄影集《被⼈遗忘的⼈：中国
精神病⼈⽣存状况》，令我印象深刻。摄影师是吕楠。这位编辑问我：“你要⽀援亚洲各地的记者，并且帮助
他们建⽴起⼀个⼴泛的联络⽹，所以能否也⽀援⼀下这位吕楠？”。我看了吕楠的照⽚，有⼀种陌⽣感。为什
么这么说呢，他所拍摄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活状态，跟⽇本⼈所看到过的、听到过的完全不⼀样，我⻢

上就确信吕楠⼀定会成为重要的摄影家，因此决定去北京跟他⻅⼀⾯，想具体洽谈如何进⾏合作。这是92年的
事。


我跟吕楠联系上以后，他说：“我不会⽇语，你先找我的⼀位朋友，她住在⽇本京都，可以当你的翻译。”因此
我找到了他的朋友，就是季丹，当时在京都精华⼤学留学。她接到我的联系之后，⻢上到我东京的办公室来找

我了。⻅到季丹，我觉得这位⼥⽣有点像⽂艺⼥⻘年，她也说⾃⼰想写纯⽂学。随后，我与季丹直接来到吕楠

北京的家⾥。跟他商谈后，我们决定为他租房作为他的办公室。为什么需要办公室呢？因为当时吕楠需要⼀个

地⽅跟朋友们讨论，还有⼀个理由，就是当时还没有数码摄像设备，照⽚还是需要冲洗的，所以需要⼀间房

⼦。我们找到⼀间地下室，不是⾮法的地下，是真的地下室，这对冲洗胶卷来说很⽅便……其实外国⼈这么办
也许是有点⾮法吧。有了这间房⼦以后，我就有很多机会跟吕楠和季丹聊天了，对我⽐较有利的条件就是我虽

然不会中⽂，但是跟吕楠洽谈的时候有季丹当翻译，所以⾃然⽽然地就增加了跟季丹沟通的机会。我也渐渐了

解到了这位⽂艺⼥⻘年很重感情，也很有才华，为⼈不错。


当时⽇本朝⽇新闻社已经 始了CS卫星频道“朝⽇新星”（“朝⽇ニュースター”），⽤这个频道播放《⾃由地带
2000》(Free Zone 2000)节⽬。这个节⽬是以便携式摄像机纪录⽚作品为主的[ ]，整个节⽬时⻓45分钟。这个1

节⽬ 始的原因是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以及罗⻢尼亚⼈⺠打倒⻬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的时候，有
普通市⺠⽤便携式摄像机记录了当时的现状。也就是说，记录者不是专家记者⽽是普通市⺠，⽽我们认为这样

的普通⼈才能真正近距离接近拍摄对象，拍到那些具有决定性的镜头，这种普通市⺠所拍摄的纪录⽚通过⽇本

NHK播放到了全世界。我们意识到，市⺠所拍摄的影⽚虽然质量⽅⾯不⾜，但是如果当做新闻素材的话，是可
以接受的。所以当时《朝⽇新星》的导演想到把便携式摄像机交给事件当事者让他们拍摄⾃⼰的故事，他们还

让⽇本的记者拿起便携式摄像机去现场拍纪录⽚[ ]。
2

作为记者的我们⾯对新闻事件时都有⾃⼰的关⼼点，过去我们总是⽤照相机和笔来记录事件，⽽拍纪录⽚并不

是我们的专业。不过，基于上述经验，我们也考虑 始做纪录⽚。当时CS卫星频道《朝⽇新星》刚 始，⽽

刚才描述的纪录⽚则是他们的主要特点。然⽽这个项⽬说起容易做起来难，节⽬组⻢上和我商量如何找到可以

作为当事者记录事件的导演。他们给出的经费只有⼀部作品50万⽇元，在当时这个价钱其实只是⼀般的⽇本电
视节⽬经费的⼗分之⼀。不过，对拍摄者个⼈来讲这个数⽬其实还算可以，能够⽤作活动经费。我⽤这个资⾦

请来季丹、冯艳和胡杰来制作45分钟的纪录⽚，⽽该频道则⼀共做了⼤概60个⽚⼦。这个资⾦其实不仅是⾯
向中国创作者的，我们也想邀请亚洲其他地区的纪录⽚创作者。


当时我们的希望是建⽴起⼀个亚洲新闻界的联系⽹，本来没有打算以⽇本或者东京为中⼼，可是当时的亚洲各

地区⼤部分都是独裁国家，没有表现⾃由的空间，只有⽇本可以⾃由表达，⽽且各个机构等等也有⼀定的经济

实⼒。因此当时我想，要⽀援亚洲纪录⽚创作者的话，既需要精神上的⽀援，也应该帮助到他们的具体⽣活，

改善他们的经济环境，才能有助于他们完成独⽴的创作。这样的话，50万⽇元经费还是可以被充分利⽤起来
的。当时⽇元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货币差距很⼤，⽐如说10万⽇元，在⽇本只能算是在报纸上投稿的⼀次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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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够吃⼀个⽉了。⽽且当时⽇本有⼀种所谓“亚洲热”，⽐如1980年东京只有两家泰国菜
馆，到了1990年就已经超过了⼏百家。因此我的这种有关亚洲⽹络的想法受到了不少⼈的⽀持。


1992年，我⻅到季丹以后，请她陪我去⻄藏新疆等地，去了好⼏次，我拍了⼏部记录⽚，都有在NHK、“朝⽇
新星”和“东京MX”等媒体上播放[ ]。跟季丹⼀起去⻄藏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有⾮凡的才能。当时的中国知识分3

⼦因为不能轻易出国，于是认为⻄藏是外国，他们的印象⾥，⻄藏⽂化是异国⽂。⽽季丹完全不⼀样，她愿意

直接跟⻄藏⼈交流，学习藏语，跟他们⼀起吃住，关⼼他们的⽣活。我对⻄藏完全陌⽣，也不会藏语，所以稍

微拍⼀拍就满⾜了。当时达赖喇嘛14世的宫廷⾳乐师还活着，我去采访了他，后来编成45分钟的⽚⼦，在
《朝⽇新星》节⽬⾥⾯播放。拍摄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拍不如让季丹来拍摄。我的观察能⼒根本

⽐不上她，这个经验是跟她⼀块⼉活动以后才能体会到的。她的观察视⻆，她对周围环境的洞察，以及她与下

层⺠众沟通的能⼒等等都可以说是她的才能。她本来是作为翻译⼈员或说是导游跟我来的，我却从她那⼉学到

了不少东⻄。所以我认为，把摄影机交给她、让她随便拍摄⽐我这个⽼外在短短的时间⾥拍摄中国好得多。从

⻄藏回国、在上海机场分⼿的时候，我把我的摄影机赠送给了她。现在还记忆犹新，这就是她制作的 始。


其实，同样的情形我和冯艳之间也发⽣过。1992年当时季丹住在京都，她给我介绍她的好朋友冯艳。冯艳当
时读京都⼤学经济学博⼠课程，希望⾛经济学者之路。我跟她交谈，就觉得她很有个性。她博⼠论⽂的题⽬是

新疆的坎⼉井。她说⾃⼰经常去新疆考察，我说那么下次我跟你⼀起去吧，我也对新疆感兴趣，要拍个纪录⽚

在《⾃由地带2000》节⽬上播放。我的意思其实不在于拍摄作品本身⽽已，⽽在于通过拍摄、接近对象来了
解中国。因此我并不追求作品的质量，⽽是想发掘别⼈不知道的中国。冯艳同意陪我去新疆，然后我认识了⼀

位新疆⼤学的教授，他叫苏北海。这位教授研究哈萨克族，但他是汉族，年轻时和国⺠党有关系，反右以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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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呆了⼗多年。我感到这位教授有记录的价值和必要，所以跟他去了天⼭和哈萨克族地区，编成45分钟描写
他的纪录⽚。当时这种话题还是有点敏感的。我觉得我这个⽼外拍摄不如冯艳拍摄，因为当时我就发现冯艳看

⼈的视⻆很合适当纪录⽚导演。


⼟屋：在那之前冯艳没有使⽤过摄影机吗？ 

野中：的确如此。她要做⼤学⽼师。我是1987年起 始运营ASIA PRESS INTERNATIONAL的，⻅过好多想做
记者的⻘年，已经有⼀定的经验能够看出对⽅为⼈如何。我认为，记者需要有⼀种态度，就是对他⼈的尊敬、

温和与期待，有这种态度的记者才能成为好的表现者，这些是 重要的资质。这也是我从⾃⼰的体验中获得的

经验。这点和其他所谓艺术家有点不同，⽐如说画家，有的画家画得很好，可是其中为⼈不好、⽼是追求钱的

⼤有⼈在。⽽记者呢，需要拥有⼈性、伦理、谦虚的态度。如果你不对他⼈尊敬，就不能虚⼼听取那些微弱的

声⾳，更不能体察到对⽅的难⾔之隐。⽽⽤居⾼临下的俯视视⻆去报道，不是我想要的理想状态。从这点看冯

艳，她和季丹有点相似，⾮常有记者的资质。但是冯艳当时在京都⼤学经济学部念博⼠，家⾥⼈都认为她会做

学者。冯艳观察我的⼯作，渐渐觉得这个⼯作也很有意思，觉得通过研究坎⼉井来考察新疆社会，还不如直接

拍摄中国⼈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的好，可是她也得考虑家⾥⼈的期待呀。所以她内⼼很⽭盾、很痛苦。我的存在

可以说是把她拉到邪道上了吧。 后到了1994年，冯艳回天津⽼家的时候终于告诉家⾥⼈。当时的事情冯艳
的姐姐冯⽂泽写过⼀篇⽂章。家⾥⼈当然⾮常惊讶，可是后来冯⽂泽也 始拍纪录⽚了。


季丹和冯艳就是这样 始记录的，⽽当时中国根本买不起摄像机，太贵了。因此当初我把⽇本的⼋毫⽶摄像机

带到北京放在办事处，让她们随便拿⾛拍摄，是这样 始的。季丹交往范围很⼴，也给我介绍过吴⽂光，吴让

我观看《流浪北京》，然后我把这⽚带到东京，在《朝⽇新星》上播放过。我朋友都说，这部作品拍摄到了我

们从来没有⻅过的、根本认识不到的中国⼈的⽣活，反响很好。但是吴⽂光当时是云南省电视台的导演，使⽤

的不是⼩型录像机，⽽是⽐较⼤的U-matic（编者注：SONY的电视摄像机）[ ]。所以应该说，《流浪北京》并4

不是我所说的视频记者（Video Journalist）的拍摄⽅法。另外，他还可以说是90年代独⽴表现者的⿐祖。当
时⽇本⽅⾯也有很⼤的动向，就是⼭形国际纪录⽚电影节 始了，《流浪北京》获得了第⼀届⼩川绅介奖，吴

也来⽇本了（编者注：1993年获奖的吴⽂光作品是《我的红卫兵时代》）。之后他了解到⽇本的纪录⽚导演
及其作品，通过吴⽂光的活动，⽇本的纪录⽚动向很快就受到中国纪录⽚作者的关注，也增加了互相接触的机

会，⽐如说冯艳把⼩川绅介的书翻译成中⽂。可以说，⼭形成了他们的⽬标。


季丹的朋友圈⾥⾯也有胡杰。他当时离 了⼈⺠解放军，作为画家在北京画画。我当时对他的作品有点感兴

趣，我看画⾯上只有⼀种符号，有点像围棋的棋盘，据他说也有⼀些美国⼈要买。对我来讲根本没有意思。胡

杰的妹妹胡敏也来了。他们都不会⽇语，我不能跟他们沟通。我看胡杰当时正在寻找他⾃⼰的⼈⽣道路呢。他

的⾯前有季丹和冯艳拿着摄影机去采访，这些动向影响到了他，所以他也想拿着⼯具 始这种新的表现形式。

这是94年前后的情况。对他们来讲，我们ASIA PRESS INTERNATIONAL的存在意义在于能提供发表空间，也
可以有些收⼊。当时并没有其他国际平台，只有在⽇本发表这条渠道，⽽且在⽇本发表的话，也能得到⼀些资

⾦，⽤来继续创作作品，周⽽复始，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锻炼能⼒。当初从他们制作短篇着⼿，我也可以提供

⼀些帮助。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如冯艳，她当初和我讨论从哪⼉着⼿，这是1994年。我说，我认为课题应该⼤⼀点⼉才好，刚好有三峡⽔
库 ⼯，这个⼯程需要⼗五年的岁⽉，其间113万⼈⼝不得不搬迁，这个过程中⼀定会发⽣中国的社会问题，
也能发现中国⼈⽣活上的悲喜剧。你从这个⽅向着⼿吧！这样冯艳去参加了 ⼯典礼，当时江泽⺠或者李鹏，

哪位领导去了我忘记了，反正她是从那个时候 始的。后来她制作的《秉爱》就是其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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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丹⼀直关注⻄藏，后来 始拍摄留在东北地区的⽇本妇⼥[ ]。其实，季丹的哥哥是和残留孤⼉结了婚，然后5

回到⽇本的。季丹本⼈也出⽣于⿊⻰江省北部伊春，对满洲 拓团等问题很熟悉（访谈者注：当时⽇本政府招

农⺠移⺠到满洲国当农⺠，叫做满洲 拓团），所以对这⽅⾯问题⾮常感兴趣，并 始制作纪录⽚。


当时Sony 发出了数码六毫⽶摄像机，情况就这样改变了[ ]。过去他们所拍摄的作品画⾯质量不够，可是现在6

⽤这个Sony的话，除⾮是专家才能看得出他是⼩型录像机拍摄的，⼀般⼈根本看不出来。所以NHK也 始⽤

Sony制造的数码产品了。


1995年NHK-BS有⼀个叫做《深夜王国》的节⽬，导演是我朋友，他为我们设计⼀个专⻔介绍纪录⽚的空间。
这是第⼀次在NHK放她们的作品。然后NHK教育频道有个《ETV特集》，它的播放时段很好，也是我朋友做导
演的，他请我提供⼀种跟NHK不⼀样⻛格的纪录⽚。⼤家都知道，NHK制造的纪录⽚虽然质量好，但是有⼀
种千篇⼀律的味道，⽇本⺠间影像公司提供给NHK的作品也差不多，只能模仿NHK的⻛格，因此ETV需要有独
特的、不同于NHK⻛格的作品。ETV资⾦也很丰富，可以邀请她们来⽇本参与编辑⼯作。之后我请冯艳拍摄⼀
个中国农村的贫困家庭不能把孩⼦送去上学的问题。另外，1995年东京MX电视 局，以亚洲的东京为中⼼概

念，也是我朋友给我提供了五分钟的空间。还有《新闻站台》（News Station）、《报道特集》等节⽬，都接
受了我们的作品。所以冯艳和季丹她们⾄少有这么⼀些平台来制作并发表作品。


胡杰跟她们⼀样，但是他当初是去煤炭矿采访的，⽢肃、⻘海那⾥，结果95年前后制作了纪录⽚《远⼭》。⽇
本的⼏家电视台的节⽬⽐如《⾃由地带2000》也播放了胡的这个作品。


2000年以后，⽇本电视台的情况⽇益不好，⼤众媒体的状况也越来越衰落，这些电视台为了节约资⾦，先把
来⾃亚洲其它地区的作品取消了，独⽴记录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导致⽐如胡杰的作品就没有渠道介绍给⽇本

⼈了。之后我和他们的交往仅限于私⼈关系，也没有机会⼀起⼯作去 拓⽇本的观众群了。我到今天依然每年

都会拉我早稻⽥⼤学的学⽣们到季丹那⾥去访问研修。⽐如去年把学⽣拉到南京，采访⽇军南京⼤屠杀的幸存

者，因为⽬前⽇本的学⽣没有学过这⼀段历史。前年去了抚顺、平顶⼭等东北地区。胡杰呢，因为我不懂中

⽂，后来⼀直没有更多的交流，2013年才恢复了联系，因为⼟屋⽼师邀请他来⽇本嘛，那时才⻅到，实在是
很久没有⻅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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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中章弘与胡杰在早稻⽥⼤学。©秋⼭珠⼦



⼟屋：那么野中⽼师当时没有看到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野中 ：我只是听说过他在做这种历史⽅⾯的纪录⽚，并没有机会看到。


⼟屋：还有《星⽕》，您也是在我的上映会上看到的吧。感觉如何？ 

野中：这些作品⾮常强烈地表现出胡杰的⼀种意志，就是要把历史真实记录下来，这是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讲

很重要的⼯作。他那个⼈从头到尾，⼀直都特别地顽强，不顾⽣活环境。他作为⼀个导演，如果创作能卖得出

去的作品，很可能获得世界电影节的名誉也能挣钱，不过他⼀直⾛在记录者的路上。我90年代初对他们说过，
中国将来⼀定会发展到表现⾃由、⾔论⾃由的社会，那时你们的⽴场就在于要引领中国的创作，所以为此要锻

炼⾃⼰，培养实⼒！还有，⽬前物质上政治上有种种苦难，可是现在的问题就要现在记录下来，否则没法记录

了。这两个课题对中国来讲很重要。2020年现在仍然如此。


【野中章弘先⽣是1953年、⽇本兵库县出⾝。早稲⽥⼤学教育・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ASIA PRESS 

INTERNATIONAL代表。2020年9⽉12⽇，⽇本疫情下线上采访。⼟屋昌明采访、整理。】

访问者/编者注释  

[ ] 野中先⽣的说明：1985年⽇本索尼公司推出使⽤8毫⽶录像带的摄影机，直到90年代中期，这种摄影机⼀直是消费型⼩型录像机（Hi81
摄像机）的主流。

[ ] 这⾥所描述的也就是野中后来的谈话中所提及的“视频记者”(“Video Journalist”)。2

[ ] “东京MX”全名是东京都电视⼴播有限公司。该电视台的播放区域仅限于东京都内。3

[ ] 编者注：实际上，吴拍摄《流浪北京》时已经离 云南、漂在北京了，机器也是⽤的中央电视台的，他是在拍另⼀部电视台作品时套4
拍的《流浪北京》。

[ ] 满洲国解体以后不少⽇本妇⼥以及孩⼦没法回国，⼀直住在中国国内，他们在⽇本被称为“残留妇⼈”和“残留孤⼉”。5

[ ] 野中先⽣的解释(来⾃与采访者⼟屋先⽣2020年12⽉16的电⼦邮件通信)：
6
在8毫⽶录像带之后，90年代中期出现了6毫⽶的数字格式录像带，关键点在于其“数字格式”。⼀般我们或许不称之为“6毫⽶”，⽽是叫做
“MiniDV”。随着数字MiniDV的出现，画质得到了极⼤的提⾼，⾮线性编辑（利⽤计算机进⾏⾮线性编辑）成为可能，于是，使⽤
MiniDV、⾯向⼀般消费者发售的性能优越的⼩型摄像机相继问世。这同时使得在⽆线电视上播放⽤的、⽤迷你摄像机拍摄、制作的纪录⽚
在普通影院的放映也成为可能。不过，MiniDV虽然是数字技术，它仍然是“磁带”（即使数字技术本身谈不上会劣化，但磁带本身的质量会
劣化），后来，迷你摄像机的记录介质也从磁带转向了存储卡。

MiniDV出现后，Asia Press才得以在NHK的⽆线电视⽹（包括ETV特别节⽬等）上播放其影⽚，这都要感谢数字化的出现。也正是由于数
字化，中国独⽴纪录⽚作者们可以向⼭形国际纪录⽚节和其他国际电影节提交作品（因为这样⼀来，⼩的视频镜头可以放⼤到⼤屏幕上，
⽽且降幅 ⼩，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得以在影院放映。在那之前，除⾮影⽚是⽤16毫⽶或35毫⽶胶⽚或是⽤⼤型摄像机拍摄的作品，否则
很难在影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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