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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骥、⼤塚⻰治访谈


Document(Ing), Creativity,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 An Interview 
With Directors HUANG Ji And OTSUKA Ry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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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这篇学术访谈录记录了2018年12月在庆应义塾⼤学日吉校区举办的日吉电影节2018上中国导演黄骥与
日本导演⼤塚龙治的座谈会的情况。前半部分，座谈会从⼤塚龙治导演为什么辞掉日本电视台的⼯
作去中国学电影、黄骥导演如何创作第⼀部电影等话题开始，之后主要是两位导演分享他们共同参
与（日本）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作的经验。从中我们了解到两位导演如何确立自⼰的拍摄、制作的
⽅法。后半部分，话题转到了关于独立电影的“独立性”的讨论上。参与者首先谈及摄影、剪辑设备
的发展所引起的制作系统的变化，之后又就前者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到整个中国独立电影界的制作情
况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同时⼤家也谈及当时（2018年）中国独立电影界的情况。通过了解黄骥、⼤
塚两位导演从事电影制作的历程，我们也回顾了2000年代以来的中国独立电影的状况，部分参会者
指出当下有可能已经进⼊了“后独立电影”时代，这种看法值得注意。 

Abstract 

This is an interview transcript of Chinese director Huang Ji and Japanese director Otsuka Ryuji at the 
Hiyoshi Festival on the Hiyoshi Campus of Keio University, December 2018. We learn about their initial 
entry points into TV documentary production for Japanese TV stations, and how they developed 
filmmaking technique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interview, the conversation centers around the 
‘independent’ aspect of independent cinema. Developments in cinematography and editing technology led 
to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ubsequently the production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industry.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wo directors, we see not on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2018 but also a larger picture of the industry after 2000 in China. The panel participants 
weigh in on the idea of ‘post-independent cinema’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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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期、地点：


2018年12⽉18⽇、庆应义塾⼤学⽇吉校区来往舍


参会者：


⻩骥（HUANG, Ji）；⼤塚⻰治（OTSUKA Ryuji）；秋⼭珠⼦（AKIYAMA Tamako）；中⼭⼤树
（NAKAYAMA Hiroki）；NG, How Wee（⻩浩威）；FAN, Victor；吉川⻰⽣（YOSHIKAWA Tatsuo）


 162

2018 研讨会上的嘉宾（左起：中⼭⼤树、⼤塚⻰治、⻩骥）©Zhou Yilin

2018 研讨会上的嘉宾（左起：⼤塚⻰治，⻩骥，⻩浩威，Victor Fan）©Zhou Yilin



关于两位导演的制作


吉川⻰⽣（下⽂简称吉川）：我有⼀个问题想问⼤塚⽼师。就是你在⽇本做过电视台的⼯作，然后为了学电影

去中国。你为什么选择中国，在那⾥你想学到什么样的东⻄呢？


秋⼭珠⼦（下⽂简称秋⼭）：⼤塚你哪⼀年去的？


⼤塚⻰治（下⽂简称⼤塚）：2005年。选中国的理由呢，还是因为我受 ⼤影响的就是陈凯歌的《⻩⼟

地》，还有张艺谋的《红⾼粱》那种⽚⼦吧。我会去想“怎么能拍到这种颜⾊很丰富的画⾯呢”。我在⽇本的时
候也是个导演，所以对画⾯⽐较敏感。然后我从⽹⻚上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是亚洲 ⼤的电影学校。


⻩骥：其实学校很⼩。


⼤塚：⽽且我听说，（在那⾥）能⽤胶⽚拍电影。但是后来我去的时候，已经⽤数码的了。还有另外⼀个原因

呢，我也是拍纪录⽚的，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和⽣活感兴趣。再说05年刚好是北京奥运会的前3年，我想体验这
个阶段。


⻩骥：你想看到那个变化。


⼤塚：我公司辞职以后去的北京，但是我不可能⼀直没有⼯作。所以我决定在北京的第⼆年⼀定要拍⾃⼰的东

⻄，这是我的⽬标。我在中国拍摄的第⼀部⽚⼦叫《玲玲的花园》，是跟⻩骥合作的，是根据我第⼀次看到中

国的⻛景和环境后产⽣的感受拍的。


⻩骥：当时中国的很多年轻⼈挺喜欢《玲玲的花园》，因为这个⽚⼦从⼀个失眠的⼩⼥孩想要魔术助眠枕头，

讲了08年奥运会前后⼤家“要新不要旧”的⻛⽓，以⼩⻅⼤，跟其他中国导演沉重压抑的拍法挺不⼀样。


⼤塚：对。第⼆个⽬标就是⼀定要给中国⼈看这个⽚⼦。我也想知道我拍的东⻄是什么样⼦的。⽽且这个作

品，完全是⾃⼰拍⾃⼰剪的，百分之百纯度很⾼的东⻄。如果他们（中国观众）说不喜欢或者完全没有什么特

别感受的话，我就会放弃，回⽇本。


秋⼭：真的？


⼤塚：真的。⼀ 始完全不知道⼤家的反应。但是后来放的时候⼤家说还可以。然后得到了当摄影师去跟国内

剧组⼀起拍电影的机会。


吉川：那⻩骥⽼师怎么 始拍⽚的呢？


⻩骥：我⼤学⼆年级拍了⼀部叫《地下》（2004年）的纪录⽚。是在我的家乡拍的。拍的是当时在中国农村
⾮常流⾏的⼀种赌博，它利⽤的是⾹港六合彩的结果，但是赔率达到了可怕的1：40，所以⼜叫地下六合彩。


中⼭⼤树 （下⽂简称中⼭）:：他们让你拍吗？


⻩骥：他们让我拍，因为都是⽼家⼈嘛。是和拍第⼀部⻓⽚《鸡蛋和⽯头》（2012年）同⼀个村。我拍的时
候，不是批判他们。后来张献⺠⽼师看到了这个⽚⼦，他邀请这个⽚⼦去⼴州做放映活动，然后⽚⼦去了南京

独⽴影展（编者注：即在南京举办的“中国独⽴影像年度展”）。那个是我第⼀次公 放映的机会吧。


秋⼭：这个《地下》你⾃⼰拍的？


⻩骥：对，也是⾃⼰拍⾃⼰剪，⾃⼰做字幕。后来是⼤塚看到了我拍的这个纪录⽚想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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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那个时候我朋友没有告诉我这个是谁拍的，就直接给我看。然后，那个⽚⼦没有解说词和旁⽩。


⻩骥：对，没有解说词，也是⽐较直接电影的⽅式。


⼤塚：因为我在⽇本的时候是拍电视的嘛，基本上（纪录⽚作品都）有解说词和旁⽩。所以，好像第⼀次看到

这种纪录⽚。⽽且没有想过这个是⼤⼆的⼥孩⼦拍的，剪得很好。但是这个⽚⼦后来没有放映的机会吧。虽然

张献⺠⽼师推荐去过影展，但是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海外有什么电影节。


秋⼭：你还拍过什么纪录⽚？


⻩骥：跟他（即⼤塚）⼀起给⽇本的电视台拍过纪录⽚。


⼤塚：⽇本有个频道叫BS12。他们想拍不同国家不同⼈⼀天的⽣活。每次都是他们进⾏主题策划，⽐如说，
这次主题是17岁的⼥孩⼦，那我们要去找17岁的⼥孩⼦，跟拍她们⼀天的⽣活。其他导演去别的国家。他们
每次都选三个国家拼起来介绍每个国家不同的⽂化。我们拍了⼤概20多部纪录⽚。但是这些纪录⽚都是在电视
台播放的，不是在电影节。


⻩骥：这个节⽬挺有意思的部分是，每次都是导演⾃⼰拿机器去拍，没有请摄影师。我就拿起摄影机⾃⼰去

拍，从早上我去敲⻔她 ⻔跟我打招呼 始，到晚上我跟她说再⻅然后把⻔关上这样结束。


⼤塚：但是这种拍法是⻩骥特有的。（项⽬中）其他⼈都是⽇本导演。他们的⼀般都是按照剧本来的，⽽他们

本⼈不会出现在画⾯⾥⾯。但是⻩骥⾃⼰会在画⾯⾥出现，她的声⾳也在⾥⾯。⽇本⼈拍纪录⽚时会稍微⽐较

有距离吧。


⻩骥：（他们会）客观⼀点。


⼤塚：（他们）不会去参与镜头前发⽣的事物，可能是剪辑的时候才把⾃⼰想说的说出来，⽽不是在拍摄的时

候。


秋⼭：你们这是电视纪录⽚吧？


⼤塚：对。电视台那边没有特别要求让我们⽤什么⽅式来拍。所以⻩骥拍得也⽐较⾃然。


⻩骥：⽐如说我拍摄⼈物吃饭喝酒，我也跟他们⼀起喝酒，然后都拍下来。


⼤塚：⻩骥不会喝酒（笑）。


⻩骥：对，我不会喝酒。反正拍摄过程就是跟他们⼀起，⾃⼰也在画⾯⾥⾯，跟直接电影有⼀点不⼀样。


⼤塚：她不会喝酒，但是她⼲杯时通过⾃⼰的直接反应表现酒的味道，所以挺有意思的。她的做法能够让观众

看到这种交流。


⻩骥：我觉得中国的导演挺喜欢跟⼈交流的，当然不是所有⼈都这样。


秋⼭：这就是独⽴电影的技术？


中⼭：这是电影的做法……如果是中国电视的话，做法也不太⼀样。


⻩骥：对，电视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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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威：所以你是想以拍电影的⽅式去拍电视？


⻩骥：对，起点是创作者对事物的好奇⼼。然后，我每次拍完了以后，⼤塚会查看我拍的这些好似没有主题、

现场感⽐较强的素材，在这个基础上剪辑。


⼤塚：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去外地拍摄不能呆太⻓时间，可能 ⻓七天


吧。每天她拍完以后就把素材给我，我当晚剪辑，然后决定第⼆天要拍的内容。我们在现场做好初剪后寄给⽇

本，然后他们会压缩⼀点。


秋⼭：你们这个系列纪录⽚总共拍了⼏部呢？


⻩骥：20多部吧。所以去了中国的很多地⽅。


⻩浩威：那时候已经毕业了吗？


⼤塚：从她⼤学毕业后⼀年，也就是08奥运会的时候 始。


⻩骥：⼤四毕业的那⼀年冬天拍了第⼀部短⽚《橘⼦⽪的温度》（2010年）以后， 始做这个BS项⽬的。上
⾯说的这个⼯作⽅式，到了后来拍《鸡蛋和⽯头》的时候，也对我们有很⼤的帮助。


秋⼭：是什么样的帮助呢？


⻩骥：（《鸡蛋和⽯头》的时候）我们先拍⼀段时间的素材，然后⼤塚剪辑。剪辑时，我们会暂时停⽌拍摄，

剪完了我们看过之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拍。还有⼀个⽐较重要的帮助就是，（因为拍摄纪录⽚的经验）我们变

得习惯从⼈物的⽇常⽣活中去发现⼀个故事。所以后来拍⾃⼰的电影的时候，也都是先从⼈物的⽇常⽣活 始

去表现隐藏在⽇常⽣活之下的⼈物情绪，那是⼈物情绪上的戏剧性，⽽不是故事上的戏剧性，当时⾃⼰拍《鸡

蛋和⽯头》和第⼆部⻓⽚《笨⻦》（2017年）的时候，还没有感受到拍电视台纪录⽚的经历对⾃⼰有什么影
响。后来是慢慢觉得那个阶段对我们其实有很⼤的影响。


⼤塚：对，因为我们都⽤⾮专业演员。他们是肯定不会按着我们的剧本来演的。所以呢，我们会观察她们（演

员）的⽇常⽣活，平时吃饭的时候吃什么的，就这样 始的。然后把这个⼈的⽣活的状态放在故事的画⾯⾥

⾯。所以即使是有故事的主线，拍法也不是按照剧本⾛的。


⻩骥：所以，挺像是在拍演员的纪录⽚，但⼜跟我们写的故事结合在⼀起。⼈物的遭遇是很戏剧性的，但她们

的反应是很真实的，这个对⽐很强烈。表演的挑战在于，虽然⼀切都源于她的⽇常⽣活，但我们都知道这毕竟

是⼀种再演。纪录⽚的话，有时候全部拍完了再去想怎么去剪辑或者怎么去表现⼈物都可以。故事⽚在拍之前

或者拍的时候，已经⼀直在想怎么讲故事或者怎么去表现⼈物，去把握⽇常性与戏剧性之间的这个度，是与电

影⾥的⼈物，也是与演员们互相摸索和互动的过程。


⼤塚：我们拍⽇本的纪录⽚的时候，⽇本那边只给我们主题，不会要求在哪⼉拍摄。所以我们会选我们想去的

地⽅。说⻄藏的话那个时候有点不可能，新疆还可以，所以都去了。基本上通过拍节⽬都去了⼤陆的不同的地

⽅。


秋⼭：⼯作旅⾏，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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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对。有⼀次主题是⾳乐，我们就选了新疆，调查当地有什么样的⾳乐。在我们还没找到采访对象的情况

下，我们就先⻜了过去，然后在当地会问本地⼈并且和他们⻅⾯。⽐如有演出的话，我们⾃⼰先去看看，然后

找⼀找有没有有意思的采访对象。


⻩骥：所以其实跟找演员是⼀样的。后来我们拍剧情⽚的时候，都是在当地去找有意思的可以出演的⼈……也
是⽤这样的⽅式去找。


中⼭：不过如果是⾳乐家的话，找起来⽐较容易。但纪录⽚找普通⼈参加拍摄的话，怎么找呢？


⼤塚：对，有⼀次主题是搬家，我们⼀ 始想到是北京的地下室什么的。但是住户不让我们拍。所以我们放弃

了。后来我想起武汉是个⼤学⽣城市，我们俩还没去过。所以我们就直接⻜过去了，然后发现了“蚂蚁族”。


⻩骥：就是很多⼈住在⼀个房间⾥。


⼤塚：就类似于那种，我们找到⼀个蚂蚁族住的⼩区，快被拆掉的。所以我们就猜到他们肯定是要搬家。不

过，我们还没找到采访对象。虽然在新闻上写了关于拆房的事情，但没有个⼈的名字。所以我们站在⼩区⻔⼝

⼀直等着，观察谁会搬家。


⻩骥：然后去跟他们聊天……


⼤塚：聊天就是去问对⽅，“你七天以内会不会搬家？”


⻩骥：⼤概前⾯的两天是找拍摄对象。然后再⽤两天拍摄。


⼤塚：两三天⼀边拍摄，⼀边剪辑。


⻩骥：就是我是⽩天拍的，晚上⼤塚⻢上进⾏剪辑，第⼆天接着去拍。


⼤塚：⽽且找到了（拍摄对象）以后，我得⻢上写稿⼦发给⽇本那边让他们了解情况。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肯

定能找到采访对象，因为那么多有意思的⼈，⾥⾯肯定能找到题材，这个是中国的特点。


⻩骥：对，⼤塚还有⼀个特别好的⼀个⽅法，就是我们每次拍摄时间都很紧张，对吧，所以我们每次下了⻜机

以后都会找出租⻋司机……找到好的出租⻋司机的话，他们知道很多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去哪⾥可以发现什
么，⽐如说刚才说到的蚂蚁村也⽐较⼤，不过司机可以告诉我们具体哪个地⽅可以找到这个接近于我们想要拍

摄的对象。


⼤塚：对，这个挺有意思的。


中⼭：都能找到吗，就在两天内？


⻩骥：基本上都能找到，观察吧。


⼤塚：基本上。但也有情况就是找到了、沟通好了后，对⽅突然拒绝拍摄。或者拍的时候没有发现有意思的事

情，内容有点不⾜。


⻩骥：有⼀次我们拍做假发的⼈……就是⾛遍中国收别⼈头发的职业，这种⼈很难找。然后，我们找到了⼀名
男性，他特别不愿意相信别⼈。不过，他⼀ 始答应拍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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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于是我们带了⽇本的剧组去找他，这个男的突然要更多钱，我们还没沟通好的时候就突然联系不到他

了，当时我们只能直接去⽕⻋站找他。


⻩骥：我们知道他会坐哪趟⻋回去，但不知道具体哪节⻋厢，所以我们就⼀个⻋厢⼀个⻋厢去找他。


⼤塚：就像赌博⼀样，我们也上⻋了。


⻩骥：然后我们找到了他！就是这样，挺好玩的。


⻩浩威：这个拍摄经历，已经可以拍成纪录⽚了。


⼤塚：对对对！


关于独⽴电影


⻩浩威：我觉得⻩骥讲的制作过程特别有意思：她让我们回到⼀个制作⼈的⻆度去考虑“独⽴”的含义。因为⼀
般来说，思考“独⽴电影”的出发点是去看电影成品本身的政治标签。可是我们忽略了电影⼈本身的⻆度——她
拍摄和创作的过程本身可能就是独⽴的，因为已经脱离了系统，不需要再靠⼀个团队到处跟着你去拍⽚。换⾔

之，科技的发展其实也给独⽴这个概念注⼊了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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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骥：是的。我⾃⼰觉得，中国不管是地下还是地上的电影，独⽴或⾮独⽴的电影，⼀直都在变化。这个变化

的过程有好⼏个阶段，⽽每个阶段跟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关系。经济发展后，更多的⼈买得起摄影机了。⽐如

说我念⼤学的时候剪⽚⼦⽤的是⼀个⼏千块钱的windows系统的电脑，但那时候来到中国的⼤塚⽤的是苹果电
脑。不过现在在中国，基本上已经都可以买苹果电脑。在这个过程⾥⾯，我觉得中国的独⽴电影在不同的阶段

跟特定的⼈有关系。⽐如说我们讨论中国的独⽴电影，总会谈到张献⺠⽼师对嘛。其实中国独⽴电影⾸先应该

要形成⼀个制作系统，但是中国的独⽴电影，好像只有⼏座或者⼏⼗座⽐较⾼的⼭。然后⽐较⾼的这⼏个⼭不

存在的话，这个阶段的独⽴电影就⼏乎没有了。所以它的复杂和暧昧，我觉得是在这些地⽅。


秋⼭：说到复杂和暧昧的话，⼈⼈谈独⽴电影的时候，往往把注意⼒放在数码化之后的时期了。不过纵观数码

化之前和之后的话，可以发现这块领域从来就处于⼀种灰⾊地带，它不是要么地上要么地下，是没那么清楚

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甚⾄相互⽭盾的事情也在其中发⽣着。


⼤塚：对，我觉真正的独⽴（电影）建起来的时代⾮常短。后来我也在栗宪庭学校教过⼀些年轻⼈。他们来上

课的理念是⾃由精神⽽不是独⽴精神。我觉得独⽴精神和⾃由精神是不太⼀样的。


⻩骥：挺不⼀样的。


⼤塚：栗宪庭的学校也是差不多08年以后 始的，那个时候佳能的DSLR摄影机5DmarkII出现了。⽤这个摄影
机拍下来的画⾯就接近胶⽚的效果，有电影感。当时中国独⽴电影的唯⼀缺点是画⾯不好看。当时⼤家对纪录

⽚都很熟悉，关注纪录⽚。但是谈到剧情⽚⽐如说学⽣作业的话，⼤家就觉得画⾯的⽔平很低。所以5Dmark
出现以后，⼤家 始追求拍好看的画⾯……有些年轻⼈学⽣能够按照⾃⼰的画⾯感去拍好看的剧情⽚。80后的
年轻⼈艺术表达的空间变⼤了，不过内容上的独⽴精神是越来越缺乏的……


 168

《痕迹》（2013）海报 ©YELLOW-GREEN PI 《笨⻦》（2017）海报 ©YELLOW-GREEN PI & COOLIE FILMS



⻩骥：（只有画⾯上那些）⾃⼰感觉的东⻄。


秋⼭：那画⾯越好就越没有独⽴精神？


⻩骥：独⽴精神可能是从选材、剧本等在画⾯呈现之前就存在的，指的是⾃⼰想讲的⻆度或者是想讲的东⻄是

很独⽴的。⼤塚的意思就是对现在年轻⼈来说,电影的第⼀感受还是画⾯，对吧?已经有5DmarkII可以拍好看的
画⾯，不管⾥⾯的内容或者⻆度什么的，(有这样的机器)已经可以拍⼀个看得下去的东⻄。以前的器材没有那
么⽅便的时候只能靠作品内容或者导演个⼈的⻆度来判断作品。


⼤塚：⽐如说5DmarkII出现的时候呢，国外也都在⽤它。中国有些年轻⼈觉得国外的⽅式也可以模仿，所以他
们慢慢会被别⼈的创作系统吸引。原来打破这个系统是独⽴精神对吧。但是5DmarkII出现了以后，⼤家⽤全世
界⽤的设备，拍独⽴电影的思维⽅式基本上都⼀样了。


⻩骥：都⼀样了，⼯具同化了表达，特点少了。


中⼭：现在很多年轻⼈觉得电影可以赚钱。就是⽹络上如有很多⼈关注⾃⼰的作品话，⾃⼰就会出名、很⽕，

于是想拍电影的⼈越来越多了。以前，⽐如01年左右的那个时候，参与独⽴电影的、要拍⾃⼰作品的⼈，他们
（的⽬的）不在于要拍⼀个很⽕的⽚⼦或者要赚钱。因为当时拍⽚⼦是赚不了钱的，他们也知道。那他们为什

么要拍电影呢？那是因为有想表达的东⻄。当时就是很纯粹，没有商业的⽬的。但是当后来这种技术变得容易

掌握，成本也可以很低、⽽且有⽹路的平台可以发表⾃⼰的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尤其是年轻⼈想要拍⾃⼰

的电影。但是他们的⽬的就是想拍电影、想赚钱，或者是“我想做⼀个导演，商业导演”。然后呢，他们 始做

独⽴电影，觉得独⽴电影是进⼊商业电影的跳板。所以现在很多年轻导演参加FIRST电影节，觉得参加FIRST
有了机会就可以⾛商业导演的道路了。


⻩骥：我觉得这样说，好像⼜有点笼统了。因为⾸先我觉得对现在的年轻⼈来说已经是没有独⽴这个词。


秋⼭：已经没有这个词了？


⻩骥：对，我⾃⼰觉得。


中⼭：我也这样认为。


⻩骥：但是我想先回到刚才⼤塚说的⼀个很重要的事情进⾏补充。他说中国的独⽴电影⼀直缺乏⾃⼰的系统，

所以当我们中国拍电影的⼈可以使⽤跟别的国家⼀样的⼀个系统⾥⾯的器材时，在⾃⼰的国家⾥⾯没有模仿的

对象，所以年轻⼈⾃然⽽然会去模仿国外的东⻄。那么为什么会没有这个系统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以前的

很多电影只能地下流通，我们看不到的原因。⽐如说《蓝⻛筝》、《孩⼦王》，还有《⻤⼦来了》等等。它们

实际上放在任何⼀个系统⾥⾯去讲都是很好的⽚⼦对吧。但是这些作品没有通过审查，都变成了“地下”电影，
所以⼀般都看不到。我为什么可以看到？那是因为我上了电影学院，有时候⽼师在上课的时候会给我们讲，或

者我们学院旁边有售卖盗版碟的，于是在还没有⽹络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作品。现在的年轻⼈呢，可

以在⽹络时代看到其他国家的影像作品，可以说是同步的。但是《蓝⻛筝》这些⽚⼦还是很难看到，甚⾄已经

很少被提起了。所以他们模仿的来源是其他国家的电影，⽽不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电影⾥⾯ 好的那部分，所以

我说中国的独⽴电影被打断了，因为⽂化和思维被打断了。其实如果⼀ 始没有被打断、没有独⽴和地上地下

的这个概念的区分，⼤家都能看到这些⽚⼦，在此基础上继续去发展，我觉得现在⼤家拍的东⻄肯定不会像现

在这样没有什么⾃⼰的⻛格的。⽐如像我们拍《鸡蛋和⽯头》的时候，《鸡蛋和⽯头》也是⽤的5DmarkII，对
吧，但是呢，很多⼈看完以后特别地惊讶，因为很多观众不敢相信5DmarkII可以拍出这样的画⾯。因为很多在
中国⽤5DmarkII拍东⻄的⼈都觉得5DmarkII只能拍饱和度特别⾼的作品，对吧？（问⼤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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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就是感觉⼴告⼀样的。


⻩骥：对，就是好看的、充满⼴告视觉的作品。但是《鸡蛋和⽯头》暗部⽐较多，⽐较清晰，对吧。所以很多

⼈第⼀次知道5DmarkII可以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看了《蓝⻛筝》，或者看了其它的作品……如果⼀
直有这样的⼀个系统作为参照的话，肯定可以想到⾃⼰去试⼀试，因为新作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电影

美学的判断及延续，并且发展，另外⼀⽅⾯，因为我们没有影像系统，像我这样不拍商业⽚的很多导演，思维

都不是画⾯⽽是⽂字的。⽐我⼤点或我这个年代的很多导演，就是像他刚才说的，⼀ 始也是因为使⽤机器不

那么⽅便，所以我们主要是从⽂字，也就是从思维⽅⾯去追求独⽴性。思想上的独⽴性有了以后，我们就也想

⽤画⾯去做，但很难做得出来，我是因为跟⼤塚合作所以有了可能性。那当然我们做的在主流⾥⾯也是不被肯

定的。所以到现在，对现在的年轻⼈来说，⼯具越来越便利，但是这个系统已经断掉了，所以已经没有思想上

的独⽴了。真的很多⼈的感觉已经不是来⾃于我们的⽣活，可能是来⾃于我们看到的很多别的国家的导演拍的

影像。我觉得我们的影像思维基本上是从零 始的。我们没有好的、美的影像思维的训练，⼤部分的⼈已经都

看不到国内的好⽚⼦，即便看到了，也只是变成了⼭头，没有发展和延续，所以没有系统。


秋⼭：那现在，不管是这些独⽴电影也好，或者过去的地下电影也好，现在都看不到，是吗？


⻩骥：现在年轻⼈已经没有特别想要去看这些（中国）作品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他们已

经找到了⾃⼰的模仿对象。⾃⼰已经可以拍的话，不会特别想去看这些⽚⼦。


秋⼭：还不如看国外的、时髦的作品。


⻩骥：对对。还有⼀个是，⼤家已经有⼀个印象就是觉得拍那样的东⻄拍得再好也没有⽤。


秋⼭：这为什么呢？


⻩骥：因为就算拍得那么好也有可能不能放呀，通不过审查。


Victor Fan：其实我听你们说这番话，觉得很感慨。今年我在⿅特丹的时候，看了《蜻蜓之眼》，然后在柏林
看了《⼤象席地⽽坐》。我们发觉就是你刚才说的⼀个问题：有⼀些画⾯拍得很好的东⻄，欧洲的观众很多时

候都会觉得很美。但是站起来⿎掌好像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终于可以拍出像这样的电影了。


⼤塚：是的，但其实有⼀个⽭盾也⼀直存在。⽐如海外的电影节他们也要考虑观众。欧美⼈傾向看逻辑性⽐较

强、情感外露，节奏也快的⽚⼦。亚洲的⽚⼦节奏慢，暧昧情感表达⽐较多。那他们看这些亚洲的⽚⼦的时

候，有⼀点差异，完全不太了解。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中国的独⽴电影越来越像欧洲的⽚⼦——（这类
作品的假设是）欧洲⼈会看得懂的，会直接感受到的，通过画⾯⻛格要让观众看懂。另外⼀⽅⾯呢，现在年轻

导演也想去国外电影节。他们也会研究今年是什么样的中国⽚⼦参加，然后会认为“啊，这种⽚⼦获奖了，我
们可以模仿这样的电影参加电影节”。


⻩浩威：不过像这样的现象出现之前，张艺谋那帮导演在推⾃⼰的⽚⼦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在说他们其实投

其所好，就是从东⽅主义的⻆度来猎奇拍摄，他们所呈现的中国图像是给欧洲观众看的。我觉得，时过境迁，

这个语境已经改变了。现在提到技术的便利，还有年轻⼀代导演他们在接受国外的信息，所以他们的美学以及

素养与上代⼈完全不⼀样的。第五代导演的包袱、世界观，肯定是跟80后、90后、00后等等是不⼀样的。也
许这中间存在着⻩骥所提到的⼀个断层。但⽆论何者都逃不 审查的问题，这促使我们去思考体制的问题。我

们不妨去回顾早期中国独⽴电影的⽣成，它的整个⽣态。像《流浪北京》，导演吴⽂光如果当时没有央视的团

队帮他的话，他可能是拍不了⽚⼦的。甚⾄我们回到张艺谋的《活着》，或者其他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早期的

电影中的反体制的议题，其中有不少浩⼤的场⾯，包括《活着》国共内战那场，军队⼈数⾮常的震撼，这么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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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如果没有国家机关的动员，⽚⼦是不可能拍得成的。张艺谋要调动国家资源，肯定要有办法去⾛

关系。所以所谓的独⽴，它到底独⽴到什么程度，⽽⼀个制作团队需要去靠国家体制借⽤多少资源，包括早期

的吴⽂光他们，受益于体制的⽅便等问题,都必须是我们思考和界定中国独⽴电影的背景。


秋⼭：在中国，你⽣活在这个⼟地⾥，党国离不 的。


吉川：“独⽴”有多层⾯的意思，其中⼀个是从技术独⽴，另⼀个是从系统独⽴，还有像⾃由思考的那种独⽴。
你们刚才讲过的内容都有这些意思。有时候这些层⾯混在⼀起。刚才秋⼭⽼师提及灰⾊地带，也就是说虽然思

想独⽴，不过因为技术上的原因离不 那些团队，所以不能完全独⽴，这样就是“灰⾊”地带了。


⻩骥：对，还有制作经费上的独⽴，以及电影教育系统的独⽴。


⼤塚：我觉得海外的⼈看中国独⽴电影时，只看到现代的东⻄，只跟⼤师们的⽚⼦⽐较，看不到独⽴的“来源”
在哪⾥。所以我感觉，⼤家已经不是那么在意中国电影独⽴性的来源。独⽴电影 始的部分才可以说是真正的

独⽴，就是吴⽂光导演出现的时候。


⻩浩威：是，我也觉得。就是，可能是从那个时候 始，⼀直到2010年代，这正好是中国独⽴电影很⽕的年
代。不过这个时代可能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之后可能⽐较流⾏中国的其它种类的电影。就是说，后独⽴电影出

现了。


⼤塚：对，这样考虑的话，我觉得独⽴电影时代中⼼的⼈，都是70年代出⽣的导演。或者60年代后半出⽣
的。有⼀些导演们还有独⽴的精神，现在还有⼏位在做独⽴电影的。我感觉从80后 始，新⼈们接触了新技术

和电影制作⽅式后，独⽴精神的概念突然变⼤了。


⻩骥：对，80后，像我是84年的嘛。然后我18岁的时候是2002年。中国如果要说他的巨变的话，就是从89
年，⼀次很⼤的变化，然后还有92年南巡讲话。80年代出⽣的⼈的成⻓过程⾥⾯，经历了中国发⽣的巨⼤变
化，我们不再只从单⼀的⻆度去看东⻄了，也不会单⼀地去定义某个概念了。


⼤塚： 近国内的独⽴电影影展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爱看中国独⽴电影的⼤部分国内观众，只会先看国外获过

奖的、但国内没机会看到的那些⽚⼦，所以观众的选择范围⽐较⼩。如果在海外有⼈说“中国独⽴电影的时代
结束了”这句话，那这些本来就⼩众的国内观众也不会在意看中国独⽴电影，更不会去思考和关注来源了。


⻩浩威：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妨回到中国⽂学80年代寻根运动时期去考虑。韩少功有篇⽂章叫做《⾛向世界还
是与世界接轨》。“与世界接轨”这个概念在中国80、90年代特别普遍。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导演来说，所
谓的独⽴精神其含义也许已经变质了，甚⾄不重要了。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得：“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的
⼀部分，跟世界接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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