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遇（⽇本、纪录⽚，那些⼈，那些事）

Encounters (Japan, Documentary, Tho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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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这篇动情的叙述中，冯艳将自⼰的纪录片事业与日本电影⼈、电影⽂化圈相互交汇、得到创作灵
感并获得⼈⽣重要启发的缘分娓娓道来。从在她留学阶段引导她⾛上纪录片之路的导师般的⼈物野
中章弘开始，冯艳回忆了自⼰身兼导演、策展⼈（联络者）和翻译者等多重身份与中日纪录片交流
密切相关的数⼗年旅程。同时，凭借她令⼈惊叹的洞察⼒，冯艳也在某种看似日常、私⼈的讲述
中，深⼊浅出地介绍了数位日本前辈影⼈、纪录片⼯作者立⾜于自⼰的时代、从现场出发的理论与
⽅法论（小川绅介、⼟本典昭、菊池信之、佐藤真等⼈），并谈到这些理念如何与自⼰对纪录片的
理解形成了碰撞，并不断激励着自⼰进⾏勇敢探索。 

Abstract 

In her moving account, Feng Yan has shared with us how her documentary career has intricately 
intersected with the trajectories of Japanese filmmakers and the Japanese film culture scene, from which 
she has acquired lots of inspiration for both her life and work. Starting with her mentor, Nonaka 
Akihiko, who introduced her to the world of documentary while she was a PhD student at Kyoto 
University, Feng recalls her decades-long journey as a director, curator (coordinator) and translator 
apropos Sino-Japanese documentary ex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with admirable insight, Feng also 
introduc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several former Japanese filmmakers and documentarians 
(Ogawa Shinsuke, Tsuchimoto Noriaki, Kikuchi Nobuyuki, Sato Makoto and others) that are grounded 
in their own social context and location-based. And she talks about how these visions have illuminated 
her own understanding of documentary filmmaking and continued to inspire her practices. 

与冯艳本⽂ “相遇”有关的珍贵回忆与欢聚瞬间，已被CIFA整理为在线图库，配上双语图说，供读者在线阅览/
CIFA also presents a photo gallery of “Encounters” related to Feng Yan’s personal memories and 
moments of gathering throughout the years, captioned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相遇”图⽚线上展示（中⽂图说） 

https://www.chinaindiefilm.org/10100/?lang=zh-hans


Link to the photo gallery of Feng Yan’s “Encounters”
https://www.chinaindiefilm.org/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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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打电话来，希望我围绕着与⾃⼰有关的、中⽇间的纪录⽚⽂化交流，为新创刊的《华语独⽴影像观察》写

⼀篇稿。


我的纪录⽚之路，确实是从⽇本 始的。如果不是遇到那些⼈，那些事，可能我的⼈⽣，会是完全不同的样

态。那些给过我深刻影响的⼈，有的虽然从未谋⾯，有的只是擦肩⽽过，但他们却在我⼼底⾥切切实实地留下

了痕迹。他们如今或⽣或往，但从未在我⼼⾥消失过。我想写下与他们的相遇。


野中章弘[ ] 1

我第⼀次⻅野中，是在92年东京尼康沙⻰的⼀个图⽚摄影展，那时我还是⼀名学⽣。这个题为“亚洲之当下”的
摄影展是野中策划的，我去的⽬的是在这个摄影展中的影像论坛，为吴⽂光做翻译。


初次⻅⾯，野中给我的印象⼀点⼉也不伟⼤但却深刻：在熙攘的会场⾥他分 众⼈向我⾛来的时候，我以为他

伸出⼿来是要握⼿，却没想到他⼀把接过了我的⾏李。后来接触久了，我常听他说的就是：“很多⼈⼀起聚会
的时候，那些默默地斟酒端菜，在⼤家⾼谈阔论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洗碗收拾的⼈是 值得信任的。”之后很多
年，这成了我看⼈的标准之⼀。在我拍⽚的时候，这种观察⽅式也起了很⼤作⽤，那些往往被忽略了的存在，

总是会在剪辑的时候给我更多的思考。


当年野中 遗憾的，是在⽇本能看到的有关亚洲的图⽚和纪录影像不少，却鲜⻅亚洲⼈的⾃我表达。他的遗憾

和⼩川绅介有点像，但⼩川没有等到他带领亚洲电影⼈⼀起拍⽚的梦想实现就去世了，⽽野中却⽤⾏动影响了

⼀⼤批亚洲的年轻⼈，带领他们⾛上了纪录⽚之路。⽐如季丹和胡杰。那些年每次回国，野中都托我带⼀⼤堆

器材磁带之类的“给养”给他们，就像⼀个国际搬运⼯。我猜那些东⻄都是他⾃掏腰包的，⽽我⾃⼰也受了野中
的很多恩惠：⽐如我第⼀次接触纪录⽚，就是他带我去⼭形看的；我第⼀次带着录像机下去拍摄，是野中⽤⼀

天的时间教我基本构图以及怎么使⽤的。


野中是⽇本第⼀批⽤超8录像机拍摄纪录影像的⼈，⼤约在他策划那个影像论坛的时候就 始做这件事了。之

前他是⼀个图⽚摄影师，辗转于亚洲各地，拍摄了很多诸如泰国的艾滋病⼈、阿富汗内战、印度⽀那的难⺠、

埃塞俄⽐亚的饥荒、柬埔寨内乱等的图⽚。这些图⽚聚焦的都是那些⼤背景下的⼩⼈物，他们零零碎碎的⽣活

和喜怒哀乐。这倒也⾮常契合他的主张：“于⽆声处倾听，在⿊暗⾥凝视。”不过他拍摄的超8作品，与其说是
纪录⽚，更偏向于报道类的影像，这与他摄影记者的出身密切相关。


我永远记得我随野中拍⽚时看到的⼀张脸，这张脸是我决⼼拿起摄影机的契机之⼀。


那是在新疆，拍摄对象是研究哈萨克⽂化的历史学家苏北海。这个新疆历史研究界的传奇⼈物，命运多⾇，曾

经加⼊过国⺠党，⼜经历过10年的牢狱之灾，虽已80多岁⾼龄，却还在坚持⽥野调查，笔耕不辍。


苏北海的夫⼈，是⼀位异常安静寡⾔的⼥性。她的第⼀任丈夫是国⺠党⾼官，丈夫死后改嫁苏北海。在苏北海

⼊狱的那些年⾥，独⾃抚养⼥⼉⻓⼤。苏北海出狱后⼀⼼埋头学术，夫妻⼆⼈甚少交流，有时⼀天也说不上⼏

句话。她的脸上，永远是同⼀副表情，看不出变化，让⼈觉得她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孤独之⼈。


采访夫⼈那天，野中提前准备了提纲，我来进⾏翻译。提纲都是围绕着苏北海，我估计采访顶多⼀个⼩时就能

完成。但是，随着夫⼈的紧张慢慢消失，她的话语倾泻⽽出，却都是围绕着⾃⼰的故事。时间流逝，所答⾮

问，我⼏次欲把话题拉回，都被野中示意不要打断，以⾄于花费了整整⼀个下午。


采访结束的时候，夫⼈脸上所流露出的温柔表情，是我从未⻅过的。那是⻓期被压抑的欲望在倾诉后得到释放

的轻松。⼀瞬间，我被深深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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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野中拍的那个短⽚在技法上没多少创新，远不及他所拍摄的那些“决定性瞬间”有⼒量。但那个不知 终是

否被⽤到⽚中的夫⼈脸上的表情，却影响了我的⼈⽣选择，这也应该是野中没有想到的。


很多年后我知道了纪录⽚有⼀种功能叫“疗伤”，也知道了纪录⽚的拍摄过程，可以不仅仅是“掠夺”，还可以“给
与”。我庆幸在我拿起摄影机之前，野中就给我上了这⼀课。


野中现在⼏乎不拍⽚了。他在⼤学⾥教书，整天带着⼀群学⽣来来往往，有时候也带他们到北京来。我偶尔在

⽇本或北京⻅到他的时候，照样⼀边吃饭⼀边打哈哈，漫⽆边际地聊天，⼝⾥说着不着调的话，⼼⾥⾯爱恨交

加。与他的相遇，让我偏离了成为⼀名学者的轨道，过上了颠簸不定的⽣活。可这个选择，也让我知道了什么

叫丰盈和志得意满，让我在有限的⽣命⾥，透过他⼈的⼈⽣，获得更多感悟。


⼭形影展和⼩川绅介的《收割电影》 

我⾛上纪录⽚之路，也和⼭形影展脱不 ⼲系。1993年随野中去⼭形看⽚，是我和纪录⽚真正意义上的第⼀
次接触。《⿊⾊收获》(Black Harvest, 1992)[ ]、《兄弟的监护⼈》(Brother’s Keeper, 1992)、《动物园》2

(Zoo, 1993)、《俄罗斯挽歌》（The Elegy from Russia, 1993）……还有⼩川绅介的《三⾥塚·第⼆堡垒的⼈
们》。那些宁肯把⾃⼰绑在树上，也绝不放弃⼟地和家园的农⺠形象，深深打动和感染了我。⼀个星期⾥，从

早到晚坐在电影院⾥，⼼中不停地惊叹：怎么还有这样的电影？


⼭形之⾏，除了为我 拓了视野，还让我遇到了拿起摄影机的另⼀个契机——⼩川绅介的《收割电影——追求
纪录⽚中⾄⾼⽆上的幸福》。这是由影评⼈⼭根贞男主编的⼩川绅介演讲对话集，为纪念⼀年前过世的影展发

起⼈⼩川绅介，赶在了影展 幕前问世。


书中有⼀个红蜻蜓的故事，讲的是⼀个酒⻤⽼头，平时⾛路时都摇摇晃晃，但在割稻⼦的时候，只有他的腰上

落了⼀只红蜻蜓，⽽那些来帮忙的年轻⼒壮的学⽣们身上就没有。道理很简单：他⼲了⼏⼗年农活，腰很稳，

丝毫不晃。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吴⽂光、郝志强⼏个正好带着⾃⼰的作品来参加⼭形，我兴奋地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也⼀脸兴

奋：你快把这本书翻译了吧，我们也想读！郝志强还说他认识电影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帮助联系出版事宜。


虽然郝志强回国积极联系，但当时国内对纪录⽚的认知匮乏，这件事 终还是搁浅了。⼩川摄制组的制⽚伏屋

博雄知道此事后，认为把⼩川的思想介绍到亚洲⾮常有意义，随即联系了台湾的影评⼈焦雄屏，在焦雄屏及朱

天⽂等⼈的奔⾛下， 终于1995年，由台湾的远流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书名定为《⼩川绅介的世界——追求
纪录⽚中⾄⾼⽆上的幸福》。


⼀年的时间要翻译30多万字的内容。虽有热情，但我对纪录⽚和电影⼯业⼀⽆所知。现在想来，都惊讶于⾃⼰
当年的决定是多么“⽆畏”。好在，伟⼤的“说客”⼩川绅介的语⾔永远不会让⼈感到枯燥，即使是变作⽂字，也
还是那么栩栩如⽣，犹如⼩川就坐在⾯前，对你侃侃⽽谈：


“架起摄影机，⼀边和对⽅交流⼀边拍摄。不论是剧情⽚还是纪录⽚都是如此，你拍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
拍你和对⽅的关系。这⾥⾯有⽆穷的乐趣。根据⾃⼰努⼒的程度，对⽅的态度也相应地发⽣变化，⾃⼰与对⽅

的关系不停地发⽣变化，因此你永远也不会厌倦。”（《收割电影》）


⼀年的时间，我就这样沉浸在⼩川的“声⾳”⾥不能⾃拔。⼩川⾃⼰都说，听他讲电影永远⽐看电影有趣。确实
如此。他的语⾔充满了煽动性，他所描绘的那个纪录⽚的世界，宽⼴动⼈，充满了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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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元旦，我收到了⼩川夫⼈⽩⽯洋⼦寄来的贺卡：“我 ⾼兴的，是你说⼩川的语⾔即使译成了中⽂也⾮

常⽣动。请⼀定要把这份⽣动传达出来啊！是的，⼩川就是这样⼀个内⼼充满了⽣机的⼈。他的电影，⽐什么

都重要的，是鲜活的⽣命。这是他的⽬标，他为此⽽活……我多么想让你⻅到⽣前的⼩川……”


2007年的⼭形影展结束后，⼩川摄制组的副导演饭塚俊男亲⾃做向导，带着我们从中国来的⼀⾏⼈（包括作
者、影评⼈、制⽚⼈、影展策划⼈）去了当年他们拍电影的村⼦。


在牧野村，接待我们的，是当年邀请⼩川摄制组“到⼭形来看看”的农⺠诗⼈⽊村迪男。在五巴神社，饭塚和⽊
村回忆起《牧野村千年物语》中那个再现的五巴起义段落的拍摄。据说当时每晚参加拍摄的要250～300⼈，
除了3个衙⻔⾥的官员和那个念史志的⽼⼈是专业演员外，其余的演员，包括维持秩序的，全部是当地的村
⺠。那场戏⼀共拍摄了4天，每天从下午4点⼀直拍到12点，有时甚⾄是黎明。村⺠们⽩天下⽥劳动，夜晚赶
来拍戏，却丝毫不觉得⾟苦。


在⽊村迪男家，我们⻅到了另外5位曾参加过群演的⽼⼈。⼤家七嘴⼋⾆地讲起当时为了背台词伤透了脑筋，
笑谈“我们所有⼈都被⼩川蛊惑了”，形容拍戏的⽇⼦“就像过节⼀样”。还说第⼀剪出来的时候，很多⼈因为⾃
⼰没有在⽚中露脸还很不⽢⼼，要求⽆论如何也要把⾃⼰剪进去。


“五巴起义”是200多年前江户时代在牧野地区爆发的争取减租减息的农⺠暴动。这场暴动，遭到了官府的严酷
镇压。为了维护起义的正当性和保护⼤多数参与者，包括太郎右卫⻔和他两个⼉⼦在内的5个头领引咎⾃责，
被官府砍头。


⼩川在与内藤正敏的对谈中曾经说过，太郎右卫⻔其实是⼀个很有钱的村⻓，拥有⼤量⼟地，但他落难后却没

有⼀户农⺠愿意接收藩⾥拨下来的太郎右卫⻔⼤⼈的⼟地。⼏百年来，对冤魂的恐惧和愧疚⼀直埋藏在村⺠们

的内⼼深处。在他们的潜意识⾥，说不定⾃⼰的祖先是背叛了太郎右卫⻔⼤⼈才活下来的“叛徒”。正是因为这
种⼼情，他家的⽥地没⼈敢种，他家的⽼宅也因为“闹⻤”没⼈敢去，直到把⽼宅改建成了神社，5个断头的地
藏菩萨被供奉到神社⾥去，村⺠们仍然在每年的⼤年三⼗和正⽉初⼀这个喜庆的⽇⼦⾥，满怀敬畏地到神社⾥

去祭拜和祈祷。


⼩川说：“这些就是五巴这场戏的背景。这绝不是我们只去⼏天就能明⽩的，到底要花10年的时间。这是从许
多⼈⼝中蹦出来的话中，⼀点⼉⼀点⼉咀嚼出来的。⽽且也绝不是因为要把太郎右卫⻔⼤⼈的故事拍到电影⾥

去才明⽩的，⽽是在种稻以及做别的事的过程中，⼀点⼀点逐渐明⽩过来的。”


⽽今眼前的⼏位⽼⼈，他们的脸上，全然没有“也许是叛徒的后代”的愧疚，⽽是充满了⾃豪。与⼩川摄制组⼀
起拍电影的⽇⼦，是他们可以津津乐道⼀辈⼦的事。


我深深折服于⼩川的良苦⽤⼼。⾯对村⺠们⼼中的隐痛，他采⽤了再现这⼀ ⼈性的“治疗⽅式”。他不仅请村
⺠们来扮演⾃⼰的祖先，还发动他们参与到制⽚⼯作中来。在这场戏⾥，村⺠们不再是单纯的“被拍摄者”，⽽
是通过参与电影制作，把⾃⼰对太郎右卫⻔⼤⼈的情感揉⼊到电影中去，他们⼼中那种“没能和太郎右卫⻔⼤
⼈⼀起战⽃到 后”的愧疚，⼀点点地被“作为⼦孙的⾃豪感”所替代，并 终在镜头前得到释放。


不论何时何地，都和被拍摄者坚定地站在⼀起，⽤拍电影的⽅式帮他们找回尊严和⾃信，抚平伤⼝，并获得灵

魂的救赎。⼩川绅介的爱，表达得含蓄和不动声⾊，它是如此宽⼴，令⼈荡⽓回肠。


告别的时候，⽊村迪男为我们朗诵了他的诗《⽮尾部落》。这⾸诗他曾在⼩川绅介追悼会上朗诵过： 


⼴阔的河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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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散落在泥⼟中


野兽活着，⼈死去


⼈活着，野兽死了


⻜⻦创造的部落记忆


还新鲜地残留着


中国纪录⽚交流周和⼩川绅介、⼟本典昭回顾 

2007年底，朱⽇坤邀请我为下⼀届的纪录⽚交流周策划⼀个⼩川绅介回顾单元。那时简体中⽂版《收割电
影》刚刚在国内⾯世，⼩川绅介这个名字， 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知晓，想要看⽚的纪录⽚作者很多，但却

找不到资源。⽽放映独⽴电影的“中国纪录⽚交流周”也已经举办了四届。


2002年⼩川绅介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曾受邀去东京参加⼀个⼩川绅介研讨会，讨论的正是⼩川的纪录⽚对
亚洲的影响。那时候⻅过⼩川作品的版权所有者电影美学校的负责⼈松本正道先⽣。我曾问他，如今⼩川绅介

在亚洲的影响这么⼤，为什么不出版⼩川作品的DVD，使其作品被更多⼈看到呢？[ ]
3

我隐约记得松本当时给我的解释是：⼩川摄制组的作品，基本是通过众筹这种⽅式完成的。摄制组解散后，因

为留下了巨额债务，电影美学校以偿还⼀部分债务的⽅式获得了（部分？）版权和管理权，但还有⼀部分的债

务没有清偿。所以，在彻底解决版权问题之前，是⽆法进⾏发⾏的。


既然不可能买到⽚⼦，那只有放映这⼀个渠道了。如果能实现在国内的放映，对想看⼩川作品的⼈是⼀件⼗分

难得的好事。


始的时候，我们计划做4部。结果到了中途，朱⽇坤说：要不来⼀个全套的吧。


能够窥⻅⼩川作品的全貌，这固然是⼀件好事，但⽆疑也给我们的⼯作带来了巨⼤难度。到第⼆年的第5届交
流周举办只有半年的时间，联系版权、胶转磁、邀请嘉宾，这些虽然都得到了⼭形影展的藤冈朝⼦和滨治佳的

⼤⼒协助，但还有⼀个 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影⽚在北京放映需要中⽂字幕。


我们⼀共挑选了12部作品。除了⼩川导演的9部作品之外，还包括美国导演芭芭拉・汉默拍摄⼩川摄制组的
《奉献》(Devotion, 2000)，原⼩川摄制组副导演、脱离了⼩川摄制组之后独⾃在三⾥塚坚持拍摄的福⽥克彦
的《除草⼈的故事》，以及以饭塚俊男为主⼈公，由⼤泽未来、冈本和树两位⽇本年轻导演拍摄的《归乡——
和⼩川绅介⼀起度过的⽇⼦》。12部影⽚中，有3部⼩川作品是之前云之南影展做过放映并有中⽂字幕的，但
还有9部影⽚需要翻译，⽽且其中还有两部连⽂字脚本都没有。


那时候⼏乎是所有能⽤上的⼈都⽤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留学⽣前⽥佳孝承担了没有剧本的⽇⽂电影字幕的整

理⼯作；在⽇华⼈电影爱好者华春不仅从⽇⽂翻中⽂，还承担了影展⼿册的中译英的⼯作；后来⾃⼰创办了东

京中国独⽴电影节的中⼭⼤树、在⽇留学⽣胡冬⽵、季丹、我，都投⼊了字幕翻译的狂潮之中。


当时的交流周没有⼀分钱预算，所有⼈做的都是义务⼯作。但每⼀个⼈都像中了魔⼀样，⼼⽢情愿地“为了⼩
川（前⽥语）”⽽努⼒⼯作。字幕的⼯作量之⼤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记得直到影展的 后⼀⽇，《奉献》

才上好字幕，幸好沒有耽误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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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这些初次体验了集体制作的乐趣和伟⼤，并暨此向⼩川绅介致敬的狂热的⼩川粉相⽐，嘉宾们的反应则

要复杂得多，或许⽤百感交集来形容也不为过。


上野昂志说，他犹记得40年前第⼀次看《压制的森林》时，那从放映室四周的⿊幕间透过的阳光和其中腾浮的
尘埃。


福⽥克彦的夫⼈波多野雪枝讲述了⼀直作为副导演的福⽥，当年是如何想要成为导演，却⼀直没能得到⼩川的

认可，虽想脱离⼩川摄制组，但⾯对恩师⼩川绅介⼜张不 ⼝，苦恼不已。幸好当时⾃⼰作为福⽥的⼥友给他

建议，假装⽣病住院才得以离 。


饭塚俊男说起和⼩川绅介⼀起度过的岁⽉，他们的分离，他现在重看影⽚回想起的过往，仍然禁不住⽆语凝

噎。


纪录⽚是多段⼈⽣的重叠。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拍摄者和拍摄者之间，⽣命轨迹碰撞，有摩擦也有温暖和

不舍。


波多野送给我⼀本厚厚的福⽥克彦的著作《三⾥塚暗⾊⼟》。我曾与福⽥克彦有过⼀⾯之缘。97年我的第⼀部
作品《⻓江之梦》参加⼭形的时候，福⽥是亚洲新浪潮单元的评委。虽然知道他是⼩川的副导演，但碍于作者

和评委的关系，并没有进⾏交流，只在闭幕酒会上被伏屋制⽚介绍给他。等到策划⼩川回顾展的时候，才知道

他早在1998年54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这本书的腰封上印着：“深⼊挖掘机场建设反对⽃争35年历史深层的未完之书”。书是2001年出版的，也就是
福⽥克彦去世的3年后。福⽥68年25岁的时候加⼊⼩川摄制组，10年时间，⼏乎担任了⼩川三⾥塚系列所有作
品的副导演。离 后直到去世，20年⾥⼀直坚守在三⾥塚的⼟地上。除了影像，还⽤笔记录和研究三⾥塚的农
业和⽃争理论。他是在这本书的执笔过程中去世的。


芭芭拉在《奉献》的⽚尾字幕中说：“⼩川摄制组留下了18部电影和⼭形影展。在他们身后，还有⼏千万⽇元
的债务。在过去的30年间，500⼈借了840万给⼩川摄制组。” 


《奉献》通过对⼩川摄制组部分前成员的采访，挖掘集体制作⽅式背后的各种罅隙，呈现了芭芭拉对权⼒、性

别不平等以及理想主义的反思。但不可否认，⼩川绅介的电影，也让我们看到了集体制作的⼒量。在“边⽣活
边拍摄”的制作体制下，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拍摄者和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们相互碰撞，关系逐
渐成熟， 后发酵升华。在这种浓厚的⼈际关系中产⽣的影像，它本身所具有的能量，只能⽤“电影的魔⼒”来
形容。


继⼩川绅介回顾展之后，我们在09年的第六届中国纪录⽚交流周，⼜策划了⼟本典昭回顾单元，放映了⼟本导
演的《蒸汽⽕⻋驾驶助理》、《在路上》、《⽔俣病患者及其世界》、《不知⽕海》以及《⽔俣⽇记》的5部
作品。另外还加上了藤原敏史拍摄的，以⼟本为主⼈公的《电影就是记录⽣命——⼟本典昭的⼯作》。


关于⼟本典昭导演，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是2007年⼭形影展结束后，朝⼦带着云之南影展的郭
凈、易思成、杨昆、《姐姐》的导演胡新宇还有我，访问过位于东京的⼟本典昭⼯作室。我们在那⾥⻅到了他

收藏的⼤量剪报。⼀排排书架上整⻬地排列着的，是写着“地球环境”、“朝鲜⺠主主义共和国”、“⽔俣”以及“中
国”字样的⽂件夹。⼟本说，他收集了《朝⽇新闻》上⾃69年以来99%有关中国的报道，并把它们分为36个主
题，编辑为160册。我们还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了《⽑泽东选集》，以及他写的有关《⽭盾论》的学习笔记[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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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丝毫也不隐瞒他曾经加⼊过⽇本共产党并被捕过的事。他的中⽂阅读能⼒，还是在狱中读《⽭盾论》时习

得的。他 玩笑说他运⽓不好，是他先跟中国发⽣的联系，⼩川却被先介绍到中国了。


另⼀件事是2005年，云之南影展之后，我作为翻译随⼟本去⼴州的⼴东美术馆，参加第⼆届⼴州三年展上的“
⽇本纪录⽚⼤师⼟本典昭专题放映会”。当时正是《秉爱》的剪辑期间，我正在苦恼影⽚如何架构，因此向⼟
本请教。我记得⼟本当时问我：“怎么，你不把素材先按时间顺序剪⼀遍吗？”他说，只要你把素材按照时间顺
序剪⼀遍，结构⾃然就会浮现出来。果然，我按照这个⽅法做了之后，脉络⼀下⼦就清晰了。


后来，我在⼟本导演的著作《电影就是记录⽣命》这本书中读到这样⼀段话，使我更加理解了⼟本的话背后，

不仅仅是剪辑的技巧，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纪录⽚窃取他⼈的⼈⽣、肖像和语⾔，既然我们单⽅⾯地垄断着镜头、胶⽚、磁带等等这些物理性的武器，
我们就不可能和被拍摄者处于平等地位。更因为我们通过剪辑这⼀完全个⼈化的操作⽅式来制造出某种印象，

描绘出⼀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当我们⽤电影的⽅式来表述⼀个重⼤事件时，我们充其量也只是素材

的导演。正因为此，⼀直以来，我总是有意识地在剪辑的过程中，把拍摄的时间和镜头的顺序当作⼀个作家的

旅程的全部展现给观众。”


⼟本典昭和⼩川绅介⼀样，都是以对拍摄对象的持久关注⽽闻名。但与⼩川绅介的“边⽣活边拍摄”不同的，是
⼟本始终坚持⾃⼰“拍电影的外来者”的身份。⼀个⾮当事⼈的记录者，该如何向另外的⾮当事⼈的观众讲述他
⼈的故事？看⼟本典昭拍摄的⽔俣，给我印象 深的是那些患者的背影：《⽔俣病患者及其世界》中柱着拐杖

艰难穿⾏在柑橘林和闹市区的原渔⺠的背影，《不知⽕海》中海边少⼥伤⼼啜泣的背影，《⽔俣⽇记》⾥，在

喜纳昌吉的演唱会上，歌声中蹲在地上恸哭的男⼈的背影。⼟本典昭就是被这些⼈的背影引领着，在漫⻓的岁

⽉⾥完成了多达17部的⽔俣作品。同时，跟随在患者们身后的摄影机所拍摄到的，是⽣活在那⾥的⼈们眼中所
看到的⽔俣的世界。


担任多部⽔俣电影摄影师的⼤津幸四郎，在影展结束回国后，特意为《艺术与投资》杂志所设的“⼤师⼟本典
昭专栏”，写了⼀篇名为“⼟本典昭所⽣活的电影《⽔俣》的世界”的⽂章。在这⽂章的 后，他写道：


“在拍摄《⽔俣》电影的时候，⼟本经常告诫⼤家：不要妄想去做什么，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电影是需要预产
期的。作者就是⼀个接⽣婆，能做的只有祈祷顺产，需要的时候帮⼀点⼩忙。在⽔俣，我们在患者出现 多的

地区，住在渔⺠家的⽼房⼦⾥，吃着说不定已经被⽔银污染了的⻥，偶尔和村⺠们⼀起喝着烧酒，等待着有⼈

对我们说：愿不愿意来拍拍我⼥⼉，胎⼉性患者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按捺着期待已久、跃跃欲试的⼼

情，⼩⼼翼翼地提着摄影机到那个家⾥去。电影⼀点点成型，⽇⼦⼀点点成熟。”


⽇本录⾳界的叛逆者菊池信之 

我和菊池先⽣的缘分，说起来有些奇妙。07年《秉爱》在⼭形放映后，菊池和饭塚这两个⼩川摄制组的⽼友，
竟然为了这个⽚争吵起来。饭塚认为这个⽚中，秉爱和⼲部们在⼭上为宅地基吵架那场戏，录⾳明显没有做

好，声⾳全都破掉了，从这⼀点上来说，它是不合格的。


⽽菊池则认为：作者想表达什么才是 重要的。他喜欢这个⽚⼦，那点⼉缺陷⽆伤⼤雅，只要得到有能⼒之⼈

的帮助，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且他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他能解决。


这件事我是后来才听说的。饭塚的看法我早就知道，因为他看过⽚⼦之后就来找我专⻔说过这件事，⾮常诚恳

令我这个后辈⼼⽣感动，⽽那时候我跟菊池才刚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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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是⽇本录⾳界的前辈，他加⼊⼩川摄制组的时间虽然有点晚，但⼩川绅介的代表作《牧野村千年物语》是

他担任的录⾳。此外，他还跨剧情和纪录两个领域，与⻘⼭真治、河濑直美、阿巴斯等导演都有合作。


我⼗分清楚⾃⼰的拍摄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这个⽚⼦初剪之后，就有专业⼈⼠说过，那⼀段⼭上的声⾳有问

题， 好不⽤或少⽤。但因为我觉得那场戏⾮常重要，所以就没舍得剪掉。


⼭形放映的那⼀版是张阳（《三峡好⼈》的录⾳师）为我做的调⾳。当时预算和时间都⾮常有限，加起来只有

两天时间。张阳是做⾳乐出身，他的审美也和其他录⾳师不太相同。有时候声⾳不太糙的时候，他反⽽希望的

是更糙⼀些。他觉得⼩机器拍摄的东⻄很鲜活，这让我对他很有好感。


我们没有过多地在本来就没有达标的技术问题上纠结，况且张阳好像并没有把达不达标当作问题，甚⾄有些录

像机⾃带的噪⾳都没有刻意去掉。他反⽽关注⽚中那场村⺠⼤会段落的声⾳，当听说我根本没有录⾳，外接都

没有，只是机器⾃带的⻨克，就显得很惊讶的样⼦，说这个可以参考，以后像这种 会的场⾯，少⽤指向性⻨

克，多⽤⽴体环绕的。


我和张阳合作愉快，也觉得张阳不去碰的，肯定也是没办法的。因为他说过，⼈物说话的时候，背景⾥的杂⾳

很难去除，硬要去除的话，⼈的说话声也会变⾳。所以当菊池⽑遂⾃荐，拼命想要说服我重做声⾳的时候，我

其实是⼀头雾⽔，完全不知道这么破的素材还能如何补救。


和菊池的合作，前期基本是线上进⾏的，只有 后半个多⽉的时间我才到菊池东京的⼯作室和他⼀起⼯作。在

前期的⼤约半年的时间⾥，除了具体的素材问题之外，菊池跟我讲的，更多的是他对纪录⽚、对声⾳的理解和

思考。


菊池认为声⾳是电影中看不⻅的故事。即使是同样的声⾳，不同的⼈听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到底声⾳
是否作为⼀个独⽴的事物在发挥作⽤，很多时候我们都抱有疑问。说不定声⾳是被⼈的意识调律过的。”


他在拍摄现场，不仅会录同期声，也录下周围各种声⾳。混⾳的时候根据⼈物⼼理和剧情进⾏选择。也就是说

所谓现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们头脑中所构建的现实。他不认为这样会妨碍纪录⽚的真实：“画⾯中所存在的
声⾳，并不⼀定是真实的。如果画⾯中的声⾳妨碍了说话的核⼼，那就应该拿掉。重要的是作者如何看待⾯前

的这个现实。”


⼩川绅介在《收割电影》⾥多次提到“⽣理感觉”这个词，说他们⽚中稻⽥⾥的声⾳，⽔的声⾳，很多声⾳都是
他们在机房⾥做出来的，放映的时候，反⽽被农⺠说这声⾳太妙了，跟⾃⼰在⽥⾥感受到的⼀样。⼩川他们不

仅追求声⾳的质感，甚⾄使⽤显微镜拍摄稻⼦，可以说为了追求⽣理感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和菊池⼯作的过程中，被问得 多的是：你拍这个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包括⼭上的那个段落。当时⼭顶⻛很

⼤，秉爱被逼迫着必须做出选择。⽽我则不被允许拍摄，只好把录像机提在⼿⾥，对⾃⼰说：如果我不能拍

摄，我就没有站在这⾥的意义，镜头拍不好没关系，但⾄少也要把声⾳录上。当时我⼀边担⼼秉爱冲动之下做

出不利选择，⼀边担⼼⾃⼰的举⽌被⼈看出破绽，腿都在抖。当我把这种⼼情告诉菊池的时候，他说：既然如

此，那这个破掉的声⾳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好好利⽤。


混⾳⼯作结束后我们在东京进⾏了试映。菊池亲⼿调整了放映厅的⾳响。当模拟杜⽐的⾳效响起，我在⿊暗中

只觉得驰魂夺魄，为那声⾳中包含着的情绪和丰富的情感。


菊池为《秉爱》所做的⼯作，不仅仅是在技术上，更重要的是让我明⽩了什么是纪录⽚中的“声⾳表达”。选择
同期声录下的现实，还是你感受中的那个现实？作为⼀个作者，⾸先需要确认的，是⾃⼰想要表达和传递的是

什么。


 121



菊池笑称⾃⼰是⽇本“录⾳界的叛逆者”，他说的很多话，很多声⾳的处理⽅式，确实会让⼀些循规蹈矩的“匠
⼈”觉得离经叛道。可是对我来说，他却是那个为我打 了纪录⽚声⾳世界⼤⻔的、⼀个启蒙者。


2011年云之南影展在⼤理做了⼀个“中⽇电影道场”，请菊池作导师讲授纪录⽚的声⾳ 。菊池让⼤家分成⼩组5

拍摄短⽚，唯⼀的要求是不能使⽤同期声。回到⽇本后，菊池还发来邮件，解释这样做的理由：


“把影像中的同期声去掉，是指我们要多考虑影像的主旨，寻找适合它的声⾳。单独寻找声⾳，这不是说简单
地贴上同期之外的声⾳就可以了，⽽是要根据剪辑的主旨，影像的主旨，思考和寻找声⾳。不是寻找与影像匹

配的声⾳就够了，⽽是根据我们⽤影像来表达的事物，思考从声⾳的⻆度怎么去传达。


⼈的⾏动和意识是受周围环境所⽀配的。这个环境不只是拍摄时那⼀段有限的时间，⽽是需要我们从更⼴阔的

时间中准确地抽取出来。此外，我们的拍摄，不是拍摄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是努⼒拍摄蕴含在事物深处的东

⻄。这个蕴含在深处的东⻄，如果从声⾳的⻆度来思考会是什么样⼦呢？我后悔在道场的时候没有把这些意思

表达清楚……如果今后⼤家能在⾃⼰的作品⾥，或者是实验性的练习中，把这些装在脑⼦⾥进⾏实践，那么，
也许视野会更⼴阔些。”


在我的⼼⽬中，菊池不是⼀个单纯的“匠⼈”，⽽是电影声⾳的“思考者”。我⾄今犹记得在⼭形影展的⼤师班
上，菊池在具体讲述了⼀些器材的使⽤和声⾳的剪辑经验之后所说的话：“ 近由于器材的数字化，出现了很

多⾼⾳质的录⾳器材。于是，⼤家都争着来讨论哪种器材更好，⽽忘却了那些 根本的问题：⾃⼰的优势是什

么？对⾃⼰来说，什么才是 重要的？”  


“⽐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是和拍摄对象的关系，是所要拍摄的内容。只要这些有了，录⾳就可以不计。⽐如，
特别重要的语⾔被⻛声、汽⻋声盖过了。但是，如果你拍到了那个想要说这些重要的话的⼈的脸，那么，即使

是⻛声很⼤，汽⻋的噪⾳很强，观者也能从中感受到那个现场的份量。重要的是那个⼈，在那个时候，想要表

达些什么。是否能抓住这些，完全取决于你在现场的注意⼒有多集中。’声⾳’是存在于你的注意⼒中的。”


佐藤真和他的《纪录电影的地平线——为了批判地接受这个世界》 

在我的剪辑台上，放着⼀张佐藤真的照⽚。那是07年佐藤去世后不久，朝⼦带我去⼀个朋友的酒吧参加佐藤的
追思会时，为我向主⼈要来的。当时这张照⽚被很⼩⼼地摆放在吧台⼀个显眼的位置上。照⽚中的佐藤坐在桌

前，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佐藤去世前，我正计划翻译他的《纪录电影的地平线——为了批判地接受这个世界》。刚刚收到他同意授权中
⽂翻译版权的消息，就传来了他⾃杀的噩耗，我内⼼的震惊和受到的打击是不可⾔状的。


译书的起因是吕新⾬策划的⼀套丛书，她计划把国外有关纪录⽚的学术著作引进国内，托我寻找并翻译⽇本的

相关书籍。我在⽮野和之帮我采购并带回北京的⼀堆书中挑选并推荐了佐藤真的《纪录电影的地平线》。


8⽉20⽇，吕新⾬告诉我出版社通过了丛书的出版计划。21⽇，我给⽮野邮件，希望他帮忙联系佐藤。23⽇，
⽮野回信：因为佐藤⽣病联系不上，耽搁了两天，今天终于接到了佐藤电话，说很⾼兴他的书能在中国翻译出

版，并已跟⽇本的出版社凯⻛社的社⻓打过招呼。 26⽇，我给⽮野去信问佐藤邮箱，以便翻译时遇到问题可
以沟通。⽮野回信：佐藤因为⽣病⽆法看邮件。告诉了我佐藤的电话和传真。我回信：有问题尽量⾃⼰解决，

实在不明⽩再联系。然后就是那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前后只相隔两星期。


我不明⽩为什么能拍出《⽣活在阿贺》那样的影⽚，如明⽉秋⻛般温⽂尔雅的佐藤会患上抑郁症，更难以相信

他以那样激烈的⽅式结束⾃⼰。⽮野转来的讣报，字字触⽬惊⼼，令⼈⼼痛不已，不忍卒读：“2007年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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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20分左右，佐藤真先⽣去世。直接死因是全身摔伤，胸腹部多脏器破裂导致⼤量出⾎。佐藤真先⽣⽣
于1957年9⽉12⽇，享年49岁……”


回想起93年去⼭形看⽚时⻅到佐藤的情景，那也是我唯⼀⼀次⻅到他。在《⽣活在阿贺》放映后，我和吴⽂光
等⼈曾和他有过交流。我特别记忆深刻的是他讲到对⼩川绅介的崇拜，讲他拉⽚时，仔细到把⼩川影⽚的每⼀

个镜头的⻓短都做了记录，⽤来研究剪辑的节奏。他讲话语调柔和，⽬光真诚，没有丝毫虚势作伪，让⼈不由

⾃主地想要相信他、靠近他。我当时想：怪不得他拍的电影那么温暖，原来他就是这样⼀个⼈啊。


《纪录电影的地平线》分为上下两册，译成中⽂近50万字。09年我正式动⼿翻译时，压根⼉也没有想到这本
书的翻译完成，竟断断续续花费了10年时间。


那是我⾛上纪录⽚之路的第15个年头，或多或少，对纪录⽚的拍摄，有了⼀些经验和体会。但佐藤真的书，却
让我对纪录⽚的认识有了脱胎换⻣般的改变。


佐藤真认为“纪录⽚是⼀个电影作者，对这个难解的世界的私⼈透视图，是通过对拍摄成影像的事实碎⽚进⾏
重新架构组合⽽产⽣的“个⼈化”的虚构。”[ ]他不认为纪录⽚能通过语⾔来讲述现实世界，也不认为它能通过影6

像来客观地描述现实世界。因为“在纪录⽚的现场，不存在客观的事实或绝对的真实。”


“那些看似完全没有意识到摄影机存在的、⾮常⾃然的影像，也⼀定是因摄影机的闯⼊⽽发⽣了变化之后的现
实。”“电影中的登场⼈物，摆出⼀副没有意识到摄影机存在的样⼦，在摄影机⾯前扮演着⾃⼰的⻆⾊和⽇常⽣
活中的⾃⼰。演戏和真实⽣活（⽇常）的界限就是如此模糊。”[ ]
7

佐藤真认为真正的纪录⽚作者，“不会去做对事实进⾏验证的这类蠢事”，也不应把“揭示唯⼀的真实”作为⽬
的。“相反，吸引纪录⽚作者的，是罗列的事实越多，⽆法解释的疑团越深这⼀事实。描写未知事物的深度和
⼴度才是纪录⽚的真正⽬的。这就是我所思考的，纪录⽚对待事实和真实的基本⽴场。”[ ]
8

佐藤真丝毫也不隐瞒纪录⽚作者身上那“邪恶的犯罪意识”：“越是对被拍摄者不利的东⻄，拍摄者就越感兴
趣……如果没有这种邪恶的犯罪意识，就不可能进⾏批判和评论。这是⼀种罪恶深重的习性，那就是认为只有
善恶兼备，才能对⼈进⾏深⼊刻画。因此，所有的纪录⽚作者，不论他装出⼀副怎样的善⼈⾯孔，本质上都是

恶棍。”[ ]
9

“犯罪意识的第⼆点，就是指在这个排列组合的过程中，对拍摄对象所不愿意展现的东⻄进⾏描绘，或者是把
它们描绘成被摄者本⼈也不曾意识到的某种其他的东⻄，这就是剪辑中的恶意。”[ ]佐藤真断⾔：“电影是权⼒10

的产物。”


佐藤真的书，犹如⼀场⻛暴刮过，打碎了我头脑中纪录⽚的既成观念。它虽然围绕着纪录⽚展 论述，但同时

也随处可⻅对⼈性的刨析。我在拍摄、剪辑，以及⽇常⽣活的缝隙中，断断续续地拿起这本书，字斟句酌，在

反复推敲的翻译过程中，不断地和佐藤真对话。


因着这本书，我得以更好地理解了⼩川，理解了怀斯曼，理解了《全身⼩说家》中的井上光晴。佐藤真让我思

考什么是纪录⽚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拍摄。


“把影像和录⾳带中所记录下的事实⽚段，进⾏批判性的架构组合⽽制造出虚构，再⽤这个虚构来批判性地接
受⾯前的这个现实。这种影像表达的整体，就叫做纪录⽚。”


“纪录⽚作者要有从现实以及纪录了现实的影像中进⾏学习的姿态。如果拍了纪录⽚，看了反映现实的纪录影
像之后，拍摄者的思考⽅式和主张，与拍摄前没有任何变化，那还有什么必要去拍摄纪录⽚呢？纪录⽚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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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了解现实，彻底追究纪录影像的内涵，不断对⾃身的世界观进⾏反省的过程中所诞⽣‘的新的认识世界
的⽅式’。”[ ]
11

这个⾔辞犀利，⼀针⻅⾎，锋芒逼⼈的佐藤真，和我记忆中的佐藤截然不同。我所⻅过的那⼀个，谦和儒雅，

含蓄内敛，不⻅圭⻆。但正是这个⼤智若愚的⼈，拍出了《⽣活在阿贺》那样遇⻅未来的电影。


我望向桌⾯上的照⽚，照⽚中的佐藤真，永远在微笑，仿佛在说：“真实就隐藏在矮树丛中，它的数量，和⻅
过它的⼈⼀样多。”


野中常说：剧情⽚可以不计，但拍纪录⽚的，⼀定得是好⼈才⾏。什么是“纪录⽚好⼈”？我理解的好⼈的第⼀
要义，就是不论对⽅年龄、地位⾼下，都能真诚以待。秋⼭珠⼦读了我写的初稿后写来邮件：我很感谢你提到

菊池。他每逢⻅到我都说起“ 近冯艳如何如何”的话。他跟我说你现在的处境，拍⽚进展，还总是思考着你当
时所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的样⼦。


2005年从⼴州回来后不久，我收到了⼟本导演的信。信中附有⼀张照⽚，那是⼟本在映后与观众交流时，基
⼦夫⼈从台上往下拍摄的。照⽚上的每⼀个⼈都笑得⼗分 ⼼。⼟本写道：“感谢你对我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帮
助。与其说是翻译，你更像是⼀个组织者，因此⼩⽣才能安下⼼来畅所欲⾔。你看这些观众的脸，他们是被你

的话逗笑的。你把我的⼼情都翻译出来了……”


在我的⼼⽬中，⼩川、⼟本、⼤津、饭塚、福⽥、菊池、佐藤真，充满了⼈格魅⼒的他们，都是“纪录⽚好
⼈”。他们都具有“好⼈” 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对弱者的同情，对事物持久的关注，对真实的不懈追求，以及

不论顺境逆境都不放弃思考，真诚地活着。我怀着感恩的⼼情，写下了与他们的相遇。


编者注释 Editors’/Translator’s Notes 

[ ] 可以参⻅本期中收录的⼟屋昌明与野中章弘的访谈⽂章,其中野中也谈到与冯艳、季丹以及胡杰等⼈的关联与交往。1

[ ]本⽂中若⾮特别说明，所有附有英⽂的电影标题都是编者所加。2

[ ] 2016年6⽉ 始，⽇本国内 始陆续发⾏⼩川组(Ogawa Productions)作品的DVD（都附有英⽂字幕），有关发⾏的详情3

请参⻅⼭形国际纪录⽚影展(YIDFF)的⽹⻚告知(英⽂), https://www.yidff.jp/news/16/ex160309-e.html。

[ ]有关⼟本典昭与中国独⽴纪录⽚世界的缘分、尤其是他在参加昆明举办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前后的经历，可以参考4

本期中收⼊的⼟本典昭的回忆⽂字（译⽂），“Kunming, Yunnan: Where Documentaries Begin to Shine”。

[ ]作为呼应，也可以参考本期内容有Markus Nornes回忆2009年YIDFF⼭形古屋敷村道场的⽂章，“Time Traveling through 5

Asian Documentary’s Pasts and Futures”；冯艳并没有参加2009的那次道场活动。

[ ] 冯艳主要是作为回忆的⼀部分来引⽤⾃⼰的中⽂译⽂。我们这⾥考虑到部分读者的需要,适当地在此为这些引⾔补上佐藤6

真⽇语原著的⻚码标注。编者参考的版本是凯⻛社2001年的初版原著。这段佐藤真的引⽤出⾃于原著的21⻚。

[ ]原著27⻚。7

[ ]原著28⻚。8

[ ]原著32-33⻚。9

[ ]原著35⻚。10

[ ]原著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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