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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 这 篇 ⽂ 章 中 ， 现属⼭形国 际纪录片 电 影 节 东 京事务局、
CINEMATRIX公司代表的⽮野和之回顾了⼭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展映中国纪录片的历史。19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在寻找亚洲纪录
片⼒量的初⽣的⼭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与田壮壮、吴⽂光等中国导
演相遇。1991年，受⼭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邀请，吴⽂光在⼭形放
映了《流浪北京》，并将自⼰在⼭形的所见所闻带回了中国，中国
纪录片由此兴起。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录片在⼭形上映并获
奖。在这些作品丰富了⼭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展映内容与⽂化的
同时，⼭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也在持续影响着这些纪录片创作者以
及他们日后的创作。⽮野和之还提到，虽然在21世纪初这些在⼭形
获奖的纪录片在中国难以公映，但满怀热情的中国创作者和观众们
还是通过咖啡馆放映、独立电影节等渠道传播着影片。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独立电影节和独立放映迫于当局压⼒⽽取消；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被迫出⾛海外。但
⽮野和之仍然相信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可以凭借多种多样的⽅式坚持创作，并继续为⼭形国际纪录
片电影节带来⼒量。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Yano Kazuyuki, representative of CINEMATRIX, the Tokyo office of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YIDFF), revisits the exhibition history of Chinese 
documentary in Yamagata.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90s, directors like Tian Zhuangzhuang and 
Wu Wenguang came into the sight of a newfound Yamagata Festival, hungry for documentary films in 
Asia. Wu Wenguang was invited to show Bumming in Beijing in 1991 and took his experience back to 
China with him, initiating a groundswell of documentary filmmaking. More and more films have been 
screened and awarded in Yamagata since then, establishing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mmakers 
and festival. Yano also mentions that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awarded films during the early aughts 
cannot be officially released in China, passionate filmmakers and audiences have managed to circulate 
the films within café screenings and independent festivals. In recent years, even those venues had to close 
down due to pressur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many filmmakers had to relocate and operate abroad. But 
Yano continues to believe in the ingenuity and perseverance of Chinese documentary auteu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YID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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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在⾹港电影节上第⼀次看到吴⽂光的《流浪北京》。中国也能诞⽣出这样的纪录⽚了吗？我感到不
可遏制的震惊。这是⼀部以个⼈视⾓描述天安门事件后亲朋好友们思想动摇的作品，正是⼭形国际纪录⽚电影
节所需要的那种“纪录⽚”。

始于1989年的⼭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作为亚洲的第⼀个纪录⽚电影节，⾮常期待来⾃亚洲各地的作品。然⽽，
从中国等地来参赛的作品，⽐如介绍书法之类的，⼏乎都是⽂化电影[ ]以及观光电影。竞赛单元规定参赛作品1

只能为胶⽚电影可能也是其中⼀个原因。于是我⼀边思索为什么亚洲会⽆法出产纪录⽚，⼀边召集电影作者们
举办了“亚洲研讨会”[ ]。当时，我们想过邀请中国导演⽥壮壮，他的《盗马贼》、《猎场札撒》等作品虽然是2

剧情⽚，却尖锐⽽深刻地切⼊了时代的核⼼。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纪录⽚的可能性，但是很遗憾⽥壮壮彼时
因为与当局的⽭盾⽽未能来到⽇本（直到1993年，他终于作为竞赛单元的评委参加了⼭形国际纪录⽚电影
节）。在当年的研讨会上，我们发出了宣⾔，提出即使有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阻挠，亚洲各国作者在精神上已
经为制作纪录⽚做好了准备[ ]。其实，当时在韩国、菲律宾等地，已经有⽤录影(带)摄影机(video)或8毫⽶3

(8mm)摄影机制作反体制作品或个⼈纪录⽚的电影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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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亚洲研讨会” ©⼭形国际纪录⽚电影节

1989年在欢送会上念“亚洲宣⾔”的⼩川绅介导演和参与者们  ©⼭形国际纪录⽚电影节



我们⾮常想在竞赛单元之外介绍诸如此类的来⾃亚洲的作品，所以在1991年第⼆届⼭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上，
开办研讨会的同时，我们也收集并放映了包括录影带影像在内的许多亚洲制作的作品。那年夏天，吴⽂光受福
冈亚洲电影节的邀请来到⽇本[ ]。我们希望他来福冈以后能⼀直待到10⽉的⼭形电影节。为了让他的签证成功4

延期到⼭形举办的时节，我们下了不少功夫。最终他成功参加了电影节，我们也得以放映《流浪北京》（电影
节放映时的标题：《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在此期间，吴⽂光多次拜访了⼩川组（⼩川プロダクショ
ン）的⼯作室，见到了⼩川绅介，并感受到了他⾔谈之中的激情。与电影节创办密切相关的⼩川绅介⼗分关注
来⾃亚洲的电影创作者们，并期待与他们共同进⾏创作[ ]。在⼩川绅介1992年去世后，遵循他的遗志，我们在5

亚洲单元开设了“⼩川绅介奖”，旨在关注那些最具潜⼒的亚洲导演与作品。在1993年第三届⼭形国际纪录⽚电
影节上，吴⽂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得到了第⼀届⼩川绅介奖。

连续两次参加⼭形国际纪录⽚电影节的吴⽂光（在⼭形）如饥似渴地观看了许多（当时在）中国国内⽆法观看
的纪录⽚，听说回到中国后满腔热诚地向同⾏们传达了他的激动之情。1993年，他在第三届电影节上观看了竞
赛单元放映的美国导演弗雷德⾥克·怀斯曼的《动物园》、同时又观看了怀斯曼其他作品的录像作品后，受到
了新的冲击。之后他去美国时曾在怀斯曼的⼯作室长期逗留[ ]。6

以吴⽂光为先锋的中国纪录⽚中，许多作品以录影影像(video)的形式问世，在纪录⽚作者们的友⼈圈⼦⾥传
播。⼭形电影节于1995年放映了蒋樾的《彼岸》、段锦川的《⼋廓南街16号》，1999年放映了朱传明的《北京
弹匠》，2001年放映了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个》，2003年放映了仲华的《今年冬
天》等。这些作品是使得90年代到2000年代的亚洲单元丰富多彩的原因之⼀，同时它们也在电影爱好者之间得
到了稳步传播。

1997年李红的《回到凤凰桥》、2003年沙青的《在⼀起的时光》、2007年冯艳的《秉爱》和2011年顾桃的《⾬
果的假期》分别获得了当年度的⼩川绅介奖。

竞赛单元的选⽚⼯作由来⾃⼭形的⼯作⼈员和市民以及来⾃东京的⼯作⼈员和影评⼈组成的团队负责。这个团
队最多的时候有三⼗多⼈，现在有⼗⼈左右。与此相对的是，亚洲单元（即现在的“亚洲千波万波”单元）在当
时是由策划⼈（coordinator）负责搜寻、挑选作品，从1999年开始变成作品征集模式，由策划⼈和1⾄2名⼯作
⼈员共同选⽚。递交本影展的作品逐年递增，⽽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尽可能⾃由地、开放地选⽚，专注于作品本
⾝，⽽不拘泥于导演在中国的⽴场，或该作品有没有在其他电影节获奖。在作品征集阶段，例如2005年作为评
委参加竞赛单元的贾樟柯等、那些和纪录⽚导演们很亲近的剧情⽚导演，还有其他曾经来过⼭形的创作者们，
都亲⾃介绍、推荐了作品。这给了我们很⼤的帮助。

此外，1992年9⽉⾄2007年10⽉期间，⼭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主持着⼀份每年出版两期、共出版28期的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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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Box”(DocBox)的杂志（杂志分为⽇⽂版和英⽂版，部分内容可在电影节的官⽹浏览）[ ]。杂志的7

内容包括与电影作家的访谈，各地纪录⽚的制作情况以及电影节相关报道等。杂志第⼀期就收录了有关吴⽂光
的对⽂章。在此之后，这本杂志也时常刊登⼀些与中国相关的⽂章。⽐如中国纪录⽚的现状、历史，在云南等
地举办的电影节的情况，在中国出版的书的书评等等。话题各式各样，内容丰富。想必这些⽂章也促使⼈们关
注中国的纪录⽚，想观看相关作品，对它发⽣兴趣。

虽说90年代纪录⽚佳作辈出，但很难说这些作品都在中国得到了⼴泛的放映。虽然我曾怀疑过这些作品是否都
是⼀般⼈没有机会看到的、志向仅在于影展的作品，但我后来知道当时也有不少⼈⽤录像带播放影⽚，或者在
咖啡馆等空间放映作品。2004年冬天我去北京的时候，就亲眼见到了咖啡馆在放映电影。这场挤满了年轻⼈、
热情洋溢的放映会令我刮⽬相看。此后，中国各地的独⽴电影节相继诞⽣，创作者云集，并展开热烈讨论，这
些想必各位都⽿熟能详了。

从2001年开始，⼭形的竞赛单元不再局限于只接受胶⽚摄影的作品，也开始包含录像摄影的作品。在那些只能
通过录像的⽅法才能够完成的作品中，优秀作品也很多，⽽我们也想更多地关注这些作品。虽然在此之前，剧
情⽚导演张元与吴⽂光曾经的合作伙伴段锦川共同导演的作品《⼴场》（1995年上映）、张元的《疯狂英语》
（1999年上映）等胶⽚电影也曾在竞赛单元上映，但2003年王兵完全利⽤数字技术拍摄的《铁西区》还是令⼈
震惊。这部作品若⾮录像（摄影）⽆法完成的作品，其9⼩时的时长前⽆古⼈，虽由王兵单独拍摄完成，其境
界却异常⼴阔，这使得这部作品脱颖⽽出获得竞赛单元最⾼奖——罗伯特&弗朗西斯·弗拉哈迪奖。从此以后，
王兵得到世界的关注，许多作品也获得了外国资⾦的赞助，坚持不断地进⾏着创作。此后王兵再次凭借《和凤
鸣》[ ]、《死灵魂》分别于2007年和2019年得到影展最⾼⼤奖，三度问⿍，⼗分令⼈欣喜。8

把⼩川绅介的著作翻译成中⽂的冯艳也开始拍电影，她的第⼀部长⽚电影《长江之梦》，于1997年在⼭形放
映。之后她持续拍摄着长江沿岸的⼈们，包括《秉爱》[ ]。通过她翻译的书，中国、⾹港、台湾的许多创作者9

认识了⼩川绅介。因此，冯艳对这些创作者们可谓颇具影响。在吴⽂光创办的“民间记忆计划”中章梦奇也崭露
头⾓，2011年，在亚洲单元放映《⾃画像和三个⼥⼈》后，章梦奇开始在家乡的村⼦⾥拍摄47公⾥系列。2017
年，我们放映了《⾃画像：⽣于47公⾥》，2019年又在竞赛单元放映了《⾃画像：47公⾥之窗》。

最近，汇集诸多电影创作者、给⼤家提供热烈讨论电影的空间的中国国内的独⽴电影节迫于当局的压⼒不得不
取消。其实看过2017年⼭形国际纪录⽚电影节放映的王我的《没有电影的电影节》的话 ，就可以预测到这个10

情况。⽽且听说在咖啡馆等场所放映影⽚也开始变得不太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将活动据点移⾄海外的创作者
数量在不断增加。然⽽，即使如此，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通过中国国内外合作的⽅式在坚持活动。我认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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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在闭幕式上，1993年⼭形国际纪录⽚电影节 从左到右：Bob Connelly, Robin Anderson, Frederick Wiseman, 佐藤
真, Ulrich Seidl, Alexander Sokurov吴⽂光和Anand Patwardhan.  ©⼭形国际纪录⽚电影节



后创作者们还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展开创作，并希望未来在⼭形仍然能感受到中国纪录⽚的⼒量。

编者注释 

[ ] “⽂化电影”（⽇语“⽂化映画”），源⾃德语“Kulturfilm”。指与剧情⽚相对的、以提⾼⼈的知识和教养为⽬的⽽制作的电1

影。在战时以被写进“电影法”的形式被⽇本政府确⽴为⼀种电影类型。
[ ] 1989年的⾸届YIDFF召 了⼀个超过5⼩时的“亚洲研讨会”(Asia Symposium)，主办者邀请了来⾃东亚及东南亚的导演、2

评论家、学者以及其他电影专业⼈⼠参加（他们的经验并不仅限于纪录⽚制作）。研讨会由⼩川及⻢来⻄亚导演张建德
（Stephen Teo，后来他更加作为电影学者⽽为⼈所知）主持，参与者们为研讨会带来了关于他们各⾃国家及地区电影制
作的第⼀⼿资料，很显然他们彼此都急于了解各⾃电影⼯业等的发展状况，也渴望从同⾏那⾥得到⿎励。研讨会结束时所
提出的“亚洲宣⾔”其英⽂全⽂也可参⻅Teo, Stephen, Ken Erikawa, and Yano Kazuyuki, eds. 2007. Asia Symposium 
1989. Yamagata: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Organizing Committee.有关研讨会和宣⾔的意义，
也可以参阅 Akiyama, Tamako. 2019. “A Spark Beyond Time and Place : Ogawa Shinsuke and Asia.” In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61:0–19. 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a-spark-beyond-time-and-place-ogawa-shinsuke-and-
asia/；Ma Ran. 2017. “Asian Documentary Connections, Scale-Making, and the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YIDFF).” Transnational Cinemas, 1–17. https://doi.org/10.1080/20403526.2017.1379733.
[ ] 有关“宣⾔”，参⻅注解1的相关内容。3

[ ] 可以参考本期内容中吴⽂光的⻓⽂，“去⼭形的路”。4

[ ] 继承这个⼩川的构思，2007年⼭形影展策划⼈藤冈朝⼦发起了⼀次 “⽇中映画道场（⽇中电影营）”。关于此活动可以5

参考本期内容中Markus Nornes的报告“Time Traveling through Asian Documentary’s Pasts and Futures”。 此后，藤冈继
续展 邀请亚洲电影创作者的“道场”，其对象也扩⼤为台湾、泰国、新加波等。请参阅“⼭形国際ドキュメンタリー道場
（⼭形纪录⽚道场）(3)” https://www.reallocal.jp/73960

[ ] 可以参考本期内容中秋⼭珠⼦的短⽂ “点燃导⽕线的⽕苗”。6

[ ] 可以参考⼭形影展的DocBox官⽅⽹站https://www.yidff.jp/docbox/docbox-e.html7

[ ] 有关于本作品是如何通过字幕传达给⽇本观众的讨论，可以参⻅本期秋⼭珠⼦的论⽂ “囿于限制⽽⽣的⾃由——以《和8

凤鸣》的字幕制作为例”。

[ ] 可以参考本期内容中冯艳的⻓⽂ “相遇--⽇本、纪录⽚，那些⼈，那些事”。9

[ ] 这部作品放映年代与创作年代间隔两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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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电影节期间，⼭形观光中的吴⽂光（中央）和段锦川（其右后⽅） ©⼭形国际纪录⽚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