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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在酷⼉亚洲研究的脉络中，在“亚际参照（inter-Asia referencing）”和“弱势跨国主义（minor 
transnationalism）”理论框架下，聚焦中国⼤陆独立酷⼉影像⽣产及其在日本的跨国传播实践，分析
造成中国独立酷⼉影像，特别是酷⼉社区影像传播困境的原因，探讨中国独立酷⼉影像对日本酷⼉
⽂化潜在的参照意义，以及 “弱势跨国主义”在应对中日酷⼉社区影像⽂化交流中依赖西⽅中介及受
商业可⾏性限制等状况上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独立影像，中国独立酷⼉影像，亚际参照，弱势跨国主义，酷⼉影展，日本传播 

Abstract 

Situated in the context of Queer Asia Stud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duction of independent queer 
film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ir dissemination in Japan. Drawing on the critical concepts of ‘inter-Asia 
referencing’ and ‘minor transnationalism’, I investigate why it’s difficult to disseminate Chinese 
independent queer films in Japan, especially queer community works; discuss what kind of inter-
referencing Chinese independent queer films can offer Japanese queer culture; and then suggest the 
possibilities that minor transnationalism offers for dealing with these difficulties of dissemination, 
including the Euro-America-centrism which has dominated the cultural exchange of queer film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constraints on accepting queer community work due to the emphasis on the 
financial viability of film festivals. 

Keywords: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Chinese independent queer films, inter-Asia referencing, minor 
transnationalism, queer film festivals, dissemination in Japan 

伴随着酷⼉研究中的跨国转向，酷⼉跨国主义（queer transnationalism）成为“挑战美国中⼼主义，再进⼀步
解构美国引导全球性解放论述”的重要理论框架[‑ ]。在这个酷⼉知识⽣产去⻄⽅中⼼主义的脉络中，以“酷⼉区1
域主义（queer regionalism）”[‑ ]、“酷⼉亚洲作为⽅法（queer Asia as method）”[‑ ]等概念所代表的关注区域2 3
及跨区域间酷⼉⽂化实践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本⽂在酷⼉亚洲研究的脉络中，聚焦中国⼤陆独⽴酷⼉影像创

作，重新梳理中国独⽴酷⼉影像的历史。同时本⽂以中国独⽴酷⼉影像在⽇本的跨国传播实践作为“亚际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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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referencing）”的案例，分析其现实主义美学对⽇本酷⼉⽂化所具有的参照意义。通过探究造成中
国酷⼉社区影像在⽇本传播困境的原因，笔者指认以⻄⽅为中⼼的全球酷⼉⽂化政治阶序格局中亚洲的边缘位

置，并探讨同处边缘位置的中⽇酷⼉社区之间的“弱势跨国主义（minor transnationalism）”在酷⼉⽂化交流实
践中的可能性。


本⽂使⽤的“弱势跨国主义”概念由Francoise Lionnet和史书美(Shu-mei Shih)提出，不同于将跨国主义看作是
均质化⼒量（homogenizing force）的⻅解，这种从“弱势”视⻆提出的对跨国主义的思考，跳脱了对“主流-弱
势”之间“同化-对抗”的垂直关系式思维，从⽽强调横向关联(transversal movements)；⽽这类关联既包括弱势
和主流之间的横向关系，也包括绕过主流的弱势与弱势之间的边缘串联[‑ ]。笔者认为中⽇酷⼉社区之间的影像4
⽂化交流⻓久以来都依赖⻄⽅这个中⼼的中介，从⽽造成了中国酷⼉社区影像在⽇本传播的困境。本⽂要探讨

的，正是这种不穿越中⼼的、边缘与边缘之间⽔平流动式的弱势跨国模式在中⽇酷⼉社区之间影像⽂化交流实

践中的可能性。在亚洲研究的脉络中，这种对边缘与边缘之间横向关系的关照，呼应了陈光兴对“亚洲作为⽅
法”的表述：“透过亚洲视野的想象与中介，处于亚洲的各个社会能够重新 始相互看⻅，彼此成为参照点，转

化对于⾃身的认识”[‑ ]。⽽蔡明发（Chua Beng Huat）为描述近年来亚洲区域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中不5
断深化的相互参照⽽提出的“亚际参照”概念，挑战了历来“亚洲-欧美⽐较”中的等级体系[ ‑ ]。本⽂将中⽇酷⼉6
社区间的影像⽂化交流看作“亚际参照”的案例，在分析⽬前存在的负⾯参照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独⽴酷⼉影像
对⽇本酷⼉⽂化潜在的参照意义。


⼀、中国独⽴酷⼉影像的诞⽣与发展


在中国⼤陆学界，酷⼉理论的合法学术地位尚难说已获得承认[‑ ]，中国独⽴酷⼉影像也甚少得到学术关注。近7
年来，与中国独⽴酷⼉影像相关的论述在英语学术写作中持续涌现。卢克・罗宾逊（Luke Robinson）在其对
中国独⽴纪录⽚的研究中关注到近年来性少数主题作品的转变，即从以异性恋导演外部视⻆为主进⾏的创作到

涌现出更多更能体现酷⼉主体性的作品[‑ ]。包宏伟在回顾中国独⽴酷⼉影像的发展史时，也依据创作者的性身8
份，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是借⽤林松辉(Song Hwee Lim)的“胶⽚同志（celluloid comrades）”的概念来
指代酷⼉群体被异性恋导演再现的时期；其次是以崔⼦恩的“数码影像⾏动主义（digital video activism）”的
概念所指代的酷⼉主体⾃我再现的时期[‑ ]。这⾥包提出“酷⼉世代（queer generation）”概念，指涉第⼆个分9
期中创作酷⼉社区纪录⽚的导演群体[ ‑ ]。据笔者观察，导演的性身份认同基本与其影像创作的侧重点相⼀10
致，即异性恋导演的酷⼉影像创作更侧重其作为独⽴电影的艺术性，⽽酷⼉导演则更强调其创作作为酷⼉运动

⼿段的⾏动性[ ‑ ]。鉴于此，本⽂尝试以基于不同创作侧重点的身份来分类[ ‑ ]，除此之外还会再补充⼀类身11 12
份，即学⽣创作者。由此，笔者将中国独⽴酷⼉影像创作群体⼤致分为独⽴电影导演（艺术家）、酷⼉（社

区）创作者（活动家）和学⽣创作者三类，分别对应中国独⽴酷⼉影像中的三个类别：独⽴电影导演作品、酷

⼉社区创作和学⽣作品。这三种身份并⾮绝对对⽴，相互之间存在交叠，也是动态可变的，每个分类内部也存

在多样性。以酷⼉创作者的身份为例，Gareth Shaw和Xiaoling Zhang发现酷⼉创作者会允许其作品在⽹络免
费点播，他们以此种放弃版权的举动为依据推断酷⼉创作者在此刻⽐起艺术家的⻆⾊，可能更注重其作为活动

家的⻆⾊[‑ ]。本⽂对中国独⽴酷⼉影像的分类是在充分认识到上述身份的多样性和可变性的前提下，综合考13
量创作语境的策略性分类。


1.中国独⽴电影创作中的酷⼉题材影像 

1995年东京都会电视台（Tokyo Metropolitan Television，简称Tokyo MX TV）播放了3集系列纪录⽚《独⽴时
代・中国新世代映像作家的挑战》[ ‑ ]，张元在第3集《拍摄边缘⼈的边缘⼈：张元的挑战》中展现其⼀贯关14
注边缘的姿态，并预告了新作主题是中国新的禁忌，同性恋——这便是于次年问世的《东宫⻄宫》
（1996），中国第⼀部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就这样，作为需要被关注的边缘，同性恋进⼊了中国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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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镜头之内，⽽以性少数群体为主题的电影 始在独⽴电影中出现。此后，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还有

《谁⻅过野⽣动物的节⽇》（康峰，1998）和《男男⼥⼥》（刘冰鉴，1999），中国第⼀部关注跨性别⼥性
的纪录⽚《⾦星⼩姐》（张元，2000）、第⼀部⼥同性恋主题剧情⽚《今年夏天》（李⽟，2001）、以及第
⼀部⼥同性恋主题纪录⽚《盒⼦》（英未未，2001）也相继问世。


2000年以后，随着数码技术的普及，影像表达作为特权被电影制⽚⼚和电视台垄断的时代终结，越来越多的
独⽴影像创作 始涌现，其中不乏对性少数群体的关注。男同性恋题材的有《忘记她是他》（魏星，2001）
和《上海男孩》（陈苗，2002）；跨性别题材的有《唐唐》（张涵⼦，2004）、《⼈⾯桃花》（杜海滨，
2005）、《宝宝》（韩涛，2005）、《美美》（⾼天，2005）、《蝶变》（王逸⼈，2005）、《⾹平丽》
（蒋志，2005），主⼈公多是在舞厅、酒吧从事反串表演的艺⼈。⽽《莎莎》（刘波，2006）讲述的是⼀位
⼥同性恋流浪艺⼈的故事。这些在中国新纪录运动新的发展阶段中创作的纪录⽚延续着中国新纪录运动关注底

层的主题[ ‑ ]，但其关怀社会底层群体的视⻆多是⼀种源⾃外部的窥探，作为他者的性少数被⽣产成⼀种知15
识，呈现给充满好奇的主流观众[‑ ]。此后由独⽴电影导演创作的性少数主题影⽚在中国独⽴酷⼉影像中⽐重16
减少，具有代表性的有展现⼥性同性情欲的实验⽚《熊猫奶糖》（彭磊，2007）、讲述男同性恋情感世界的
《春⻛沉醉的夜晚》（娄烨，2009）、跨性别题材纪录⽚《姑奶奶》（邱炯炯，2010）和《⼆⽑》（贾⽟
川，2019）、讲述男性同性之爱的⽹络微电影《宅男电台》（程亮，2011）、描写少⼥之间情愫的《甜蜜18
岁》（何⽂超，2012）、展现跨性别变装表演情节的《舞厅》（胡笳，2013）、聚焦⼥同性恋者原⽣家庭问
题的《美丽》（周洲，2018）等。


2.酷⼉社区创作 

因受器材、技术以及资⾦所限，早期中国独⽴酷⼉影像中，性少数群体⼤多只是被拍摄的对象，性少数的经验

是被代⾔的。以记录中国性少数的历史为⽬的，于1996年制作完成的中国第⼀部性少数主题的纪录⽚《同
志》（王锋、吴春⽣）是个例外，该⽚采访了男⼥同性恋、跨性别及相关学者，并呈现了当时⼤陆同志社区景

象，为中国性少数群体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数码技术的普及，使性少数群体也 始变身为拍摄者，并17
逐渐成为中国独⽴酷⼉影像的主要⽣产者， 始利⽤影像进⾏⾃我呈现。


崔⼦恩和程裕苏是 早使⽤数码摄像机创作酷⼉剧情⽚的独⽴电影⼈，崔⼦恩的《旧约》（2001）、《夜
景》（2004）[ ‑ ]、《我如花似⽟的⼉⼦》（2007）等作品描绘了男性间的酷⼉情欲。《⽯头和那个娜娜》18
（2005）探索了⼥同性恋的情感世界。⽽程裕苏的《我们害怕》（2002）与《⽬的地，上海》（2002）则聚
焦了都市男同性恋的⽣态。⾸部由中国⼥同性恋拍摄的中国⼥同性恋主题纪录⽚《伤花》（ ⼦⽩，2006）
体现着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共同理解和团体参与[‑ ]。⽽《⼥⼈50分钟》（⽯头，2006）则记录了包括⼥19
性同性情欲在内的中国⼥性⽇常经验——作品采⽤涉身（embodied）性的拍摄⼿法[‑ ]，展现的是⼀种源⾃内20
部视⻆的⾃我讲述。此外还有聚焦男同性恋情感问题的剧情⽚《春歌》（孟诺，2007）、《爱回温》（彭陌
勰，2011），⼥同性恋⾃我呈现的爱情电影《链・爱》（夜奔，2014），跨性别⼥性亲⾃主演讲述⾃⼰⼼路
历程的剧情⽚《雪地⾥的新娘》（纪君，2009），描写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性之间奇妙互动的微电影《⿎
楼⻄》（范坡坡，2018）等等。其中，新⽣代社区导演⼤京持续创作的酷⼉短⽚[‑ ]，展现的是性少数社区中21
身份多样的普通⼈的⽇常⽣活。在这些影⽚中，主⼈公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奇观，活动空间也不再只是酒吧或表

演空间，在对⽇常的描绘中体现着主⼈公与制度性不平等进⾏协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随着中国酷⼉社区的成⻓和权利运动的发展，影像 始成为同志活动家社群建构和权利倡导的⼿段，被⼴泛应

⽤到运动记录及⾃我赋权等各个⽅⾯，因此也逐渐涌现出⼤量具有⾏动主义⾊彩的酷⼉影像。《⼥同性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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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2002）和《台北，彩虹之城》（范坡坡，2008）是导演参与境外同志活动时的记录。《我们要
结婚》（⽯头，2007）和《新前⻔⼤街》（范坡坡、郑凯贵，2009）则是对国内同志团体组织的同性婚姻平
权活动的记录[‑ ]。此外，回顾中国同志运动历史的影⽚也 始出现，其中包括回顾改⾰ 放30年来中国同性22
恋议题发展变化的《誌同志》（崔⼦恩，2008）、记录中国第⼀个酷⼉影展北京酷⼉影展⼗年历程的《我们
的故事—北京酷⼉影展⼗年游击战》（杨洋，2011）、讲述1995年北京世界妇⼥⼤会之后中国⼥同性恋权利
运动⼆⼗年历程的《我们在这⾥》（赵静、⽯头，2015），以及呈现上海酷⼉社群发展集体回忆的《上海酷
⼉》（陈想起，2019）等。不同于早期新纪录运动中惯⽤的观察式纪录⽚美学，参与式纪录⽚形式在这些纪
录⽚中被⼴泛应⽤。


随着酷⼉运动中影像运⽤的普及，中国涌现出了专⻔以影像创作为⾏动⼿段的酷⼉机构和项⽬。2007年酷⼉
视频播客“同志亦凡⼈”成⽴，该播客旨在以影像为⼿段推动社区发展。在制作众多期播客视频之余，该团体还
从事纪录⽚创作，他们的作品包括由其负责⼈魏建刚执导的《恋夕阳》（2009）、《同志她她她他他他》
（2010）、《⽣来同志》（2011）、《你如此坚强》（2012）等，主题涵盖⽼年男同性恋的性、同性恋扭转
治疗、校园恐同霸凌、中国同志运动等多个议题。该团体还积极与其他机构合作，联合出品纪录⽚。与中国版

《阴道独⽩》的演出团体“海狸社”联合出品的《来⾃阴道》（范坡坡，2013），记录了中国版《阴道独⽩》在
引进中国以后在全国各地 展的上演运动的状况；与以向中国LGBT群体及其亲友提供服务和⽀持为宗旨的“中
国同性恋亲友会”（成⽴于2008年）联合出品的《彩虹伴我⼼》（范坡坡，2012）和《彩虹⽼爸》（范坡坡，
2016），则都讲述了“同性恋亲友会”的⽗⺟志愿者们与其同性恋⼦⼥之间的故事。此外，该团体还出品了以⼥
同性恋残障⼈⼠为主题的《⻅怪不怪》（妖妖，2017）、双性恋⾃⽩的《双》（⻙婷婷，2017）等。


“同志亦凡⼈”于2012年成⽴“酷⼉⼤学纪录⽚训练营”，旨在培养更多的酷⼉影像创作者通过影像⼿段进⾏赋
权。该项⽬产出了《同志或直⼈》（刘⾔，2013）、《深度报道》（才旦、甄晨，2014）等⼤量微视频。其
资助制作的作品中，还有中国第⼀部讲述跨性别男性的纪录⽚《兄弟》（妖妖，2013）、聚焦农村男同性恋
⽣活的纪录⽚《⼩岳同志》（岳建波，2013）和《孟家诲银》（芦岭，2015）、同性恋者的⽗亲拍摄同性恋
家庭亲⼦关系的《威⻛爸爸》（威⻛爸爸，2016）等。


2008年，“中国酷⼉独⽴影像⼩组”成⽴，该⼩组除了举办“中国酷⼉独⽴影像巡回展”，也同时参与纪录⽚创
作，作品包括讲述性少数⼦⼥向家⼈出柜经验的《柜族》（范坡坡，2010）、聚焦酒吧反串舞者们悲喜的
《舞娘》（范坡坡，2011）等。2009年以⼥同性恋和双性恋为主要⽬标群体的“发现⾃我之旅酷⼉视频⼯作
坊”项⽬成⽴，“中国酷⼉独⽴影像⼩组”也加⼊⽀援，这个项⽬意在通过⼯作坊培训参与者以影像创作的⽅式
讲述⾃⼰的⽣命故事，留下性少数群体的记忆档案。⼯作坊产出视频故事百部以上，通过“中国酷⼉独⽴影像
巡回展”等放映，并通过⽹络进⾏点播，部分作品在“北京酷⼉影展”展映。


其他的影像训练项⽬还有⼥同性恋机构“同语”于2013年主办的“我们要发声”性别平等视频⼯作坊，以及“北京
Bitch⼩组”与“北京⼥同志中⼼”、“北京同志中⼼”于2014年联合主办的“双性恋故事⼯作坊”等，这些机构的产
出作品例如《当我们谈论双性恋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Stephanie，2013）、《关于胸部》（⼩⽻，
2013）、《姐是个娘1》（Bitty，2013）等也在“北京酷⼉影展”进⾏了展映。


在分析这些影像训练项⽬的创作时，谭佳提出“酷⼉⽣成之美学[‑ ]（aesthetics of queer becoming）”的概23
念，强调了这些影像创作实践对⾃我建构的介⼊性，指出影像创作本身成为现身（coming out）⾏动，在影像
创作过程中建构了身份认同和社区形构[‑ ]。涂建平（Stijn Deklerck）也指出这些社区创作对导演⾃身所处社24
会阶层“⾮主流性”的能动再现及对酷⼉社区内部边缘群体的关照，可被看作是对抗同性恋正统主义
（homonormativity）与实现⾃我赋权的⼿段[‑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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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影像机构以外，许多酷⼉组织也把影像作为实现组织宗旨的⼿段之⼀。如2007年成⽴的“粉⾊空间性
⽂化发展中⼼”（以下简称“粉⾊空间”），以推动⼴泛的⼥性受压迫者的普遍性权益为宗旨，组织者通过使⽤
影像记录⼥性经验，促成⼥性性权益的实现。其出品的作品有记录⼥性艾滋病患者临终⾃⽩的《宠⼉》（何⼩

培，2011）、拍摄⼥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缔结形式婚姻过程的《奇缘⼀⽣》（何⼩培、袁园，2012）等。[‑ ]
26

3.学⽣作品 

除了上述这些与同志运动紧密结合的酷⼉影像，近年来，学⽣作品也在中国独⽴酷⼉影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

⽐重。随着⼤学影视教育的普及和数码摄像机在校园的流⾏，性少数当事⼈及关注酷⼉议题的学⽣纷纷通过影

像创作对性议题进⾏探讨。这其中既有⾮影视制作专业学⽣的⾃主创作[ ‑ ]，也有《301的法则》（张迪，27
2004）、《阳春之春》（杨平道，2006）、《夏⽇时光》（陈洁，2010）、《花为眉》（张凡夕，2011）、
《夜》（周豪，2014）、《雀斑》（熊沈秋⽉，2016）、《粉⾊药丸》（谢晓珊，2017）、《茧》（梅俪
潆，2017）、《红裙下》（王凯旋，2018）、《⻢斯特⻉特》（陈佳洛，2019）等来⾃全国及海外各⼤⾼校
影视传媒专业学⽣的习作和毕业作品。栗宪庭电影学校的历届毕业⽣也创作出了众多酷⼉主题短⽚[‑ ]。在国28
内，虽然毕业作品选题并⾮完全⾃由，⼀部分影视制作专业的学⽣还是会选择在毕业进⼊商业创作之前，利⽤

学⽣阶段有限的创作⾃由，在毕业作品中挑战性少数题材。


近年来，中国独⽴酷⼉影像创作中的跨国实践也令⼈瞩⽬。既有国外导演以及旅居海外的中国导演在中国创作

的作品，如《⼗年后》（Jordan Schiele，2011）、《沉李》（徐⼩溪、Roberto F. Canuto，2017）、《炫
⽬上海滩》（Matthew Baren，2018）、《再⻅，南屏晚钟》（相梓，2019）、《出柜：中国LGBT的呐喊》
（房满满，2019）[‑ ]等，也有中国导演在旅居海外期间创作的作品[‑ ]。笔者认为，以基于 “弱势跨国主义”29 30
的“跨国电影（transnational cinema）”[‑ ]及“越境电影（border-crossing cinema）”[‑ ]视⻆来分析这些作品31 32
[‑ ]是有益的。
33

本节以创作者身份为分类依据，概述了中国独⽴酷⼉影像的发展动态。下节将聚焦这三类独⽴酷⼉影像在⽇本

的传播状况。


⼆、中国独⽴酷⼉影像在⽇本的传播状况


中国独⽴酷⼉影像作为独⽴电影和酷⼉主题这两者的交叉，在⽇本也主要通过关注中国独⽴电影的艺术影展和

酷⼉主题影展及放映会进⾏传播。本节将从⽇本的中国独⽴电影发⾏渠道和酷⼉主题电影发⾏渠道两个脉络概

述前述三类独⽴酷⼉影像在⽇本的传播状况。


关于中⽇两国电影交流的研究，多聚焦在战时⽇本在华电影政策[ ‑ ]及战后⽇本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 ]等⽅34 35
⾯，对⽇本在中国独⽴电影发展中所扮演的⻆⾊等也有相关论述[‑ ]，但鲜⻅与性和性别议题相关的中⽇电影36
交流的研究。关于酷⼉影像的跨区域交流，在知识⽣产领域中去⻄⽅中⼼主义的脉络下，谭佳以“亚太酷⼉电
影节联盟（Asia Pacific Queer Film Festival Alliance）”为例，在“亚际参照”理论框架下,论述了包括中国⼤陆
在内的亚太酷⼉电影节⽹络间的酷⼉影像交流实践的可能性及存在的不对等关系[‑ ]。同时，包宏伟提出“酷⼉37
全球南⽅（queer Global South）”概念，在“弱势跨国主义”理论框架下论述了在全球酷⼉⽂化政治阶序格局中
同处边缘位置的中国⼤陆与⾮洲之间基于个⼈和草根组织的酷⼉影像交流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在对抗处于中⼼

位置的⻄⽅霸权性的酷⼉跨国实践上的可能性[‑ ]。本节聚焦中国独⽴酷⼉影像在⽇本的传播状况，分析造成38
中国独⽴酷⼉影像，特别是酷⼉社区影像传播困境的原因，探讨中国独⽴酷⼉影像对⽇本酷⼉⽂化潜在的参照

意义，以及“弱势跨国主义”在应对中⽇酷⼉社区影像⽂化交流中依赖⻄⽅中介及受商业可⾏性限制等状况上所
展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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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独⽴电影在⽇发⾏渠道 

中国独⽴电影⾃诞⽣起就通过海外影展寻求发⾏渠道，⽇本便是重镇之⼀。⾃中国独⽴纪录⽚的 ⼭之作《流

浪北京: 后的梦想者》（吴⽂光，1990）于1991年在第5届“福冈亚洲电影节”[‑ ]和第2届“⼭形国际纪录⽚电39
影节”展映起，近30年间中国独⽴电影在⽇本获得⼴泛关注，在各⼤影展和艺术影院上映。福冈亚洲电影节、
⼭形国际纪录⽚电影节、Tokyo FILMeX国际电影节、东京中国独⽴电影展[‑ ]等艺术影展成为中国独⽴电影在40
⽇本主要的展映平台；同时，在东京国际电影节、⼤阪亚洲电影节、奈良国际电影节、座・⾼圆寺纪录⽚节等

影展中也有中国独⽴电影放映。随着⽇本学界对中国独⽴电影的关注，主题放映研讨会在明治学院⼤学、早稻

⽥⼤学、专修⼤学、⽴教⼤学、名古屋⼤学、神奈川⼤学等⾼校举办，学术放映也成为中国独⽴影像在⽇传播

的重要渠道。除影展和主题放映以外，张元、娄烨、贾樟柯、王兵、毕赣等独⽴导演的作品也得以在⽇本进⾏

商业发⾏，并在艺术影院上映。


性少数主题作为中国独⽴电影的⼀个题材，部分作品也通过上述发⾏渠道展映。张元的《东宫⻄宫》于1997
年第11届“福冈亚洲电影节”展映[‑ ]，通过⽇本电影公司东北新社发⾏，于1998年5⽉公映[‑ ]，并于次年1⽉41 42
以《Imperial Palace》之名发⾏VHS。康峰的《谁⻅过野⽣动物的节⽇》于1998年第12届“福冈亚洲电影节”展
映[‑ ]。娄烨的《春⻛沉醉的夜晚》不仅在2009年第10届“Tokyo FILMeX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还通过⽇本电43
影公司UPLINK发⾏，于2010年11⽉起在艺术影院全国上映[‑ ]。2013年第4届“东京中国独⽴电影展”放映了44
邱炯炯的《姑奶奶》，放映结束后还举⾏了与⽇本“亚洲酷⼉电影节”策展⼈的对谈，展现了影展对中国独⽴酷
⼉影像的关注。2014年周豪的学⽣作品《夜》⼊围第3届“奈良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并斩获 ⾼奖[‑ ]。201945
年周洲的导演处⼥作《美丽》⼊围第14届“⼤阪亚洲电影节”，展映两场[‑ ]。
46

在⽇本的艺术影展中展映的中国独⽴酷⼉影像多为独⽴电影导演创作和学⽣作品，⽽酷⼉社区创作未能获得展

映机会。⾸先，艺术影展注重影⽚的艺术性和导演的作者（auteur）性，这也是中国独⽴电影受到⽇本艺术影
展⻘睐的主要原因，⽽酷⼉社区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多为服务国内酷⼉社区，影⽚强调的是⾏动性和社群性，与

拥有职业及艺术⾃觉的独⽴电影导演相较，缺少在艺术影展中推⼴⾃⼰作品的企图⼼，从⽽较少向国外艺术影

展投稿。其次，国内独⽴影展选⽚标准与海外艺术影展趋同，相较于更专业的独⽴电影导演创作与学⽣作品，

酷⼉社区创作在国内的独⽴影展中获得的展映机会较少，从⽽难以进⼊参考国内独⽴影展的⽇本选⽚⼈的视

野。


2.酷⼉主题影展及相关放映活动 

⽐起注重艺术性和作者性的艺术影展，酷⼉主题影展是酷⼉影像的主要发⾏渠道。本节将概述中国独⽴酷⼉影

像在⽇本酷⼉主题影展及相关放映活动中的放映情况。


与主要靠作者投稿的艺术电影节不同，⽇本的酷⼉影展对海外影⽚多数依赖于策展⼈选⽚，投稿多数仅⾯向⽇

本作品。如彩虹绕东京（Rainbow Reel Tokyo）和关⻄酷⼉影展（Kansai Queer Film Festival）仅⾯向⽇本作
品进⾏投稿征集；亚洲酷⼉电影节（Asian Queer Film Festival）、⾹川彩虹电影节(Kagawa Rainbow Film 
Festival)和⼤须虹⾊电影节（Osu Rainbow Film Festival）的征⽚信息只有⽇语，征得的影⽚多为⽇本影⽚。
爱媛LGBT电影节(Ehime LGBT Film Festival) 、⻘森国际LGBT电影节(Aomori International LGBT Film 
Festival)、福冈彩虹电影节(Fukuoka Rainbow Film Festival)以及⼤阪学⽣Queer电影节（⼤阪学⽣Queer映画
祭）都属于策划展，不征⽚。


谭佳曾指出，许多亚洲观众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酷⼉⽂化和历史的知识通常通过欧洲和北美获得，经由⻄⽅国

际电影节进⼊其他亚洲国家观众视野仍是⽬前亚洲酷⼉电影的⼀个发⾏模式[‑ ]。由于中⽇酷⼉社区之间的交47
流合作尚不充分，中国酷⼉电影在⽇本酷⼉影展的流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部分影展在策展上展现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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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义的警惕，但在选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影⽚时，⽇本的酷⼉影展不可避免地会参照⻄⽅影

展的选⽚标准。2015年成⽴的“亚太酷⼉电影节联盟”即是为增进亚太各国酷⼉社区彼此之间直接交流合作、挑
战酷⼉⽂化中⻄⽅中⼼主义的⼀个尝试。


酷⼉社区主要集中在⼤都市，⽇本的酷⼉影展 早也主要集中在东京、⼤阪等城市。⽇本历史 悠久、规模

⼤的酷⼉影展是创办于1992年的东京国际⼥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电影影像节（Tokyo International Lesbian & 
Gay Film & Video Festival），于1998年更名为东京国际⼥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电影节（Tokyo International 
Lesbian & Gay Film Festival），并于2016年再度更名为“彩虹绕东京”。在该影展近30年的历史中展映的中国
影⽚仅有四部，均为独⽴电影导演创作和学⽣作品，分别是于1998年第7届展映的《东宫⻄宫》、2002年第11
届展映的《今年夏天》、2010年第19届展映的《春⻛沉醉的夜晚》以及2018年第27届于“亚太酷⼉电影节联盟
短⽚单元”中展映的由上海骄傲电影节推荐的《茧》。该影展历来参照⻄⽅影展选⽚，多放映在⻄⽅影展获得
关注的影⽚。前三部影⽚均在重要国际影展中收获好评，从⽽得到该影展的关注。


东京另⼀个重要的酷⼉影展是于2007年创办的⽇本亚洲酷⼉影像节（Asian Queer Film & Video Festival in 
Japan），影展隔年举办，于2009年第2届举办时更名为“亚洲酷⼉电影节”，到2013年举办4届后停办，是⽇本
唯⼀⼀个专注于展映亚洲地区或以亚洲为主题的酷⼉影⽚的影展。该影展是⽬前⽇本展映中国酷⼉影⽚ 多的

影展，共放映过三部⻓⽚和三部短⽚。2007年第1届在东京及之后在福冈的放映会上展映了《唐唐》，2011年
第3届展映了《熊猫奶糖》、《花为眉》和《新前⻔⼤街》，2013年第4届展映了《夏⽇时光》和《宅男电
台》，其中《新前⻔⼤街》是⽇本的酷⼉影展第⼀次展映中国酷⼉导演创作的影⽚，选⽚⼈则是通过第29届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关注到这部影⽚的[‑ ]。
48

在关⻄地区 重要的酷⼉影展是于2005年创办的关⻄酷⼉影展——该影展在⼤阪和京都两地举办，是⽇本第
⼀个以“酷⼉”命名的影展。选⽚强调主题的多样性与内容的酷⼉性，对本⼟影⽚及亚洲影⽚也有侧重。该影展
展映的中国影⽚有三部。2012年第7届放映了《我们的故事—北京酷⼉影展⼗年游击战》，⽽该影展是从当年
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单中关注到这部影⽚的。2016年该影展特别设⽴了“华语特集”，他们并没有通过⻄⽅影展
引介⽽是直接从2015年的北京酷⼉影展、⾹港同志影展和台湾国际酷⼉影展中选出了九部影⽚展映，其中，
⼤陆影⽚上映的是《我们在这⾥》和《舞厅》。影展选⽚关注到了中国酷⼉社区⾏动主义⾊彩的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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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地区还有2019年由⼤阪⼤学的学⽣组织的⼤阪学⽣Queer电影节。


200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本地⽅酷⼉社区的发展，酷⼉影展在东京、⼤阪以外的城市也纷纷出现，其中包
括在⾹川县⾼松市创办的⾹川彩虹电影节(始于2005年)、在⻘森县⻘森市创办的⻘森国际LGBT电影节(始于
2006年)、在爱媛县松⼭市举办的爱媛LGBT电影节(2011年⾄2016年)、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创办的⼤须虹⾊电影
节（始于2015年）以及在福冈县福冈市创办的福冈彩虹电影节(始于2016年)等。从影展命名多使⽤类似暗语的
“彩虹”可以看出，在对性少数歧视严重的地⽅城市，在举办影展以期提⾼性少数在社会中的可⻅度时，影展策
划者也悖论地采取了⼀种“不可⻅”的策略[‑ ]。据菅野优⾹的观察，这些地⽅影展与当地社区联系紧密，作为49
性少数主题影展，在强调性身份的同时，地域身份也是影展的⼀⼤要素。这些影展⾯临的 ⼤困难是资⾦问

题，它们通常需要依赖地⽅⾃治体等的补助⾦展 活动[‑ ]。这类影展规模较⼩，通常为1⽇活动，展映影⽚250
⾄5部左右。影展选⽚侧重本⼟，兼映国外影⽚，其中以欧美国家出品的影⽚居多。各级⾃治体虽未就展映影
⽚内容作出直接⼲涉，但影展的举办依赖于与当地社区的密切关系，⾃我审查不可避免，选⽚倾向保守态度。

在上述影展中展映的中国影⽚共有四部，分别是2011年第6届⻘森国际LGBT电影节放映的《春⻛沉醉的夜
晚》、2013年第3届爱媛LGBT电影节在关⻄酷⼉影展的协助下放映的《我们的故事—北京酷⼉影展⼗年游击
战》、2015年⾸届⼤须虹⾊电影节放映的《甜蜜18岁》和2018年福冈彩虹电影节展映当年“彩虹绕东京”的“亚
太酷⼉电影节联盟短⽚单元”时放映的《茧》。可以看出，地⽅影展选⽚存在仰赖东京和⼤阪的影展选⽚的情
况。不同于其他影展，⼤须虹⾊电影节的选⽚⼈中有中国成员，中国影⽚由其推荐[‑ ]。
51

不难看出，在中⽇酷⼉影像交流中中⽇作为边缘，经由⻄⽅这个中⼼的中介进⾏交流的状况显著。在上述⽇本

酷⼉主题影展中展映的中国影⽚，以独⽴电影导演作品居多，共8部，⽽酷⼉社区影像仅有3部。酷⼉社区影像
不仅在独⽴电影流通渠道中被边缘化，在酷⼉主题影展中也被边缘化。酷⼉影展存在的意义，本来是在于通过

影像展映来提⾼性少数可⻅度、发出性少数社区 真实的声⾳，但悖论的是，⽇本酷⼉影展上展现的却多是中

国性少数被代⾔的声⾳。


笔者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中⽇酷⼉社区之间交流不⾜。中国酷⼉导演因对⽇本酷⼉影展不了解

及语⾔障碍等实际问题，较之于投稿给⽇本，更倾向于向⻄⽅影展递交作品。与此同时，⽇本的酷⼉影展在选

择中国影⽚时也⼤多参照⻄⽅国际影展的选⽚。⻄⽅国际影展作为品位制定者和⽂化守⻔⼈，掌握着对艺术电

影认定的权⼒[ ‑ ]，⽽独⽴电影导演的作品更符合这些影展强调作者性及艺术电影美学的标准[ ‑ ]，⽐酷⼉社52 53
区作品有更多的展映机会，因此仅参照⻄⽅国际影展选⽚，能进⼊⽇本影展选⽚⼈视野的中国酷⼉社区影⽚⾮

常有限。


“亚太酷⼉电影节联盟”的影⽚推荐体制，推动了成员影展之间的直接交流，修正了主要由⽀配性的电影节系统
所主导的媒体流向[‑ ]。但对中国酷⼉社区影像的推介，该联盟其实未起到太⼤作⽤。北京酷⼉影展和上海骄54
傲电影节作为该联盟成员共享⼀个推荐名额，需从在两个影展均展映过的影⽚中进⾏选择[‑ ]。尽管北京酷⼉55
影展展映众多的酷⼉社区作品，但在上海骄傲电影节展映的中国作品仅限“中⽂短⽚竞赛单元”⼊围影⽚。该竞
赛单元设⽴“ 佳摄影”、“ 佳剪辑”、“ 佳⾳效与⾳乐”等技术奖项，显示其对制⽚质量的重视，⽽“ 佳剧

本”奖项的设置则体现了对剧情⽚的侧重。酷⼉社区影像中纪录⽚众多，且受制⽚质量标准所限通过该单元展
映数量极少，以致基本⽆缘推荐。近年来推荐的影⽚多为《粉⾊药丸》、《红裙下》等学⽣作品以及跨国创作

《沉李》等，均为“中⽂短⽚竞赛单元” ⾼奖项“ 佳影⽚”的⼊围及获奖影⽚。


⽽在新⾃由主义脉络下，经历了从基于社区的组织向企业型精英电影机构转型[‑ ]的商业化的酷⼉影展,需要协56
商财政可⾏性与再现酷⼉社区多样性之间的张⼒[‑ ]，电影成就(cinematic accomplishment)和社区多样性呈现57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ity diversity）之间的拉锯[‑ ]也使得特定影⽚较难⼊选。2013年笔者曾协助彩虹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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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东京试映北京酷⼉影展的中国酷⼉社区影⽚，但⽆⼀⼊选。出于影展财政可⾏性的考量，具备⼀定制⽚质量

和有票房预期的影⽚更有机会⼊选。


在⽇本的酷⼉影展中，不仅中国酷⼉社区影像被边缘化，对中国独⽴电影中的酷⼉再现，也存在⼀种简化的解

读倾向，往往被其观众建构为⼀种负⾯的参照。中国独⽴电影因其现实主义美学取向，相关影⽚多关照中国性

少数群体的⽣存困境，这种出于关怀底层、直⾯现实的艺术呈现⽅式可能被⽇本观众简化解读为中国性少数受

压抑的现实佐证。与此相对，笔触轻松欢快的娱乐作品却有可能成为标榜性少数⼈权先进的材料。福永⽞弥曾

以中国⼤陆影⽚《春⻛沉醉的夜晚》与台湾商业电影《明天记得爱上我》（陈骏霖，2013）为例，通过对⽐
⽹上影评，分析⽇本观众对两者截然不同的观看⽅式，后者被当做虚构的故事观看，⽽前者却被看作是中国⼤

陆压迫性现实的真实写照[‑ ]。除去独⽴电影与商业电影不同美学⻛格的影响外，影展对影⽚的介绍⽂也引导59
观众采取⼀种关联中国政治现实的观看⽅式。《东宫⻄宫》的介绍⽂在进⼊影⽚内容介绍前，先谈及这部影⽚

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时导演护照被北京政府扣留的⻛波，并严词抨击当时中国政府对⾔论⾃由和⼈权的打压及

不承认同性恋在中国存在的官⽅态度，这部分背景介绍的篇幅超过影⽚内容介绍[‑ ]。与此相似的是，《春⻛60
沉醉的夜晚》的介绍⽂中，⾸先提到的是导演娄烨因前作《颐和园》（2006）⽽被禁拍5年[‑ ]。制度性不平61
等是同志运动⽃争的⽬标，对它的暴露⾄关重要。《东宫⻄宫》揭露了同性恋议题被限制进⼊公共话语的社会

权⼒结构和阻碍性少数群体发展身份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 ]，《春⻛沉醉的夜晚》则展现了异性恋霸权压制62
性少数群体⽣存空间、将其逼⼊私领域的规训机制。不可否认，上述电影的⽣产历史背景是帮助解读这些价值

和意义的重要信息，但仅仅强化对中国当代政治背景的介绍，是⼀种偏向性明显的解读策略[‑ ]，影⽚的批判63
价值被遮蔽，仅仅被简化理解为⾼压威权对⼈权压迫的记录。这种基于对性少数再现⽅式及观看⽅式所建构出

来的等级阶序，混淆再现与现实之间的边界，很容易落⼊同性恋⺠族主义（homonationalism）陷阱，⽤本国
的商业化、消费主义式的主流化再现标榜先进性和优越性，同时将现实主义式的再现简化为单纯的性少数群体

被压抑的记录，从⽽将其建构成性少数⼈权落后国的参照。


在当今电视等主流媒体 始关注性少数议题的情况下，酷⼉影展存在的⼀个意义在于补⾜主流媒体对性少数的

过于单⼀的再现[‑ ]，但与主流媒体再现趋同的选⽚会弱化酷⼉影展这个功能。对伴随“LGBT热潮”在⽇本电视64
媒体涌现的迎合主流观众消费品味的性少数再现,以及充斥酷⼉影展的“遥远国度光鲜⼈物的故事”，关⻄酷⼉影
展表现出了反思。在2021年“国内作品竞赛”的征⽚启事中，影展组织⽅以这两种再现为参照，表现出了对关照
⽇本性少数社群现实作品的期待[‑ ]，在批判⽇本酷⼉⽂化中的⻄⽅中⼼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同时，转向了介⼊65
本⼟现实的影像再现⽅式。⽽中国独⽴酷⼉影像，不论是从外部视⻆关照性少数群体⽣存困境的独⽴电影导演

创作，还是从内部视⻆展现酷⼉社区多元主体在⽇常中与制度性不平等协商能动性的社区创作，历来都从不同

层⾯介⼊性少数社群现实，从⽽可以成为⽇本酷⼉⽂化反思⻄⽅中⼼主义和消费主义时的有效参照。在这个意

义上，中国独⽴酷⼉影像可以从前述⼈权落后国的负⾯参照转化为正⾯参照，发挥“亚际参照”的积极作⽤。


中国酷⼉社区影像虽在⽇本酷⼉影展中被边缘化，却在⽇本⾮商业性的性少数权益组织及学术机构等的相关主

题放映活动中获得了展映。这些主题放映活动规模可能不及影展，但受商业可⾏性的限制较少，更能关注性少

数现实议题。选⽚多源⾃⽇⽅选⽚⼈与中国酷⼉社区的直接交流，体现出基于个⼈和草根组织主体性和能动性

的“弱势跨国主义”在酷⼉⽂化跨国实践中的有效性。


2012年10⽉，配合杨洋来⽇本参加“关⻄酷⼉影展”，⽇本的性少数公益组织“Rainbow Action”在东京举办了
《我们的故事—北京酷⼉影展⼗年游击战》的主题放映活动，邀请杨洋与现场观众进⾏交流，向⽇本观众展现
了中国同志运动在对抗制度性不平等时表现出的能动性。


    2014年10⽉笔者所在的博⼠项⽬邀请崔⼦恩到东京⼤学演讲并放映其导演作品《誌同志》，这是⽇本的⼤
学第⼀次放映由中国酷⼉导演创作的独⽴酷⼉影像。配合崔⼦恩来东京，曾经参与关⻄酷⼉影展组织⼯作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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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弥借此机会创办了名为“中国×酷⼉×电影节”的放映会系列(此处略称CQF)，邀请崔⼦恩参加其导演作品
《夜景》的映后谈，同时放映了当年北京酷⼉影展展映的6部短⽚，分别是《⼗年后》、《来⾃阴道》以及来
⾃各个影像训练项⽬的《深度报道》、《当我们在谈论双性恋时我们在谈什么》、《姐是个娘1》、《关于胸
部》。福永⽞弥在北京留学期间，曾为2013年第6届“北京酷⼉影展”策划了“关⻄酷⼉影展精选”单元，热⼼于
推动中⽇酷⼉社区的交流，前述2016年“关⻄酷⼉影展华语特集”也由其策划。2015年3⽉，CQF举办了第2届
放映会，展映了第1届的7部影⽚及“粉⾊空间”出品的《宠⼉》。同年5⽉，CQF举办了“粉⾊空间”出品的《奇
缘⼀⽣》特别展映会。2016年12⽉，中⼭⼤学柯倩婷副教授来⽇本参加学术会议，因柯倩婷是中⽂版《阴道
独⽩》上演运动的早期参与者，CQF借机与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在东京和京都举办了《来⾃阴道》的主题放映活
动，邀请柯倩婷分享运动经验。“中国×酷⼉×电影节”从创办契机到举办⽅式，体现了弱势跨国实践的灵活性和
能动性。


崔⼦恩东京⼤学演讲 ©东京⼤学研究⽣院博⼠课程教育前沿课程 多元⽂化共⽣/综合式⼈类科学课程


崔⼦恩“中国×酷⼉×电影节”《夜景》映后谈 ©福永⽞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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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上旬名古屋⼤学超域⽂化社会中⼼举办题为“质询规范性边界：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性别、身体和
身份”的线上电影放映会和讨论会，线上展映了范坡坡的《彩虹伴我⼼》和《⿎楼⻄》，并举⾏了与范坡坡的
线上对谈和讨论，通过范坡坡在中德两国的创作经验探讨全球化语境中身份的复杂性，从形式到内容都可看作

是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的酷⼉⽂化跨国实践。


“弱势跨国主义”指出了以中⼼为参照建构边缘身份的弊端，强调了边缘位置之间的相互参照对弱势群体的意
义。在中⽇酷⼉影像交流中， 能从内部视⻆展现酷⼉主体性与能动性的中国独⽴酷⼉社区影像被边缘化便体

现了酷⼉影展依赖⻄⽅中⼼中介策展⽅式的不⾜。不可否认，边缘与边缘之间⽔平流动的⽂化交互⽅式，存在

被主流强势⽂化操作淹没的可能[‑ ]，但前述中国酷⼉社区影像在⽇本的传播路径展示了同处边缘的中⽇酷⼉66
社区之间基于个⼈和草根组织的弱势跨国实践的有效性，笔者乐⻅此种基于“弱势跨国主义”的合作能在今后推
动中⽇酷⼉社区之间交流的深化，通过彼此参照，认清⾃身不⾜，实现更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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