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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这篇群访中，李铁成采访了七名香港独立影像⼯作者，其中包括电影学者、独立纪录片作者、香
港独立电影节策展⼈和NGO“V-artivist”（影⾏者）部分成员等。⽂章以小川绅介的电影创作为核
⼼，从其制作纪录片的态度、影像风格、作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独立影像放映发⾏等层
面，探讨⼗年来小川对于香港独立纪录片，尤其是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影响。访谈以2008-2012年菜园
村事件为核⼼展开，⼒图根据七位受访者在独立电影创作和放映上的亲身经验，从不同角度反思小
川与香港独立纪录片的关系，呈现出香港与众不同的独立纪录图景。 

Abstract 

This is a compilation of interviews between Li Tiecheng and seven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lm workers, 
including film scholars,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directors, the curator of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and NGO members of ‘V-artivist’. Focusing on Shinsuke Ogawa’s film practice, the article 
discusses his influence on Hong Kong independent documentaries in the past decade, especially on social 
movement document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gawa’s attitude towards documentary production, 
his film sty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or and their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screening and 
distribution of independent films. 

导⾔

作者/访问者：李铁成 （LI Tiecheng）


如果从两岸三地的华语独⽴纪录⽚视野下回望，1990年初的中国⼤陆“新纪录⽚运动”和台湾在1987年解严后
社会运动纪录⽚的井喷式爆发，都为各⾃独⽴纪录⽚界培养了⼤批作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反观⾹港，

1980⾄1990年代正是⾹港电影⼯业的⻩⾦时代，1992年和1993年⾹港本⼟电影年产量甚⾄都超过了200部
[ ]，⼤⾏其道的商业⽚市场严重挤压了⾹港独⽴电影的⽣存空间，加之⾹港⽣活成本和拍摄成本居⾼不下，独1

⽴电影⼈⾯临着很⼤的⽣活和创作压⼒。近年⽐较活跃的独⽴作者之⼀的卢镇业在接受⾹港浸会⼤学吴国坤教

授专访时就曾坦⾔[ ]：“台湾和中国⼤陆的独⽴电影有⽐较⼴阔的空间，也给予了很多实践的机会给纪录⽚⼯作2

者，是很有活⼒的⼀群⼩众；⽽⾹港资本主义市场的⾊彩太浓，缺乏电影院、发⾏商和政府的进⼀步⽀持，窒

碍了独⽴电影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港独⽴纪录⽚相对⼤陆和台湾来讲虽然较早出现，但随后的发展⽐3

较缓慢。在⾹港独⽴纪录⽚中占⽐重 ⼤的当属反映社会变⾰和记录社会事件的社会运动纪录⽚，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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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菜园村事件（下⽂会详细介绍）起，越来越多社会运动纪录⽚涌现出来，改变了⾹港独⽴纪录⽚发
展的缓慢节奏。本⽂将通过对⼀些重要的⾹港纪录⽚作者、团体和电影节策展⼈的访谈，探究⽇本导演⼩川绅

介及⼩川组对于近年来⾹港社会运动纪录⽚的影响。


⾹港城市⼤学教授魏时煜在梳理⾹港独⽴纪录⽚的发展脉络时划分了五个时期[ ]，从1966年到1983年被看作4

是“社会运动⾼潮期”，“从六⼗年代中 始，围绕‘⼤学⽣活电影会’[ ]活动的⼀些年轻⼈ 始⽤超⼋和⼗六厘⽶5

摄影机拍摄实验短⽚，其中不乏纪录⽚” [ ]。恰恰是这些具有反思⼒和⾏动⼒的年轻作者们奠定了⾹港社会运6

动纪录⽚的基础。Ian Aitken 和 Michael Ingham 两位学者曾在《⾹港纪录⽚电影》⼀书中这样总结1970-80年
代：“这⼀时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培养了⼀种积极和强烈的独⽴精神，事后看来，这种精神可以⽤来界定未来
⼏⼗年的纪录⽚⻛格。” [ ]然⽽从当时纪录⽚所处的殖⺠政治环境来看，这种“独⽴精神”似乎也较少具有社会7

影响⼒。⽐如在1971年初知名的事件——保卫钓⻥岛事件中[ ]，罗卡和赵德克⽤16mm胶⽚拍摄了⼗五分钟的8

⿊⽩默⽚《⾹港保卫钓⻥台示威事件》[ ]，呈现⾹港年轻⼈在中环示威抗议⽇本侵占钓⻥台的运动，罗卡在回9

忆当年状况时称：“你根本没有机会拥有⼀个管道来发表，电视台当时的新闻都是倾向政府的，即是说把参加
六七暴动的⼈⼀律称为‘暴徒’、把⾃发搅社会运动的⼈也称为‘左仔’。因此⾹港较少有⽐较客观讨论、报道真
实、缺少有组织有观点的纪录⽚……” [ ]
10

这种情况在⾹港电台1978年 播《铿锵集》之后似乎有了⼀定改观。⾹港中⽂⼤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钥机教

授曾如此评价⾹港电台（简称“港台”）：“因为它是公营机构，不须时刻考虑⼴告收⼊的压⼒，于是有条件不
⽤把品味过度拉低以争取 ⼤量的听众观众；因为它有编辑⾃主权，不受⽼板的⼲扰⽽能纯粹从新闻原则出

发，于是可以站在⼤多数⼈的⽴场说话，不⽤担⼼‘政治不正确’……港台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准确客观的新闻
资讯及反映公众意⻅，⽽不是为政府政策护航。” [ ]⾹港电台1970年成⽴“公共事务电视部”（即现在的“电视11

部”），其中《铿锵集》这类主题先⾏的电视专题节⽬⼤多聚焦社会热点，每集时⻓20余分钟， 篇往往提出

⼀个问题，然后将多⽅的采访按照⼀定逻辑顺序穿插始终。《铿锵集》这⼀⼒图贴近⺠⽣、平衡报导、客观评

论的纪录形式获得了⼤众的⻘睐，直⾄今天仍⻓盛不衰。但另⼀⽅⾯这种模式也⻓期固化了⾹港观众对于“纪
录⽚”的理解。节⽬中，作者与⼈物的距离通常⽐较远，被拍对象更多地是通过访谈向观众直接表达⾃⼰的观
点，⽽⾮呈现其具体⽣活体验。另外所谓“客观”也⼤多基于访谈的多元化，作者轻易不会给出⾮常明确的⽴
场。但针对这⼀点，“录影⼒量”（下⽂将介绍）核⼼之⼀的⻨志恒就曾经批评：“他们（《铿锵集》，笔者
注）所谓的持平，东讲⼀些⻄讲⼀些，对的讲讲不对⼜讲讲， 后⼤家来想想啦。我们很讨厌这种所谓⽆⽴场

的做法，但其实他们有⽴场，这是⼀种中产阶级⽬光看社会的⽴场。那个真正的弱势只是讲‘我很穷’，然后就
让⼤学教授⾛出来讲他们怎么惨怎么穷，找代⾔⼈代替他们讲。” [ ]实际上，在⾯对为弱势群体发声的问题12

上，纪录⽚作者应该⼗分谨慎，因为如果没有深⼊了解被拍摄者的处境、⽂化和习性⽽简单代⾔，很容易会形

成“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学者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讲的那种危险状况，即⼤众所听到的声
⾳只不过是代⾔者认为被代⾔者应该有的声⾳⽽已，从⽽代⾔的⾏为⾮但没有使弱势群体发声，反⽽却令其消

声[ ]。
13

1990年初，随着数码拍摄技术的普及，社会运动纪录⽚的拍摄成本和技术⻔槛也不断下降，⼀些社运团体
始以录影录像作为核⼼⼿段 展活动，⽐如成⽴于1989年的“录影⼒量”。“录影⼒量是由蔡⽢铨和郑智雄等⼈
创⽴，⽮志推⼴使⽤录像媒体参与社会运动，⿎励⺠间的弱势社群争取发声权利，突破⼤众媒体被垄断的单⼀

论述。组织的活动包括提供资源及空间，推⼴私⼈或团体主持的录像⼯作坊，并举办放映及研讨会。‘录影⼒
量’的核⼼成员⼀直宣扬‘回到现场’（back to the scene）的概念，所谓‘现场’具体上指与不同⼩众平等交流，
⼀起⾛出⼀条融合个⼈⽣活、⼤⾃然和创作的艺术之路。” [ ]相对《铿锵集》，“录影⼒量”放下直接评论，更14

加注重对个体的关注，甚⾄成为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在著名的“⾦轮天台屋事件”中[ ]，郑智雄完成拍摄纪录15

⽚《⼤祸临头》（1995年，56分钟），影⽚展现政府在没有妥善安置的情况下宣布拆迁⾦轮⼤厦天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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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名居⺠因此上街示威争取⾃身权益的事件。该⽚被看作是“展示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协作反建制⽃争的范
本”[ ]，“导演在不断跟进事件的过程中，会把每天的情况剪辑出来，播放给居⺠看，⽽居⺠可以通过这个‘⾦16

轮电视台’的影像，了解到他们所正在参与的拍摄，与他们所接受的主流电视台的采访，有着天壤之别。” [ ]郑17

智雄在拍摄中⾮但没有回避⾃⼰的⽴场，反⽽会在居⺠被拘捕的时候⼤声质问、呵斥警察。蔡⽢铨也回忆说：

“始终在天台⽣活的⼈才对此议题有 深感受，所以当时‘录影⼒量’以参与者的⽴场介⼊，跟他们的位置必须保
持平等，‘录影⼒量’只是提供拍摄技术的⽀持，并向他们学习、了解他们的处境。因为亲身介⼊，感觉脉搏也
跟⼤家⼀起跳动。” [ ]魏时煜教授曾观察：“在《⼤祸临头》的有些⽚段中，⽇本纪录⽚⼤师⼩川绅介的抗暴纪18

录⽚的影响清晰可⻅。”[ ]⽽通过笔者的访问（⻅下⽂“影⾏者”的访谈）得知，“录影⼒量”当年的确受到⼩川19

绅介的影响，⽽蔡⽢铨也在教学中讲授⼩川的拍摄⼿法，继续影响了新⼀代的⾹港纪录⽚作者。


⾹港观众 早正式接触⼩川绅介应该是在1988年，他曾亲临⾹港，出席了第⼗⼆届⾹港国际电影节，当时放
映的是他1986年刚刚制作完成的⽚⻓222分钟的《牧野村千年物语》。这部影⽚是⼩川创作⽣涯的后期作品，
沉淀着他对于农⺠和⼟地的爱，并运⽤虚构和写实的⼿法交叉呈现，⽆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堪称经典。然⽽

当时的⾹港观众对于该⽚反应冷淡，已故的⾹港影评⼈和电影节策展⼈⻩爱玲曾坦⾔：“太空馆的放映厅 后

只剩下寥寥⼏⼈，主办者⾮常尴尬，倒是⼩川很 豁，还提议去喝咖啡，⼀帮⼈聊得很 ⼼。”[ ]⼩川辞世20

后，⾹港国际电影节也曾于2002年放映过⼩川和⼤陆第五代电影⼈彭⼩莲合拍⽚《满⼭红柿》，但此后⼩川
的影像在⾹港便鲜有所⻅了。⼩川真正被⼴⼤⾹港观众，尤其是纪录⽚作者深⼊认识是在“菜园村事件”之后。


2008⾄2009年，⾹港政府 始推⾏⼴深港⾼铁⾹港段计划，位于新界⽯岗的横台⼭菜园村（简称：菜园村）

正处在⾼铁设计线路上，在此居住数⼗年的村⺠以“不迁不拆”为⼝号展 抗议活动，2011年初，因⼟地重置没
有得到妥善解决，政府收地⽇⼜已到期，承建商与村⺠之间发⽣摩擦，政府多次出动警察收地引起暴⼒冲突
[ ]。这轮菜园村反⾼铁的全程被很多纪录⽚作者、⼀些缺乏拍摄经验的社会⼯作者与运动⽀持者们⽤摄影机纪21

录下来。


经历了菜园村反抗运动，⾹港独⽴电影NGO“影意志”的艺术总监崔允信也意识到⾹港纪录⽚作者的处境与当年
的⼩川绅介是何等相似，如果⽤⼩川的影像呼应⾹港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中纪录⽚作者们的创作，相⽐起抽象

的⽂字更能产⽣强烈的化学效果。于是“影意志”在2011年11⽉举办了⾹港独⽴电影节的延伸活动：“独⽴焦
点－⼩川绅介”，选取了横跨⼩川⼆⼗年创作⽣涯不同时期的七部影⽚，不仅有他早期短⽚《⻘年之海·四个函
授⽣的故事》（1966），还有反应牧野村农⺠⽇常⽣活的《牧野物语· 养蚕篇》（1977）和《牧野村千年物
语》（1986），更有三部三⾥冢系列的抗争纪录⽚[ ]。同时“影意志”还举办了两次座谈会，邀请冯艳、⻩爱22

玲、蔡⽢荃、陈彦楷和⾹港独⽴电影学者及策展⼈张铁樑，对⼩川的身份和社会运动纪录⽚进⾏深⼊地讨论。

这次回顾展反响极其热烈，⼏乎场场爆满，尤其对于正在纪录⽚实践中的作者们，更成为雪中送炭般的精神⻝

粮和创作养分。其中曾做过媒体记者的陈浩伦更反思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影⽚《稻⽶是如何

炼成的》，以此回应和致敬⼩川。


 “录影⼒量”从成⽴之初后不断壮⼤，到1990年末，其内部 始产⽣⼀些分歧，对于⼀些问题也曾进⾏很多讨

论和反思，⽐如获得政府艺术发展局的资助是否影响了创作的独⽴性、抗争⼈群之间的权⼒关系、⾃⼰的⾏为

及身份等等，详细讨论参⻅郑智雄的访谈[ ]和崔卫平教授的⽂章《录影⼒量——社会运动纪录⽚》[ ]，本⽂23 24

不再赘述。2007年从“录影⼒量”中分离出来的新的NGO团体“影⾏者”，他们也成为在菜园村事件中重要的记
录者。作为“影⾏者”中间⼒量的李维怡经历了两个团体的过度，从“录像⼒量”和“影⾏者”多年的拍摄活动以及
与前辈的交往中，她汲取了⼤量的纪录⽚经验，其中也包括⼩川绅介的拍摄经验，但这⾸先源⾃⼩川的⽂字⽽

⾮影像。由于⼩川的电影版权把控严格，DVD发⾏⼯作也进⾏得⽐较晚（2016年部分作品的DVD才得以在⽇
本发⾏），2011年前除了⾹港国际电影节寥寥⽆⼏的⼏次放映外，纪录⽚⼯作者和爱好者们基本没有渠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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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睹他的影像（尤其是三⾥冢系列），反⽽那本由冯艳翻译的《⼩川绅介的世界：追求纪录⽚中⾄⾼⽆上的

幸福》在1995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记载了⼩川绅介纪录⽚创作的⼤量理念和⼯作⼿记，⼀直⿎舞着⾹
港作者们探索前⾏[ ]。另⼀位受此影响的影⾏者成员陈彦楷（Benny）也称：“⼀直没有机会看到⼩川先⽣的25

影⽚，只有⼀本书”[ ]，他在菜园村事件中拍摄、剪接，与影⾏者和菜园村⽀持组制作完成的《铁怒沿线》三26

部曲，其中第三部《铁怒沿线：三⾕》曾获得2013年⽇本⼭形国际纪录⽚影展奖励赏。


本⽂写作的动⼒不仅来⾃于以上对于⼩川绅介与⾹港社会运动纪录⽚关系的观察，更源⾃对张铁樑的⼀次访问

以及对他的深切追念。


很清晰地记得我和铁樑第⼀次⻅⾯是在2009年，艾晓明⽼师带着她新⽚《我们的娃娃》来到⾹港中⽂⼤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做⼩型放映，活动结束后我和铁樑相互结识，得知两个⼈的名字中都有⼀个“铁”字，⽽且都在读
PhD，研究范围也很相近，简直⼀⻅如故。后来相⻅也⼤多是在⼀些影展、独⽴电影节和学术会议中，直到毕
业后，我们同其他⼏位朋友（应亮、⻩⽂海、曾⾦燕、彭姗）⼀起策划建⽴“中国独⽴纪录⽚研究会”，⼀同⼯
作、组织活动，也就更加熟悉起来。印象中的铁樑总是带着微笑，热诚、直率、谦卑、勤⼒，⽽⼜特别善良，

他对于两岸三地独⽴电影的贡献有⽬共睹，也是⼀位优秀的学者和策展⼈，尤其对于⼩川绅介电影的推⼴和与

⽇本⼭形国际电影节的交流互动更是⾮常难得的。他的英年早逝对于独⽴电影界⽆疑是⼀个巨⼤的损失。


2017年我在⼀个⽇本研究项⽬中对铁樑进⾏了⼀次访问，完成记录后并没有公 ，希望在这⾥可以与读

者共享铁樑⽣前对于⼩川绅介和⾹港纪录⽚的观察和理解。本⼈也根据他访问中的线索，依次采访了《稻⽶是

如何炼成的》（2012）的导演陈浩伦、影意志艺术总监崔允信、《乱世备忘》（2015）的导演陈梓桓，以及
“影⾏者”的三名成员：李维怡、张善怡和蔡咏彤。


借此⽂悼念张铁樑博⼠，愿他在天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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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李铁成（成）


受访者：张铁樑（铁樑）；陈浩伦（伦）；崔允信（崔）；陈梓桓（桓）；李维怡（维）；
张善怡（善）；蔡咏彤（彤）[‑ ]
1

 张铁樑 采访 （2017年5⽉23⽇，⾹港理⼯⼤学）

概要


张铁樑在课堂上初识⼩川绅介，并对他的拍⽚⼿法产⽣兴趣。据张的观察，⾹港社运⼈⼠对⼩川电影有⽐较⼤

的兴趣，他们主要借鉴⼩川的⽅法拍摄抗争议题的影⽚。他们也像⼩川⼀样，住在被拍摄对象附近，对其进⾏

⻓年的观察。受到⼩川影响的导演们在电影中融⼊⾃⼰对⼩川的思考，并发展出⾃⼰的⻛格和个⼈性。⼩川的

电影不仅启发导演们如何纪录⾬伞运动等抗争活动，更促进他们对纪录⽚本身进⾏思考。


Abstract

Cheung Tit-leung first encountered the works of Ogawa Shinsuke in the classroom and was drawn to his 
techniques. According to Cheung, Ogawa’s films have always garnered interests in the Hong Kong activist 
circle, whose members would make their own films inspired by his portrayal of social controversies and 
protests. Like Ogawa, these directors would live close to their subjects and observe them for years. We find 
in their films styles and individuality built upon dialogues with Ogawa. His films not only paved the way for 
filmmakers to document events like the Umbrella Movement, but also challenge their notions of 
documentary itself.


成：请问你第⼀次了解到⼩川绅介是什么时候？


铁樑：对我来讲，第⼀次知道⼩川其实是当年在岭南⼤学游静⽼师的课堂上介绍了⼩川绅介，那是我第⼀次接

触这位⽇本导演。在课堂上我看了《三⾥冢》，我 感兴趣的是他怎么去拍⽚。


成：⾹港的创作者也好，观众也好，对⼩川有⽐较多的了解吗？


铁樑：我⼜不会这么说，因为⼩川的⽚⼦，特别是这⼀两年，刚刚出了DVD，所以传播会好⼀些。但是之前我
们很多⾹港的朋友，特别是社运界的朋友，都可能⻅过有些⽂字上的描述，很少会传⽚⼦去看过，因为我们没

出过DVD，⽹上流传的版本⼜可能是很低质量的。所以我想⼤部分的⾹港观众可能只是通过⽂字或者是从怎么
样去做成⼀个抗争的理论上⾯去认识⼩川绅介。这件事情可能跟国内的观众有些相似。


成：有没有⼀个时间点，让⾹港观众和纪录⽚作者意识到⼩川的重要性？


铁樑：我觉得跟社会关系都很密切，尤其是之前⾹港发⽣菜园村起⾼铁、要清拆这件事。这个模式和情况跟当

年成⽥机场三⾥冢的情况很像。在菜园村的争议之前（很多⼈）也都知道⼩川绅介了，但是发⽣这件事的时

候，可能更加想知道⼩川在⾯对这样的事情时需要怎么去拍以及我们要怎样去反映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菜园村

反⾼铁事件之后，更多的作者会认识到⼩川，甚⾄理解到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成：据你所知，认识和学习他⽅法的作者是如何做的？可以举些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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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樑：⾹港特别是社运界对⼩川有⽐较⼤的认识和兴趣。近年，⽐如陈彦恺，陈浩伦等⼈都会觉得⼩川拍摄的

模式可以给他们参考去做⼀些抗争议题的影⽚。陈浩伦的⽚⼦⾥也都有加⼊⼩川的⼀些⽚段，去作为⼀个纪

念，或者是响应⾃⼰对⼩川拍⽚理念的⼀些思考。⼩川绅介拍⽚的⼀些理念中，“拍摄者跟被拍摄者的关系”是
对⾹港创作者⽽⾔特别重要思考的⼀个⻆度。因为我们说的⾹港传统电视式的纪录⽚，都维持⼀个中⽴或者没

有⽴场的作者态度，但是他们（⾹港作者）现在⾃⼰作为独⽴导演去拍的时候，⼩川绅介给他们⼀些⽅向去思

考⾃⼰的⽴场。“影⾏者”——之前的“录像⼒量”，可能也在想同样的事。虽然我不会说他们是单以⼩川绅介的
思考作为他们的理念的，但是⼩川的确影响到他们的⼀些想法。⽐如刚刚说的被拍摄者与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还有包括应该怎么放映以及⼀定要被拍者同意之后我们才 始拍摄这⼀件事。


成：这个被拍摄者与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再解释⼀下吗？他们会理解到哪些层⾯？


铁樑：之前⾹港作者可能都是⽤电视台那套拍摄⽅法：去⼀个地⽅访问，结束后就离 。但是⼩川绅介当年会

跟他村⺠们⼀起住、甚⾄相处很⻓的⼀段时间才进⾏访问。我想这个状况其实很启发到⾹港的作者，（他们会

意识到）“原来我们的访问可以通过另外⼀个形式做出来”。除了陈浩伦和Benny（陈彦恺），其实我刚刚想起
的“⼩野”即卢镇业，他之前拍过《⾦妹》（2015），都是印证到⼩川绅介的⼀种理念。《⾦妹》讲的是⼀个餐
厅⾥⾯的⼀个清洁⼥⼯，其实⼩野也都是那个餐厅⾥的员⼯。他⾃⼰作为员⼯跟那个⼥⼯相处后再去拍摄她。

虽然是⼀个短⽚，但是这条⽚其实很清楚讲明⽩，这两个⼈是熟悉的，⾥⾯会聊⼀些相对好像很⽆聊的东⻄⽐

如“你怎么过圣诞啊？”，“你之后会去哪⾥度假？”“你⼈⽣有什么看法？”……这些很细微、平淡的事情。其实
我觉得这些⽅⾯跟⼩川拍摄的纪录⽚，他们讲的平常、⽇常等等是⼀个呼应。


成：还有没有其他呈现？你是否可以简单地梳理⼀下？


铁樑：我们刚刚讲到陈彦恺（Benny）之前拍的有关菜园村的⼀系列的⽚，我觉得和⼩川绅介的拍摄⼿法有呼
应。陈彦恺作为导演，也住在村附近、不时会去那个村⼦⾥⾯，他已经成为那个村⾥⾯的⼀分⼦。有关菜园村

的整个“铁怒沿线”系列，不是说⼀部两部，也都不是说⼀年两年拍完，他们是持续⼋九年，整三四部出来。现
在也依然都在继续。所以我会觉得⻓时间拍摄，以及导演和村⺠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Benny跟⼩川绅介当年
的⼀种呼应。


成：刚刚也提到陈浩伦，那么能否谈⼀下他的《稻⽶是如何炼成的》这部作品。


铁樑：陈浩伦的⽚⼦都跟菜园村有关，但是他更是在呈现⾃⼰的思考——就是作为⽂艺⻘年，突然之间去耕
⽥，究竟遇到⼀些什么困难；也就是耕⽥这件事，究竟对他们⾃身有什么影响呢？所以他⾥⾯引⽤了⼀些⼩川

的⽚⼦，直接放了⼀些footage（素材）进去，说：“我们看⼩川绅介以前是这么做，但是在⾹港我不能这样
做，我很难做到”。所以陈浩伦的《稻⽶》⾥⾯更加强调的是⾃⼰怎么去思考在⾹港耕种这件事。


成：所以这些⾹港纪录⽚作者是否能够站在⼩川肩膀上⾛出⾃⼰的路，或者可能希望⾃⼰超越⼩川？


铁樑：我不觉得⾹港作者，或者任何世界上的作者要超越⼩川。2017年的当下，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创造⼀个
东⻄去超越前⼈呢？我不觉得是这样。喜欢⼀位作者并不⼀定完全将他的理念变成⾃⼰的东⻄。当然，⾥⾯会

有⼀些转化，可能⼩川只是这些导演其中的⼀个模仿对象……我讲模仿对象可能都不是很准确，也许只是他们
的⼀个参考，甚⾄是给到他们⼀些思考、启发的⼀个前辈。所以我会觉得现代作者其实受到很多不同⽅⾯的东

⻄的影响。


刚刚我们说陈浩伦，他会讲很多⾃⼰的东⻄是对⼩川绅介的思考，不过他更想讲的是⾃⼰的⼀些事情。⼀⽅

⾯，⾹港的电视纪录⽚创作很强，不过当⾹港⼈对纪录⽚的想象⼤多是基于对电视式纪录⽚的想象的时候，反

⽽讲个⼈性就很重要。讲个⼈性，就是去反对传统纪录⽚⾥⾯的所谓中⽴、没有⽴场这⼀件事。所以我依然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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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川绅介对⾹港有影响。同时，⾹港剧情⽚也很强，所以其实我刚刚讲到的⼏位作者有时会加⼀些剧情的⼿

法进去，特别是陈浩伦。他做的纪录⽚⾥⾯其实都会有⼀些彩排，⽽他⾃⼰也拍剧情⽚。所以，⾹港的作者依

然受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作者、甚⾄是电影类型的影响。我不觉得⼩川绅介直接对某位导演有巨⼤的影响，

2017年的⾹港作者很少有⼀个完全很明显的这样的关系。


成：反映“⾬伞运动”的纪录⽚呢？


铁樑：有关“⾬伞运动”，我们依然都会看到⼀些⽚中，导演们作为抗争者去拍其他抗争者，就是⼤家都是同⼀
群⼈，去互相交流、互相聊天之下去拍整个过程，其中就包括《乱世备忘》。但我很难直接讲说是不是真的受

⼩川很⼤影响。我更加会说，经过之前独⽴电影节的回顾展（2011年⾹港独⽴电影节⼩川绅介回顾展，笔者
注），以及在更多⼈ 始谈⼩川这⼀个导演和他的理念的时候，其实⼩川的某⼀些想法已经散播在⾹港做纪录

⽚的⼈的⼼⾥⾯，其中包括我们怎么样去拍⽚的问题，⽐如说：我是应该作为⼀个导演空降到⼀个地⽅？还是

我⾃⼰是⼀个抗争者，我去拍其他抗争者？我作为其中⼀个⼈去做我平时都会做的⼀些事情呢？……我觉得这
个理念，在⾹港已经慢慢散播了。


成：⼩川对你的影响呢，有没有⾃⼰想评价的？或者这⼏年你对⼩川的理解？


铁樑：现在为什么我会做纪录⽚？我觉得很⼤关系是⼩川绅介。⼩川帮我答了⼀些问题：什么是纪录⽚？什么

是真、什么是假？但是⼩川的定义⾥⾯没有提真和假，他提的是关系，刚才也讲到了。所以他给我了个答案，

我觉得很感激。我觉得他帮我梳理了⼀些我解决不到的问题。我看了⼩川的书，也看了彭⼩莲的书，好像看到

了（⼩川）另外⼀些东⻄，但这些所谓⼩川不好的东⻄才帮助是⼩川绅介变成⼀个他所讲的“⼈”[‑ ]。我们⼈，2
有好的地⽅，有不好的地⽅，但如果我们只看⼀个⼈很好的地⽅，其实那个⼈是很不⽴体的。所以对我来讲，

看完彭⼩莲的书，或者更多知道⼀些不同⼈对⼩川绅介整个团队的批评，整件事对我来说会⽴体很多，会印证

到究竟⼀个⼈的形状究竟怎样。这都教到我，之后不管是影展，还是教书上的⼀些⾯向。我们没办法把⼀些东

⻄作为完全美丽的状态来呈现，其中也都会有很多沙⽯，⽽沙⽯恰恰才是 有故事性、 精彩的地⽅。这个⼤

概是⼩川的整个理念对我推进我的⼯作的⼀些影响。


陈浩伦采访（2020年10⽉15⽇，Zoom）

概要


尽管对⼩川绅介早有⽿闻，但陈浩伦真正看到⼩川的电影是在2011年的⾹港独⽴电影节上。虽然陈⼀直以来
对弱势群体都有所关⼼，⼒图帮助他们发声；但在看过⼩川电影后才逐渐领悟到对于弱势群体的“尊重”需要更
深⼊到他们的⽣活，⽤他们的视⻆呈现其特有的历史和⽂化。同时，⼩川的电影也帮助他去思考⾃⼰的定位。

在陈看来，⼩川对⾹港电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80年代出⽣的、拍“菜园村运动”的这代导演身上。⽽现如今⾼速
⽣活节奏下，拍摄和观影的不断⽹络化和⼿机化使得⼩川的拍摄⼿法和⻛格已很难继续⽴⾜。


Abstract


Freddie Chan only knew Ogawa Shinsuke by reputation until he saw Ogawa’s films at the 2011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He came to realize how even though he cared deeply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he 
never experienced their lives firsthand. Chan believes that films by Ogawa helped him reconsider his own 
place and grounding in life. While Chan sees the influence of Ogawa in Hong Kong filmmakers bor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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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s, particularly the ones who documented protests surrounding Choi Yuen Tsuen village, he attributes the 
decline of that influence to a faster pace of life nowadays. 


 


成：请问你 早是什么时候知道⼩川绅介的？


伦：很早了，应该是我念⼤学本科的时候，从Benny（陈彦楷）那边了解到⼩川的，Benny就是拍菜园村《铁
怒沿线》的，我们2003年就认识了，他当时在沙头⻆那边种⽥，然后聊天他会讲⼀下为什么要种⽥，也会讨
论电影，他也是当时只听说（⼩川的电影），⼀直都没有机会看，因为⼩川的电影在⾹港不好找。我⼀直到

2009-10年菜园村运动后才真的有机会去看⼩川的电影，就是在⾹港独⽴电影节（关于⼩川回顾展）的⼀系列
影⽚，我全部都看完了。当时我⾃⼰没有经历过农⺠的⽣活，但我去帮忙（拍摄）的时候，其实是从城市⾥⽣

活的⼀个知识分⼦带着使命感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那种⻆度去看农⺠的。所以农⺠、或者任何⼀个的弱势群

体，当时在我眼中是⼀样的。⼩川头两三部的是拍成⽥机场的抗争，我觉得他们拍的是⼀种抗争电影。此外，

电影节还放映了他很多不同的电影，我全部看完后在想，如果我参与不同的运动，去为弱势群体帮忙，⾃⼰有

没有⼀种⽂化上的或是拍纪录⽚上的那种耐⼼呢——放慢节奏，认真地去描述⼀下他们的⽣活，展现他们⾃⼰
的⽂化和历史。


当时我在看⼩川的电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的东⻄看不懂呢？


成：什么东⻄看不懂？


伦：他拍农⺠的⽣活，农⺠⽣产的部分，所有都看不懂。


成：你是说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语⾔，还是……


伦：他们那⼀⻔的事业吧，种菜种⽶，农村⾥⾯所有的⼯作都看不懂，然后就觉得有⼀种想法:⾃⼰过去拍所
谓的弱势群体的时候，有尊重被访者的⽣活历史跟⽂化吗？“尊重”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说他们有危机的，然
后你要介⼊危机去拍他们是 ⽔深⽕热的⼈⽣的那⼀⻚，还是你跟他们认识、学会意识到其实他们也有⾃⼰历

史，他们有⾃⼰社区和⽂化，这⼀点让我意识到⽐如说，是不是应该去记录对于⾹港或者是⼈类⽣活是有记录

价值的事物。⽽且那些⾃⼰不懂的事物，需要重新在被拍摄者身上去学习。


以前刚毕业的时候，我曾接受在⾹港电台⼯作拍新闻的训练，那时觉得对于社会⾏动或者是现场，有能⼒去处

理现场拍摄就可以。但是看完⼩川的⽚，我发现很多场合其实也没有很多事情要发⽣，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要

调动，不⽤去很快速响应；看了⼩川的⽚后，我去反省当时的经验，觉得要试⼀些新的东⻄、给⾃⼰⼀个新的

挑战，所以（决定）去种⽥的，从零 始去学，就发现⼀边拍⼀边学的过程蛮困难，很多东⻄要去适应。《稻

⽶是如何炼成》是2011年 始拍，⼀直拍到2013年完成，对我的改变和冲击很⼤。我觉得对被访者和我的关
系之中，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尊重”。我们拍新闻纪录⽚的伦理⾥⾯，也有“尊重”这部分的，就是⼤家都同意才
可以拍。但是更深⼀点的层次是，你要选⼀下你⾃⼰想拍的东⻄，还是你要⾛⼊他们的⽣命，要⾛多近，当然

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近，但是有没有⾛得更近⼀点？这是对⾃⼰⼀个挑战吧。我觉得⼩川⾛到农⽥上⾯⽐你要

拍抗争现场更冲，很激进，也很浪漫。


成：具体到哪部⼩川影⽚对你影响 ⼤的？或者某⼀个⽚段？


伦：很有趣，看完所有⽚之后，成⽥机场的那些⽚对我影响是 少的。然后 深的是《牧野村千年物语》，因

为⾥⾯看到⼩川（剧情）创作的部分，就是他邀请农⺠表演剧本⾥某⼀些段落，演完之后再挑出来接受采访讲

故事。其实这部分对我2012年之后的创作、对我的剧情⽚影响也很⼤。如果故事是从真实的⼈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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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出来的话， 好的演员可能是真实的⼈。⽽我⾃⼰拍⽚的⼀些理念就是跟弱势群体联系，去影响他们的⽣

命。在我过去拍⽚的七年⼋年经验⾥，真的影响了⼀些⼈物的真实⼈⽣，其中还有⼀个从弱势群体中的⼈物变

成了⼀个专业演员，⼈⽣ 启了⼀条新路。所以对于我来说，纪录⽚创作就是尊重⼀些陌⽣⼈和他们的⽂化，

这样我有新的勇⽓去⾛进他们⽣活，同时也改变了⾃⼰。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被拍摄对象相处，实际上也是⼀种

尊重。⽽拍剧情⽚就是结合我们既有的⼀些对弱势群体的理念，真实地去影响⼀些⼈，他们不再只是被访者，

也不再只是被训练讲话讲得好⼀点⽽已。他们在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份权⼒。


成：从你 早看⼩川的影⽚是2011年到现在有⼗年了。能否梳理⼀下你的创作轨迹？


伦：我觉得 重要的是他帮我去想⾃⼰的定位。《稻⽶是如何炼成的》⾥⾯的旁⽩都是我拍摄时候的⽇记。我

⼀边拍的时候看到我的朋友，他们也希望在⼟地上⾯找到⾃⼰的⽣活，我觉得那是⼀种幸福。当时是2010
年，我刚 始拍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怎样种（稻⽶），所以他们的计划需要种两年，两年可以种四

次。我记录他们，如果要拍六次的收获的话⼤概需要三年。如果计算你拍纪录⽚的⼈⽣，当时刚刚是2011年
的时候，我29岁，我在想如果我60岁就死了的话，我⼀⽣ 多只能再拍⼗部⽚。我就计算了⼀下，感觉都差

不多，所以不⽤急，要花时间去⼀边拍⼀边想，然后努⼒做好。我的计算也蛮准确，2011年到2013年我拍好
《稻⽶》，然后2013年到2015年之间弄好《收割， 路》，2015年放映做到2017年，然后我现在拍的第三部
作品是2016年 始拍的，这⼀次对这部作品的要求更⾼，花了五年，明年（2021年，笔者注）应该完成。所
以我从2011年到2021年的⼗年间总共会拍三部。关于新界农村，其实我还有⼀部关于⼤屿⼭的作品叫做《⽔
⼝婆婆的⼭歌》。那⼀部拍了⼋个⽉⽽已，是⼀个很短的计划，是有监制邀请我去拍的。我现在这个计划叫

“新界三部曲”。


成：⼩川很务实的节奏，影响了你在不断往前⾛。


伦：但是我刚刚2011年看完他的⽚，然后看彭⼩莲的书之后[‑ ]，有⼀点是我觉得不应该跟⼩川那样，就是他3
还没处理好的⼈际关系的那部分。我觉得可能⼩川⾃⼰很浪漫，但是除⾮你是很幸运，能找到跟你⼀起浪漫的

⼈永远浪漫……因为彭⼩莲的书⾥⾯也讲到⼀些，他的拍摄的团队⾥有⼀些⼈需要结婚、跑去东京⽣⼩孩，然
后被⼩川骂是叛徒。我觉得这个情况⾥⾯，⼩川在当⼀个⽼⼤，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我觉得是你要当⽼⼤的

话你就要处理，不然不要当⽼⼤好了。


成：接着之前的谈话，他对⾹港的影响，你的观察如何？


伦：对⾹港影响好像已经停⽌了。我觉得影响是对我们80年代出⽣的作者，尤其是参与拍摄菜园村的这批⼈，
其实时间是很短暂的，三年是⼀代。


成：创作者的代际吗？这也太快了。


伦：三年就⼀代，所以我觉得⼩川对我们在⾹港的影响是2010年到⼤概2013年这三年⾥⾯很投⼊菜园村的运
动的⼈。


因为2013年之后，已经变成了反国教、那种中港⽭盾的论述主导的社会潮。就是你要参与抗争，但是抗争能
不能为你带来⽣活的改善？或者是⽣活的每⼀个环节是否可以⾃主独⽴呢？2013年之后，其实我们⾹港的运
动主要是争取选票。然后现在选票是，对于⾃主、⽣活的⾃主的追求，⾯对每⼀天⽣活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把我们变成弱势（⽐如说，⼯作时间太⻓或者是，⼯资太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
得看⼩川的电影给我⼀个新的⻆度去思考。你要努⼒先去处理⽣产这个部分，然后做⼀些独⽴⾃主的事业，包

括电影发⾏。⽐如说他团队拿电影去现场放，这种宣传⽅式，影响我很⼤，所以我的《稻⽶》跟《收割，

路》，或者是我其他作品就是⽤同样⼿法去放映，然后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社会脉络的⼈。所以也认识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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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但是你说⼩川的影响停⽌了，我还有些不太理解。


伦：我觉得当时候的影响是有⼀批⼈，去实验种⽥。然后“停⽌”的意思是⼤家可能从⼩川电影在⾹港放映所受
到的那种影响停⽌了，或者说，历史的使命在三年完成了。因为我们这⼀代⾥⾯有⼀些⼈去拍，有些⼈种⽥，

然后他们也有从事教育的去传播这种想法，然后更年轻的⼈已经明⽩了，就直接去⾏动，去种⽥……对，他们
未必有看过⼩川的影⽚，也不需要去从⾥⾯受到启发。所以我刚刚说那种停⽌是对于，⾹港希望去进⾏社会改

⾰的⼈，或者是对那种运动的影响已经停⽌。因为2013年之后⾹港的变化，主要的论述已经是中港⽭盾、⺠
主运动的论述，主要讨论在选举制度改⾰，这个问题是先于⺠众经济⾃主的，我在想我们会否有议会⺠主，但

贫富差距和⾹港的经济过分依靠⾦融业、服务业和地产业等决定了我们⽇常⽣活所需都缺乏⾃⼒⽣产和⾃主

性。现在不少国家选举制度都 放了，可是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依旧，甚⾄更坏。所以我觉得⼩川影⽚的影响

其实在2013年⾹港这⼀波的浪潮后，已经被年轻⼈内化了，例如有机农业、学习耕作、强调⼩店经济等论述
都普及了，⼩川的电影在⾹港发展的进程中，帮⼿提醒⾹港⼈⽣活⾃主的重要性。


成：你有没有观察到像有关“⾬伞运动”，然后到19年这⼏个⼤型社运的节点中所创作出来的⼀些社会运动纪录
⽚还会有⼀些⼩川的影⼦在？还是说那种精神影响就没有了？ 


伦：真的没有，因为第⼀就是⾹港的社会运动的agenda（⽇程）已经改变了，中港⽭盾这部分是太⼤了。第
⼆个⽐较直接的影响是Smart Phone跟4G（的出现），（这使得）⼤家看⽚或者是拍⽚的速度，消费影⽚的速
度、要求、质量，变成了是跟科技的速度同步，所以⼩川那种拍⽚的要求——耐⼼，对⼀些创作⼈⽽⾔，完全
是反潮流的。我觉得2011年和2012年的时候，⼤家都还没习惯在⼿机上看⽚，在计算机上看⽚都不是太流
⾏，主要是去戏院，或者是⼩区放映很多。然后⼤家也没有现在那么忙，社会的活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智能

⼿机出现之后，⼤家去消费活动、或者是办活动，速度就很快，然后那种存在感是在⼿机⾥⾯有存在感，⼈才

有存在感。所以如果要根据⼩川的拍⽚的速度，放映的速度、跟被访者建⽴信任的速度（去拍⽚的话），这样

的慢节奏基本上在地球上⾯已经是不存在的。所以这蛮有趣，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川的那种精神，在智能⼿

机出现之后的数字⽂化⾥⾯其实是没有位置的。


然后还有⼀点，就是，当时我看他拍《牧野物语‧养蚕篇》，很有启发。我觉得这部⽚很激进。因为我看完之
后我差不多全部都看不懂，我想，70年代到90年代，⽇本的城市化是很快。⼩川拍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城市
⾥⾯的⼈已经看不懂了，这代表说，农⺠的画⾯，农⺠的故事，农⺠⽣活的电影，在地球上⾯是没有机会放映

的。如果⽐较现实⼀些去策划，你怎样策划你的项⽬，是你要拍⼀部跟城市⽣活，⾛进戏院⾥⾯的⼈的⽂化是

完全相反的⼀部⽚，⼤部分⼈不会看，是因为看不懂，因为这在他们⽣活⾥⾯已经慢慢消失，我觉得这种的态

度超级激进。然后我就觉得他很有勇⽓，或者是觉得……如果你是觉得这种拍⽚的态度是正确的话，你怎样接
受这种挑战，怎样讲给观众听。可能我们都看不懂、听不懂电影⾥⾯讲的，但是那个价值是什么？我们看完之

后应该去思考的题⽬是什么？我觉得是，挑战性是很⼤的事，你要拍的好看，你要有使命感，你要在宣传的时

候想⼀个故事，就是吸引他们过来看，然后看完、播完就要被骂，这种挑战是蛮⼤的，我觉得真的希望试试

看。当时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做的事情，我们要这样⼀直问⾃⼰为什么？你喜欢什么？后来我觉得

我就⾃⼰试⼀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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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允信采访（2020年10⽉15⽇，Zoom）

概要


2011年放映⼩川回顾专辑的时候，在菜园村（抗争）等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川的电影获得很⼤的反响。虽
然⼩川电影中拍摄的内容已经有三⼗余年的历史，但仍然对如今⾹港的电影拍摄有启发，可以促进⼈们反省。

崔⽐较了《理⼤围城》和当年菜园村运动时影像的创作与展映，讨论如今⾹港观众对于社运纪录⽚的反应及变

化。他认为⼩川呈现的是⼀种⽐较⽼派的慢节奏的精神，受其影响的导演也会更推崇在戏院观看电影的⽅式。


Abstract


Vincent Chui recalls a relatively small audience back when Ogawa Shinsuke brought his films to Hong 
Kong, but the event di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several Hong Kong filmmakers and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their works. The 2011 Ogawa retrospective,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oi Yuen Tsuen village 
protests, received strong responses. Although the events in Ogawa films were decades old, they still serve 
as inspiration and frames of reference, such as in-depth and public discussions of social issues. Chui finds 
a more unrushed and old-fashioned mode in Ogawa’s cinematic presentation, which lead subsequent 
directors to value theatrical screenings as well. 


 


成：听⻩爱玲⽼师曾经说，⼩川绅介来过⾹港，你们2011年也做了他的作品回顾专辑，请问你觉得他对⾹港
的影响的如何呢？包括观众和作者。


崔：其实你问对现在有没有影响就很难讲，但是当时他来⾹港放映的时候是很少观众的。可能那时候⾹港⼈对

他、对抗争、对他这些电影真的不是那么关⼼。之后⾹港好像⼀直都没有正式的放映……我不知道现在修复没
有，但起码在2011年的时候，有很多都还在放16mm的菲林（胶⽚），⽽且有些保存得很差的。我们2011年
（⾹港独⽴电影节组织放映）很害怕（保存状况有问题），送件的时⽇本⽅⾯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们说有可能

会断⽚。除了两套有可能会断播的，另外（五套）保存得也不好，⼤部分都是16mm的。所以可想⽽知，当时
（⻩爱玲提到的1988年）不要说在⾹港了，就算在⽇本，他的戏都不是很多机会放映的。也有消息说，原因
是跟版权和钱有关的，这个就没有去深究。但是现在过了⼗年以后呢，我虽然不能说完全关我们影展的事，但

是好像我们做完那次之后，⾹港⼈是更多⼈留意了这个导演。⽐如⾹港国际电影节(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简称HKIFF)之后也有放映⼀次他的戏[‑ ]。⼜或者有其他导演拍他，或者受他的影响，我也⻅到4
陆陆续续有不同地⽅有放映。


你说的很对，当年我们想放映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好像没⼈放过；记得看的时候很多⼈都没看的，我⾃⼰也

有没看过的部分。那段时间做策展正是菜园村（抗争）时候，因为看到⾹港 始反⾼铁，有这些社会运动，我

们觉得反⾼铁和成⽥机场的事是不是可以有⼀个关联，所以就做了个专辑。结果反应⽐我们想象中⼤很多。我

记得有个⽇本记者看完⽚⼦访问我们，为什么对⼀个连⽇本⼈都不是经常去放映的导演会有兴趣，我想真的是

跟菜园村有关系。


⾄于你说对创作⼈有没有影响？因为当时我们Art Center（艺术中⼼）就⼀个场地⽽已，虽然每场都爆满，但
是说真的每场都是100多个观众⽽已，⼤概190多。《牧野村千年物语》后来因为⼀些原因我们⼜重放映了⼀
次，现场也坐满了。你说再做的时候是不是会很多⼈去看呢？我⼜不觉得是这样。当然HKIFF重做的时候，是
多⼀些⼈的。那⼏次⾥⾯多不多⾹港的纪录⽚⼯作者看过呢？我估计是多的，⽽且(观众)都很年轻的。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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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有影响，或者有没有⼀种反应出来呢？我很⽼实说，暂时出现的 像的，就是《理⼤围城》和《占领⽴

法会》，不过我没有问过这些作者有没有直接受影响或者有没有看过。


虽然梓桓在⼭⾏电影节拿了⼩川绅介奖，但是我都觉得不是这么相似的。反⽽这次我觉得《理⼤围城》和《占

领⽴法会》做到那些张⼒，对叙事⽅式，对那些⼈物的观察等，我觉得是有些相似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原因

要考虑，所以影⽚中就没出到名字，他们就是这样⼀班⼈，叫做“⾹港纪录⽚⼯作者”，但是当然（他们）都是
⼀群⽐较有经验的作者。我们之间没有特别聊过有没有受到⼩川绅介的影响。


成：现在《理⼤围城》这样抗争的影⽚和当时的菜园村相关的影⽚相⽐，创作或观众有没有什么变化？


崔：⼀定有的。《理⼤围城》（受到关注）可能因为⾹港“⾬伞（运动）”之后，⼤家对这⼀类的电影越来越关
⼼了，其实如果说到《铁怒沿线》获2013年⽇本⼭形国际纪录⽚影展奖励赏（Awards of Excellence）,当时我
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就觉得情绪上不会这么激动，会觉得“我知道这件事了”的感觉⽽已，但现在就会对那些电
影产⽣的印象深刻好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值得重新回顾过去⼗年，（回顾）这些（在⾹港发⽣的）运动究竟是

怎样，有哪些好的作品把这些运动记录下来……⼤家⼀起去看都有好处的。但是，我想除了观众⾃⼰的感情，
⾃⼰的参与的程度更投⼊之外，也是因为这个运动越来越激烈，虽然我很难⽤“entertaining”（“有观赏性”）来
形容这些电影，但是现在你去拍的话，那些画⾯是会令观众很容易投⼊的。 近⼀些看过《理⼤围城》的观众

分享说没猜到⾹港会出⼀个“战争纪录⽚”，因为那些场⾯真的和“Winter On Fire”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这套5
电影有些身在其中的⼈是暂时不想看的，因为太激烈了。在外在的⼈，其实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么激烈

的。 后我们经过权衡仍然觉得值得给⼤家看。


如果说回⼩川绅介，我⼀直回想起当时我们看（的原因）是，⼀来是关于⽇本，⽽且是⼏⼗年前的事情，其实

是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去欣赏他的电影的。虽然（他的作品）都会刺激我们想到⾃⼰的⼀些事情，但我想象当时

那些电影在⽇本放映的时候，那种震撼应该都是（与今天《理⼤围城》在⾹港放映）⼀样，我觉得关于成⽥机

场的第三部作品在⽇本当时放映的时候⼀定被⼈批评得很厉害，因为⼩川很直接拍摄有⼀些年轻⼈被警察抓

⾛，当他们被放出来后，很多运动参与者都怀疑这些⼈是否在警察局时出卖了其他的同伴。他真的是直接把这

些事情暴露出来，虽然是过了三⼗年了，⼜发⽣在这么远的⽇本，我们当时放映时候看就觉得“哇！好厉
害！”，可以让我们反省。


可以想象⼩川当时放映出来是多么⼤胆，我觉得现在⾹港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 始那些《理⼤围城》

的作者都有些挣扎，其实就是因为思考在这个时候放这些东⻄出来，⼤家是不是准备好去讨论了，或者承不承

受得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是不知道理⼯⼤学当时内部情况的嘛，这⼀点是重要的，就是让不知道的⼈更

加关⼼，这才是电影的作⽤之⼀。⽽现在⾹港 惨的反⽽变回到⼀种普通的电影都不能够更深⼊、更公 去讨

论的地步。⽐如很简单，我们在放映的时候，有些观众想表达⼀些东⻄，但是他不能跟我讲说：“我当时在⾥
⾯（理⼯⼤学校园内的现场）⻅到是这样，不是那样喔。”当然不会讲出来[‑ ]。所以变成⼤家都……很奇怪。6
我不知道⽇本当时的状况会不会好⼀些，但是在⾹港就是有这种情况。


成：对，所以从2011年在⼩川回顾展上讨论，和我们今天再讨论《理⼤围城》这样的影⽚的时候，讨论的环
境都很不⼀样了。之前采访陈浩伦时，他说过有⼀个 直接的感觉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们不会⽤⼿机看
⽚，也不太在计算机上看，都会去戏院看。然后现在放映，是不是活动会更难了。技术发展也影响我们现在拍

⽚的速度，看⽚的速度、因为传播的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不像以前⼩川的节奏很慢，他可以花很⻓的时间

去做。你有没有这⽅⾯的相似的感受呢？


崔：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坚持在戏院放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相信，第⼀，很快放上⽹络，可能会让⼤

家⼀时间成为⼀个事件，觉得：“哇！这个运动有⼀部电影出来了”，但是很快都会过去。其次，我觉得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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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进戏院看电影⻓⼤的⼈，反⽽没什么所谓的。我觉得虽然很难抗拒这个趋势，但都希望那些⼈愿意进

戏院，认真去看。对学⽣、年轻⼈（作者）来讲，他们丢⼀条⽚⼦上⽹，获得⼏万的点击率都不及看到戏院⾥

⾯有50个观众这么 ⼼的，你看得出来的。⾹港艺术中⼼（Art Center）的放映有时都不满座的，就是⼏⼗个
观众出来看，不过跟观众沟通那种感觉，跟在⽹络明明知道有1000⼈看过这部⽚，都不⼀样的。所以我说改
变真的不只是银幕⼤不⼤呀。


为什么我们这些在影院⻓⼤的⼈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如果 了计算机看电影或者看Netflix的时候，都会很专
⼼的，会关掉灯。但是现在（年轻⼈）不是这样的，加上现在的疫情，⼤家很少去戏院，真的是觉得（观影）

这件事是很随意的⼀件事：这边打游戏，回复⼏个WhatsApp，然后⼜同时看完这部电影。很⽼实讲，如果这
样我们把⼀部电影放在⽹上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这个运动这么贴近我们，事情这么近，你如果不这么专⼼去

看到其中的某个镜头，就⽆法体会作者如何突然间做出的判断，我觉得对电影和观众其实都不是很好。


成：所以你是否会觉得⼩川的那种坚持和拍摄节奏可能是⽐较⽼派的，可能现在的年轻⼈或者这个时代都很难

传承下去吗？


崔：我觉得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年代真的变了。可能晚⼀些他们（年轻⼈）⼜会在这样⽼派的模式底下 始，

因为我觉得⼈始终都会追求⼀些好的东⻄的。就等于……当年由默⽚过渡到有声电影的时候，对电影的改变是
很⼤的，就是把卓别林那些很成熟的演出完全推翻嘛。我想那时都会有⼀群⼈觉得，啊，电影死了，未来怎么

办。但是结果都会克服的，只不过可能到时我已经不教书了，你好些的（笑）。


成：你觉得⼩川有什么地⽅可以做得更好，对现在年轻⼈的拍摄有什么借鉴？


崔：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在你⾃⼰的岗位做⾃⼰的事情，都要守护你⾃⼰的东⻄。⽐如去到现场，很

多时候有很多冲突，或者有很多事，你拿着部相机去拍，究竟会不会拍⼈家被拉⾛（被拘捕），那你有没有⼀

些挣扎？如果你⽐较菜园村和现在运动的规模的话，当年真的⼩很多。我记得那时在现场有些⼈认识我，他们

本来正在拍东⻄，但是看⻅我就说：“不拍了，我去做事情了，”然后把机器给我让我帮忙拍。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拿着机器的时候你的⼈是冷静下来的，你⽴刻就会感到我的职责就是找⼀个好的画⾯，我想记者都⼀样也

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不会去对（⼩川）这些东⻄有很⼤的批评[‑ ]。回头想想就是当时在那个器材限制的7
年代，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川可以在那种条件都拍成这样的东⻄。现在的数码时代可以⼀直拍，菲林（胶

⽚）⼜不同，你要换⽚、⼜贵。我觉得他始终都是⼀个很重要的，关于纪录社会运动的导演。


与陈梓桓对谈（《乱世备忘》座谈分享会记录，2020年10⽉17⽇，Zoom）

概要


陈梓桓在数码时代 始电影拍摄。与其他直接受到⼩川绅介影响的电影导演不同，陈并没有观看过⼩川的电

影，只是间接从⾃⼰的纪录⽚⽼师那⾥受到⼩川的影响。参加⼭形影展的经历让他对剧情和纪录的界线有了新

的思考，陈觉得是电影节让孤独创作的电影⼈聚集到⼀起。谈到⾬伞运动和如今拍摄的不同之处，陈表示现如

今运动模式的流动性、“⽆⾯孔”是造成拍摄困难的 ⼤原因。


Abstract


Chan Tze Woon began making films in the digital era. Unlike directors who are directly influenced by Ogawa 
Shinsuke, Chan did not see his 2011 screenings but rather had Ogawa impressed upon him by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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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teacher. Chan gained new ideas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from his 
experience attending the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which also allows for solitary 
creators to find company and community in his opinion. In a discussion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differences in filmmaking today, Chan illustrates th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documentarians such 
as following highly mobile political movements. 


成：从你 始创作影像到拍摄《乱世备忘》基本都是独⽴制作、独⽴完成的，在拍摄和放映经验上有什么可以

分享的吗？


桓：对，我⾃⼰其实是在⼀个摸索阶段。我所有认识的电影（胶⽚拍摄）都是在2010年 始，从城市⼤学去

到浸会读电影的时候。当时我们学习中只⻅过⼀次菲林（胶⽚），有⼀堂剪⽚课教⼤家剪胶⽚，这些年可能已

经没有这个内容。所以⼀直以来我都是digital（数码）拍摄，对于我们来说，关于拍摄器材没有太多担忧，也
⼀直都很习惯数码器材拍摄，这也不断的容许我能⼀直 着摄像机，拍摄了很多素材，同时进⾏纪录⽚拍摄也

是因为容易得到器材，价格便宜。所以（拍纪录⽚）是误打误撞的。


当然之前我也拍摄过短⽚、参过赛，⽆论是浸⼤读书时还是毕业后鲜浪潮的短⽚⽐赛，参加的都是⼀些想做电

影或者想⼊⾏的学⽣参与的电影⽐赛。后来《乱世备忘》是关于2014年的⾬伞运动，那时我觉得，⾹港这样
⼀个⼤的社会运动需要影像记录，当时⽤的是5000元的Canon单反，有点误打误撞地拍摄完成了⼀个纪录
⽚。当初拍也没想过那么多⼈看，在⾹港我想⼤概也有三四⼗场放映，因为放映这部影⽚，我也去了很多地

⽅，当我在外国的电影节或者在⼤屏幕看到⾃⼰在占领场地拍到的⼈，会觉得很神奇，⽽且会觉得⾃⼰在做⼀

些事，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我⾃⼰政治、公⺠社会的参与，同时也融⼊了⾃⼰艺术创作在⾥⾯，我觉得这⽅⾯

仍然很好玩。


成：这个⽚⼦获得了⼩川绅介奖，好像你之前跟我提到过⼩川绅介对你的影响不太⼤，对吗？


桓：我⾃⼰是没什么看法，Vincent（崔允信）的“影意志”是有搞过⼩川绅介的放映，当时是2011年，我还在
读书，我没有去看，但是我知道当时他们的放映确实影响了很多⾹港拍纪录⽚的⼈。我听过很多⼈说对⼩川的

⼀些想法，也有看影意志放的陈浩伦制作的⽚⼦，⼤家会看到⼀些影响。但可能这种影响是慢慢渗透的，⽐如

我的纪录⽚⽼师是Jimmy Choi（蔡⽢铨先⽣），他是纪录⽚的专家。他经常会提到⼀些⼩川绅介相关内容和
不同的纪录⽚⽅式。我⾃⼰没有去看很多，但是⽼师说的那些，⽐如如何与被拍摄者相处的内容，听得多，⾃

⼰慢慢地也会⽤这种⽅式去拍摄。


我想⾹港的纪录⽚拍摄是⽐较保守的，我们所理解的纪录⽚很多都是电视那种，当然⾹港的电视纪录⽚很多都

⾮常好。但我有时⾃⼰在创作的时候，甚⾄我现在在浸⼤教纪录⽚的课堂上，（意识到）学⽣对纪录⽚认知也

是电视纪录⽚类型，但通过上课，或者听别⼈推荐⼀些⾹港导演的纪录⽚，会受到⼀些新的启发，对⾃⼰两三

年之后的作品也是会有⼀些影响的。


成：之前到了⼭形的影展有没有什么收获？


桓：⼭形国际纪录⽚电影节是很好的电影节，后来也有去⼀些台湾和欧洲的电影节，对于纪录⽚创作 拓了很

多眼光，给我的影响就是有很多纪录⽚会有剧情、创意的部分，很多纪录⽚好像越来越不像纪录⽚，对我来说

是冲击很⼤的，也会影响到我现在的构思。我现在在想的就是，虽然我的⽚是有历史的⾯向、有今天存在，但

是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可能更多只局限在⼀些基于archive（档案）的素材和⼀些B-Roll（空镜头或辅助镜头）
中，⽐如讲⼆次⼤战时候发⽣的事情，常⽤的是⼀种⽐较证据式的纪录⽚处理⽅法。我因为影展认识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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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很多奇怪的⽚，就觉得可以试⼀些新的⽅式，可能说剧情重演、有演员、有剧本的纪录⽚会是什么样

的，会不会可以让观众模糊剧情和纪录的界线。


可能去电影展的⼀些收获是，不⼀定是纪录⽚（创作），可能剧情⽚也是，很多时候都是⾃⼰围着⾃⼰做很⻓

的时间，是很孤独的过程。电影节是⼀帮很孤独的⼈围在⼀起谈论创作，或者让⼤家看⼀下⾃⼰做的有趣的电

影，（参加影展）是⼀件很 ⼼的事情，这个是 ⼤的收获。


成：谈到你正在剪辑的关于2019年社运的⽚⼦，我很好奇你在现场拍摄的状态，因为我也觉得现在跟当年“⾬
伞运动”是很不⼀样的环境，我也能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是我去拍的话，⾃⼰可能很难有勇⽓⾛上街头，可以谈
⼀下五、六年前的拍摄跟现在的拍摄有什么不同吗？


桓：我想难拍的地⽅在于，现在的模式很流动。以前是占领区，你到占领区就能找回认识的那些⼈，即便找不

到，你⾛多⼏步也能碰⻅他，占领区虽然也有些流动，但基本是固定的。今天抗争⾸先是⼀场⽆⾯孔的抗争，

第⼆是⽆领导且流动的：“be water”[‑ ]。这件事让你很难去捕捉。我⾃⼰感觉的难度就在这⾥，也许某些场景8
很有冲突、很有戏剧性，能够表现抗争的状态，但他们散 之后就去了其他地⽅，你很难再追踪。所以2014
年《乱世备忘》的拍摄⽅式已经不太可⾏，今天就算能够追踪拍摄到并成⽚，对被拍摄者也很危险，这个模式

是难的。


另⼀个是在现场，会觉得⾃⼰很没⽤，因为我不会像前线专业记者那样冲得很前，当然这些记者有机构去⽀

持，他们是传媒。我拍得很慢、也不是 前线的模式，当时在（制作）《乱世备忘》（的时候）拍摄后⽅的⼈

也可以是很有趣，但今天来说，这样拍就会觉得⾃⼰很没⽤，究竟这些内容拍完怎么回去组织，是零概念的。

但是我作为⼀个纪录⽚拍摄者⾃⼰也感到荣幸，因为很多⼈都会被问到还会不会留在⾹港，或者对未来有没有

什么其他的想法，我⾃⼰经常都会感受到，在现场当拿摄影机拍摄抗争的⼿⾜们，作为拍摄者或者⾹港⼈，很

荣幸在他们身边去拍他们的情况，我 ⼤的感受是这样。


可能⼋九⼗年代的⾹港是经济起⻜，很厉害，是⼀个⼤时代，但现在2020年甚⾄是这⼏年也是⼀个⼤时代，
作为⼀个拍摄者在这个⼤时代⾥⾯，我是没办法离 的。我会觉得，2014年之后确实有很多纪录⽚出来，这
些创作者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运作了，可能为什么Vincent今天没有搞⼀些纪录⽚Workshop（⼯作坊）也有
这个原因，因为不需要搞了，太多⼈在做了。反⽽是说到剧情⽚，2014年之后确实是有⼀些，但是不多。会
不会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孔这种抗争的时候很多东⻄拍不了，⼀些审讯拍不了，监狱⾥⾯拍不了，⼀些家

庭的状态拍不了，也可能能听说很多故事，那些⼈群⾥诉说的，但却⽆法disclose（透露）到⾃⼰的身份，所
以相对来说⽐较剧情的处理可能会是⼀个出路，我相信这个（⽅式）在反送中（题材）会⽐较多，但我不肯定

是不是有⼈在做。


影⾏者采访（2020年10⽉28⽇，Zoom） 

李维怡（维）、张善怡（善）、蔡咏彤（彤） 

概要


李维怡、张善怡（Selina）、蔡咏彤三⼈各⾃通过图书、DVD和⾹港独⽴电影节等⽅式接触到⼩川绅介电影。
他们在接触⼩川之前已经在拍摄社运相关纪录⽚。他们对⼩川的电影产⽣很强的共鸣，觉得受到⿎励，⼩川的

电影也对他们的拍摄⽅式产⽣影响。看过⼩川电影之后，⼏位导演认识到拍摄⽅身分的复杂性，并形成⼀种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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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拍摄和剪辑的制作⽅式，将野草堆般“不统⼀”的创作⽅式作为⾃⼰的⻛格。拍摄实践中，导演们还将纪录⽚
素材变为⼀个沟通管道，建⽴起对同⼀议题有所争论⽽⼜出现在不同时空的被拍摄者们之间的联系。


Abstract


Lee Wai Yi, Selina Cheung, and Choi Wing Tung each came into contact with Ogawa Shinsuke via books, 
DVDs, and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s. Even though these directors have been engaged in documenting 
social movements before encountering similar films by Ogawa, his films provide resonance, 
encouragement, as well as an effect on their filmmaking techniques. The directors took note of the complex 
identities of the people behind the camera,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process of alternating shooting and 
editing, which creates a style of inconsistency. In the field, they have also learned to incorporate the people 
not represented in the meetings into their images, an idea that springboarded from Ogawa. 


 
成：“影⾏者”是怎么样接触⼩川绅介的？


维：我是⼤学的时候看到他的书，就是台湾出的那⼀本，《⼩川绅介的世界——追求纪录⽚中⾄⾼⽆上的幸
福》。所以我是先接触概念跟他拍⽚的故事，然后⼀直没有机会看到，也不晓得要从哪⾥弄。不过看的时候就

因为身边有拆迁我也有去参与，然后也有⼀些朋友在拍⽚⼦，所以我⼤概理解那种可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90年代末，在台湾游历时，经由台湾 “全景影像⼯作室”的朋友引介,我第⼀次看到真实的影⽚。后来⾹港也有
⼀些团体把更多⽚⼦拿到，就在⾹港⼜看到更多⼩川团队作品。


成：那应该是2011年的⾹港独⽴电影节，“影意志”举办的。


维：对，可是我已经忘记是哪⼀出了…… 先看到应该是《牧野村千年物语》。所以⼀看就是看 后的，在村

⼦⾥边呆了10年之后拍的这出影⽚。 
善：2010年我加⼊影⾏者的时候，当时刚刚好去⼀个重建区，有⼀些租客⾯对被迫迁的问题。⽽我当时加⼊
（的状态）就是⼀边和居⺠⼀起抗争⼀边⼀起拍纪录⽚。所以我是经历了运动之后的可能两三年，然后刚好有

接触到（⼩川作品），我也是先看《牧野村千年物语》，然后后来有独⽴电影节，也有再看⼩川绅介其他影

⽚。


成：就先看了⽂字，然后⼜看了电影，然后再去拍摄是吧？还是说拍摄其实是很早 始的。 
维：对我来说是拍摄在看书之前已经发⽣了，对她(善)来说也是。通常都是 始参与⼀个运动，然后拿到摄影

机，然后有⼀些⼈告诉我们，之前在⽇本有⼀个这样的⼈。 
成：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接触了⼩川，然后（他们的作品）会更加帮助你们去理解在拍摄时候的状态。 


维：我觉得是共鸣吧。你跟抗争者他站在同⼀阵线去拍整件事情，因为你⼼⾥边想的就是我怎么去记录这件事

情，我怎么站在弱势者的⻆度去记录这件事情，然后你看到⼀个⽼前辈在做这样的事情，⽽且他还⼲得⾮常不

错。可能当时⾃⼰学到的⼀些社会科学的概念在看那本书之后，我能连结到。


对于我来说，在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刚好是⾃⼰⼀个⼈要 始进⼊社会运动，当然我也有之前的累积——我
肯定⼩时候是⼀个⾮常乖的⼩孩，是⾮常听话的学⽣，然后通常不会犯规；可是到了⼤学以后 始参与第⼀次

抗争就会发现说，你有很多对社会的认知跟想法被挑战了，可是那些挑战通常是⾮常理性的，就是理论性的。

有⼀些前辈、学⻓、学姐在不断的挑战你的底线这样⼦。我那个时候⼤概正处于⾃⼰原本的世界正在崩溃的状

态，我觉得那本书是很能帮助我重新抓回⼀些东⻄，因为它不是理论性的，是直接对⼈的，就是（教会我）对

⼈我怎么看？⼈是⼀样什么东⻄，⽣命是⼀样什么东⻄？然后⼈的尊严，⽣命的尊严是什么？从这⾥ 始，把

所有云上的理念跟理论跟⼈的情感与⽣活结合起来，对我来说这个（做法）⽐较可⾏。⽽且他这本书的书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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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追求⾄⾼⽆上的幸福》， 深刻的就是他会讲说，如果你不断的往内发掘⾃⼰，你就会发现⾃⼰跟其他⼈

的联系。这个⽤理论来说应该是有关“意识形态”，或是别的社会理论了。可是他的讲法我就觉得⾮常有⼈的⽓
息，很容易理解。


彤：我看过的第⼀出应该是有关成⽥机场的。2012年我才接触到菜园村，那时整个抗争已经结束了。那时我
是进去⼀起去参与⼀些⼩区营造、⼀些菜园村的规划这样。有⼀次在菜园村⾥⾯举办放映，就播了其中⼀套⼩

川团队的作品，我不记得那个名字。⾥⾯的内容我不是很记得，因为很⻓。但我记得作品中他们真的去实⾏

（拍摄）的整个社运过程。当时的我，是没有看过这样的⽚⼦的，⽽且是直接在菜园村⾥⾯看。因为我是先看

了菜园村的那些纪录⽚，然后才看了⼩川的那出⽚，时间序倒转的，是会觉得很相似。 
维：其实我们都是倒过来的，就不是因为看了⼩川的⽚⼦然后变成怎么样，⽽是因为进⼊了某些环境，做了⼀

些事情，然后经过其他⼈的引荐，知道了⼩川，再从他那⾥再多学习了⼀些东⻄。


成：所以其实是先⾃⼰拍摄，然后看到⼩川的电影产⽣了共鸣，接着你们⼜继续拍。那么在看过⼩川电影之后

的拍摄和以前的拍摄有什么不同吗？还是没有什么不同，他的电影对你们只是⼀种⿎励⽽已？


维：⿎励很重要，像我们这种⼈，信念都跟整个社会不同，总被认为和社会作对，我们这些⼈需要很多⿎励

（⼤笑）。


始的时候，第⼀次参加拆迁拍摄，1995-1996年前后，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从前价值观崩溃”的时代。那个时
候是其他⼈在拆迁事件中拍⽚，然后他们（“录像⼒量”的创作者们）不介意不同的参与者都试着拿摄影机（来
记录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种没拍过的⼈也可以拍拍看。⽽且他们都不太介意说专不专业，就是告诉你怎么

机，你就尝试，⽤你的直觉去尝试。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拿过摄影机，可是我没有怎么想过纪录⽚这个东

⻄，我只是知道他们有在拍，有时候我觉得拍⼀下也挺好玩的。可是我也清楚地知道那个机器在抗争的场合是

什么意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有⼀件事情：有警察诬告⼀个居⺠打他，然后 后是那个⽚⼦⾥⾯看到是警

察打居⺠，所以（居⺠）就⽆罪释放了。 


所以后来我觉得这纪录⽚是很有⽤的。⽽且不单是知道有⽤，拍⽚的朋友也很明显的在⽤（纪录⽚取证），⽽

且他们也应该有有看过⼩川的⽚吧，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当中因⼩川⽽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少，因为我没有跟他们

聊过这件事情。我只能这样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对于影⽚的想法或者是我看到的就只有这些，但那些朋友

也会⽤影⽚去挑战⼀些事情，⽐如说在运动内部的⼀些权⼒关系的问题，⽐如说那些社⼯和⽀持者与居⺠之间

的权⼒关系。但是后来另外⼀段⽚⼦也是同⼀个事情，他那些社⼯怎么打压了居⺠的想法。他所观察的是，在

居⺠尝试的⾃主决定的过程当中，社⼯有⼤程度是在警察来以前已经⾃⼰害怕得“镇暴”，或者有没有留有⾜够
空间让居⺠⾃决。


拍摄⽅⾯他们之间有些⼈本来就是很专业的⼈，看他们拍摄好像很轻松，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可是我当时是没

有想过我要拍⽚⼦的，后来是……我想做⼀个计划是关于⼟地跟⼈的关系，那个时候就是利东街⼈⺠规划运动
的抗争，利东街的抗争其实⼀直是⼀个我们想做的事情，可是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拍利东街的纪录⽚，我只是觉

得这个事情好像很重要，⿎励⼤家轮流去，什么时候他们有事发⽣，我们就去拍⼀下。所以到后来，就有⼀堆

⼈拍回来的不知道什么具体内容的素材，然后我剪⽚⼦的时候⼀直在⼼⾥埋怨⼈家：怎么只拍这些就停机了？

那个句⼦未讲完为什么停机？动作未完成为何停机？ 


剪⽚⼦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再看过⼀次《牧野村》，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的东⻄就⾮常不⼀样了，

因为有了真正的实践后，能从⽚⼦⾥领会的东⻄肯定⽐以前多很多：⽐如说，（会思考）那时为什么摄影机会

在那⾥，为什么他（作者）站在那⾥……或者是拍摄在拍摄时对居⺠讲什么话，为什么等等，就有⼀些这样的
呼应感。我觉得《牧野村物语》对我们这种⼈来说，就是 阔了纪录⽚的可能性，它可以是⼜拍科普⽚，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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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让被拍者来演戏。第⼀次看的时候会看不懂为什么让他们来演戏，如果没有看过那本书的话会更不懂。

所以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可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跟⼩川不⼀样的地⽅是，所有身份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组织者，也是纪录

者，然后我们也是陪他们（被拍摄对象）⼀起⾛过这件事情的⼈。后来朋友们就发展了⼀个说法，就是“家庭
录像带”。好像我们⼀群⼈⼀起商量好要做某⼀件事情，到那⼀天就有⼀个⼈负责拍⽚⼦，其他⼈就去负责做
那件事情，有点像 ⽣⽇会。如果我们是去示威抗议的，到那个时候就（会有⼀个⼈）把它拍回来，然后就有

⼈剪了，然后⼤家⼀起看。反正都是轮替的，轮替着去拍，轮替的去剪。你剪⼀部分，我剪⼀部分，再看看怎

么样拼凑起来这样⼦。


我们觉得参与⽐较重要，所以没有特别要求⼀定要统⼀拍摄⻛格这样⼦。不统⼀的拍摄⻛格就是我们的特⾊，

（就像）野草堆⼀样。所以我是觉得有跟⼩川他们是有⼀样的部分，可是也有不⼀样的部分，⽽且⾮常理解要

到处放⽚⼦的需要，我觉得那个（放映）也是⼀个运动。我们⾃⼰也当然要到处放⽚⼦，所以 始想象说，要

到处拍放⽚⼦实在是太⾃然了，因为这件抗争就是主流媒体不会报或者是乱报，所以我们⼀定要到处去放，然

后动员⼀直在发⽣，我们也想拉⼀些不同的朋友来了解⼀下居⺠的⻆度。所以⾃⼰真正在做的时候，就觉得我

理解到我那个时候在书中看到的东⻄的深层意义，看书那个时候也能理解，可是做了以后理解就是不⼀样。 


成：有⼀点点没明⽩，你理解看到的东⻄的意义是什么时候？


维：⽐如说在我没有⾃⼰做⽚⼦之前，看到他们说要到处去放映，觉得这个理念上当然是⾮常好，当然主流媒

体不帮你要到处⾃⼰放。可是到你⾃⼰要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对，真的是⾮常⾃然的，你可能也不需要看过他

的书，你也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个需要。那个时候会感觉到的并不是说有⼀个前辈，或是有⼀些前辈他们在

遥远的地⽅和时代做着很好的事，⽽是说⼀个竟然好⼏⼗年在各地都没有改变的、我们共通的社会问题，就是

主流媒体对待草根基层的处理⼤都是这么糟糕。在⼀个声称⺠主的地区，它的主流媒体就⻓这个样⼦，然后我

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都要⽤这个⽅法（独⽴制作，⾃主放映）。那个感觉就不再是你看⼀本书看⼈家的事

情，⽽是说，你看到⼀个已经去世的“同志”，他过去在做的事情。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变不⼀样了。


成：那个关系就变成……战友。 
维：其实我觉得，“同志”在字⾯上可能是 贴切的。战友可能是临时因敌⽅⼀致才成为战友，但“同志”理论上
是⼤家志向相同共同奋进的⼈，法国⼤⾰命初期巴黎市⺠也喊对⽅做“同志”。不过历史太沉重地压在这个词语
上，致使它的意义已变得不同。或是，有些路上的⼩径，这位过世的朋友已帮你 好路了，彷佛⾃⼰接收到⼀

种礼物，这让我感觉⾃⼰也可以为后来不认识的⼈做⼀些事。


成：能够理解，虽然他已经过世，但是看到他的作品和他的⽂字，受到的⿎舞依然蛮⼤的。可以谈谈⼀些与被

拍摄者沟通的经验吗？ 
善：在《铁怒沿线》系列中，Benny不只是拍⽚⼦，⽐如说他不只拍抗争场合，他也有很多跟村⺠的互动与聊
天。⽐如说有⼀些村⺠可能是平常在会议上不会发⾔、或是不会去 会， Benny作为⼀个管道，跟他们聊了以
后，发现有些事情或意⻅也重要，也应该跟其他⼈分享，他也把影⽚拿来跟其他村⺠分享。或是在 会以后，

把 会需要决定的事情拍了⽚⼦，⽤这些素材问不 会的⼈怎么看。


成：就是先拍了⽚⼦，然后拿去给会议上的⼈看是吗？ 
维：据我所知是两边都有（参与 会的⼈和错过会议的⼈），（也就是说）他的⽚⼦会成为⼀个沟通的管道。


成：那很重要，似乎超越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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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类似把影⽚作为沟通管道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做，有⼀些居⺠可能⽩天没办法要上班，有些⾏动去不了，

⽽另⼀些刚好失业或上夜班的居⺠去参与了，然后我们把⾏动影⽚拿回去，互相认可⼤家的参与。有些居⺠上

夜班⽆法 晚上的居⺠会，⽽居⺠会的情形也因拍摄⽽留下来了。或者是有些居⺠可能他⼯作很忙，然后他的

声⾳没办法亲⾃跟外界去分享，我们可以放⽚分享以后，把其他⼈看到影⽚之后有什么反应再播给居⺠看到，

这样去互动。反正影⽚可以有这样的媒介的效果，可以压缩空间跟时间。⻓时间劳动的⼈，他们可能有时候⽇

夜颠倒，那么⽩天上班跟晚上上班的⼈根本就互相⻅不到。怎么让他们 会，怎么合作，（产⽣）共同感，让

⼤家感觉我们都是⼀起在同⼀个运动⾥⾯（很重要）。


维：这另⼀⽅⾯是我们作为组织者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有⼀个⼈他很积极，然后其他⼈都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然后⼤家很容易只会觉得他出⻛头。或是说所有事情就只看着他的意志来决定做不做，那其他⼈就很没有参与

的意义，就变成很不⺠主的群体了。所以我们觉得在⺠主化的事情上⾯，影像可以扮演⼀个更积极的⻆⾊。 


回应刚才铁成的话，我不觉得我们说这样做是“超越”了⼩川，⼀⽅⾯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在做组织⼯作，另外⼀
⽅⾯是说，我们觉得学习应该有所发展，跟随时代和⽂化背景的需要⽽变化，不能全都只抄他的。如果只是纯

粹抄袭做法，这样的学习⽅式对前⼈太不尊敬了，应该有⾃⼰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常，⽽不是说⼀种

“超越”这么厉害的事情。


因为影⾏者成⽴就是2007年了，2007年摄影 始普及化，这个东⻄都是我们⽐较关注的。不再是我们拍，然

后我们去讲你们的故事，可不可以你们⾃⼰来讲你们的故事？当然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港社会就是

⼯时越来越⻓，然后房租⼜超贵，很多基层市⺠只能打两份⼯这样⼦。那就变成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

⽓。所以我们也调整说，算了，不要求你剪⽚、你来拍。或是或者我们⼀起想剧本，然后我们⼀起来拍⼀个什

么东⻄。反正⼤家⼀起参与，⽽不是说要求⼀个劳动阶层，他从剧本到拍摄到剪接，他要⾃⼰做⾃⼰的创作，

这样⼦就有点太难，应该时间跟体⼒上都不太可能。所以就有很多跟他们不同程度合作拍摄的计划。


成：谈到放映， 近的放映跟以往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彤：2014-2015年，我们⽤联系放映的⽅式去⼀些⼤学、找⼀些⼩区团体，如果有地⽅就可以借。我们有时会
⾃⼰带机器去，讨论要放什么主题。主要都是找到⽚⼦后，跟导演（⼀起去现场）讨论。我们的⽅式可能就是

帮他们做字幕，去换取放映的权限。还有⼀种⽅式就是会找跟那些（影⽚）⽚段有关的主题和地⽅去播——
“回到现场”。


维：“回到现场”是⼀个“录像⼒量”的朋友发明的说法。


彤：我觉得这个是 好的⽅式，你可以同当时（当地）的⼈，或者相关议题的⼈去聊天，⽽且他们都会分享当

时不同的经历。这样的聊天就跟普通的映后讨论不⼀样了。


成：好像之前在我的课堂上，记得你（维怡）讲过拿⼀个投影机和幕布出来，然后就摆⼀些椅⼦在街头……


维：那是我们的⼩区放映活动。这种放映是 简单 基本的，那空间在⼩区⾥也是⼈来⼈往的地⽅。⼤家对于

⽚⼦的耐性是不会很⾼的，除⾮他看到⾮常有趣、⾮常引起他好奇的东⻄这样⼦。


可是我们的⽚⼦都是“苦⼤仇深”的嘛，这种事情是不会有⼈想要去看，因为他的⽣活已经⾮常痛苦了，为什么
闲暇时还要我们来告诉他他有多⾟苦？后来我们就⽐较少在街上放着我们的⽚⼦。⽽且有些时候如果他不认同

那个事情，很快就变成要有⾮常不理性的吵架这样⼦，然后你不想跟他吵，他会跟你吵的。尤其是去年以后就

很容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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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早两年已经 始想说，⽤⼀些录像装置的⽅式，就去做弄⼀个什么奇怪的东⻄，然后⼈们经过的时候

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这么奇怪”这样⼦，就会驻⾜⼀下，⼋卦⼀下。


善：⽐如说去年在万圣也有尝试这样的做法。万圣节与⻤怪、恐怖有关，然后我们就拿了“恐怖”的意念。⽐如
说，很多⼈都⾯对着很艰苦的劳动状况，或者是有⼯伤或者是很多劳损，其实这也是很恐怖的东⻄。然后我们

找了⼏个不同的⾏业访问他们，听到他们说⼀天可以做12、13、14个⼩时啊，然后身体哪⾥劳损或受伤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访谈做成短⽚，做成万圣节感的录像装置。有了节⽇⽓氛，路过的⼈就可能⼋卦看⼀下什么事

情，然后就可以看⼀下影⽚，就有机会再聊⼀点。


维：就是⽤Halloween搞怪的⽓氛，中和了苦⼤仇深的语⽓，尝试⽤另⼀个⽅式传播。 实际上我们是做了5个
灯箱，然后上⾯打印了⼀个⽜油纸，上⾯就写的是他是什么名字、做什么⼯作，那个⽚⼦就⽤pad或⼩型笔电
放在箱⼦⾥⾯了。对，我们就想⽤装置的⽅法，⽽且我们也想把装置这个⽅式推⼴在基层的⼩区⾥边，因为其

实我觉得很多居⺠他们⾃⼰有在做装置……只要你觉得这个东⻄放在⼀起有⼀个意义，那就是⼀个装置。装置
都是⽤现成物的，它不需要你有很好的画画技巧或雕塑技巧，它就是这样⼀种⾮常有普及化潜质的艺术形式。

我觉得艺术普及化的过程⼀定要推⼴⼀下装置，⼤家都可以做。


还有后来有⼀个⽐较⾼兴的，就是我们给印度尼⻄亚的移⺠家务⼯办了⼀个摄影⼯作坊，就是她们去拍照⽚，

然后在展览⾥边也有⼀些关于她们的故事的影⽚。


成：有⼈对⼩川也有批判性的看法，就是他可能创作上和他跟周围的⼈的关系上不算太好，这些你们怎么看？


维：有听过。⾸先是他跟摄影队伍的不合，这个是⾮常多⼈讲的，好像是太多⼈称赞他，然后有些⼈就觉得要

平衡⼀下相关的论述吧。我觉得独裁的导演当然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都不会这样。如果有独裁的导演出现，可

能他就没有办法再在这个团队⾥。可是我觉得有功有过，就都讲了吧。我觉得⼈就是会犯错，然后不应该是

说，因为你觉得他是你的启蒙者，然后你⾮常不接受他有犯错，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态度—他是你的⽼师，不
代表他是圣⼈，更不代表他⾮得是圣⼈不可，这个只是你⾃⼰希望你的⽼师是圣⼈，所以你看起来⽐较厉害⼀

点的样⼦吧。


所有⼈都会有缺点跟错误，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他做得不对了还是勉强原谅他或怎样，⽽是说，如果你知道

他做过这样的事情或许是不对的，那⾃⼰就该前⻋可鉴，不要重复前⼈的错误。这就是后来者⾃⼰的修身。⾄

于之前已经发⽣了也就已经发⽣了，他们团队⾥发⽣的问题，也是另⼀个团队的⼈们⾃⼰必须要处理和⾯对

的。我们其他⼈，说真的都只能打嘴炮⽽已。可能会有⼈觉得有“家暴”其他⼈不能不理，如果真的牵涉性命财
产⼦⼥的家暴，当然须介⼊；但这⼀类的，对我来讲，信息不⾜以让⼈做“判官”或找到⼀个位置介⼊，只能
说，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很多团体都有内部不⺠主，但不⺠主有时不是单⽅⾯，所以，只能前⻋可鉴，⾃

⼰明⽩不能够做他被⼈批评有做的事，这样吧。


成：你们团队内部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呢？


善：可能很难很明显地讲，⼤家互相可以多了解⼀点对⽅，之后群体⾛下去的可能更顺利，有⼀点团结的效

果。


维：这个在组织⾥⾯就⾮常重要，因为做过组织的⼈都知道，⼀旦吵架往往不可收拾的，意⻅不同可以⾮常严

重。如果你对那个⼈的理解更多⼀些，可能就不⾄于（很⼤分歧）。


成：还要什么要补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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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补充⼀点，我们的影⽚在拍摄的过程中，有部分的⼈会做到 empowerment（赋权） 的效果，就是不单是
向外的拿去放，⽽是这个东⻄向内，造成⼀个内部的沟通。⽐如说⾏动完了看⽚⼦，然后去检讨⼀下我们这⼀

次做成怎么样。它（影⽚）在整个抗争体的⽣命⾥边，扮演了⼀种更积极的⻆⾊。除了电影作品跟放映以外，

还有别的收获？这个是经验⾥边慢慢发展出来的东⻄。⽐如你不断的访问居⺠，其实在帮他练习讲话，在利东

街抗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们不停重复地问，他们不停重复地讲，然后⼀些⼈会从 始结结巴巴变成表达

很流利的样⼦。


我觉得另外⼀个我印象⽐较深刻的例⼦，就是我记得顺宁道的重建居⺠，他们第⼀次去抗争，拿着banner（标
语）去示威不是⾃⼰（顺宁道）的抗争，⽽是菜园村的抗争。为什么呢？那时菜园村（抗争）要动员，我们就

尝试把 Benny 前⾯拍的⼀些短的素材，关于婆婆在种⽥的⼀些⽚⼦拿给那些居⺠看，想说我们想要⽀持⼀些
像这样⼦被拆迁的⽼⼈家。我本来是战战兢兢，觉得说居⺠会不会觉得不关我的事，但让我意外的是，因为很

多新移⺠有种⽥的经验，他们看到婆婆在做事情，就知道她在做什么了。就会对她产⽣⼀种同情，觉得⽼⼈家

这么⾟苦种⽥，却要被⼈家赶⾛，结果那⼀次就有⼏个居⺠出去抗争了，带着孩⼦出去的。我觉得对于他们来

说也是⼀种学习，先参与了别的示威，也是⼀种练习。我觉得⼤家在看影⽚的过程也是在学习社会——以往的
概念跟现在发⽣事情的观念已经发⽣了变化，它怎么变化，向什么⽅向变化？我觉得那就是艺术，它就是内在

的⼀种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不仅仅是⽚⼦，⽽是⼀个向社会提问和学习的过程。他怎么变成这个镜

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镜头，每⼀个为什么都⾮常的重要。


成：好的，再次感谢你们的时间和⽀持！谢谢！


注释 

[ ]采访正⽂末附有受访者的简介与主要影⽚介绍。 1

[ ]对于⼩川绅介的评论，也有褒贬不⼀的声⾳。彭⼩莲曾在她的书中通过对⼩川组成员的访问呈现了⼀些对于他缺点的反思，⽐如剧组以2
男性中⼼制，⼥性往往成了“男性的附庸”；⼩川更多地让剧组的年轻⼈为⾃⼰⼯作，⽽没有想法要去培养新的导演，甚⾄“知道别⼈想拍
的时候，就会阻挠别⼈”；另外⼩川的电影事业盈利很少， 始结婚和有家室的成员在不得不为⾃⼰的家庭和未来着想时选择离 ⼩川
组，他们⼜往往会被⼩川视为“叛徒”。相关内容参⻅《寂静的⽇⼦》于彭⼩莲，《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师⼩川绅介》[M].上
海：华东师范⼤学出版社,2007:165-180

[ ]彭⼩莲，《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师⼩川绅介》[M].上海：华东师范⼤学出版社,2007.3

[ ]2015年的第三⼗九届⾹港国际电影节举办了《回到三⾥冢：⼩川绅介的启示》，放映了⼩川绅介三套三⾥冢系列影⽚。4

[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中⽂名为《凛冬烈⽕：乌克兰⾃由之战》，是⼀部由Evgeny Afineevsky 指导于2015年完5
成的纪录⽚，讲述2013-14年乌克兰的社会运动——“乌克兰⾰命”，曾获得2016年奥斯卡 佳纪录⽚奖提名。因其内容与⾹港反送中运动
有相似之处，在⾹港影响很⼤。

[ ]因为讲出来就证明其曾经参与过理⼤围城内部的⾏动。6

[ ]如上⽂中彭⼩莲在其书中所提到的对于⼩川绅介那些负⾯的评论。7

[ ]2019年被抗争者们⼴泛引⽤的李⼩⻰对于功夫的理解： “Be water”(像⽔⼀样)，旨在以柔克刚， 放⾃由，游击性强。参⻅：8
ANDERLINI JAMIL，“Year in a word: be water，Hong Kong protesters take inspiration from Bruce Lee’s philosophy [J/OL].Financial 
times(2019-12-23)[2020-12-14].https://www.ft.com/content/c34b9582-1da2-11ea-97df-cc63de1d73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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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张铁樑（Cheung Tit Leung）


⾹港独⽴电影策展⼈、研究者。“岭南⼤学视觉艺术哲学博⼠，于各⼤专院校客席任教电影课程。他对导演⼩
川绅介作品深有研究，2011 年 始协助⾹港独⽴电影节策划‘⼩川绅介回顾展’。⾃ 2014 年起，他担任‘⾹港独
⽴电影节’的策展⼯作，后来更加⼊成为影意志董事局成员；与友⼈创办‘中国独⽴纪录⽚研究会’，致⼒中国独
⽴纪录⽚的研究和推⼴。 2017 年，他与蔡倩怡创办⾹港真实影像协会，推⼴⾹港纪录⽚⽂化，曾策划多个项
⽬，包括‘⾹港纪录⽚回顾专题（1980-1997）’、‘当代国际纪录⽚共学：其后’此外，他也是⾬伞运动纪录⽚
《乱世备忘》的监制之⼀。”引⽤来源：《本地独⽴电影研究者张铁梁逝世，终年37岁》，⽴场新闻，https://
w w w . t h e s t a n d n e w s . c o m / c u l t u r e /
%E6%9C%AC%E5%9C%B0%E7%8D%A8%E7%AB%8B%E9%9B%BB%E5%BD%B1%E7%A0%94%
E7%A9%B6%E8%80%85%E5%BC%B5%E9%90%B5%E6%A8%91%E9%80%9D%E4%B8%96-
%E7%B5%82%E5%B9%B4-38-%E6%AD%B2/ 2020年3⽉22⽇，（检索⽇期：2020年12⽉10⽇）


陈浩伦（Freddie Chan）


⾹港独⽴电影作者。“⾹港岭南⼤学⽂化研系⼀级荣誉学⼠(2006)，毕业后任职⾹港电台电视部时事及公共事
务组任职编导，2008年 始创作独⽴电影。《反⾼铁运动之传媒透视》（2010）；《稻⽶是如何炼成的》
（2013）⼊围华语纪录⽚电影节及台湾南⽅影展；剧情短⽚《美好⽣活》、《⼥实Q》于2013及2015年获⾹
港独⽴短⽚⽐赛ifva⾦奖及银奖；以及纪录⽚《收割， 路！》（2015）。”


引⽤来源：好戏⽹，https://www.mask9.com/node/202872，（检索⽇期：2021年2⽉2⽇）


崔允信（Vincent Chui）


⾹港电影导演，策展⼈。“1965年出⽣于⾹港，1988年毕业于美国洛杉矶洛约拉⻢利蒙特⼤学电影系，回港后
曾在电视台及电影公司⼯作。 1993年 始参与独⽴制作，曾获得⾹港独⽴短⽚及录像⽐赛奖项。 1997年与其
他独⽴电影⼯作者组成影意志，宣传及发⾏⾹港独⽴电影。同年，与许鞍华合导《去⽇苦多》，是他⾸次参与

导演⼯作。 2001年独⾃执导《忧忧愁愁的⾛了》，⼊选南韩全州电影节参赛影⽚，⼜获法国杜维尔亚洲电影
节选⼊DV数码竞赛单元。 2004年以《追踪眼前⼈》，获选为台北电影节闭幕电影，并⼊选莫斯科电影节新导
演竞赛部分。”2008年执导商业⽚《爱情万岁》，另外执导的两部独⽴电影为《三条窄路》（2009）和《⽆花
果》（2012）。⽬前任“影意志”艺术总监。


引⽤来源：艺频⽹，http://arts-news.net/artlibrary/talent-pool/%E5%B4%94%E5%85%81%E4%BF%A1，
（检索⽇期：2021年2⽉2⽇）


陈梓桓（Chan Tze Woon）


“毕业于城市⼤学政策及⾏政学系，其后于浸会⼤学修读电影电视及数码媒体（制作）硕⼠，作品包括：《⾹
港⼈不知道的》（2013）、鲜浪潮短⽚作品《作为⾬⽔：表象及意志》（2014），以阴谋论及伪纪录⽚的⼿
法描绘⾹港的政治氛围，获鲜浪潮短⽚⽐赛 佳创意奖，及⼊围⾹港独⽴及录像⽐赛公 组竞赛。曾参与的电

影及电视包括 《奇幻夜》（剪接助理）、《狮⼦⼭下2014：做地产》（剪接）。 ”《乱世备忘》（2016）为
他⾸部⻓纪录⽚作品，⼊围第53届⾦⻢奖 佳纪录⽚提名（2016），并获得2017年⽇本⼭形国际纪录⽚展亚
洲新⼒单元⼩川绅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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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源：《⽣命图书馆》，⾹港⼤学学⽣发展及资源中⼼官⽹，https://www.cedars.hku.hk/ge/
programme/detail?id=385，（检索⽇期：2021年2⽉2⽇）


李维怡（Lee Wai Yi）


“影⾏者”总监、⾹港独⽴纪录⽚作者、社会艺术⼯作者、作家。从事纪录⽚创作、录像艺术教育、基层平权运
动。与不同市⺠⼀同创作的纪录⽚“包括有关湾仔利东街⼈⺠规划运动的《⻩幡翻⻜处》(2005)、有关2005年
反世贸抗争的《沉重⽽绚烂的⼗⼆⽉》(2005)、有关扎铁⼯⼈罢⼯的《扎草根．铁⽣花》(2007)、有关货柜⻋
司机⽣活的《Dog and Butterfly》(2007)、有关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的《码头与彼岸》(2008)、有关都市贫
⺠反迫迁的《顺宁道，⾛下去》(2010)、有关资本全球化的个⼈流徒纪录系列《未存在的故乡》三部曲(2013-
15) 、有关旧区⽣活感知的《旧区五⾏纪》系列的《⽕篇》和《⽊篇》(2014)、有关年⻘⼈到社区探索的⼩故
事《翻⼟.景深》(2017)等等。”


引⽤来源：落草为艺⽹，https://comartforum.wordpress.com/speakers-intro/leewaiyi/，（检索⽇期：2021
年2⽉2⽇）


张善怡（Selina Cheung）


“基层家庭⻓⼤，中⼤语⾔学系毕业后，曾任职本地劳⼯团体，2009为创办《草纸》成员之⼀，并加⼊筹办草
根媒体实习计划。 2010年加⼊影⾏者⼯作团队，同年加⼊顺宁道重建义⼯⽀援组。⾃2012年起与影⾏者友好
⼀同筹办在深⽔埗街头每⽉⼀次的社区放映活动及出版以深⽔埗街坊为对象的《⼼⽔报》。曾和多个团体的街

坊、妇⼥、⼯⼈共同创作短⽚，如： 《新来港妈妈的⼼声》(与街⼯妇⼥共同创作)、 《顺宁被迫迁租户近况: 
⾯临强拍的天台屋》(与前顺宁道重建被迫迁租户共同创作)、 《菜园新村‧波叔的家园⽣活》(与菜园村村⺠波
叔共同创作)、 《有型师奶》、《⼀⾟⽆酬》（与妇⼥贫穷关注会妇⼥共同创作）、 《⼤⻥和⼩⻥~阿杰》
（与关综联街坊共同创作）、 《⻤⻢X光机》、《你真系适合做这份⼯吗？ 》（与⼯权会⼯伤⼯友共同创
作）、 《路⼝》（与东京街福荣街重建关注组街坊共同创作）、 《论废⻘》、《⼯伤权益－抉择知多
少？ 》、《乱嗡廿四之咪俾地产⽼点》（与社区互助发展⾏动街坊共同创作）等。 ”


引⽤来源:落草为艺⽹，https://comartforum.wordpress.com/speakers-intro/selina-cheung/，（检索⽇期：
2021年2⽉2⽇）


蔡咏彤（Tsoi Wing Tung ）


理⼯⼤学公共政策及⾏政学系毕业， 曾在影⾏者作实习⽣， 其间负责菜园村相关研究， 毕业后对⼟地议题仍
感兴趣， 2018加⼊影⾏者， 亦负责⼟载四⽅众计划。以城市⼥⼊乡郊作起点，在菜园新村探索，了解乡村的
历史，也希望了解村⺠的粗⽣绿⾊⽣活， 记录和传承⼀些乡村⽂化，探讨永续⽣活与发展。创作短⽚有：
《煲蔗⽔（⼀）跟⾼婆去斩蔗》、《煲蔗⽔ （⼆）柴⽕煲蔗⽔》、《 粗⽣⼿艺： 罗太⼩法宝》、《 ⾼婆墟市
故事》、《⾼婆与⽩兰》、《农务初哥》、《跟⾼婆织织复织织》、 《围村⼤⼥》、《听⾦兰说⼋乡》、
《跟⾼婆学造糕》、《⼋乡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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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介绍

《稻⽶是如何炼成的》（The Way of Paddy） 


导演：陈浩伦.独⽴制⽚，2012.


简介：“从2009年的‘反⾼铁护菜园’运动发展出来的菜园村⽣活馆，吸引了⼀群知识份⼦加⼊，他们除了⽀持
村⺠外，更身体⼒⾏加⼊耕种⾏列。本⽚描述他们尝试种⽶的过程。”


引⽤来源：《稻⽶是如何炼成的》，好戏⽹，https://www.mask9.com/node/100997，（检索⽇期：2021年2
⽉2⽇）


《铁怒沿线：三⾕》（Raging Land 3: Three Valleys） 


拍摄、剪接：陈彦楷，制作：菜园村⽀援组、影⾏者.独⽴制⽚，2011.


简介：菜园村，“在争取复耕牌的半年中，村⺠同时 始新村的规划，要不要有⻢路，谁住在谁旁边，谁住在

这谁住在那，村头村尾，每间屋的设计，污⽔的处理，⾃有地、农地与公家地的⽐例等等等，⼀盖集体讨论决

定。同时政府宣布村⺠⼗⼀⽉要离 。另⼀⽅⾯，因⼟地路权的问题，村⺠担⼼即使买了地却未能可以通往起

屋⽽踌躇。时间逼切，这是团结的机会，亦有溃散的危机。踏⼊⼗⼀⽉，政府 始进场拆屋， 始了每⽇巡

守、阻挡怪⼿，争取先建后搬的⽇⼦。”


引⽤来源：《铁怒沿线：三⾕》，第九届⾹港社会运动电影节官⽹，https://smff2011.wordpress.com/2011/
08/22/choiyuen2011/，2011年8⽉22⽇，（检索⽇期：2021年2⽉2⽇）


《乱世备忘》（Yellowing） 


导演：陈梓桓. 影意志有限公司出品，2016.


简介：“2014 年于⾹港发⽣的⾬伞运动，由年轻⼈主导策动，⼀呼百应之下，万⼈占领街道，以公⺠抗命的⽅
式争取⺠主普选，从⾥⽽外、从⾹港到全世界，⾬伞运动可说是从此改变了⾹港未来的可能。跳脱议论式的访

谈评论，《乱世备忘》没有知名权威⼈⼠的断⾔，⽽以 贴近活动当时的纪录，为⾬伞运动留下⼼情的、细微

的、运动发展的备忘录。”


引⽤来源：《乱世备忘》，台北⾦⻢影展官⽹，https://www.goldenhorse.org.tw/film/about/archive/detail/
1421，（检索⽇期：2021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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