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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身为“座·⾼园寺纪录片电影节”影展总监的资深摄影师
⼭崎裕在这篇⽂章中回顾了这⼀纪录片电影节诞⽣
（创办于2010年）与发展的过程，并着重介绍了该影
展打破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之间的边界、跨越新旧之分
的初衷，⽽这个努⼒也启发了其他日本国内影展去重
新发现日本电视纪录片的重要性。⼭崎强调，以扩展
纪录片的可能性为原则，该电影节创办三个展映单元
来回顾、展映不同层次和领域的纪录片，进⽽丰富和
扩充“纪录片”这个影像类别的含义。该电影节于第6
届（2015年）开始，陆续放映了胡杰、于⼴义、杜海
滨、雎安奇和章梦奇等导演创作的中国独立电影，许
多日本学者与相关⼈员也参与到展映和映后谈话等活
动中。

⼭崎裕（YAMAZAKI Yutaka）

Abstract
Serving as programme director of ZA-KOENJI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veteran cinematographer
Yamazaki Yukata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stival and 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 as
he recounts the establishment (2010) and growth of ZA-KOENJI. According to Yamazaki, the festival
develops three disparate selections to revisit and showcase documentaries in different themes and arenas,
which also embody the core tenet of the festival to promote documentary cinema. The festival in turn
also enriches and broadens the de nition of the documentary genre, which extends to include TV
documentaries, and it has also somewhat inspired the curatorial practices of other Japanese lm festivals.
Since the 6th event (2015), many independent lms by directors such as Hu Jie, Yu Guangyi, Du Haibin,
Ju Anqi, and Zhang Mengqi have been shown, with many Japanese scholars and lm professional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reenings and panel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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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电影·电视·戏剧的边界：
创作者们所创办的“座 · ⾼园寺纪录⽚电影节

“想让更多的⼈了解纪录⽚的魅⼒！
正是带着这样的愿望，⼀个全新的纪录⽚电影节诞⽣了。
2010年，同上述主题宣传词⼀同诞⽣的，是东京“座·⾼园寺纪录⽚电影节”，该电影节是在⽇本戏剧界的主导
下，由两位剧作家发起的活动。2009年5⽉，在东京杉并区⾼园寺附近，拥有两个剧场和⼀个活动会场的、名
为“座·⾼园寺”(ZA-KOENJI)的剧场诞⽣了。该剧场的两位初代馆长，是剧作家斋藤怜（Saito Ren）和艺术总监
佐藤信（Sato Makoto）。他们⼆⼈⾃1960年代以来便是⽇本戏剧发展中，新剧、地下戏剧、⾳乐剧等各门类的
领头⼈，也是我相识多年的⽼友。特别是，曾经⾝为戏剧和电视剧优秀编剧的斋藤怜，还曾与我所在的（股份
有限公司）Documentary Japan（以下DJ）⼀起合作过纪录⽚节⽬。
斋藤同我商量道，他想做⼀个不仅关注戏剧，也关注影像相关内容的活动，我认为我们DJ或许可以创办⼀个纪
录⽚电影节。当时，东京尚未有聚焦纪录⽚的电影节。喜欢纪录⽚的⼈们只能去⼭形国际纪录⽚电影节。
因此，我们与“座·⾼园寺”剧场共同举办的项⽬，“座·⾼园寺纪录⽚电影节”于第⼆年即2010年3⽉诞⽣。第⼀届
为期6天。该活动既放映过去电视纪录⽚中的名作，也有纪录⽚电影中新⽼名导演的作品，以此形成⼀个作品
种类丰富的平台，并吸引到很多对纪录⽚感兴趣的⼈。
其后，每年2⽉中旬召开为期5天的电影节成为定例，举办⾄今。来年，2021年2⽉将举办第12届[1]。
“座·⾼园寺”⼀⽅提供场地和⼯作⼈员，具体项⽬由DJ的⼯作⼈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执⾏委员会负责。运营资⾦
来⾃门票收⼊和⽂化厅的⼩额援助，不⾜部分由DJ填补。
第⼀届活动中，我们的举办影展的主旨如下。
每天都有不少电视或电影“纪录⽚”问世。世间有许多⼈对纪录⽚抱有兴趣、⼗分关⼼。然⽽遗憾的是，
⼤家观看纪录⽚的机会⼗分有限。我们认为， 优秀的纪录⽚让我们对新发现感到惊奇、因感动⽽落泪、
让我们⼤笑、让我们感到跃动的兴奋，也有能⼀夜之间改变观看者世界观的⼒量。
跨越电视和电影的边界去再次发现纪录⽚的魅⼒与可能性，这就是本电影节的⽬的。（其余部分省略）
本电影节由纪录⽚的创作者们运营。作为创作者的我们，为了继续创作纪录⽚，需要发现当下的不⾜并
寻觅未来的⽅向。这也是本电影节的⽬的。（其余部分省略）
本电影节要进⾏两项发现，分别是“发现过去的名作”和“发现新的杰作”。负责这⽅⾯的，是在各个领域
都很活跃的、对纪录⽚造诣颇深的策展⼈们。我们要同他们⼀起探寻纪录⽚的过去和未来。

本电影节⼀般由三个单元构成，分别是根据特定主题选定的“特集”单元，由著名嘉宾组成的“（嘉宾）精选
（selection）”单元，以及在普通报名作品中进⾏甄选的“竞赛（competition）”单元。为具体单元选⽚的时候，
我们从创作者的⽴场出发，尽量⼴泛地解释纪录⽚这个门类，因⽽我们的关注对象不仅限于电影，也包括电视
纪录⽚。
我们特别意识到，⼀些电视纪录⽚在播放过后，观众便很难再看到，所以要为过去的名作创造上映机会。⾄今
为⽌上映过的电视纪录⽚旧作中，有曾经是1960年～1970年代⽇本电视纪录⽚黄⾦期⽀柱的、来⾃NHK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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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家看到纪录⽚！

￼

“精选”单元的嘉宾选⽚⼈（2014年），是枝裕和（右）与著名诗⼈⾕川俊太郎（左）进⾏对谈 ©座·⾼园寺纪录⽚电影节

⽥洋（Aida Yutaka）、⼯藤敏树（Kudo Toshiki）、NTV的⽜⼭纯⼀（Ushiyama Junichi）、RKB每⽇放送的⽊
村荣⽂（Kimura Hidefumi）、朝⽇放送的铃⽊昭典（Suzuki Akinori）、TBS的萩本晴彦（Hagimoto
Haruhiko）、⽊村良彦（Muraki Yoshihiko）、东京电视台的⽥原聪⼀朗（Tahara Soichiro）等⼈的作品，还有
⼀些活跃在地⽅电视台的创作者们的作品。以本电影节为契机，过去优秀的电视纪录⽚受到关注，⼭形国际纪
录⽚电影节也开始策划电视纪录⽚放映，⽇本各地逐渐展开相关专题上映会等活动。
本电影节“精选”单元的嘉宾选⽚⼈，有是枝裕和（Koreeda Hirokazu）、森达也（Mori Tatsuya）、河濑直美
（Kawase Naomi）、⽥原聪⼀朗（Tahara Soichiro）等⼈，他们是活跃在纪录⽚、剧情⽚和新闻出版业等各个
领域的创作者，本影展⼏乎每⼀届都有他们的⾝影。上述创作者中，多数都与我在做摄影⼯作时有过长年共事
的经历。除此之外，作为嘉宾选⽚⼈来参加本电影节的，还有⼩说家、电影导演、⾳乐⼈、演员等来⾃各个领
域的纪录⽚爱好者。嘉宾选⽚⼈们可以⾃由选择⾃⼰想要推荐的纪录⽚，并从嘉宾的⾓度对名作纪录⽚的魅⼒
进⾏再发现，这便是此单元的⽬的。
各个单元中也包括映后谈话活动，谈话嘉宾包括创作者和相关⼈员。在电影节开展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与⼭形
国际纪录⽚电影节、东京FILMeX、中国独⽴电影节等影展共同合作，逐渐打开视野，了解到⽇本和世界各国
的纪录⽚作品。
竞选单元每年都会收到很多报名申请，其中有来⾃学⽣的作品，也有独⽴制作、以及电视台等来⾃不同层次与
领域的作品。9名预备评委将在这些作品中选出5部，再由5名最终评委选出⼤奖作品。此部门的获奖作品，多
数在公映后也得到很好的评价。
在各个单元的筹备阶段，作为影展总监，我不囿于既成观念，⽆论作品新旧、是否有名，只要是作者性强的作
品，就是我们的选择。超越电视、电影的框架的，纪实性电视剧（documentary drama）和公共关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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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会选择很多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作品，
我们⼀直关注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作品。这或
许可以追溯到“座·⾼园寺”艺术总监佐藤信在1980年
代开始举办的、通过戏剧促进以亚洲为中⼼的国际
交流的活动。
中国纪录⽚作者中，王兵、贾樟柯等⼈在⽇本已有
名⽓，王兵的作品曾在候选名单上，但考虑到上映
时长等原因，尚没有机会放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的中国纪录⽚作品，是在第8届东京FILMeX（2008
年）上看到的于⼴义导演的《⽊帮》，我被这部电
影打动，当时就想，有机会⼀定在“座・⾼园寺”上
放映它。我们⼀直与⼭形纪录⽚电影节和中国独⽴
电影节保持合作关系，从他们那⾥获得资讯并促成
项⽬，直到2015年的第6届电影节，我们终于有机
会上映来⾃中国的作品。
《⽊帮》映后谈（2017年）。左起：⼭崎裕，中⼭⼤树
©座·⾼园寺纪录⽚电影节

最初在本电影节中上映的中国独⽴电影作品，是第
6届上映的《我虽死去》（导演：胡杰），当年我
们邀请了中⼭⼤树（东京中国独⽴电影节代表）进
⾏谈话。第8届，中⼭⽒成为嘉宾选⽚⼈，进⽽实
现《⽊帮》（导演：于⼴义）在本电影节的上映。
同⼀年电影节还上映了《少年·⼩赵》（导演：杜海
滨），并由秋⼭珠⼦和⽚中主⼈公趙昶通进⾏映后
对谈。第9届上映《诗⼈出差了》（导演：雎安
奇），并邀请旅⽇中国诗⼈⽥原（Tian Yuan）进⾏
谈话。第11届，《⾃画像：47公⾥之窗》（导演：
章梦奇）是诹访敦彦（Suwa Nobuhiro）导演选择的
电影，诹访导演的讲座同电影上映⼀起进⾏。
第9届电影节中，⽇本电影⼤学的⼀部毕业作品，
《⼭河之⼦》（原题：⼭河の⼦；导演：胡旭彤）
获得竞选单元⼤奖。⾹港作品中，第7届我们上映
了《My Way乾旦路》，并随上映举办了“座·⾼园
寺”艺术总监、⾝兼本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佐藤信
与本⽚导演卓翔（Cheuk Cheung）之间的对谈。来
⾃中国的各个作品，都很有个性，表现⽅法也很多
样，对我很有启发。

《⻘年⼩赵》映后谈（2017年）。左起：⼭崎裕，秋⼭珠⼦，
赵昶通（荧幕上）©座·⾼园寺纪录⽚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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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lations

2021年2⽉，“座·⾼园寺纪录⽚电影节”将召开第12
届。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举办电影节⼗

分困难，但我们仍然会努⼒给喜爱纪录⽚的观众们创造⼀个观看和讨论的平台，⼀个超越并连接电视、电影和
戏剧界限的重要场所，我们会珍惜并守护这个电影节。

译者注释
[1]本⽂⽇⽂原⽂由作者⼭崎裕完成于2020年末。
[2]公共关系电影，英⽂写作“public

relations lm”，⽇⽂写作“PR映画”。公共关系电影的内容包括企业介绍、实验纪录以及
兼具娱乐性的“⽂化电影”（Kultur lm），这种电影类型在战后⽇本兴起，其制作内容在⽇本进⼀步扩展到促销电影和产业
教育电影等⽅⾯。公共关系电影在⽇本发展早期（1950～60年代）是⽇本艺术电影的摇篮，其中许多影⽚采⽤先进的电影
技术并富含独创性的艺术观念，⼀些实验性电影作品在此诞⽣。信息来源：阿部慎⼀.PR映画の前進のために.PR映画年鑑
1962年版.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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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47公⾥之窗》映后谈（2020年）。左起：加瀬泽充, 诹访敦彦 ©座·⾼园寺纪录⽚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