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形的路

The Road To Yamagata
吴⽂光 (WU Wenguang) 

概要

吴⽂光在这篇⼀万多字的原创⽂字中回首自⼰独立电影的创作伊始就与日本结下的不解之缘。日本
是吴⽂光第⼀次出国及参加影展的地⽅，⼭形国际纪录片影展也是吴参加过的次数最多的影展。在
这篇动情的⽂字中，吴细数了自⼰在前往⼭形的道路上—意即他在纪录片创作道路上——所结识的
来自日本国内外的电影导演、学者、策展⼈等等，其中小川绅介⼤概是其中最关键的⼀位。1991年
吴在⼭形有机会拜访小川的⼯作室，在该⼯作室习得的“纪录片精神”对吴此后30年间的纪录片创作与
思考产⽣巨⼤影响。同时，吴也强调所谓“反小川”的原⼀男也是对自⼰产⽣重要影响的导演之⼀，
原⼀男创作纪录片时的“少产精做”和指向社会问题的尖锐性与深刻程度给吴留下了深刻印象。 

Abstract

In this ten-thousand-word piece of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Wu Wenguang explores the close ties 
between himself and Jap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 independent filmmaking career. Japan was Wu’s 
first foreign trip to a film festival, and the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is the 
festival he has attended most frequently. In this moving tale of the road to Yamagata—his documentary-
making journey—Wu details the directors, academics, and programmers he got to know, of whom Ogawa 
Shinsuke left an indelible mark. Wu visited Ogawa’s studio in Yamagata in 1991 and absorbed the 
‘documentary spirit’ that greatly impacted his own mode of filmmaking and thinking. Meanwhile, Wu 
credits an equal influence from the ‘anti-Ogawa’, Hara Kazuo, namely Hara’s succinct and polished 
output and sharp social critique.  

秋⼭珠⼦来邮件说她为《华语独⽴影像观察》期刊编辑专题“中国独⽴电影与⽇本电影⽂化的联系”，希望我能
写稿。认识秋⼭是1992年，即我第⼀次参加⽇本⼭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也是我第⼀次出国）次年，⾄今28
年。秋⼭，这个会讲中国话的⽇本⼥孩，认识她的时候她是选修“中国⽂化”的⼤四学⽣，现在是⼤学讲授研究
中国电影的⽼师学者和两个⼉⼦（⼤⼉⼤学、⼩⼉⾼中）的妈妈。28年前秋⼭在我和⼭形和⽇本朋友间做翻译
（⼀半是义务帮忙），这样的事⼀直不断， 近的⼀次是今年6⽉上海国际电影节安排我和原⼀男导演对谈，
翻译也是秋⼭。我和“⽇本纪录⽚与⼈”有持续30年交往的话，秋⼭曾经并⼀直为我铺路搭桥，当然也是⽬击和
⻅证⼈。她约我写稿，我⼼领神会。


我第⼀次出国和第⼀次参加电影节是⽇本，⼭形国际纪录⽚电影节是我去过 多的影展（共6次，4次影⽚参
展，1次评委，1次研讨会），⼭形影展也是我看纪录⽚ 多的影展，在九⼗年代初“纪录⽚饥饿年代”（国内⼏
乎没有纪录⽚资源渠道），⼭形就是我的“纪录⽚哺乳库”。⼭形影展，30年我⼀次⼜⼀次去，感觉已经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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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通往⼭形之路”，闭上眼睛这条路上站着⼀个个⼈：⼩川绅介，伏屋博熊，⽮野⼀和，藤岗朝⼦，⻢
克，佐藤真，原⼀男……


⼩川绅介先⽣排在这条路上第⼀个⼈。对我来说，和⼩川先⽣相遇，可以说是奠定我⼀⽣纪录⽚道路的不可缺

少的基⽯（ 初我体会，⼩川绅介是我的“纪录⽚精神启蒙者”，30年过去后今天，从我 近15年与纪录⽚相关
⼯作，我感悟，⼩川绅介对我的“纪录⽚精神”已经从“启蒙”转化为“导师”）。九⼗年代初⾄今，我写过的⽂字
有⼩川绅介，有⼭形影展，还有在⼭形影展认识的美国纪录⽚作者怀斯曼， 近这⼏年我写过拍纪录⽚的原⼀

男和佐藤真。这次秋⼭和我约稿，我乐意并有特别想写的冲动，源⾃前不久与原⼀男的对谈。


原⼀男和吴⽂光对话。©秋⼭珠⼦


7⽉下旬和原⼀男对话（线上）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安排的，今年上海电影节有原⼀男新⽚《⽔俣病曼陀罗》⼊
选放映，我做选⽚评审，看到这部6⼩时超⻓影⽚，据称耗费12年时间。两年前我在台湾纪录⽚影展看到原⼀
男刚刚完成的《⽇本国vs泉南⽯棉村》，4⼩时⻓度，原⼀男说费时8年，当时我就吓⼀⼤跳，两年后⼜看到这
个“12年拍摄的6⼩时⽚⼦”。


8年→4⼩时⽚⼦，12年→6⼩时⽚⼦。


相加：20年→10⼩时⽚⼦。


⼀个⼈的20年换来10⼩时⽚⼦。


这个世界只有疯⼦才这么⼲。


回想10年前（2010）我邀请原⼀男到北京草场地⼯作站做他的⽚⼦放映⼯作坊（放映+讲座+交流）。此事缘
起于2008年我去密⻄根⼤学做放映交流，⻅到九⼗年代我四次去⼭形影展必⻅到的⻢克∙诺恩斯，他是专攻⽇
本⽂化及电影的美国⼈，⼭形影展从创办到整个九⼗年代他都扎在那⾥，不是帮忙客串，是在影展办公室有⼀

张固定办公桌（我从他谈起⼭形影展的炯炯有神和滔滔不绝猜测⼭形影展是他“⽣命⼀部分”），2008我到密⻄
根⼤学时，⻢克已经挪到这⾥当教授。放映完和活动主办⼈及⼀群⽼师同事加朋友在校园饭馆吃喝，⻢克坐我

旁边，我俩话题在“原⼀男和他的电影”占⼤部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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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村⺠影像计划持续三年，我深陷其中并受益巨⼤，但我⾃⼰的影像创作却在沼泽中。我对纪录⽚“刺向
社会疾病利器”的作⽤感到怀疑，也被纪录⽚的“伤害”、“剥削利⽤”等道德责问捆缚，困惑怀疑中我看不到“创
作何⽤”（这也是我投⼊村⺠影像计划缘由之⼀），这是我和⻢克谈到原⼀男电影的背景。


我之前看过原⼀男的《前进吧神军》，⽚中主⻆怪异拍得也怪异。⻢克说，你得看原⼀男更早前的电影，七⼗

年代拍的《绝对隐私・恋歌1974》，相当的疯狂。我的英语有限，但⻢克嘴⾥蹦出并重复率⾼的⼀些词我记
住了：“疯狂”（crazy），“⾏动”（activity），“⾃我”（self）。这些词对我这个深陷创作沼泽濒于奄奄⼀息之
⼈等于是拐杖和强⼼剂。⻢克谈得眼睛闪闪发光，我也听得眼睛闪闪发光。我们的话题转到如何把原⼀男的⽚

⼦弄到中国放映，⻢克拍胸脯，原⼀男那边由他来联系。我们相约第⼆年（2009）在⼭形影展碰头（我已经
收到⼭形影展做评委邀请），和原⼀男具体⾯谈如何做。


第⼆年⼗⽉，我和⻢克如约在⼭形影展⻅着，他也如约把原⼀男和我安排在⼭形某个街⼝⾯对⾯，⻢克还约来

我们共同的⽼朋友秋⼭珠⼦：原⼀男要去北京放⽚和交流，这事很严肃。秋⼭⼜成了我们之间的语⾔之桥。


我在2010写的“认识原⼀男”⼀⽂中说到和原⼀男的⻅⾯：“夜⾊街头的原⼀男⼀头⿊发。我知道他已经60多岁
了，我怀疑他的头发和夜⾊或者和什么染⾊剂有关。我问了：头发怎么这么⿊？原⼀男⼤笑：这是天然的。之

后我们在⽇式⼩酒馆喝着原⼀男推荐的北海道清酒、还有薰⻥。”


⼀切都在⽇语讲得和英语⼀样溜（在我听来）的美国⼈⻢克牵引安排下，还有秋⼭的⽇语中⽂桥搭建，原⼀男

的⽚⼦放映和⼯作坊这个原来看起来“不可能任务”，顺流⽽下落实到次年（2010）草场地五⽉艺术节实现。


这篇⽂字写到这⾥，题⽬也确定了，就叫“去⼭形的路”。写之前想过的标题是“通往⼭形之路”，感觉偏重，好
像我拍纪录⽚就是为了去⼭形⼀样，类似那些电影⼈的梦想归宿是戛纳威尼斯。


我和⼭形影展的事实发⽣是，我拍纪录⽚之前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形影展”，我知道（听说）⽇本有东京、
京都、名古屋、⼴岛但不知道⼭形。1990做出《流浪北京》，次年⼭形影展选了这部⽚⼦并邀请我参加，就
此我和⼭形影展认识并在九⼗年代五届影展中去了四届，九⼗年代我拍的四部⽚⼦全都在⼭形影展放映，⼤部

分是“世界⾸映”。事实是，⼭形影展伴随我的整个九⼗年代纪录⽚拍摄，影响奠定了我的纪录⽚精神与基本道
路，这种作⽤深刻到继续影响30年后现在我这个⼈。


“去⼭形的路”作为标题，是因为我的纪录⽚路交叉着去⼭形影展的路，我去⼭形影展的路从1991第⼀次，到
2011第六次，20年间六次⼭形影展之⾏我结识交往数不完的电影⼈（和纪录⽚有关），单说⽇本⼈就⼀⼤
排，这些我相遇并再次（或多次）相遇的⼈，也成了刺激影响我继续⾛在纪录⽚路上的关键⼈。


原⼀男是我“去⼭形的路”上相遇者之⼀，1991我第⼀次去⼭形时看他的⽚⼦《前进吧神军》，到今年
（2020）我看他的 新⽚⼦《⽔俣病曼陀罗》并和他线上对谈。从我 初踏上⼭形影展之路，对我深刻启发

影响的⽇本纪录⽚⼈有三个，⼩川绅介、佐藤真、原⼀男，前两个已不在⼈世，我的⼈⽣30年，原⼀男成了和
我不离不散的唯⼀⽇本纪录⽚⼈。我这篇⽂字从2020和原⼀男对谈写起，感觉是“30年⼭形⼈与事”的倒叙。


先说2010年5⽉，65岁的原⼀男和他的四部纪录⽚（也是他所有纪录⽚）落地北京草场地⼯作站，这是原⼀男
电影在中国第⼀次放映，中⽂版翻译和制作由草场地⼯作站策划和制作（字幕翻译是季丹和冯艳）。原⼀男的

电影以及他的讲座和⼯作坊，对我和⼀些年轻纪录⽚⼈启发影响巨⼤，包括对当年刚起步的⺠间记忆计划回村

与影像创作，原⼀男影像核⼼之“⾏动”可以说就是直接刺激。此话题展 写会扯出很⻓篇幅，暂且略过，直接

跳到10年后的今年我和原⼀男重逢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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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2014年我和原⼀男有过重逢，那年原⼀男邀
请我和章梦奇去他东京的“电影训练营”做放映交流
⼯作坊。我⼀直好奇原⼀男纪录⽚创作的少产精

做（70年代⾄90年代20年间只有四部⽚⼦），
2010草场地和2014东京我和原⼀男两次相遇都问
过他以后的拍摄打算，他回答是⼀带⽽过，感觉

谈论这个兴趣不⼤。想到原⼀男 后⼀部⽚⼦是

剧情⽚，我猜测⼤概他不想再抱起“记录摄影机”。


然后就到了2018年我在台湾纪录⽚影展看到原⼀
男4⼩时⽚⻓《⽇本国vs泉南⽯棉村》，接着两年
后的今年上海电影节看到6⼩时⽚⻓《⽔俣病曼陀
罗》，后来知道原⼀男 近20年都耗费在这两部
⽚中。不只是耗费年头和超⻓⽚⼦，还有影⽚刺

向“社会公害与⼈⼼损伤”尖锐深刻度，我再次感受
到⾯前站着的，不是⼀部⽚⼦⼀个导演，是⼀种

精神和⽓质。这种精神⽓质从我30年前去⼭形路
上就碰到，⼩川绅介、佐藤真……⽆数⽇本电影
⼈集合凝练⼀起的⼀种“⽇本精神⽓质”，我找不到
⼀个词来概括它，也不能准确周全描述出来，只

是靠感觉并感悟着。


今年四⽉，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审⽚看完原⼀男

《⽔俣病曼陀罗》，回想两年前看他的上⼀部⽚

⼦《⽇本国vs泉南⽯棉村》，我在笔记中写下：这样的纪录⽚⼈在中国还没⽣出来。


我没把这句话在后来和原⼀男对谈中公 ，是觉得这只是我的⼀种偏极端表达，不希望被误读引向⽆聊争辩

中。也许中国已经有原⼀男这样的电影⼈只是我不知道，或者中国本来就不需要这样的电影⼈。就是这种背景

和⼼境中，2020年7⽉下旬我和原⼀男有了⼀次线上对话。


上海国际电影节安排的我和原⼀男对话，焦点是原⼀男在上影节放映的新⽚《⽔俣病曼陀罗》，我理解我的

“对话⻆⾊”，是从我看过的原⼀男的电影（我看过他70年代⾄今40年间所拍全部纪录⽚）向原⼀男提问并铺出
⼀条道路，顺着这条路引领更多⼈去看和认识原⼀男及他的电影。我乐意做这样的“提问者”和“铺路者”。


那天和原⼀男的对谈，我们在⽹络上⾯对⾯，⼈在异地（我猜测原⼀男在东京，我在鄂北丘陵⼀个被叫作“47
公⾥”村⼦）。原⼀男依然⿊发如丝，精神抖擞，75岁（在中国可称“⾼龄”）之⼈，依然可以像⻘壮年⼀样8年
拍⼀部4⼩时⽚⼦，再12年拍⼀部6⼩时⽚⼦（题材之敏感内容之复杂牵扯⾯之⼴），我只觉得⽹络视频中的
那个原⼀男让我惊诧：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


崇敬钦佩望其项背等等⼼理作⽤下，那天和原⼀男对谈他的电影与创作，我是⼀个“仰视的提问者”。谈话持续
两个多⼩时，望着视频那边原⼀男身居填满各种物品如仓库⼯作室，我 后说的押尾话是：⾮常敬佩原⼀男先

⽣在那么狭⼩的⼯作室却拍出那么⼤的电影！


那天和原⼀男对谈是在秋⼭的中⽂⽇语切换中进⾏，两个多⼩时中我感觉⾮常惬意舒畅，完全没有“语⾔沼泽”
感。来⾃秋⼭的中⽂和⽇语，两种语⾔A和B⼀样⾃然切换，铁路两条轨道⼀样并⾏伸向前⽅。我当然能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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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出⾃所谓“职业译者”之功，是秋⼭，她也是这条轨道上的同⾏者，从28年前共同⾛来，从⼀个“选
修中国⽂化”⼤四学⽣，⾛到“中国独⽴电影”⼤学讲授者研究者（包括两个⼉⼦的⺟亲，以后可能会是⼀个或
更多孙辈的奶奶）。


2020年7⽉下旬的⼀个下午，在⽹络上和原⼀男及秋⼭共同相处，中⽂⽇语吚哩哇啦叽⾥咕噜在空中飘荡，感
觉我29年“与⽇本纪录⽚⾛来”像⼀部电影——准确地说，像⼀个慢动作回放——我看到：⼈的经过，时间的流
淌，岁⽉的存在。我还看到，更多曾经⼀起“⾛过”的⼈，包括那些已经离 这个世界的⼈，⽐如⼩川绅介先

⽣。


⼩川绅介先⽣是我“去⼭形的路”的导向牌。“导向牌”此处意思源⾃我的体验，不只是⾃⼰影⽚展示舞台，或希
望登上⾼光打亮、掌声迎接的颁奖台，或认识⼈与朋友⻅⾯并happy的festival——我不排除和上述有关，只是
想强调还有更多——⽐如说，道路的延伸与⽅向。此“道路”延伸之漫⻓和通往⽅向，⾮我当初所能认识并遥望
得到。


因为⼭形影展我和⼩川绅介相遇，因为⼩川绅介我被引领到30年后的现在。在这其中作⽤于我的，我称之为
“⼩川精神”。30年，⾜以涵盖我⼈⽣事业路的主要部分，漫⻓、曲折，难以悉数道尽其间⼈和故事，即使我
“跳剪”、“蒙太奇”，有些故事和⼈是没法省略的（依我的感情作⽤也不愿“跳过去”），⽐如“去⼭形的路”1991
年10⽉铺到我脚下之前，有些⼈和故事就出现了。


再说点“前叙”的话，1991年是《流浪北京》这部⽚⼦带我去⼭形影展的，倒退三年，1988年8⽉ 始拍《流浪

北京》第⼀个镜头，张慈在北京胡同⼀个院⼦⾥，那时“⼭形国际纪录⽚电影节”还没诞⽣，第⼆年（1989年
10⽉）⼭形影展问世，那时《流浪北京》还是⼀些分散寄存在朋友处的素材磁带。⼜翻过⼀年（1990）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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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个朋友管钥匙的单位剪辑机房⾥“蹭机房”弄出初剪，并有了《流浪北京： 后的梦想者》⽚名，我还是

不知道“⼭形影展”（甚⾄连“纪录⽚”这个词也不知道）。实际我不知道任何与纪录⽚有关的电影节（当然听说
过戛纳威尼斯，它们赫赫有名光芒耀眼到我觉得和我⽆关，或者说不敢想吧）。阴差阳错，⼭形影展的路铺到

我⾯前。


⼭形影展之前，先有⾹港国际电影节，即《流浪北京》⾸映地（其中也有⼀个故事，《流浪北京》磁带被⼀个

朋友随身带去⾹港，⼤概出⾃喜欢给⼈看了，磁带就这么流到⾹港影展负责纪录⽚单元的⻩爱玲⼿⾥并被选⼊

放映。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拍这部⽚⼦我当时只是“做了⾃⼰想做的事”，但羞于认作是“作品”）。有
了⾹港影展放映，接着有了⼭形影展和福冈影展的看到和选⽚，两个⽇本影展的邀请信差不多时间寄到我这

⾥，时间是1991年5⽉。这也是我第⼀次知道这两个影展名字。


两封⽇本影展的邀请信也是我⼈⽣中第⼀次收到从⽇本寄来的信。这以前我和⽇本的故事停留在“读”和“看”，
前者是川端康成的《雪国》和三岛由纪夫剖腹⾃杀，后者是《望乡》、《追捕》和“寅次郎”，我和⽇本没有发
⽣过现实⽣活中“⼈和⼈故事”，⽇本只是⼀个被我在远处“读”和“看”的国家。


第⼀个和我有具体故事的⽇本⼈出现了，他是刈间⽂俊，在两个⽇本影展邀请信到来前，他就出现在北京东郊

⼗⾥堡⼀个居⺠楼我当时借居的⼀居室⾥。


我在正在写的“1990”⼀书中写到刈间⽂俊的出现，摘抄如下：


 “《流浪北京》在⾹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后，给我带来的第⼀个反应是刈间⽂俊，他是⽇本⼈，东京⼤学⽼师，
研究中国⽂学和电影，中⽂当然⾮常流利，他来北京找到我，说⾹港国际电影节他去了，看了《流浪北京》想

来找我聊⼀聊。


我当时住北京东郊⼗⾥堡，刈间⽂俊他打⾯的（当年北京满街跑的⻩⾊⼩⾯包出租⻋）来，下⻋跟我往住处

⾛，他⽐我⼤两岁，胖，⾛得⽓喘吁吁，边⾛边回头看，说看看有没有“尾巴”。刈间⽂俊说的“尾巴”我当时不
是太明⽩指什么，后来知道了，说的是“跟踪”。我当时觉得刈间⽂俊偏夸张，我这种⼈哪够“跟踪级别”（以后
我知道了，刈间⽂俊不是表演诙谐，他这⽅⾯是“⽼经验”）。


1991年5⽉刈间⽂俊来北京找到我，很正式的采访，后来他写的⽂章登在⽇本⼀个杂志，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
延续下去，我和⽇本的杂志电视台采访做节⽬、包括我的第⼆部⽚⼦《我的1966》，刈间⽂俊都是⼀个‘⼆传
⼿’。”


刈间⽂俊是我⼈⽣中第⼀个真实接触的⽇本⼈，他从⾹港国际电影节——第⼀个放我第⼀部⽚⼦但我却去不了
的电影节——到北京找到我，带给我的直接印象是，⼀个陌⽣⽇本⼈专⻔来⻅我，采访我听我详细谈（还边听
边在本⼦上记着）这部⽚⼦拍摄的前前后后。多年后想起胖乎乎脑⻔冒汗⾛进北京东郊⼗⾥堡我借居的⼀居室

的刈间⽂俊，我就⼼⽣暖意，我去不了电影节但福⾳信使会专程赶到。继续再感慨下去的话，创作永远是⿊暗

中的孤独⽅式，不放弃持续下去终会有幸福使者敲⻔。


刈间⽂俊前脚离 ，后脚就有两个电影节的邀请信寄到。那个时候⽹络还是天边外的事，传统邮局寄信收信是

唯⼀⽅式，两个电影节的邀请信装在信封⾥贴着⽇本邮票寄到我这⾥（实际是我所住居⺠楼⼤⻔⼝收发室），

信封上我的名字和地址都是中⽂，打 ，英⽂，我当时可怜英⽂⽔平再靠中英字典基本看懂关键意思：《流浪

北京》⼊选影展放映，我被邀参加，提供机票和住宿。这样的两封信⾜以让我喜不⾃禁，晚饭多吃了⼀碗。


福冈亚洲电影节是8⽉，⼭形之前我先去福冈。福冈亚洲电影节两个组织者前⽥秀⼀郎和今村Miyo，是夫妇两
个，是我认识交往的第⼀个“真实⽇本⼈”刈间⽂俊之后的“并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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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Miyo在我认识的“真实⽇本⼈”并列第⼆是有缘由的，我和夫妇⼆⼈同时⻅⾯并住在他们家（我因为头次
出国迫不及待打算提前两天到，写信跟前⽥这么说以后，回信说没问题，电影节 始前可以住他们家）。就这

样我头次去⽇本也是第⼀次出国的头两天是住在前⽥夫妇家，福冈城⼀个弯弯绕巷⼦⾥⼀间⼩平房。影展 始

前两天我随前⽥和Miyo吃住⾏⼀起，靠着⼏句勉强说出⼝的英语加字典再加⼿写汉字（和⽇本⼈交流⽤得上
的⽅式之⼀），⽩天安排我在影展看⽚，晚上回来坐榻榻⽶上继续谈，蹩脚英语加⼿写汉字还谈到⽼⼦哲学。

前⽥⼤我⼀岁，Miyo⼩我⼀岁，前⽥温和耐⼼，Miyo温柔细⼼，前者有宽厚兄⻓感，后者似温柔⼤姐，短短
⼏天我竟然前所未有对前⽥和Miyo产⽣⼀种“家⼈感”。我没法忘掉也从来没有和任何⼈说过（羞于）的⼀件事
是，影展结束我离 那天早上，前⽥电话打到我住的旅店，和我说影展忙他就在电话和我告别，放下电话，我

竟然哭了起来。


福冈亚洲电影节，我第⼀个去到的电影节，和以后近30年我去过的⽆数电影节相⽐，这个电影节⼤概可以算做
是“ ⼩的”，甚⾄可称作“电影节迷你版”。影展⼤约五天时间，有⼤概20⾄30部⽚⼦放映（我的印象），每届
⼀般邀请导演到场三⼈（我去的那年，有⾹港的⽅育平和⼀个我忘了名字的韩国导演，两⼈都是拍剧情⽚）。

电影节规模这么“⼩”，听前⽥意思好像是因为经费。前⽥和Miyo说他们两⼝⼦喜欢电影就办起这个电影节，每
次电影节从市政府那⾥申请到不多的⼀点经费，再找⼀些赞助及个⼈捐助。


福冈让我知道在⽇本（世界上）有这么⼀个如此特别的电影节（我以后从来没有碰到过和它类似的）。跟着前

⽥和Miyo我⼜认识更多⽇本⼈，这些⽇本⼈在电影节印制的画刊 末⼀⻚是⼀串⽇本名字，名字后⾯再跟着

若⼲千⽇元⾄若⼲万⽇元数字，那是⾃愿捐助者记录及感谢。这些捐助者都是爱电影并热⼼福冈本地这个⼩⼩

电影节的⼈。我⻅过⼀些捐助者，影展期间每天放映节⽬结束晚上，前⽥夫妇带着参加影展的三个导演去⼀家

⽇式酒馆聚餐，每次都有⼀些看⽚观众参与，他们⼤都是影展捐助者，脸上谦和，频繁鞠躬，嘴⾥不断应和着

“嘿嘿”，聚餐结束鞠着躬嘿嘿着AA吃喝费。


每次放映后聚餐都有⼀个⼥孩，她的名字叫直⼦，⽠⼦脸，细眼，肤⽩，还有符合那句著名诗句“ 是那⼀低

头的温柔”，我眼中的典型⽇式⼥性⼀种。 后⼀个晚上聚餐她坐我旁边，我们说了很多话，她的英语和我⼀

样也是磕磕绊绊，我们在餐⼱纸上写了很多汉字，她写的汉字和她⻓得⼀样，娟秀、⼲净。


我和直⼦的故事本应该在影展 后⼀晚聚餐后在“导演与观众”线上戛然⽽⽌，阴差阳错⼏周后我⼜有机会返回
福冈，应约为福冈当地⼀个电视台拍中国艺术家在福冈做艺术展览的电视⽚，也就是费⼤为策划，有⻩永砯、

⾕⽂达、王鲁炎、杨洁昌、蔡国强五个艺术家参加“⾮常⼝”展览。拍摄期间，我⼤概因为采访时的奇怪提问被
参展者怀疑和国内“有关⽅⾯”有什么背景关系，⼀次“枪⾛⽕误伤⾃家⼈”笑话。为此我在福冈待了⼀个⽉，这
⼀个⽉导致我⼏乎掉⼊直⼦“ 是那⼀低头的温柔”陷阱。命运使然吧，我和直⼦的故事跨过“导演和观众”，进
⼊“互称兄妹篇”，然后就原地踏步⾄今。直⼦后来和他的⽇本丈夫到北京找我，再后来她是⼀⼥⼀⼉⺟亲，
后⼀次我们⻅⾯是2010年我到东京艺术节演出8⼩时版《回忆》，直⼦看到消息从福冈来看演出，演出后我们
在剧场外说了⼗分钟话。补充⼀句，我多年后总结，对直⼦是⼀种我在⽇本的罗曼蒂克想象，没有“过界”，第
⼀次也是 后⼀次，始终保持美好想象。谢天谢地。借这篇⽂字，第⼀次提及这个往事，纪念之。


抱歉。我写“去⼭形的路”是不是⾛得过于慢了，写了6千字左右我还停留在⼭形“前站”福冈那⾥。没办法，我
说过，写这篇⽂字我不是靠理性梳理，⽽是有温度有感情有故事的回忆⽀撑，绕不过去，只是尽可能略述。


“去⼭形的路”⽅向不变主题依然清晰，1991年8⽉在福冈亚洲电影节，影展结束头⼀天，前⽥告诉我，⼩川绅
介先⽣邀请我去他东京⼯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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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是福冈影展结束后我打算去的第⼆站。去东京属于慕名，听了多少年的“东京”终于有机会踏上东瀛后必须
亲眼⽬睹，去之前也联系上朋友陈真的朋友李樱，去东京就住他那⾥。我的东京之⾏，离 福冈之前得到前⽥

的转告，由原来的“⼀周观光客”加⼊“⼩川绅介⼯作室拜访”（后⼜更改为⻓达⼀个⽉驻留，这是后话）。


从前⽥那⾥得知⼩川先⽣的邀请时，我当时对⼩川绅介这个名字并不了解太多，好像就是在⼀本《世界电影

史》中写到“⽇本60-70年代纪录⽚”⼀节中读到⼩川绅介和他的电影的简短介绍，但我没有看过他的任何⼀部
电影（甚⾄都没听说过），完全不知道他拍的是什么内容何种⼿法。《流浪北京》⼊选并邀请我参加的⼭形影

展是⼩川绅介⼀⼿推助⽽成这件事也是我后来知道的。总之那时⼩川绅介当时对我是⼀个完全陌⽣的名字，和

很多四个字⽇本名字（⼤雄正夫武⽥三郎）听起来差不多。


“⼩川绅介”四个字在现实中凸显出来变成⼀个真实的存在并成为以后30年引领我的⼀个⾼⼭般背影，就发⽣在
东京⼩川绅介⼯作室1991年8⽉那⼀段时间。当时我写过⽂字，回头看当时所写，我感觉这些⽂字依然带着我
当时的真切和感触——


“坐在东京⼩川的⼯作室⾥，⼩川绅介这个在书⾥⼲巴巴的⽇本⼈的名字变成了眼前⼀个身材敦实、戴着眼
镜、说话很多⽽且语速很快的⽣⽓活泼的⼈……⼩川的⼯作室，是⼀⼤两⼩的公寓房（像我们的两居室⼀
样），两⼩间⼀是剪辑间，另是办公间，都只是六、七平⽶左右；⼤的这间有⼗四、五平⽶，是谈话和放⽚

⽤。关掉灯，⼀⾯墙壁就变成银幕，在上⾯，所有从前那些在书⾥出现的枯燥的影⽚介绍就变成活着的⼈和历

史……我就是在这⾥，⼏天时间⾥陆续看了⼩川的七部⽚⼦。《第⼆要塞的农⺠》这部他的代表作当然是其中
之⼀。影⽚是⿊⽩，⻓度两⼩时，内容是60年代末“三⾥塚”的村⺠们反对为修建东京成⽥机场让他们迁移的抗
争活动。这是我第⼀次看到这样的纪录⽚，⽆解说，⽆⾳乐，⼏分钟以上的⻓镜头特别多，坐在银幕前，感觉

像是身在20年前的那个现场，⽬击着当时⼈和事在怎样进⾏和发⽣……看《第⼆要塞的农⺠》，是⼀种在荒漠
⾥⾏⾛多⽇，终于发现⾼⼭却仰⽽望⽌的感觉……”


除了看⽚，还有交谈，⼩川绅介先⽣和我讲他的纪录⽚拍摄——


“在⼩川的⼯作室和⼩川有过⼏次单独谈话，记得他⽐较多地谈到‘纪录⽚的第⼀要素是时间’。这个‘时间’，就
是拍摄⼈在现场实际⼯作的时间单元，它决定了所记录的内容和含⾦量……⼩川是个爱讲话的、并且⾮常直率
的⼈，在我⾯前，他⼀点⼉都不掩饰他有近30年的纪录⽚⼯作经验，也不掩饰有告诉给像我这样的年轻⼈听的
愿望（和我后来接触的⼤多外表礼让谦虚的⽇本⼈完全不同）。⼩川讲他在六⼗年代怎么离 ⼤电影⼚，和⼀

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始独⽴制作纪录⽚，那时虽然困难，但⼤家可以同吃同住同⼯作⻓达⼀年⽽毫⽆怨⾔；他

还讲到他的纪录⽚拍摄⽅法，录⾳和摄影是同等重⽤的，拍摄⻆度应该和被拍摄⼈是同样⽔平，即便对⽅蹲或

躺在地上，摄影师也应该降低⾃⼰的摄影机。说这些话时，⼩川是⼿作扛摄影机样⼦，蹲和跪在地上讲

着……”


⼩川绅介先⽣和我的交谈焦点逐渐⾛向“纪录⽚是⼀种精神”，这也是影响我以后30年纪录⽚道路的源头——


“⼩川专⻔安排了⼀天时间，访问我中国纪录⽚状况，他的妻⼦⽩⽯洋⼦在⼀旁拍照⽚和录⾳。访问的⽬的，
⼩川是要了解整个亚洲的纪录⽚现状，那时他把很多精⼒放在推动亚洲纪录⽚的发展上。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

知道的，我并不是第⼀个被邀请到他的⼯作室⾥的纪录⽚⼈，之前就有菲律宾、韩国、泰国、台湾的年轻纪录

⽚⼈在⼩川这⾥以各种⽅式⾮正式地“进修”过。那时⼩川谈得 多的是，纪录⽚是⼀种精神，⼀种靠真实纪录

的眼光和勇⽓建⽴起来的⼒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来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个别电影⼈的事，

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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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在东京⼩川绅介⼯作室待着的那段时间，看到⼩川绅介60年代末⾄70年代拍摄的三⾥塚农⺠抗争
成⽥机场修建的“三⾥塚”纪录⽚系列，是视觉和内⼼的巨⼤冲击；⼩川绅介谈到的纪录⽚“作为⼀种精神⼒
量”，让我感悟到⼀个伟⼤的创作者视线不只是停留在作品与获奖，还应该投向更远更⼴阔的地⽅。


关键的还有，⼀个⼈⼏⼗年的纪录⽚与体验⼼得传输、包括升华到“记录精神可以集合起更多改变现实与社
会的⼒量”，形象地转化为双膝跪在地上做肩扛摄影机拍摄的⼩川绅介身上。⼀个已经属于历史级别的⽇本前
辈，在⼀个中国来的稀⾥糊涂拍了⼀部⾃⼰都不知道是纪录⽚的菜⻦⾯前，他跪在地上演示着“镜头和被拍摄
者保持同⼀⽔平”。这个画⾯永久定格在我脑⼦⾥，什么时候想起⼩川绅介我脑⼦⾥跳出的就是这个画⾯。对
我来说，“纪录⽚作为⼀种精神”，这个画⾯就是⽆可替代的 佳注释。


回忆起来，1991年8⽉，在东京⼩川绅介⼯作室那段时间，细节潮⽔⼀样涌来——


⽮野和之先⽣，我第⼀天去⼩川绅介⼯作室前先⻅到他，他在东京环城轻轨⼭⼿线⼀个⻋站和我与李樱碰头，

引路带去⼩川绅介⼯作室。以后我和⼩川谈话他也好⼏次在场，抽烟，话极少。有⼀种⼈，在众⼈场合中存在

如空⽓⼀样，我在⽇本第⼀次感觉到有这类⼈，他们属于“⼤家的需要”但绝不过分显示⾃⼰，默默注视和伴
随。⽮野属于这种⼈。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形影展总监，也是我去⼭形的路上交往 多的⼈之⼀。


伏屋博熊先⽣，⼩川绅介电影制作所制⽚⼈，事实上的⼤管家，鞍前⻢后不停忙活，他也是⼭形影展“亚洲新
浪潮”（亚洲单元）的操作⼈，该单元也是来⾃中国“没被审查”“没有⻰标”⽚⼦的通道和出⼝。尤其是1993年
第三届⼭形影展，藤岗朝⼦参与操作“亚洲新浪潮”后，每⼀届都少不了“中国独⽴纪录⽚”，并且越来越多。如
果⼭形影展位居世界所有电影节“推出中国独⽴纪录⽚”之⾸的话，“亚洲新浪潮”就是始发站。我九⼗年代拍的
四部⽚⼦都在“亚洲新浪潮”放映过。


加藤孝信，当时还是20岁出头⼩伙⼦，⼩川绅介的摄影助⼿，我在⼯作室看⼩川的电影（真的是胶⽚放映，不
是磁带塞进电视机），加藤就是放映员，头上扎着条⽩头⼱（擦汗⽤，不是装饰），⽇式男⼦的⼀种。⼩川夫

⼈⽩⽯洋⼦，现场拍照录⾳，也是那种尽可能不显⼭不露⽔之⼈。


还有⼀个要记下来的是彭⼩莲，她当时从纽约到东京，也在⼩川绅介⼯作室和我⼀起看⼩川的电影。电影是英

⽂字幕，我当时英语很糟，彭⼩莲边看⽚边为我⼝译。


在⼩川绅介⼯作室，还有⼀件必须记下的事。“1989”后有“出国限制条令”，每次出境在拿到签证后必须去出⼊
境管理办理出国批准⼿续并在护照上加盖⼀个“允许出境”章。相当于，⼿⾥的护照在没有这个章之前等于是⽆
效护照。我那次去⽇本申请护照就麻烦重重，左查右审，“1989”过去⼀年多，依然属敏感脆弱期。“你去⽇本
⼲什么？”“为什么会有电影节邀请你？”“你拍了什么样的⽚⼦？”“有单位给你出证明吗？”我被⽆穷⽆尽这样的
问题折磨烦扰，⽽且还必须回到我户籍所在地云南办这些事，还不能保证会不会给我护照盖那个章。我害怕失

去⼭形影展，说了我的担⼼。


⼩川先⽣拍板：想法办下⽇本签证延期。


“找律师想办法。”


“什么？律师费10万⽇元？”


“再贵也要出这钱。”


“吴去⼭形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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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叽⾥咕噜的⽇语断断续续通过翻译（⼀部分是李缨）传到我⽿朵，我坐⽴不安羞惭⾃⼰⼀点事惊动那么多

⼈还要破费那么多钱…… 后，⽇本签证延期三个⽉的⽇本章盖在我护照上。


⼭形就在前⾯。


1991年10⽉⼭形影展前，我在东京有⼀段空闲时间，⼭形影展东京办公室是我常去的地⽅，去那⾥就是看
⽚。我那时是纪录⽚饥饿者，什么样的⽚⼦给我都会狼吞⻁咽塞进肚⾥。给我喂⻝的就是⽮野先⽣，原⼀男的

《前进！神军》就是⽮野给我看的，磁带递给我什么也没说，我看完还磁带给他，他也没任何问我观感的表

示。⽮野真的像⼀个图书管理员。


在⼭形影展东京办公室除了⽮野，我⻅到的还有伏屋，还有前⾯写到的⻢克·诺恩斯，还有⼩野圣⼦，还有⼀
个叫Darrell的美国⼈。好像应该还有⼀两个⽇本⼈，名字我忘了。办公室安静，每⼈都趴在⾃⼰桌前，头都很
少抬起来。偶尔某⼈和某⼈说话，轻轻⾛过去，⽤⽿语声调交谈，⻢克这样的美国⼈也⼀样（听他说⽇语时感

觉他已经“⽇化”了）。待在这⾥，我有⼀种终于可以饱餐⼀顿 ⼼使⽤图书馆的舒畅，有时⽮野会递给我⼀个

汉堡当中饭，我⼜有待在⾃⼰家般的惬意。


⼀个影展去的次数多了，和影展⼈熟了，每次去影展办公室都会有⼀种“归来”感，⽐如瑞⼠尼翁真实影展，柏
林影展⻘年论坛，芬兰坦普雷影展，台湾纪录⽚影展，但1991年10⽉⼭形影展前那段东京办公室感觉属独
有，⼀个纪录⽚饥饿者舒畅并惬意的狼吞⻁咽。


还有⼀件事需要补记，1991年我在东京⼩川绅介⼯作室期间，那个跪在地上做⼿持摄影机拍摄动作、精⼒旺
盛语⾔滔滔急于告诉我所有必须告诉我的⼩川先⽣，那个时候患直肠癌动⼿术不久，没⼈和我说这事，我也丝

毫看不出这是⼀个直肠癌患者。⼀个多⽉后⼩川先⽣病发住院，⼗⽉第⼆届⼭形影展 幕，⼩川先⽣缺席。


这些我都⼀点不知道，我是终于等到⼭形影展 ⻔的兴奋。影展⼀周，我从第⼀天待到 后⼀天，每天上午10
点第⼀部电影到晚上 后⼀部电影，我都端坐银幕前。待在⿊暗影院⾥是我在⼭形影展的⽆⼆选择及 美好的

度过。⼀周影展，100多部影⽚，我⻢不停蹄也就看了20多部。我万分遗憾的是，没有分身术不得不放弃⼀些
影⽚。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是世界上 幸福的⼈，⼏乎每⼀部⽚⼦看完我都有眼睛和⼼胸⼀起被打 的感

觉。


每天把 后⼀部晚场⽚⼦看完，影展聚会的“⾹味庵”就是⼭形当天的幸福句号，脱鞋榻榻⽶，清酒啤酒摇摇晃
晃，酒下肚讲英语也被壮胆、什么都敢讲了。当时有⼀种很强烈的感觉是，之前拍⽚像孤⼉⼀样，在⼭形影展

就是回家。后来我写过篇标题是“⼭形，纪录⽚⼈的家”⽂字，有这么⼀段：


“在⼭形有种回家的感觉，⼀帮从世界各地跑来的拍纪录⽚的⼈，⼀说纪录⽚⻢上感觉是⼀家的，虽然都是穷
⼈但还有些奇怪的想法、然后都在做着纪录⽚这种让⼈‘⽕’不起来的事。那时我对纪录⽚、对纪录⽚电影节、
对所有和纪录⽚有关系的⼈都满怀天真和深情，⼀⻅到拍纪录⽚的⼈，不管肤⾊、不管男⼥、不管语⾔、不管

⾼矮胖瘦，⼀股冲动就想冲上去和对⽅紧紧拥抱，然后坐下来，⼀杯啤酒，聊聊彼此。”


写到1991我置身⼭形影展现场，我觉得“去⼭形的路”这篇⽂字就差不多了。我终于到达⼭形影展，第⼀脚踏
上，“⼭形的路”引领我⾛到30年后现在。


踏上⼭形，于我⽽⾔，故事的全部就是：遇上⼩川先⽣，领悟⼩川精神的 始，⽽不是亮相、舞台、领奖、个

⼈成功、电影竞赛。通往⼭形的路漫⻓也曲折，⽽且还在延伸下去，我把“ 初踏上的那⼀步”写出来，就是我
写这篇⽂字的全部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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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回到 近和原⼀男对谈，那天近三⼩时⽹上视频对谈结束，我的思绪从原⼀男到⼩川绅介……我想起约30年
前第⼀次看到⼩川绅介“三⾥塚”纪录⽚系列，六⼗年代末那些抵抗机场侵占家园⼟地的农⺠抗争身影，我感觉
这些身影⾛⼊到原⼀男的《⽇本国vs泉南⽯棉村》和《⽔俣病曼陀罗》。五⼗年前的⿊⽩影像和现在的彩⾊在
⼀种叠画中。


我这种感觉和原⼀男对谈时没说出来，我知道原⼀男强调他的电影和⼩川绅介不⼀样，甚⾄说他的电影是“反
⼩川”的，我理解原⼀男所指的“反”表现在电影⽅式和语⾔上。我作为⼀个熟悉并尊崇两位⽇本前辈纪录⽚的
中国纪录⽚⼈，在他们的电影中看到⼀种“共同/相似”，即影⽚⾥“被表现出来的⽇本⼈”，倔强、抗争、钉⼦⼀
样存在着，看不到任何妥协迹象。⾯对这些影像，会感到陌⽣惊讶震撼以及不可企及的遥望。


我在想，这算不算是⼀种“⽇本精神”？如果是的话，这种“⽇本精神”与其表现/彰显者——⼩川绅介与原⼀男两
位前辈之间是否有⼀种内在⾎缘关系？


谈到“⽇本精神”，我想起我后来在⼭形影展看到的⼩川绅介⼋⼗年代在⽇本北部⼀个叫古屋敷村的“驻村拍
摄”，这是⼩川绅介继成⽥机场抗争记录系列“三⾥塚”之后的“下⼀站”，产⽣出《⽇本国：古屋敷村》、《牧野
村千年物语》等影⽚，也是⼩川绅介带领⼀帮志愿追随者在⼋⼗年代的共同创作。我的感悟是，这是代表⼩川

绅介⼈⽣ 后的纪录⽚事业⾼峰。不管⼩川绅介的电影⽅式如何被质疑和批评（也许有其道理），我在乎的

是，⼀种被称为“⼩川精神”的被继承、被延伸与被拓展。这⼤概才是对“⼩川遗产” 实在具体的尊重和善待。


⼩川绅介给我的 后⼀个信息是1992年1⽉，我离 ⼭形影展回到北京两个⽉后，收到⼩川先⽣的新年贺卡，

⼩川的新年祝福是：继续拍⽚吧！需要什么帮助，请只管告诉我。


收到⼩川先⽣的1992年新年贺卡⼀个⽉后，我收到消息：⼩川绅介先⽣在东京去世。


记忆返回1991年10⽉，如梦似醉⼭形影展结束，我回到北京。⼭形影展期间，我对⽮野及伏屋两位恳切表
示：我在中国的那些热爱纪录⽚的伙伴⼀定想看到⼩川先⽣的影⽚，有没有可能拷⻉到⼩川⽚⼦的磁带？离

前，⽮野和伏屋把⼀摞磁带放在我⼿上，其中就有这篇⽂字提到的⼩川先⽣所有影⽚。


把⼩川先⽣影⽚磁带打包在回国⾏李包中，我⼼⾥感觉愉快充实，我有 好的礼物带给国内那些饥渴中的伙伴

们！我⼼⾥默念着我在⼭形影展学到的⼀句英⽂：I am an independent filmmaker.


写于47公⾥蓝房⼦


2020.9


（补记：感谢秋⼭珠⼦的热情+强⼒约稿——她用⼀封深情回忆邮件唤起我抑制不住的时光倒流！应
约后，我以每天⼀篇笔记⽅式先写在草场地邮件组，10天10篇笔记，之后再合成⼀篇。感谢邮件组
中读后的反馈声音，⽆论多寡只⾔片语都是我会永远记住的——写⼿再沧桑也需甘泉露⽔！你奉献
给我我也会奉献回你！笔记也每天发给编辑马然和秋⼭两⼈，两位不断以热情温暖反馈，让我幻觉
自⼰在写⼀篇“前⽆古⼈”⽂字，感谢！最后，秋⼭在我写作过程中每求必应帮助我查询和确认⽂中
⼀些⼈名。再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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