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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很多⼈注意到中国独立纪录片所受到的直接电影的影响，却很少⼈知道直接电影和中国独立导演的
第⼀次相遇发⽣在1993年的日本⼭形——可以说当初点燃导⽕线的⽕苗在21世纪初形成了燎原之
势。1993年吴⽂光等中国导演在日本⼭形国际纪录片影展上与怀斯曼及其电影相遇，秋⼭珠⼦作为
当年的翻译和旁观者记录下了这⼀过程。秋⼭回忆道，当年参加电影节的吴⽂光、段锦川和郝志强
三⼈在⼭形影展上与佐藤真等亚洲导演进⾏积极交流，同时他们也通过该影展得以观看怀斯曼用直
接电影⼿法拍摄的《动物园》。秋⼭强调，观影后三位导演被这种直接电影的拍摄⽅式所震撼，他
们回国后开始不断组织相关电影的放映会和讨论会以及通过写作、出版等⽅式，这些活动随即影响
到多位中国导演。数年后，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到来，电影成本显著降低，许多受到影响的中国导演
开始拍摄带有直接电影因素的纪录片，并积极参加各国电影节。 

Abstract

While many people note the influence of direct cinema on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ies, few know 
that the first encounter between direct cinema and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makers took place in Yamagata, 
Japan in 1993—and that the spark that lit the fuse in the first place kindled a great fire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mak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t the 1993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kiyama Tamako worked as a translator for attendees Wu 
Wenguang, Duan Jinchuan, and Hao Zhiqiang. Akiyama narrates the day during the festival when they saw 
Zoo by Frederick Wiseman and were struck by its observational style. After the festival, Wu would bring 
many of Wiseman’s films back to China, and showcase them to friends in screening and discussion groups 
hosted at his house, as well as writing about them. Several Chinese directors began to emulate Wiseman’s 
methods. Although the direct cinema boom emerged from the adv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s origins can be 
traced back squarely to that screening of Zoo in Yamagata, 1993. 

 84



2018年6⽉，上海国际电影节 幕式在全球同步直播。华丽舞台中央，⼀个⼈⾛了出来，是未系领带的吴⽂光

导演。作为今年纪录⽚单元的三位评委当中唯⼀的中国导演，吴⽂光得到现场热烈的掌声。此单元上映的作品

中排在前列的，是王兵的《⽅绣英》（2017），接着便是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书缘：纽约公共
图书馆》（Ex Libris: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2016）。这个同中国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 机缘
颇深的阵容，令我回忆起发⽣在四分之⼀个世纪之前某个夜晚的事情。


1993年10⽉，我离 残暑微留的东京，前往空⽓清凉的⼭形。通过前⼀年在北京相识的吴⽂光的介绍，我担

任了⼭形国际纪录⽚电影节的中⽂翻译⼀职。从中国来的电影节嘉宾有吴⽂光、段锦川、郝智强三⼈。其中吴

⽂光因为曾带着作为中国独⽴纪录⽚嚆⽮的《流浪北京》（1990）参加过上⼀届⼭形电影节，所以他可以同
许多电影⼈亲切地交谈，俨然已是这⾥的常客。在这个世界各国⼈才济济⼀堂，蕴藏着⽆政府式张⼒的⼭形电

影节现场，我就像混进梁⼭泊的孩⼦⼀样不知所措，躲在吴⽂光的背后窥探⼤家的样⼦。⽐吴年轻的段锦川和

郝智强⼆⼈和我⼀样⾸次参加⼭形影展，他们也显得略微紧张，如同结拜兄弟⼀样跟随吴⽂光。他们三⼈连⽇

观看作品，并且如同受到前⼀年去世的⼩川绅介的引荐⼀样，他们与佐藤真等同样崇敬⼩川的亚洲导演们相

识，在酒桌上觥筹交错，希望将那些在电影节吸收的知识全部消化，眼中闪耀着求知的光芒。


电影节 始⼏天后的某个傍晚，我与三位中国导演同⾏，为了看怀斯曼导演的《动物园》（Zoo, 1993），特
意前往离城镇中⼼较远的⼩电影院。在⼈影稀疏的夕阳街道⾛了将近20分钟，我们到了电影院，发现并不宽敞
的观众席已经快要坐满。1⼩时过去之后，画⾯呈现的仍然只是动物园中平稳的⽇常，偶尔屏幕中会出现接受
兽医检查时发出抵抗的呻吟声的动物。呜哇，这是不是故事的主⻆呢，我下意识地身体前倾，但是还没等展

戏剧性的情节，这些兽医便⾛出了镜头范围。当时的我不仅没有看过怀斯曼的作品，⼀般纪录⽚的观影经验也

很少，想到就会这样度过130分钟时，我就 始有些不安，便⼩⼼翼翼地观察周边的⼈。⼤多数观众竟然都在

⽤⼀种炙热的⽬光看着屏幕上平稳的光景，斜后⽅的吴⽂光导演更是前倾着身体观看。之后的观看过程中偶尔

睡魔会来光顾，不过我可以感觉到这种“单调”的⽇常⻛景如同波状攻击⼀般 始向我发问，渐渐占据了我的头

脑，在这样思考的过程中电影突然结束了。⽩发的怀斯曼导演感觉如哲学家⼀般，在他本⼈参与的Q&A环节结
束后，影院灯光亮起，此时我的肩膀突然被拍了⼀下。“喂，珠⼦，刚刚的看到了吗！你觉得怎么样？”吴⽂光
说话的语速⽐平时更快⼀些，声⾳因兴奋⽽响亮。被他不同寻常的⽓势所震慑的我说道，“啊……感觉，是很
不可思议的作品。虽然只是不出奇的动物园⻛景，但觉得动物和⼈类好像都是什么系统的⼀部分……”我⽤中
⽂竭尽全⼒如此表达后，⽼吴满意地微笑道，“你看得很认真啊。我还以为你会睡着呢。”他⼼满意⾜地说完这
句话后才从座位上起身。其实，当时我真要表述的是，“这岂不是 近（90年代初）⻛靡中国知识界的福柯
（Michel Foucault）理论的影像版本吗？”


观众们从颇为拥挤的电影院出来时，外⾯已经天⿊。刚刚分 落座观影的三位导演，从电影院出来后⼀看到彼

此，就像磁铁⼀样被互相吸引到⼀起。不难看出他们都⼗分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相互交流刚刚看完的电影的

感想。此时的⼭形夜晚已有寒⽓，但他们的⾯⾊都很红润，甚⾄稍微有些出汗。他们三⼈⼀边激烈讨论着刚刚

电影中令⼈震惊的⼿法，⼀边如同野⽜群⼀样⼤步快速前⾏，我只能急急忙忙跟在后⾯追赶。⾃从那夜的电影

上映活动之后，当时在⼭形的吴⽂光、段锦川、郝智强三⼈所崇拜的导演中，除了⼩川绅介⼜多了⼀个怀斯

曼。


电影节闭幕、离 ⽇本之前，吴⽂光说“要给没能来这⾥的中国同事们看看”，于是将《动物园》等⼏部怀斯曼
的作品和⼀些其他导演的录像带回了中国。回到北京的吴⽂光在⾃⼰和朋友的公寓⾥组织了上述作品的观影

会，他们孜孜不倦地⼀起讨论直接电影的可能性。观影会的常客之⼀是张元，他后来与段锦川共同导演了《⼴

场》（1994），⽤⽆旁⽩的形式描绘了天安⻔⼴场前的⽇常，这部作品后来成为⼊选⼭形电影节国际竞赛单
元的第⼀部中国电影。曾经也是出⾊的⾳乐录影带（MTV）导演的张元，其后追踪拍摄⼀位有强烈个性与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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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的英语⽼师的演讲之旅，是有着彭尼⻉克（D.A. Pennebaker）⻛格的直接电影《疯狂英语》
（1999），这部电影同时也被选⼊⼭形国际竞赛单元上映。在⻄藏电视台有⼋年⼯作经验的段锦川，积极使
⽤直接电影的⽅法拍摄拉萨市内的基层⾏政组织，这部名为《⼋廓南街16号》（1996）的电影获得了法国真
实电影节（Cinéma du réel）⼤奖。这也是中国纪录⽚电影⾸次在海外纪录⽚电影节上获得的⼤奖。


1993年在⼭形与怀斯曼相识的吴⽂光，其后在各国电影节中，逐渐加深与这位直接电影巨匠的交流，1997年
吴接受怀斯曼的邀请在他波⼠顿的家中度过两周时光，因此得以近距离接触并了解怀斯曼的⼯作。其后吴⽂光

持续在杂志和⽹络上发表介绍怀斯曼等直接电影主要导演的⽂章，也曾经为邀请怀斯曼来中国尽了⼒。波⼠顿

访问两年后，吴以直接电影⽅法拍摄的关于⼤棚巡回演出团的《江湖》（1999）第四次参加⼭形电影节。同
年电影节的国际竞赛单元上映了怀斯曼的《缅因州的⻉尔法斯特》（Belfast, Main，1999），就是吴曾在波斯
顿近距离观察过怀斯曼剪辑过程的那部影⽚。


⼆⼗⼀世纪前夕，那些吴⽂光等⼈反复观看到已有磨损的录像带被时代淘汰，中国急速数字化的浪潮席卷⽽

来。相对便宜的数码摄像机上市后，纪录⽚制作的⻔槛显然降低，因⽽来⾃各⾏各业的创作者 始加⼊这个领

域，他们⼿持数码摄像机， 始从各⾃不同的⻆度切⼊世界进⾏创作。杨天⼄（现更名杨荔钠）的《⽼⼈》

（1999）、杜海滨的《铁路沿线》（2000）、沙⻘的《在⼀起的时光》（2002）、王兵的《铁⻄区》
（2003）、李⼀凡、鄢⾬《淹没》（2004）、丛峰的《⻢⼤夫的诊所》（2008）、赵亮的《上访》
（2009）、和渊的《阿仆⼤的守候》（2010）……这些⽤数码摄影机拍摄的带有直接电影因素的中国纪录
⽚，以势如破⽵之势席卷各国电影节，宛如点燃导⽕线后迎来的爆发时刻。


观看着回响着交响乐的、光辉耀眼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典礼会场，我独⾃想起了⼭形那个昏暗的⼩电影院。

1993年10⽉，那个由⼀个⼩⽕苗点燃导⽕线的夜晚。


（本⽂（原题：「導⽕線に点けられた⽕―中国ドキュメンタリー監督とワイズマンの出会い」）原载
《neoneo》⽹络版181号（2011年5⽉），后转载于《neoneo》报刊Vol.11 (2018年7⽉) 直接电影专题时经过
作者增改⽽成。本稿有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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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国际纪录⽚电影节’93 的座谈会“讲述⼩川绅介”⼀节。佐藤真导演（右起第2⼈）、吴⽂光导演（第4⼈）、笔者（第
5⼈）、段锦川导演（第6⼈）©YIDFF 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