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缩东亚：从“越境”到和解

“East Asia” In Miniature—From Border-Crossing To 
Understanding
袁⾦泊 (YUAN Jinbo) 

2009年夏天，刚拿到⽇本⼤学艺术学博⼠学位的任书剑凭借毕业作品《我的抒情时代》（《私の叙情的な時
代》）斩获第三⼗⼀届PIA Film Festival (PFF)“企划奖”(“企画賞”)和“技术奖”(“技術賞”)两项⼤奖。在之后的放
映环节，影⽚亦⼴受好评，连续在名古屋和福冈获得两座由观众票选的“观众奖”（“観客賞”）。作为PFF成⽴
31年来⾸部由中国⻘年导演创作⼊围并获奖的影⽚，《我的抒情时代》成绩斐然。


PFF作为⽇本创办 久的电影节，⾃1977年成⽴以来，已经成为向⽇本电影界“输出导演⽣⼒军”的主要基地之
⼀——园⼦温 (Sono Sion)、⽯井岳⻰（Ishii Gakuryu）、⽝童⼀⼼（Inudou Isshin）、黒泽清（Kurosawa 
Kiyoshi）、⽯井裕也（Ishii Yuya）等许多优秀导演年轻时都曾在PFF崭露头⻆，或因得到PFF资助⽽得已完成
⾃⼰的早期作品[‑ ]。PFF对⾃⼰的⽬标定位是“展示和发现正在崛起的独⽴电影⼈才和创新的纪实作品” [‑ ]，⽽1 2
作为⼀部由旅⽇中国⼈留学⽣拍摄的影⽚，《我的抒情时代》的获奖在当时似乎为“独⽴越境电影”
（independent border-crossing film）带来了新的希望。


“越境”与“边界”


将《我的抒情时代》看作是⼀部“独⽴越境电影”,⾸先是因为，这部耗资800万⽇元的电影，制作经费全部由导
演任书剑⾃⼰承担。1998年，在南京⼤学读完本科并获得⽂学学⼠学位的任书剑前往⽇本留学，⼀⼼想要攻
读电影专业，却发现⽇本的电影学硕⼠⼊学必须要提交个⼈作品，⽽90年代的中国，⽤任书剑⾃⼰话说“连DV
都是奢侈品，⼜怎么会有机会在本科时就拍出个⼈作品呢”[‑ ]。于是他放弃硕⼠⼊学计划，在2000年进⼊⽇本3
映画学校[‑ ]，从基础 始学起。这⼀选择，为他取得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上个世纪九⼗年代，正是曾经被冷战冰封的世界进⼊“溶解”的时期：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中国改⾰ 放进

程加快，南北韩 始对话，台湾同意向⼤陆 放……东亚各国之间也 始了更加频繁的交流和接触，然⽽战争

的伤痛和阴影依然存在。90年代末赴⽇的任书剑，亲身经历了巨⼤的⽂化冲击和因为其中国⼈身份⽽带来的摩
擦，以⾄于他将“身份问题”认为是当时“每⼀个在⽇本的中国⼈必须解决的⾸要问题”[‑ ]。也正是出于对身份问5
题的思考，他将眼光投向了和⾃⼰⼀样的在⽇中国⼈和亚洲⼈，并在班主任、著名纪录⽚导演原⼀男的指导

下，拍摄了讲述为了赚钱⽽⾮法滞留⽇本的中国家庭的纪录⽚。这部名为《蒲公英的岁⽉》（《蒲公英的歳

⽉》）的作品，不仅获得⽇本映画学校第⼗五届“今村昌平奖”，还在2003年⼊展⼭形国际电影节，⼜于2010
年被TBS电视台播出。成功进⼊⽇本⼤学艺术学攻读硕⼠后，他⼜独⾃⼀⼈前往朝鲜拍摄了纪录⽚《北朝鲜的
暑假》（《北朝鮮の夏休み》，2005），这部作品同样⼊展⼭形电影节，并在TBS电视台播放，取得了当时的
⾼收视率。


靠着这部优秀的纪录⽚作品，任书剑从学校获得了200万⽇元的奖学⾦，⽤它购买了⼀台super16胶⽚摄影机
和胶卷，在朋友办的幼⼉园（也是《我的抒情时代》中出现的幼⼉园）租了⼀间办公室，作为以后三年电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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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作室，其余经费则来⾃他读书期间为

电视台和影视公司拍摄作品赚得的收⼊。


《我的抒情时代》（下⽂称作《抒情时

代》）从⼀个21世纪初留学⽇本的中国年轻
⼈的视⻆出发，⽚段式地讲述了他⼀年的⽣

活、遇到的⼈和发⽣的事，远离宏⼤叙事，

以⼀种缓慢、平淡的⻛格，⻅微知著地刻画

和反应了在⽇本的亚洲⼈、特别是中国⼈因

为“身份问题”⽽遭遇的困境与摩擦。


故事发⽣的东京在影⽚中是⼀个“现实空
间”——来⾃南京的中国⻘年赵明、台湾的
交换⽣⼥孩⼉徐、⾮法滞留⽇本的不合法家

庭（⺟亲为中国⼈，⽗亲是印尼华⼈）、以

及赵明的韩国室友⾦等⼈在东京⽣活并相

遇。影⽚中，他们各⾃的故乡是⼀个个“想
象空间”——没有以具体的图像被展现，却
在“话语”（discourse）中不断地出现，从⽽
与现实空间叠加，甚⾄产⽣摩擦。⽐如，当

健谈的清洁⼯⼤婶拉着扔垃圾的赵明不断追

问他出身地是哪⾥时，躲不过的赵明⽀⽀吾

吾地承认⾃⼰的家乡是南京。在这个电影⽚

段中，对于赵明和出⽣在昭和年间[‑ ]的⽇本6
⽼⼈⽽⾔，即使没有参加过战争，“南京”依
然是⼀个承载着战争创伤和痛苦记忆的空

间，这个“想象空间”像个硬邦邦的巨⽯，砸
碎了现实空间的平和和对话继续的可能性，

徒留尴尬与沉默。


再⽐如，托新世纪初⽇本兴起第⼀波“韩流”
的福，初来⽇本时连⽇语都说不顺溜的韩国室友⾦很快找到了⼀个“哈韩”的⽇本⼥友凉⼦，他们在东京的公寓
⾥⼀起讨论“韩流”杂志。对于凉⼦⽽⾔，曾经是⽇本殖⺠地的韩国如今或许只是⼀个“浪漫爱情”的发⽣地、⼀
个⾃⼰喜欢的偶像⽣活的地⽅，这个浪漫的想象甚⾄为他们在东京的爱情打了⼀道柔光。“故乡”作为想象空间
和东京作为现实空间的重叠与摩擦，在很⼤程度上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正如PFF的评价⼀样，《我的抒情时
代》是存在于⽇本社会的“东亚缩图”（東アジアの縮図）[‑ ]。
7

不知是有意或⽆⼼，PFF评语忽视了本⽚中的另⼀个想象空间——⻄⽅。这个空间搭建在退休⽼⼈平井和⼉⼦
⼀家的对话上，说是“对话”，其实更多的是独居的平井对居住在加拿⼤多伦多的⼉⼦单⽅⾯的“追寻”。他打国
际⻓途给⼉⼦家⾥，却因为⼉媳不懂⽇语⽽被匆匆挂掉；为了能够和⼉媳交流，⼀把年纪的平井去报了英语学

习班；当他再次拿起电话试图⽤笨拙的英语和⼉⼦交流时，依旧没有听懂电话另⼀头是⼉⼦录好的答录机声

⾳……在这样⼀次次的追寻中，⽣活着年轻⽽忙碌的⼉⼦⼀家的加拿⼤，成为了这个正在衰⽼的⽇本⼈想要接
近、却总是被隔离在外的空间，⽽这或许也是⼀次“越境”，是⽇本对“⻄⽅”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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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谈的清洁⼯⼤婶得知赵明来⾃南京后，两⼈陷⼊沉默，随即对话回到
谈论天⽓和季节的“⽇本式寒暄”，截图来⾃《我的抒情时代》。



此外，除了这种空间的跨越带来的⽂化与情感的冲突和联系之外，技术和制作上的合作也可以使本⽚被视作⼀

个“越境”⽂本。影⽚由任书剑编剧和导演，⽇本著名⾳乐家巨势典⼦配乐，制作团队和演员来⾃中国⼤陆、⾹
港、台湾、⽇本和韩国，尽管没有资本的越境融合，技术的合作依然突破了单⼀的⺠族和国家界限。


但是“身份”在电影中依然是不可跨越的界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与关联不再仅仅通过地理边界来做出区隔
与划分，这些差异与关联通过⽚中个体之间的⽭盾与冲突具象地再现，影⽚中，⽣活在同⼀个空间中的⼈们就

这样被硬⽣⽣地分割了 来。第⼀次在教授办公室⾥⻅到徐，就听⻅徐在向讲授表达“不喜欢中国”的赵明，本
能地对这个台湾⼥⽣全⽆好感；在报告会上，因为讲解中国经济腾⻜、“即将成为世界第⼆⼤经济体”⽽意⽓⻛
发的赵明，更是将徐关于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提问视作是对中国的挑衅。战争的创伤和历史的痛苦，让

“身份”尤其成为了留⽇学⽣和旅⽇华⼈不得不解决的⼀个问题。这种迫切性从严安⽣追溯近代中国⼈留⽇精神
史时描写的第⼀代留学⽣ 始，⼀直延续到了影⽚中的赵明身上——然⽽，《精神史》中肩负着“中体⻄⽤”重
任的第⼀代留⽇学⽣对已经 始现代化的“东洋”环境与⽂化颇感⾃卑与惶惶不安[‑ ]，⽽作为新留⽇⻘年代表的8
赵明，却早已学会了与⽇本⼈公事公办地谈⽣意，也多了与⽇本⼈吵架的底⽓。


如果说，赵明所⾯临的身份问题，部分是缘于历史问题的遗留，那么在《抒情时代》中那对⾮法滞留的年轻夫

妇身上，“身份”则关系着 基本的⽣存境况。与赵明的赴⽇求学不同，⽚中名叫Ryo的男孩的印尼华⼈⽗亲和
他来⾃中国农村的⺟亲赴⽇的唯⼀⽬的是为了赚钱。作品简单交代⽗亲的“海外华⼈”背景，在1998年印尼排华
事件（⼜称⿊⾊五⽉暴动）中被烧了房⼦的⽗亲，毫⽆疑问是⼀个⽆家可归的⼈；影⽚对⺟亲的故乡和原来的

⽣活没有任何交代，似乎是默认了另⼀种流离失所——她或许像导演在《蒲公英的岁⽉》中拍摄的那个来⾃福
建农村的中国⼥⼈⼀样，为了给国内的家⼈寄钱⽽拼命地⼯作，⼜或许早已没有家⼈在故乡等候。《抒情时

代》中的夫妻没有⽇本签证，躲藏在⼯⼚、天台楼顶和简陋的公寓中，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也没有法律的认可，

因⽽，⼀旦这种身份被撕 ，他们⾯临的是被逮捕和强制遣返，是⼀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性别：国家关系的隐喻


在《东⽅主义》⼀书中，萨义德曾详细论述过后殖⺠主义中⻄⽅社会对东⽅的⽀配和不对等的“建构与被建构”
关系[‑ ]，⽽其中，性别往往被⽤来隐喻国家关系：⻄⽅社会和殖⺠者的⾃我建构是“男性的”（male）、“阳刚9
的”（masculine）；东⽅社会和殖⺠地则被建构为“⼥性的”（female）、“阴柔的”（feminine）[‑ ]。
10

在《抒情时代》的电影⽂本⾥，国家权⼒关系也部分地以性别的隐喻再现。九⼗年代末⼆⼗⼀世纪初，曾经⾃

⽐“亚洲领袖”的⽇本，在战后经济奇迹结束、泡沫经济崩溃后，进⼊了“失去的⼗年”[‑ ]，与紧追其后、发展11
势头正⾜的中国相⽐，这个步⼊⽼龄化的国家在影⽚中也多以⽼⼈（退休的⽗亲、⽩发的教授）的形象呈现；

曾经是⽇本殖⺠地的台湾，在中国与⽇本的较量中，毫不意外地被描绘成⼀个柔和甜美的⻘年⼥性；赴⽇求学

的中国留学⽣赵明，是⼀个冷静圆融、⾏动⼒强⼜有着经济头脑和 售才能的⻘年男性。


在电影⽂本中的对话⾥，也出现了⽤性别来解释国家关系的明喻：⼀起吃饭时向赵明解释为什么同根同源的台

湾要闹“独⽴”的徐，⽤“强⽽有⼒的男⼈”来⽐喻中国，⽤“被逼婚”的⼥⼈来⽐喻台湾。此外，与含蓄委婉的东
⽅⼥性⽓质截然不同的，张扬⽽⾃信的外国⼥性，在东⽅社会⽂本中经常被视作⼀种对传统⽗权的威胁与挑

战。暮年平井在与加拿⼤⼉媳通电话的时候，笨拙地使⽤⼉媳的语⾔——英语交流，却未被耐⼼对待，电话匆
匆结束，留下平井垂头叹⽓。


在这⼏组关系中，国家关系的强势与弱势、⽂化的差异与不平等，通过性别和年龄的对⽐，被清晰地呈现了出

来。主⼈公赵明的身体（健康⽽有肌⾁线条）、⽣活（会⾃⼰做饭的“顾家”性格与顿顿吃泡⾯的韩国⻘年的对
⽐）和才能（有经济头脑、独⽴、敢于拼搏），似乎也完全符合了中国异性恋男性的⾃我想象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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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别、年龄来表现不同的国家关系的设置，再结合本⽂之前对国族身份的强调来看，《我的抒情时代》与90
年代在中国⼤陆热播的、第⼀批关注中国⼈海外⽣活的中国内地电视剧有异曲同⼯之处：和《新⼤陆》

（1993）、《北京⼈在纽约》（1994）及其姐妹篇《上海⼈在东京》（1996）等作品类似，《我的抒情时
代》也是以中国（异性恋）⻘年男性为主体，将国家身份内置（internalise）到个⼈身上，完成了⼀场对主流
的国家框架和性别秩序的顺从式⽽不是挑战性的叙事。


语⾔：差异与聚合的载体


语⾔是本⽚表现身份区别和⽂化差异主要⽅式之⼀，在影⽚中，同⼀个主体对不同语⾔的切换使⽤，再现了⽣

活在异国的⼈们的身份的流动性，这也可以被看作是⼀种对个⼈⼼理的切割：在课堂上和⼯作中，赵明[‑ ]⽤12
⽇语和⼤家交流，这是⼀个完全“向外”的空间；⽽起着黏合影⽚段落、推动情节发展、表现情感作⽤的内⼼独
⽩（⼤量依靠独⽩稍显镜头语⾔的稚嫩和不⾜），使⽤的是中⽂，对于赵明⽽⾔这是⼀个完全“向内”的空间；
赵明和徐、和幼⼉园⻓、以及和⼩朋友Ryo之间的交流，中⽂和⽇语相互穿插，这是⼀个处在内外之间的空
间。在这个空间中，两种语⾔的使⽤，让他们既不同于⽇本⼈，也不同于在各⾃的家乡⽣活着的其他⼈。语⾔

的流动，强调着他们所处的环境、⽂化和身份的流动。因此，对于年幼的Ryo来说，还没有学会认知身份时，
他会时不时忘记⾃⼰在当时当地应该说⽇语还是中⽂。当妈妈带着他要回国的时候，赵明再三叮嘱他：“不要
忘记⽇语，这是你的财产”，这句话或许对于Ryo⽽⾔，还需要很多时间来体会：语⾔作为⼀种记忆，承载着
⽣命的⼀段时光，那也正是其他⼈⽆法复刻的、独属于Ryo的⼈⽣经历。


在⽇华⼈间双语的交流，也以⼀种惨痛的⽅式体现着他们的“他者”身份。来⾃印度尼⻄亚的华⼈爸爸，在为了
保护妻⼦⽽与纠缠她的⽇本醉汉发⽣争执的过程中，被识破他“外⼈”（gaijin）身份，于是引起警察的怀疑⽽
被抓捕、遣返回国。闹事的⽇本⼈可以⼤⼤咧咧地在街头⼤喊“你是外⼈吧”，被欺负的华⼈却只能落荒⽽逃。
这⾥语⾔区分了“我们”和“他者”，⽽“外⼈”这个原本由“外国⼈”（gaikokujin）简化⽽成的词语在⽇语中的含义
也更多地是为了强调“我们之外的⼈”。


另⼀⽅⾯，语⾔也起着 重要的聚合作⽤。赵明和邋遢的韩国舍友之间出现⽭盾时，他们⽤⽇语争吵；当电视

⾥放着⽇本⾸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时，两⼈⼜坐在地上⼀起⽤⽇语呼喊“靖国参拜反对”。两个身处异国的
“外⼈”，⽤异国的语⾔建⽴起了类似家⼈的关系，⽇语承载着他们的分歧，也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影⽚的
后，平井终于放下对英语的执念，为了去中国看Ryo⺟⼦⽽ 始学起了中⽂，或许也象征着他放下了对⾎缘家

庭的追寻，转身⾛向了⼀种更加后天的、建构性的亲缘关系，⽽在这种亲缘关系中，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作

⽤。


写到这⾥，我 始反思⾃⼰，我曾⼀度觉得电影过于拘泥于国族身份，依然属于对主流叙事的顺从，但现在看

来，这部作品确实也在⼀定程度上探讨了身份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和导演对话时，听到他说“这些故事确有其
⼈”后，我忽然觉得，⽤2021年⽣活在⽇本的我的眼光，来批判上个世纪九⼗年代末中国赴⽇留学前辈的经
历，或许过于主观了。当“睡狮”被战败和屈辱⾃“四千余年⼤梦”中敲醒以来，从1896年第⼀批中国留学⽣赴
⽇，到现在已有⼀百⼆⼗多年历史了。百年留⽇史，每个时间阶段的赴⽇留学⽣，对于身份必定有着各⾃不同

的体验和经历。影⽚中，赵明曾在课堂上意⽓⻛发地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第⼆⼤经济体”，现实
中，这⼀⽬标早在2010年就已达成，此后⼜是⼗年已过，今⽇的中国⻘年留学⽇本时，⼜有着怎样的认知与
体验呢？


说到底，就像电影的名字⼀样，导演对故事的讲述，其实也是对⾃⼰⻘年留⽇时光的抒情式的记录。作为⼀部

讲述⽣活在⽇本的“外⼈”的故事⽚，电影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现实问题：⾮法劳⼯及其⼦⼥的⽣存和教育、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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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业的亚洲⼥性、东亚⼏个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对作为个体的⼈与⼈之间关系的影响等等。但是这些并没

有被以⼀种激烈的⽅式控诉出来，⽽是被以⼀种轻描淡写的形式，克制⽽缓慢地表达。


正如陈光兴在《去帝国》中论述的，个⼈身份其实也是⼀种记忆。国家之间的战争、历史的伤痛，通过语⾔和

身份嵌⼊个体，战争的后遗症存在于每⼀个⼈的身体、精神和⼈际关系之中[‑ ]。战争和分裂的结束，或许只13
需要⼀纸政令，但是嵌⼊进⼈的内⼼的疤痕和阴影，却需要⼀代⼈，乃⾄好⼏代⼈，在⽇常⽣活中、在不断的

交流⾥去溶解。


影⽚的 后，平井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去中国寻找Ryo的路程，赵明 终喜欢上了那个让他⼀ 始全⽆好感的台

湾⼥性，经常争吵的韩国舍友也理所当然地拿出存款帮助他申请去台湾。这或许也是影⽚也提供的⼀个柔情的

解决⽅式：不同国家的⼈们，在经历了冲突和摩擦以后，依靠善意 终互相理解。


注释 

[ ] 历届PFF ⼊选及获奖名单可参⻅电影节官⽹的“PFFアワード年別⼀覧”（PFF⼤奖历年⼀览表）⻚⾯，⽹址：https://1
pff.jp/jp/award/archives [20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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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有关电影拍摄的幕后和任书剑本⼈经历，如未标明出处，皆来⾃作者对导演任书剑的电话访谈（2021年1⽉5⽇进3
⾏）。

[ ] ⽇本映画学校，现为⽇本映画⼤学，“映画”即是⽇语中“电影”的意思。该校是⽇本迄今第⼀所只设有“电影”学科的专业4
性⼤学，也是世界代表性的电影教育机关CILECT的会员院校，⽽⽬前⽇本国内仅有⽇本映画⼤学，东京艺术⼤学，⽇本⼤
学艺术学部是CILECT组织的成员院校。其前身是⽇本知名导演今村昌平于1975年创⽴的横滨放送映画学校，在1985年改
名为⽇本映画学校，2011年正式改名为⽇本映画⼤学。

[ ] 采访中任书剑对当时的回忆，为任书剑原话。 5

[ ] 昭和作为⽇本年号，指的是昭和天皇在位期間，即从1926年12⽉25⽇⾄1989年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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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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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07/2651845. 
[ ] “失去的⼗年”（失われた10年），指的是⽇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1991年 始到2000年代初期的⻓期经济不景⽓阶11
段。

[ ] 该⻆⾊由⼀位来⾃⾹港的演员扮演，剧中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突出“南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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