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承过去与迈向未来之旅：纪录⽚《长江》(1981)

The Documentary Film Chokō (1981): A Journey Through 
The Past And Towards The Future

伊藤 悟 (ITO Satoru) 

1981年11⽉，由⽇本原创歌⼿佐⽥雅志(Sada Masashi)导演、主演的纪录⽚《⻓江》 （时⻓138分钟）在⽇1

本120多家电影院进⾏了公映。该作品由佐⽥雅志（佐⽥企划公司）出资，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协助下花了
⼀年半的时间摄制⽽成的。在此之后，中央电视台将独⾃拍摄的素材与⽇本摄制组拍摄的胶⽚副本进⾏剪辑，

于1983年8⽉推出电视节⽬《话说⻓江》（共25集）。纪录⽚《⻓江》在⽇本院线公映结束后，佐⽥企划公司
重新编辑素材并制作了电视节⽬《你好！中国》（「ニイハオ！中国」共6集） ，该节⽬从1983年8⽉起通过2

⽇本NHK（⽇本放送协会电视台）上进⾏了播放。


《⻓江》和《你好！中国》都是⽤相同的影像素材制作的，是通过⻘年佐⽥雅志的旅⾏来记录我们尚未认知的

⻓江流域的⾯貌及其不断变化的“当下”状况。但两⽚采⽤了不同的表达⽅式。到⽬前为⽌，《⻓江》被评估为
具有历史价值的影像资料。可当我搜集相关资料了解后，我认为该⽚的真正⽬的和价值与中⽇战争的记忆密切

相关。在⻓江和平的“当下”状况下，佐⽥雅志试图以⾃⼰的身体和感官去亲身继承战争记忆。


关于电影制作


负责《⻓江》这部电影导演、主演、⾳乐的佐⽥雅志，1952年4⽉出⽣于⽇本⻓崎县（2020年11⽉现在68
岁），作为著名的原创歌⼿、演员、作家，截⽌到2020年8⽉，他已经完成了4425场演唱会，是在⽇本演出次
数 多的歌⼿ 。电影的“总指挥”是其⽗亲佐⽥雅⼈(Sada Masato)，据佐⽥雅志介绍，他的⽗亲只是出主意，3

主要⽬的是想去中国旅游。总监制是著名电影导演市川昆（Ichikawa Kon）。制⽚经理是弟弟佐⽥繁理(Sada 
Shigeri)与堀内博周(Horiuchi Hirochika)，监制是佐⽥雅志、徳安恂(Tokuyasu Makoto)、著名导演原⼀男(Hara 
Kazuo)，剧本由菊池昭典(Kikuchi Akinori)与佐⽥⽗亲的熟⼈⻓野⼴⽣(Nagano Hiromu)撰写。录⾳师是沼⽥和
夫(Numata Kazuo)，⾳乐由佐⽥雅志、服部克久(Hattoru Katsuhisa)与渡边俊幸(Watanabe Toshiyuki)创作。主
题歌《⽣⽣流转》由佐⽥雅志演唱，这⾸歌是佐⽥雅志在四川的新⾃由主义经济市场受启发⽽创作的。


这部电影的前期拍摄分为四个阶段：第⼀次拍摄前于1980年5⽉20⽇～6⽉20⽇做了调查，之后于1980年8⽉
26⽇～12⽉11⽇进⾏第⼀次拍摄旅⾏；第⼆次拍摄前于1981年2⽉3⽇～3⽉13⽇做了调查，并于1981年4⽉
27⽇～9⽉4⽇进⾏了第⼆次拍摄旅⾏。起初，摄影组打算⽤录像带摄影机，但 始拍摄不久就更换为35mm胶
⽚摄像机。摄影分为四个组，第⼀组按照剧本拍摄故事，其余三组则拍摄第⼀组未能记录的场景和补充镜头。

结果素材量巨⼤，胶⽚总计113万英尺（包括45,000英尺⻓的空中拍摄）⻓。


佐⽥雅志参加了两次拍摄旅⾏，在中国呆了半年。他每天只睡三、四个⼩时，通常是⼀⼤早就离 宿舍，直到

⻩昏时分才收拾机器回驻地，并且每晚都 会讨论到深夜。虽然⽇本摄制组得到中国有关部⻔的摄影许可，但

在现场，当地的公安⼈员始终监视着摄影⼯作，在某些情况下甚⾄会阻⽌拍摄。因此，他们拍摄的⼯作效率很

低。他们每次到达现场后先收集相关信息，之后⼀边与中⽅就镜头的许可等问题进⾏商讨⼀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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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影⾃1981年11⽉以来在120多家电影院公映，并获得了5亿⽇元的发⾏收⼊，这个数字对于纪录电影来说
⾮同寻常。票房的成功，除了佐⽥雅志作为歌⼿的名⽓以外，很⼤程度上归功于1980年4⽉NHK 始播放的中

⽇第⼀次共同制作的电视专题⽚《丝绸之路》(NHK特集シルクロード－絲綢之路－/共12集）引起了⽇本⼈对
中国历史⽂化的兴趣 。
4

虽然说票房是成功的，但佐⽥雅志本⼈从银⾏借钱，花了28亿⽇元的制作费。他的⽋款是加上利息总共35亿
⽇元 。 初计划的制作费⽤是2亿⽇元，但由于航空摄影费⽤、拍摄旅⾏的⻓期化与⼈事费的增⻓，制作成本5

像滚雪球⼀样增加。近年佐⽥回忆称，他多次考虑过取消拍摄，但他告诉⾃⼰，中国⽅⾯既然已经相信我们⼩

公司的热情与能⼒并允许摄制这部电影，那么我们就已成为了代表⽇本的电影制作组，⽽这部电影也将成为呈

现⼀⾐带⽔的中⽇关系的代表作品。所以佐⽥加倍努⼒地完成了拍摄。时年29岁的佐⽥雅志回到⽇本后，每年
举办150场演唱会，以偿还因拍摄⽽激增的债务。他花了30年的时间才还清，避免了破产。但佐⽥说摄制这部
电影他从来没后悔，时⾄今⽇还保管着所有的胶⽚，他说，如果将来谁有想法继续做类似的事，他都会欣然表

示“很⾼兴与您合作” 。
6

电影故事


有关这部电影的内容，佐⽥雅志通常将其称作“寻找⻓江第⼀滴⽔”的寻根之旅 。电影⼿册和DVD解说中是这7

样写的：“佐⽥雅志思考⼈⽣与⾃⼰的⽣活⽅式”，“这部电影展现了⻓江流域的壮丽⻛⼟、⽂化和历史，并通
过与在当地⽣活的⼈们的接触，重新认识了这⽚作为⽇本⽂化起源的⼟地,并将各地的真实⾯貌传达给今世后
代”，“中国，既是佐⽥雅志祖⽗曾居住过的地⽅，⼜是其⽗⺟相识的国家。佐⽥雅志沿着中国的⺟亲河⻓江寻
找⾃⼰与⽇本根源的奇遇，进⾏3200公⾥的壮丽旅程”等 。虽然在媒体报道中通常介绍这部电影是关于⻓江流8

域⼈⽂地理的纪录⽚。但是，如果观众把他的电影当作普通的旅游纪录⽚，就会误解佐⽥雅志 想表达的东

⻄，误认为电影的主题缺乏⼀贯性——的确，电影的编辑结构和演出⼿法或许容易让观众陷⼊混乱。


    电影故事的旅程从⻓江的⼊海⼝处溯流⽽上，囊括各地⾃然⻛景、城镇景观、村庄环境以及代表中国现代化
发展的象征物（如：⼤桥、汽⻋、⽔库等）、⽇常⽤品与历史⽂物、⽣活⽓氛与⽼百姓的表情等等。⼏乎每个

场景都有佐⽥独⾃⼀⼈⾏⾛的镜头，但他和本地⼈交流的镜头并不多。有些地⽅，为了显示佐⽥单独旅⾏的⽓

氛，摄制组拍了他表演孤独旅者的虚构镜头。这部电影采⽤两类解说词。⼀类是客观的男声解说词，简单地介

绍每个场景的地理等信息：同时还有佐⽥配合⾃⼰感想的主观解说词。依据各个场景的⽓氛，剪辑⼿法也很明

显地分别运⽤轻快、舒缓与⾃由的节奏。重视利⽤同期声与环境声。这⾥为了便于说明，我把故事分为三部

分，依据佐⽥雅志的旅⾏路线和相关内容来介绍：


第⼀部旅游：上海（街上、教堂）、⽆锡（⽔上居⺠）、太湖（⽥园、稻⽶）、镇江（⽢露

寺、⺠间京戏）、南京（中⼭陵、中华⻔）、收养⼀只流浪⼩狗、张家界、景德镇、九江

（度假钓⻥） 

在电影的第⼀部中，叙事显得模糊，有点分散。电影 头的客观解说词只介绍了⻓江的地理，没有点明该作品

的主题。佐⽥的旅途从上海的⼀座教堂起步，但主观解说词也没有说明他来中国的⽬的。佐⽥带着中国中央电

视台的⽇语翻译去⽆锡，搜寻⽔上居⺠的传统歌曲，随后拍到了很短的⼀段⼥性唱歌的镜头。之后画⾯突然转

换介绍太湖，接着佐⽥雅志说起⽇本稻⽶源流来⾃何地，然后他⼜突然出现在某地办公室观看6000年前的稻
⽶化⽯。在南京他收养了⼀只流浪⼩狗，取名为“没关系”，但到了景德镇后⼩狗再也不出现。


电影暗含的主题是追寻战争的痕迹。他来到南京，⾸先独⾃参观了中⼭陵，然后⾛到中华⻔。佐⽥⾃述的解说

词提醒观众这⾥就是中⽇战争的象征，不能忘记⽇军曾在这⾥ 枪，中⽇两军交战。佐⽥看着中华⻔，却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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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前，只是从路灯的阴影中畏怯地观察它 。接下来在变换场景之后，佐⽥雅志⼼情很沉重地在⾬中独⾃9

在铁路上⾛着。


第⼆部历史：⻓江与客船“东⽅红”（哄孩⼦睡觉的⺟亲）、武汉汉⼝（佐⽥⺟亲的记忆）、
武汉（武汉⼤学⽇语系）、岳阳（杜甫）、武汉阳逻（⻰⾈⽐赛）、荊州（⻄汉墓男⼫）、

宜昌（采访⽼⼈中⽇战争的记忆、新建⽔库⼯程）、三峡、⻛箱峡、奉节（⽩帝城）、丰都

（国庆节的⼩孩⼦、天使殿三位道⼠、⻤的故事、佐⽥与⽼百姓合影）、重庆（防空洞、煤

矿与采访⼯⼈）、刘家湾（⽇本战俘营旧址）、坐夜班⽕⻋。 

第⼆部基于暗含的主题继续佐⽥的旅程。他逛了汉⼝的街道之后，在机场送别那位回北京的翻译。他说从这⾥

始就要独⾃旅⾏了。他到访了武汉⼤学，和⼏个⽇语系学⽣交流。学⽣们问他为什么对中国感兴趣，可佐⽥

含糊其辞，他试着说起祖⽗的过去，但没表达清楚，以⾄于他的表情有点拘束。到了宜昌，这部分呈现了两位

⽼⼈和⼀位中年⼈的特写镜头，他们回忆中⽇战争并叙述⾃⼰的经历。


电影在丰都记录了令⼈印象深刻的镜头。佐⽥⾸先介绍了⼀个传说：丰都⼈曾经⾃称为⻤的⼦孙，据说丰都是

阎王所管辖的地⽅，亚洲⼈死后灵魂都会回到丰都，在这⾥接受审判。摄像机缓缓前⾏拍摄下⼀张张脸，外国

摄制组的到来惊扰了这⾥的⼈们，街上到处都是⼈，就像⼀场盛宴。此时佐⽥感叹道：“⻤是什么？（佐⽥站
在⽇本⼈的⻆度）如果以⼼中有愧的⼈叫做⻤的话，那么我也是⻤的⼦孙。” 后，摄像机拍到了很奇妙的合

影，佐⽥雅志与上千男⼥⽼少在街上⼀起站着不动，静静地看着镜头，就像是在盯着我们观众。电影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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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尾，佐⽥访问刘家湾的⽇本战俘营旧址。有⼀户⼈家猪圈的墙上还保留着当时⽇本⼈涂写的痕迹。他看着

⽇本⼠兵透着绝望与思乡之感的笔迹，佐⽥不禁百感交集，他不断追问⾃⼰反战的⼼情是否伪善。


第三部暂缓⽽重新起步：佐⽥⼼情沉重地游览、⼤⾜（⽯刻）、宜宾（蜀南⽵海）、佐⽥在

宾馆接电话发脾⽓、劳动的⼈们（主题歌《⽣⽣流转》）、成都（露天市场、熊猫）、乐⼭

（⼤佛、佐⽥与⼩孩⼦们合影）、峨眉⼭（佐⽥登⼭、清早的云海） 

第三部分佐⽥终于说出，寻找⻓江源头的第⼀滴⽔是这次旅⾏的⽬的。可他说中国有关部⻔不允许他进⼊⾦沙

江流域。他⽆法再⾛下去，只是惶惶然在⽵林⾥漫步。晚上佐⽥雅志在宾馆接电话时发了⼀通脾⽓。早上他胡

⼦拉碴，⼀副很疲倦的样⼦。逛市场的时候，他⽤中⽂跟⼩贩买菜。他到乐⼭参观⼤佛，遇到⼩孩⼦们边唱边

跳，于是他也加⼊其中。摄像机隔着江缓缓推上去，拍摄他与⼩孩⼦们在⼤佛脚上拍纪念照的样⼦。佐⽥和⼩

孩⼦们交流后，⼼情好转，遂决⼼登峨眉⼭。虽然不能亲⾃抵达⻓江的源头，但他想知道远在群⼭之外的源头

究竟有多远。清晨他站在峨眉⼭顶，眺望⼀望⽆际的云海，他说：“在没看到⻓江的第⼀滴⽔之前，我不能
死。”电影在这⾥结束。


从《⻓江》到《你好！中国》、《话说⻓江》


从佐⽥雅志的拍摄素材中诞⽣了三部作品：纪录⽚《⻓江》、电视节⽬《你好！中国》、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电视节⽬《话说⻓江》。 有趣的是，各⽚的制作意图、观点和编辑⽅法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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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江》于1983年8⽉⾄10⽉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共有25集，成为继《丝绸之路》(中⽇共同
制作的中国段)之后的有⼀部⼤型系列⽚。本⽚故事从⻓江源头 始，每集逐步下⾏，⼀路讲到⼊海⼝。节⽬

⽚中安排了男⼥两位主持⼈，主持⼈⽤对话形式的解说词来讲述有关场景的⼈⽂地理知识，给观众⽣动⽽亲切

的感觉。整篇故事带有对中国历史⽂化的⾃豪感与爱国主义的⾊彩。制作⽅式以解说展 ，少⽤同期声，多配

⾳乐，常⽤笔歌墨舞的解说字幕来介绍诗⽂等。当我再次观看《话说⻓江》时，发现⼏乎每集都会能看到佐⽥

雅志的身影，但始终没有针对他个⼈的介绍。第1集⾄第3集的故事在⾦沙江流域展 ，所有图像均由中⽅拍

摄，从第4集以后的⼤部分素材都是⽇本摄影组拍摄的。


  在⽇本，电影院线公映《⻓江》后，佐⽥企划公司于1983年8⽉⾄12⽉在NHK上播出了6部电视节⽬《你好！
中国》（剧本构思Isaac Kleinerman；剧本编写Linda Richardson） 。这些记录着珍贵影像的作品，1984年10

由⽇本华纳唱⽚公司出售，系列共6盘录像带。1983年4⽉两本影集《⻓江・梦纪⾏》（上・下）出版 ，⾥⾯11

加了相关解释与佐⽥雅志的经验感受。《你好！中国》与《⻓江》的表达⽅式完全不同。在电视节⽬中，佐⽥

作为解说⼈，⽤与电影不同的较为明朗的语⽓介绍他到访的地⽅、遇⻅的⼈与⽣活，并叙说镜头拍摄的背景以

及当时的印象,故事的进展节奏轻快。


因为佐⽥雅志在电视节⽬中就某些镜头的记录意图对观众进⾏了解说，所以看过电影的观众才会知道为什么电

影中的有些镜头是那样剪辑的。⽐如，电影的 头部分，佐⽥参观了上海的⼀座教堂，静静地坐着看⼈们唱赞

美诗的样⼦，同时附上他的独⽩“我来中国了，从这⾥ 始就是中国。”这个很短的镜头与独⽩让观众感到困
惑，让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之⾏的出发点选在这座教堂。⽽在电视节⽬上佐⽥对这个疑惑进⾏了解释：他

的家乡⻓崎市有许多教堂，虽然他不是信徒，但⼩时候经常到教堂去玩，教堂是⼀个让他安神的地⽅。所以参

观了上海的教堂后，他有⼀种做好准备出发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他从爷爷奶奶与⽗⺟那⾥所继承的记忆和

对中国的憧憬塑造了现在的他，他旅⾏的⽬的是为了寻找他精神的源流，所以他想找回⼉时那份对中国抱有的

纯真⽽好奇的思绪。


再举另外⼀个例⼦：佐⽥在寻找⻓江第⼀滴⽔的路上，顺道去丰都的天⼦殿访问了三位道⼠ 。当时外⾯下着12

⾬，佐⽥与⽼⼈静静地坐在⼀起，摄像机拍了每个⽼⼈与佐⽥雅志的特写镜头。电影没有解释这个场景的剪辑

意图，但在电视节⽬中，佐⽥配了解说词：中国有⼀句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就像这样，看了电视节⽬后
才能明⽩电影中的某些场景的编辑逻辑与内涵。


这部电视节⽬与《话说⻓江》 ⼤区别在于视点。从⻓江源头 始的《话说⻓江》是从宏观⻆度总括地理与历

史的全貌，《你好！中国》则是从佐⽥雅志个⼈的微观⻆度来观察各地⼈⺠的⾯貌与⽣活，试图从⽣活环境中

捕捉⽂化与历史。所以《话说⻓江》，除了例如传统⼿⼯艺师傅等⼈的镜头以外，普通⼈表情的特写镜头极

少，所有个⼈视点的镜头也⼏乎都从素材⾥剥离了，取⽽代之的是更多采⽤远景镜头；与之相对，《你好！中

国》与《⻓江》更积极地展现个体的样貌，采⽤更多的特写镜头。也可以说，《你好！中国》的影像都是佐⽥

雅志的眼睛所直接看到的，观众通过佐⽥的眼睛直观地观察并认识中国。《⻓江》也多⽤特写镜头，但更多地

是让观众从稍远的视⻆来观察佐⽥的旅程。


佐⽥雅志曾在回忆当时的拍摄过程时说，刚 始的拍摄计划是制作类似电视节⽬的普通旅游⽚，他只想讲解说

词，没打算出演。他还说，要是谈⾃⼰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起万⾥⻓城等建筑，更吸引他的是《三国演

义》、古代诗⼈等历史⼈物以及中国⽼百姓的⽓质与⺠⻛。所以摄影组的拍摄对象是以⼈为主。但后来⼯作⼈

员提了个意⻅称，如果佐⽥雅志不露⾯，这部⽚⼦可能就不会对观众有那么⼤的吸引⼒了，由此佐⽥决定为观

众充当“向导”的⻆⾊，扮演⼀名旅⾏者。虽然素材数⽬庞⼤，但拍摄他⾃⼰的镜头⽐较少。因此在后期⼯作
时，对构造故事与编辑素材也带来了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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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影像的历史价值，电视节⽬⼏乎收录了摄影组到访过的所有地⽅，使影⽚颇具有资料价值。在佐⽥雅

志叙事的引导下，他的电视节⽬让观众集中关注眼前所反映的中国⽂化、历史和⽣活等各种“当下”的情境。不
仅如此，电影还呈现了⻘年佐⽥雅志安静地旅⾏的样⼦，给观众听到当时同期声记录的⾃然声⾳与⽣活声⾳，

并提供给我们思考“过去”和“未来”的空间。但有时候观众也容易被解说词与眼前的壮丽⾃然景象过度吸引，继
⽽会忘记思考或感受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意图。换句话说，⾃然江⼭如画、农村⻛貌清幽、城镇⽓氛热烈……⽆
不使⼈⼊迷、忘记思考。


电影主题的背后：佐⽥家的战争记忆


当在媒体上谈论制作电影的动机时，佐⽥雅志表示，他的爷爷奶奶和⽗⺟曾经住在中国，他从⼩就是听着他们

关于中国的回忆⻓⼤的。由于家⼈的⽣活背景的缘故，佐⽥从⼩就对中国怀有⼀种像思乡⼀样的憧憬。


⽗亲佐⽥雅⼈在第⼆次世界⼤战期间，作为陆军⼠兵在中国参战，左⼿拇指和左⽿⿎膜被⼿榴弹的碎⽚严重炸

伤。⺟亲佐⽥喜代⼦(Sada Kiyoko)在18岁时⾃愿移居武汉汉⼝，在⼀个公司担任打字员三年。战争结束后，
喜代⼦的家兄带佐⽥雅⼈返回⽇本，并把佐⽥雅⼈介绍给她，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佐⽥雅志的祖⽗佐⽥茂治（Sada Shigeharu）曾是⼀名间谍（军事侦探），精通中⽂，⼆战期间在中国⼤陆与
⻄伯利亚等地 展情报活动。佐⽥的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营⼀家餐厅，祖⽗和祖⺟在那⾥相识。因为祖⽗

早逝，佐⽥雅志没⻅过⾯他的⾯，但佐⽥在初中⼆年级时看到过去祖⽗给家⼈写的⼀封信，信中说：“在四
川，我是唯⼀的⽇本⼈。”佐⽥回忆：“这句话⾄今仍然使我感到激动。”从那之后，他就 始渴望去中国，但

那时中⽇外交关系还没恢复。


佐⽥雅志⻓⼤后成为歌⼿并创作了许多热⻔歌曲。1979年发表了《关⽩宣⾔》，唱⽚ 量超过160万张，却被
误会为是关于男尊⼥卑的歌，在社会上受到了批评。1980年发表的《防⼈之诗》也⾛红了。其实《防⼈之
诗》是反战歌曲，但被批评为右派歌曲。佐⽥曾表示：“有些⼈没听完歌词全⽂，误会了主题。”就这样，佐⽥
出名后经常受到批评，因⾳乐事业⽽备受烦恼，于是与家⼈商量去中国度假。有⼀天，他在酒宴上偶然讲了句

话：“你想看看⻓江的第⼀滴⽔吗？”（据说，可能是他⽗亲的主意），他有了拍电影的念头。他为此下了很⼤
决⼼，花了⼀个半⽉的时间写了⼀份计划书。之后⽗亲接受佐⽥的委托,在去中国旅游时顺便到中央电视台，
偷偷地把计划书放进了信箱⾥。⼏个⽉后，佐⽥就收到了电视台的联络。据说，当时已经有6个国家电视台向
中国中央电视台提出合作计划，让佐⽥没想到的是, 后中央电视台选择与他们的⼩公司合作。 初，因为他

没有制作电影的经验，所以希望获得⽇本的电视台协助，但中⽅驳回了⽅案。中⽇合作的电影项⽬就是这样启

动的。


电影联合摄制组完成第⼀次前期调查（1980年5⽉20⽇～6⽉20⽇）后，时年28岁的佐⽥雅志于1980年9⽉6⽇
⾄7⽇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独唱会。那年，该演唱会作为中国国庆节特别电视节⽬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
次。后来，佐⽥企划公司编辑了这场演唱会的影像和佐⽥在北京⼩巷的镜头，出版了⾳乐录像带 。演唱会结13

束后的第⼆天，佐⽥带⽗⺟与妹妹⾸次造访了武汉，这是⺟亲40年来的第⼀次故地重游。佐⽥从⼩就听⺟亲回
忆当年住在武汉汉⼝的那些事，并曾创作过关于汉⼝的两⾸歌：《弗莱迪或者三教街，在俄罗斯租界》（フレ

ディもしくは三教街－ロシア租界にて）、和《亲爱的“⽶槠果”酒馆的⺟亲》（椎の実のママへ）。


佐⽥雅志曾反复思索⺟亲的⻘春时代是什么样。在⺟亲的记忆中，她在汉⼝的⻘春像春天⼀样温暖，但是实际

上当时的背景是⼀场悲惨的战争，⺟亲在汉⼝周围不断遭到轰炸，对普通⽼百姓来说显然是痛苦的。佐⽥认

为，⺟亲为了抵制战争引起的痛苦记忆，努⼒搜寻并珍惜⽣活细节中的极⼩的乐趣。佐⽥在汉⼝的街上跟着⺟

亲散步，找到了她过去⾛过的路、上班的建筑、住过的宿舍。在他本⼈来到汉⼝之后，终于感悟了：从此时此

刻起，他承担了把⽗⺟给他继承的记忆与感情传给下⼀代的任务。在有限的⽣命中，⼈们逐渐将⾃⼰的记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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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下⼀代，传接⼈与⼈之间的联系。佐⽥雅志也因此再次确信，《⻓江》这部电影将向后⼈彰显中⽇友好的

关系，于是他发誓要完成这部电影。在汉⼝，他拍摄了⼀个镜头：站在街头不打伞，任由身体被⾬⽔打湿、就

这么闭着眼睛呆着。他想通过这个镜头表达这种深邃的感悟。


参与电影制作的重要⼈物


虽然电影的主⼲故事是关于寻找⻓江的第⼀滴⽔的旅⾏，但他的旅途缺少不了思考中⽇战争的痕迹。于是，佐

⽥雅志的⽗亲拜托了⼀位朋友⻓野⼴⽣负责前期调查与剧本构思。


⻓野⼴⽣于1920年⽣于爱媛县，⼉时曾先后迁居到朝鲜信义州、中国安东市和⽇本东京。1938年在北京的“北
京同学会”就读 。1941年他被征兵，先后被派到中国多个各战场。因他听⼒有残疾，所以从事的是记录战殁14

者的笔记⼯作。战后半年，他在南京服役。1946年回⽇本后在⼀家报社⼯作。后来他移居东京， 始写作活

动。


⻓野1980年2⽉参加“鲁迅之会” ，时隔34年后再次来到中国。之后不久，他应佐⽥雅志的⽗亲的邀请，决定15

参与编写剧本的⼯作。在1980年6⽉20⽇到1981年7⽉6⽇之间，他往返中国四次,进⾏前期调查和协助拍摄，
总共在中国停留229天。因为他会说中⽂，⼜熟悉中国历史和⽂化，所以就承担了与地⽅⼲部和公众等的直接
交流。


他根据⾃⼰的旅⾏经历写了两本随想录出版 。他的⾏⽂⻛格体现了其极强的洞察⼒和⼈情味。每章每节，他16

⾸先描述在当地看到的东⻄、听到的声⾳，或者是与当地⼈交流的情景，然后基于这些在各地所接触到的⻛⼟

⼈情的感受，联想有关古代历史、诗歌、国共内战、共产党⼈物、中⽇战争、他个⼈的战争记忆等⽅⾯的内容

⽽展 叙述。


其实，在影⽚拍摄过程中所到访的许多村庄和城镇是他在战争期间⾛过的地⽅。中⽇战争结束后，上司命令他

毁所有⽂件，但他为了缅怀死者，私⾃把战殁者的名单藏了起来。1945年11⽉，他住在乌江镇对岸的村庄
重新整理名单，可因为对于将来的不安缠绕⼼头，当时没想起此地与项⽻的坟墓有历史关系。他寄宿的农家的

⽼太太很关⼼他，劝他在本地结婚安居。他感激不尽，并深感⼈与⼈之间的缘分不应该因战争⽽被完全破坏。


他在随想录中感慨：⼆战时他不管路过哪个地⽅、看到什么古迹，都没有闲⼼欣赏⻛景、思考历史，⽽现在去

哪⾥都能沉醉在赏景的兴致⾥，真的要感谢和平年代。但这同时也给他带来⼀层担忧——眼前所⻅的这些和平
的社会环境、优雅的⻛景与⼈们淳朴的笑容等美好的现实，恍惚之间甚⾄让他⼀度怀疑⾃⼰关于战争的记忆似

乎只是幻影。这种想法令他震惊，甚⾄感到⾃⼰身⼼的⼀体感或者平衡感要崩溃。也许⻓野想说：战争的记忆

绝对不是虚构的，那时的体验与感受不能被遗忘。⻓野还写道：⼈⽼了就剩不下多少时间，所以想解 过去的

谜团，但有前途的年轻⼈也逃不了过去，尽管如此，年轻⼈⼀定会超越过去前进。这句话让笔者觉得⻓野编写

的剧本就像给年轻的佐⽥雅志的考验⼀样。因此，这句话为⽚中佐⽥雅志独⾃⾛路的这⼀场景营造了严肃⽽沉

重的氛围。


结语


后，我想以佐⽥雅志的⾳乐哲学作结，⽽我认为这也是他对待电影的态度。佐⽥24岁时曾在美国和保罗・⻄
蒙（Paul Simon）会⾯，⻄蒙告诉他：⾳乐⾛向过去 。歌⼿唱完歌或者唱⽚放完后，那⾸歌曲就和听众的⽣17

活、记忆相连起来，成为“他们的歌”，⽽不再是只属于⾳乐家⼀个⼈的⾳乐了。同样地，佐⽥寻根之旅也给⼴
⼤观众留下了各种印象,作品所带来的感受也因⼈⽽异。佐⽥在采访中坦⾔：“我估计制作这部电影的⼼意，要
等到50年乃⾄100年以后才会有⼈真正全⾯地评价。”  我们通过佐⽥的作品，能看到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江18

两岸的⾃然、⽂物、⽣活与⼈们的⽣活景象。是的，他们拍摄的素材绝对有历史价值，但他拍电影的意义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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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影像资料的记录。⾄少观众不可轻易判断这部电影是普通的旅游⽚。我认为电影的意义在于佐⽥的执⾏

⼒。虽然佐⽥⽆法到达⻓江的源头，但从计划电影制作到登上哦眉⼭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要求被驳回时并

不⽌步，对中国的好奇⼼与憧憬驱使佐⽥⼀直前进。所以，他的表情、态度、演技会引起观众的同感⼼，摄影

与编辑也有效地表现了佐⽥的魅⼒。


佐⽥对过去的态度不是遗忘⽽是继承。佐⽥为了⾯对过去的史实，从佐⽥家的战争记忆出发，⼀边到访中国各

地接触⾃然、⽂化历史、与⽼百姓⽣活，⼀边追寻战争的痕迹。他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是以⾃⼰的身体和

感官去亲身感受镜头⾥的“当下”的中国，并通过⾃⼰的经验来思考怎样继承过去，如何迈向未来。⽽反观现
在，我们的处事的态度是否往往缺乏基于真实、客观的经验，从⽽导致容易被任意的⾔论或者政治思想所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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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集《你好！中国：佐⽥雅志相逢之旅》（74分钟）可以说是电影的摘要或解释版本。其它5集分别是《⻘年的舞10

台》、《⽼城成都》、《农村与⼉童》、《传统与⼤师》、《到桃花源》（每集49分钟）。

 さだまさし（⽂）・森⽥研作（写真）. ⻑江・夢紀⾏（上／下）[M]. 東京：集英社, 1983。11

 据⻓野⼴⽣所⾔，其中两位是和尚。⻑野広⽣. ⻑江ゆきつもどりつ[M]. 東京：東京新聞出版局, 1982:172。12

 さだまさし. 雅志在北京-さだまさし北京コンサート（DVD）[Z]. 東京：テイチク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 2001。13

 在北京的这所职业学校培养了许多中⽂⽼师和研究者。14

 「魯迅の会」：中⽇外交关系回复后，⽇本社会以鲁迅为中⽇友好的象征，全国各地建⽴了各种私⽴中⽇交流组织。
15

[16] ⻑野広⽣. ⻑江ゆきつもどりつ[M]. 東京：東京新聞出版局, 1982. ⻑野広⽣. ⻑江幻想⾏−揚⼦江歴史模様[M]. 東京：
草⾵館, 1986。

 ⻑野広⽣. ⻑江ゆきつもどりつ[M]. 東京：東京新聞出版局, 1982. ⻑野広⽣. ⻑江幻想⾏−揚⼦江歴史模様[M]. 東京：草16

⾵館, 1986。

 さだまさし. 憧れの⼈ポール・サイモンの⾳楽観, 話のアルバム 4 出会い（CD）[Z]. 東京：新潮社, 2001。17

 同[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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