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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篇采访是根据 2020 年底与人类学家、纪录片导演郭净进行的电话访问整理而成，访问的主要内容围绕

郭净本人参与开创与推动的乡村影像教育的发展脉络，其显著的生态性视野和档案化的尝试。乡村影像和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极大关联的，但却以相对平行的姿态呈现在独立纪录片语境

中，二者具体的重要交汇点在郭净和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们所创办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2003-2013），影展中设立了专门放映乡村影像的单元，邀请多民族的乡村影像拍摄者到场进行影片放映和

讨论。乡村影像项目的形式启发自国际环保组织在 90 年代推广的参与式社区研究，比如“照片之声” （pho-

tovoice）项目（把照相机分发给社区村民，用照片故事的形式进行村民的自我表达、对社区的认识和诉求）。

郭净和他的研究团队在 2000年开始在云南推动社区影像教育，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对参与村民进行拍摄培训。

参与培训与组织的项目人员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类学者、纪录片导演以及本地文化环保非政府组织，这让项

目得以扎根当地和具有可持续性。

二十年来乡村影像的教育、传播以及本地知识化和档案化构建已经覆盖到更多西南、西北的山区多民族地域，

形成了颇有规模的乡村拍摄者群体和影像档案。从我个人的研究出发，我对乡村影像中显著的生态性视角和

档案化尝试非常感兴趣，这两点也是在观察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和其论述中所缺失的。在访谈中郭净简述了

乡村影像教育的发展脉络；乡村影像项目和其推动者所身处的国际国内环保运动的社会背景；贯穿郭个人研

究与理解乡村影像的生态思考和美学非常重要的藏区神山信仰；以及学者带头所推动的档案化尝试 - 影像志

的建立和其面临的挑战。从乡村影像的发展中, 我们可以一窥影像作为一种超越观看的物质性实体如何参与

到具体的环境议题与地方知识构建。乡村影像背后的学者探索、村民的主体性表达与社会性需求对于理解当

下独立影像的面貌和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此外，在新冠疫情此起彼伏与全球极端天气持续增加的当下去反

观 20 年前已经敏锐作出反思与行动的乡村生态影像，更有其迫切性。

以下内容为访谈的节选与整理，采用郭净自述的形式，部分内容进行了编辑。

乡村影像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

我们从 2000 年开始做乡村的参与式影像教育，第一阶段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在云南社会科学院，最
初叫 azara 工作站（azara 是梵语“游方僧”的意思），2005 年改名称为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在云南
藏区的三个点开展社区影像教育，其中有两个点就是在卡瓦格博地区。第一期和第二期项目是与福特基
金会合作，然后第三期是跟欧盟合作的。然后 2006 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也跟越南河内的民族
博物馆共同合作，在云南、越南做了四次工作坊培训，一个村民搭配一个对该地区做过调研的研究人员
或当地的研究者，两人一组进行拍摄、编辑。影片在云之南和越南民族博物馆都做了放映，这种跨地域、
跨民族的影像讨论，对每个成员启发都很大。 从 2003 年到 2013 年，我们的团队也做了云之南影像展，
在云之南设立了一个社区影像单元，把我们培训的村民以及其他地方的村民拍摄的影像放到云之南这个
平台上来做交流。2013 年云之南停掉了，中心也就停掉了。2007 年，吕宾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做了
一个项目叫做乡村之眼，在云南大学对村民进行影像培训，这一期培训来的是云南和青海的藏族村民，
这个是乡村之眼第一次运作。 后来吕宾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出来独立成立“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
中心”的机构，延续乡村影像教育的方式，和村民们合作，2013 年云之南停办那一年，乡村之眼跟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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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合作，举办了一个乡村之眼论坛，将云之南的乡村影像单元扩展成了一个独立的连续性的讨论平台。 

乡村影像与中外环保史 

说到你感兴趣的这个主题，乡村影像的生态性，我先从我个人的经历讲起，因为前两天我刚刚做了一个
讲座，讲座内容就是梳理了中国环保史的一个大概的脉络。如果再拉长到 19 世纪末，在美国开始首先出
现国家公园，1872 年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当时它背后的思想是一种“荒野”的意识，就是把自然看作是
跟人没关系的，是一个纯净的没有人的这样一个领域，作为一个客观的欣赏的对象。但是到了上个世纪
的中期，从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平权运动开始，一直到整个欧洲的民权运动，甚至包括第三世界国家
的社会运动，推动了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的转变。 

关心自然联系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首先是从社会运动来的，社会运动涉及到大量的边缘群体，比如说
妇女、黑人，原住民，还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他们为自身在整个战后世界中的地位作斗争，也把
对自然的关注融入到环境保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原住民对自己土地的保护就是一个例子。总之，环保
运动在 20 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社会性转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一波社会运动到了七八十年代渐
渐销声匿迹以后，大部分参与者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了，其中有极少数的人去搞武装斗争，像日本的赤
军，欧洲的红色旅，但是最后全部都失败了。在东南亚有共产党的游击队，马来西亚、泰国这些都有，
然后其中有极少数的人，很多人甚至还是当时的学生运动或者社会运动的领袖人物，转到了环保的领域。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我们 2008 年跟云南的村民到泰国，由泰国志愿者组织带着，去农村、学校、寺
院看他们在泰国所做的环保活动，才了解到他们其中有的人当时是搞游击队的，是共产党，然后还逃到
云南来躲避，后来他们的成员成了环保的领袖人物。 

第二个是日本的两个电影作者，一个是小川绅介，一个是土本典昭，他们年轻时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后
来都转到了与环境相关的影视研究，比如说小川绅介到农村种水稻去了，然后又拍农民怎么种水稻；土
本典昭是拍水俣病，拍了 17 部关于汞污染的电影。2005 年，我们把土本典昭请到了云之南做放映交流。
他在一个酒吧看云南作者拍的反对建金沙江大坝的片子，说，这才是他想看到的纪录片。然后 07 年他们
又把我们请到日本去，在日本明治大学开了一个讨论会，实际上相当于是专门为云之南来开的，跟他们
做一个对谈。土本典昭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土本典昭的中国记忆》，就谈了他在环保影像
上是做了些什么事情。以上是一些国外发展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跟云南有非常大的关系，滇西北有两座雪山，一座雪山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叫卡瓦格
博，现在媒体都把它叫作梅里雪山；另外一座雪山就在它的对面，隔着澜沧江跟它遥摇相对，叫白马雪山。
其实在当地藏族的信仰中，这两座山是一个体系，都属于卡瓦格博。1990 年代这两座山各发生了一件事
情。卡瓦格博是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山难事件，我在《雪山之书》里面详细写过 1，到 2000 年的时候，搜狐
又发起了一个攀登这座山的活动，结果被自然之友的梁从诫、云南的纪录片作者奚志农等人阻止了。其
他参与的环保人士还有保护国际的吕植，云南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等。所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环保事件。
当时梁从诫（自然之友的创办人）给中央写信，希望立法禁止攀登卡瓦格博，所以我是借这个事件来写
一座山的环境史，我和当地村民此里卓玛合作拍摄的《卡瓦格博传奇》是这个环境史的影像版。

在卡瓦格博对面的白马雪山，则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当时国营的木材公司长期在这里砍伐树木，
当地的经济也非常依赖“木头财政”，砍伐在以前是没有人管的，他们砍，村民也去砍得非常厉害，我
1990 年代去调查的时候还看到一车一车地把木材往外拉，澜沧江里面飘的都是木头。 大概在 90 年代中期，
环保人士开始介入，当时有一位老先生叫唐锡阳，他的妻子是个美国人叫马霞，他们两个发起了一个非
常重要的活动，叫做大学生绿色营。大学生绿色营第一期就到白马雪山考察砍树的事情。白马雪山为什
么会受到重视？是因为在 86 年白马雪山成了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当时有一个藏族的小伙子肖林才高中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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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被招进白马雪山管理所，2020 年他出了一本书叫《守山》，他现在成了中国环保最早的本土参与
者之一，就是通过去阻止盗猎，阻止对当地森林的砍伐。由于要践行这座山的保护区性质，所以才有 90
年代的大学生绿色营，有大学生绿色营才有后来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自然之友的发起人是梁
从诫先生，他们一共 4 个人发起成立的组织，而大学生绿色营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做。国内的环保运动
是这样的一个线索，就在滇西北所发生的两个关于雪山的事件，成了中国早期的环保运动最重要的起点
之一。 

另外一个起点就是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反盗猎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这个事件也很著名，网上很多资
料。当时有个保护藏羚羊的民间组织叫“野牦牛队”，它的两任领队都是藏族，都被盗猎者杀害。这些
发生在西部地区的事件影响很大，推动了 1990 年代中国的环保运动。结果到了 98 年，直接触动了国务院，
就公布了一个政策，就把长江上游的森林砍伐全部禁止，并开展了“天然林保护”的国家计划。白马雪
山的砍伐也被禁止了。所以这个是当时整个环保运动的一个背景，我的人类学研究和纪录片拍摄就是在
这个大背景下开展的。乡村影像也是在与这些环保运动的互动之中所开展的。

云南藏区神山信仰

我大概是 96、97 年就开始往云南藏区那边跑，我拍摄的纪录片一开始就是关注梅里山难，但是我关注的
不是登山本身，而是当地人怎么看待登山的，这个又跟神山信仰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当地人关注登山
的原因并不是森林砍伐、气候变化等之类的外界科学解释，他们关注的是神山信仰，那么神山这个东西
怎么又跟环保联系到一起？我当时在云南大学在读民族史的博士，那么一边拍纪录片，一边我们就去做
调查，我们的团队有藏族也有汉族，都参加过我们的乡村影像的项目。 

在这个时候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也来了，1999 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跟云南省政府签了一个协议，
在滇西北 4 个地州做滇西北大河流域保护与发展计划，大理、丽江、怒江、迪庆四个地州。云南也有很
多的学者参加，自然科学一部分，社会科学一部分。迪庆州的社会文化的调查是由我们这个团队去完成的，
当时我是做调查组的组长，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云南大学的搞生态学的研究生张志明，有当地保护局的
一个小伙子，然后我们有一个藏族的学者、云南省社科院的章忠云，我现在一直在跟她合作，我们去年
跟德钦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合作，完成了一本新书《卡瓦格博圣境图志》。跟 TNC 的合作，我们负责调
查两个问题：其一，迪庆州的文化热点是些什么？是什么寺院什么村子？这是一个文化模块的总体报告，
参加的人很多，还有迪庆州州志办的藏族学者，还有州、县方志办的和当地的学者一起参加做调查。

其二， TNC 给我们命题，围绕卡瓦格博拟建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就是大自然保护协会想在这个地
方建一个保护区，因为只有白马雪山是保护区，卡瓦格博还不是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的建设这里头还有
一个背景，刚才我说到有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转向，也就是在整个世界的环境运动当中，美国的大自然保
护协会是美国最大的环保机构。原来在美国和拉美甚至在其他国家做项目的时候，他们是不管人的，把
一块地买下来画一个圈，这个地方就是保护区，人是不准进去的，这就是他们原来的保护的方法。 

结果到了云南以后，那不行了，因为他们和云南的这些做文化的学者有很多的互动，我们跟他们做了非
常多的讨论，结果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云南开始转变了观念，开始做新的实验。这个实验把当地民众
的生计和文化引入到他们的保护策略当中去，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就提出了当地的
神山信仰要怎么进入到环境保护的视野当中，我们所发现的关键点是什么？当地的整个的雪山，如果作
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分为两个空间，它空间的划分是什么标准呢？它有一条封山线叫“日卦”（Ri-rgya)，
这条封山线是历史传统流传到现在的，只要有需要，当地藏族村民们就会请活佛来村里，划定一条封山
线，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凡是在封山线以内的山山水水都有神圣的命名，不能随便进入，不能随便开
发，必须有特定的乡规民约去约束你的行为。在封山线以外，基本上属于一个人造的世界，比如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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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和村落。相关的命名都是世俗的，以土地的名称为基础的。由此形成了神圣和世俗两个命名体系。

封山线以上叫做内部空间，它的命名基本上是神圣的，就是山神修行的地方，类似哪一位高僧大德来过
修行附近的水这些都是圣水，哪一棵树也是神树，哪块石头是神石，它是一个神圣的命名体系。封山线
以外是一个世俗的命名体系，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则，就是以土地来命名的，每一块在村庄范围的土
地都有它的名字，这个地的名字是根据这个地的特征来决定的，那么在地上面盖的房子就用这个地来取
名字，就变成房名。因为当地藏族大多数是没有姓的，那么住在房子里面这一家人就共同用这个房名作
为他们的姓，叫做“房名”，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是把人、家庭和人造的田地
和房屋纳入到一个自然环境当中去了。而且这个规则还不光是在云南有，美国学者也曾经做过西藏藏区
的调查，那个地方也有这个规则。在四川的嘉绒藏族所分布的地区也有这个规则，已经有学者专门著述
来研究它。 

那么在云南的内外空间的命名体系，我们是从环境上对它做了一个理解，这样一套文化上的关于神山的
体系，实际上你转变过来就会变成一个环保的规则，我们去尝试去做这样的一个解读、转译。云南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创举，云南植物所以裴盛基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创了中国的民族植物学，然后这些学者
又推动了联合国去认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自然圣境 (sacred natural sights) 这样一个观点，现在
在国际和中国的学界和环保界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

藏族的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影像技术手段开展对话 , 以及乡村影像的发展 , 可以以青海年保玉则神山附
近的村民环境组织为例。青海果洛藏区有一个神山叫做年保玉则，附近的僧人和牧民成立了年保玉则生
态环境保护协会，领头的人叫扎西桑俄，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堪布，也是一位资深的观鸟、画鸟人士。他
们的组织是乡村之眼的合作伙伴，也到昆明参加过几届云之南，他们的成员又成立了年保玉则牧民拍摄
小组，年目仓 2 他们拍的影片在国内国际影展上传播很广，很多都是调查本地的环境议题，比如兰则的《牛粪》
（2010）、《鼠兔》（2018）、扎西桑俄和朱加的《我的高山兀鹫》（2009）。协会最近出了一本书叫
做《年保玉则志》，这本书我认为是一个革命性的作品，是全藏文的，里面包含大量的地图、照片和调
查资料，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这本书整个分类体系是现代科学没有的。它按藏族空间的划分，分成外
部空间、内部空间和秘密空间。外部空间是日常与人所互动的自然的山水、动物植物，人的活动、文化。
关于神山的神灵的这一部分放在内部空间，关于修行的这一部分放到秘密空间。但是它的植物动物的调查，
地图绘制又用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法以及影像调查，所以它是突破现有知识体系的新的作品。 

影像志的档案思考

这个跟乡村影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年保玉则协会成立这一年，2010 年，这个培训是由他们协会发起，
自筹资金，是国内当地人第一个自发的影像培训项目。我跟乡村之眼的负责人吕宾去给他们做影像培训，
后来连续做了 4 年的培训，他们做了一个草原电影节。他们大量用纪录影像的方法进行生态调查，所以
他们生产的影像不能局限于观看式的纪录片，他们有大量的素材并没有变成影片，而是作为科学调查的
手法，作为分析用的。它不是拿来在一个公众场合放给大家看的，没有停止在观看这一步，所以我们把
它叫做影像志。在云南的德钦县，当地的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也与乡村之眼合作，发动村民拍摄了
许多视频。

影像志涉及到我们在做的乡村影像档案化的尝试。我们构想中这个档案库是有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
是视频素材，这个是需要全部保留的，不加删减；第二个层次我叫做日志，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有所
选择的，也可以按照主题编辑，也不是放给公众看的。如果需要给公众看，就进入到第三个层次，可以
把日志做拼贴，做重新剪辑，把它变成一个适合的长度，再给公众放映，这一部分才叫做“影片”。基
本上就形成这样三个结构。素材、日志再到电影，那么电影是一个对公众传播的出口，下面的素材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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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这两层就是原始档案，是更重要的，那么这三个合起来，我觉得用纪录片或者电影已经不合适了，这
三个整合起来应该叫做影像志。影像志的主要组成是纪实性的影像。在英文里 documentary 本来就有档案
的含义，但中文翻译的“纪录片”把它与电影等同起来，消解了这个影像类型与文献档案的天然联系。
我们应该在这个词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再结合网络的运用，发展影像志的实践。

影像档案库在常规操作上往往是金字塔形的，以学术机构或者政府或者公司的平台作为顶端，它是无法
跟当地人去分享的，那么现在新的网络技术是叫做分布式数据库，是去中心化的，这是我们尝试去建设
的。目前已经有两个初步建立的社区影像档案库，由申佳和崔靖雯两个女孩实施的，一个是乡村之眼建
的影像库，用几万块钱买的硬盘阵列，收藏了各地村民拍摄的视频数据，连接到一台电脑放在办公室，
在网上有一个专题词汇搜索引擎，类似一个小维基百科，访客经授权，可以直接从网络进入。另外一个
是乡村之眼与青海的吉美坚赞藏文学校合作，开办了一个影视班，还帮助这个学校做了他们自己的一个
影像库，学生的影片就可以放到里面典藏和分享。从影像志的创作一直到分布式影像存储，就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影像志档案。它也是可以运用的，理想情况下每一个村民都可以进入影像库，去整理他的资料，
他也可以到里面看任何一个片子，而且它是不受任何一个中心管制的。所以它也超越了电影节这个概念。
电影节的概念实际上是从电影放映、从电影院来的，所以我觉得乡村影像的影像志建设是当下中国纪录
影像一个新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实践，就是红外相机在环境监测中的运用。北大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动员青海、
云南的藏族、哈尼族村民学习使用红外相机，检测雪豹等旗舰物种的活动规律，这些影像资料直接用于
科学记录和分析，更具有档案的性质，相对来说更不存在编辑成电影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参与
选择地点，架设相机、以及现场和后期的观察、分析，甚至用藏语给雪豹命名。这是村民影像与生物学
影像结合的重要案例。

影像志档案库的发展现状

先从我自己的拍摄素材讲，这些关于卡瓦格博的录像带的电子版已经送给德钦的藏族朋友，磁带也准备
捐给有关机构。捐给他们以后，他们会给我一个数字版本，这些磁带我是没办法保存的，只有机构有空
间、技术和人力可以保存。 那么我的素材大概有 110 多盘，我全部是用 DV 带拍的，当时用的那种老式
的摄像机是没有数字储存的。还有 50 多盘是我已经反复编辑形成不同版本的影片的，另外还有 71 盘是
我们做乡村影像的记录。那么卡瓦格博这些村民拍摄的影像，我们是按照之前的构想做过档案化的工作。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之前负责当地村民影像工作的卡瓦格博文化社已经没有运作了，一些负责人在
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有在做农产品、手工艺品的合作社，很多村民在做短视频、直播。影像档案这个
事情他们现在一方面是忙不过来，一方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将来还需要乡村之眼或者学术机构来协调
做这个事情，因为完全让村民自发地去做这些整理，其实很难实现。
 
那么现在已经形成的乡村之眼的影像库，如何按照设想把影像档案变成每个参与的村子都可以广泛使用
的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乡村之眼的影像库已经有很多的资料了，但是它还没成为一个成熟的
体系，缺乏一个理论和方法完全落实的构架。不但要把现有的资料整理出来，还要去教会村民怎么去持
续整理，把它建成一个分布式的影像库，每一个村子都要有，甚至有可能每个拍摄者或一个家庭都有。
据我所知，有的村民现在有几百个小时的素材，所以他自己就可以做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这个是新一
步的培训工作，我们在乡村之眼的培训中也已经讨论过这个事情，但是具体怎么做还得逐步地来推进，
这个是比教拍摄更加困难的事情。包括独立纪录片作者自己的档案如何整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早期
在电视台工作的独立纪录片人，因为在电视台时期拍得更早，当时用的模拟录像带格式更加复杂，怎么办？
我在做访谈时跟很多人聊过这个事情，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几个人关心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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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影像的档案化是独立纪录影像最大的一个问题。虽然乡村之眼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东西，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完整构架的东西，现在还没出现，还在生成当中。中国这 30 年来积累的独立
纪录片至少是几千部，这几千部只还是做成影片的，还不算它们的素材，素材会不会是上万小时的，我
想可能是太庞大的东西，可以说是整个时代非常多方面的一个记录，太精彩了。这就不是哪一个人，哪
一个机构可以轻易地做成的，太庞大了。所以，需要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的网络来整合这些东西。

回到乡村影像，美国有个动物学家是研究青藏高原动物的，他认为中国西部的这些族群，是跟野生世界
的野生动物更加亲密的人。而现在中国的影像创作群体中，有许多真正跟野生世界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人，
他们拍摄的东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为中国西部的人与自然留下了丰富的视觉档案，并且在用行
动传承和重建他们的知识体系。应该让他们站到聚光灯下来，我觉得还是有挺多工作可以慢慢地做起来。 

注释

1 《雪山之书》里郭净围绕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人山难事件讨论人与山、神山的复杂关系，卡瓦格博是藏族
村民信仰的神山，是不可以攀登的，但中日联合登山队却以此为目标进行科学考察、开展登山计划，在登顶的前
夜遭遇极端雪崩，所有登顶队员遇难，由此引发了对于登山运动、原住民信仰、环境保护和天气变化等多维度的
讨论。郭净在书中进一步探讨了这座雪山作为神山的环境文化史，当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山的相处方式

2  2019年年保玉则的牧民拍摄者兰则发起成立“年目仓”，其前身为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乡村之眼小组。
“年”指年保玉则；“目”是眼睛，也是镜头；“仓”在藏语里是家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