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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起点
Nujiang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王小鲁 WANG Xiaolu

概要
本文提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最早源头是一个作品系列，因为在当时已经普遍形成了独立创作的气氛和艺术积累，很多作

者都在发力创作。作者认为，如果一定要找出一部时间上最早完成的独立纪录片，它应该是《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

而不是《流浪北京》。本文分析了《怒江》的叙事特征和文化意义，并认为我们不仅仅要考察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还要

对于早期的独立记录行为（未成片）加以重视。

关键词：中国独立纪录运动、《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吕乐、温普林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a series of works can be seen a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Due to an 

environment of independent creative work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the 1980s, many authors started their own film-

making. In my view, if we must identify the first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it should be Nujiang, not Bumming 

in Beijing. This article analyses Nujiang’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t argues that we shouldn’t 

only focus on exploring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movement and should attach more emphasis to early in-

dependent documentation activities, even when these did not result in finishe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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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独立纪录片产生的早期的文化因缘，来自于流浪的生命活动与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这带有某种必然性——

因为在当时，流浪也许是摆脱旧体制统治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才能成为独立的。但下这样的判断并不容易，因

为旧体制究竟是何物越来越不清晰，如何对它进行定义？为什么摆脱它才能获得独立或某种正向的价值？而且旧

体制的概念在当下具有更多的歧义性。不过本文无意对此展开论辩，而是依据国人经验以及曾经的共识性作为依

据和价值前提。中国独立电影史中的这段流浪经验，在纪录片领域和剧情片领域同样重要，它不仅仅包括“流浪北

京”，还包括“流浪边疆”，比如温普林1989年后流浪到西藏，他拍摄的素材与他分离，那些素材历经了传奇般的散

佚，从而使他失去了完成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的机会，而那部纪录片的被命名为《大地震》，它记

录的也是八十年代流浪艺术家们在北京的活动。

那些流浪艺术家被温普林称为“盲流艺术家”，盲流这个词最早于1953年出现，而且是出现在官方文件里——那年

国务院发布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但是将盲流艺术家作为一个专业称谓，则是在1987年的《中国美

术报》上，温普林在一篇采访中首次用这个词，称呼那些不按照固有分配去某单位就业，而是敢于不要工作和户口

在北京生活的人1。而20年后，当笔者在一篇评价徐童作品的文章中称中国的纪录片为“游民拍游民”的时候，其实

这事早就发生了，只是后来的游民状况与最早的盲流有所不同。在1980年代末，不少盲流艺术家是很乐意被称为盲

流的，有的艺术家自印名片，称自己为“盲流艺术家”，导演蒋樾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光荣的称谓2。1980年代的盲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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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当然是一种戏谑的说法，他们不是盲目流动，而是自我选择新生活方案，他们对于这种流浪的生活感到兴奋，

对于其精神内涵带有强烈的自觉性。这种新生活模式必然带来一种新的困境，但却能产生一种解放的效应。

中国独立电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流浪是一种必要的前提。它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判断，就是与制度保持

一定的距离才能够创作独立的影像作品。虽然早期的创作者大多与体制内电视台有着各种瓜葛，有的作者本是电视

台内部的工作人员，电视播放的作品和独立纪录片的作者有时候甚至是同一个，但他们大多并不将两者混淆起来，

包括时间、蒋樾等，他们对于电视创作介入的越深，这个自觉就越深刻地保持着。并不存在不承认体制内外纪录片

共享着一种新美学的问题，而独立与否并非以美学为绝对的划分依据，甚至在政治意志上，体制内外的作品中也保

持着某种一贯性，但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始终存在着，这个界限是媒体的政治属性决定的，而非纪录片作者本人决定

的。只有在1988年前后短暂的一个时间段落，这个界限似乎是消失了，但很快这个界限又被重新明确下来，而生产

关系就创作的文化分析而言，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多年来被认为是第一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流浪北京》（1990）正是如此，吴文光导演从云南电视台辞职后在北京

漂泊，在中央电视台打工，在获得了拍摄的资源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自主的选择权，1990年完成的《流浪北京》就

是游民拍游民的模式，他记录了几位追求自由但居无定所的流浪艺术家的生活。包括笔者在内，很多学者一直都将

这部纪录片当作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起点。

笔者在最早版本的《主体渐显——中国独立纪录片20年的观察》中说：“中国独立纪录片是确切地从1990年产生

的，到现在（2010年）恰好20年。”3以《流浪北京》作为独立的起点其实是很多人的共同发现，而且将1990年作为

独立纪录片的起点，事实上是在当时既有的资料中所形成的判断。而且独立剧情片的第一部作品被认为是完成于

1990年的《妈妈》，于是1990年这个整数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因便于记诵更是在历史叙事中被固定下来。虽然

后来人似乎一直隐约有所质疑，但若以作品的出现作为界定，那么至今并没有人能够推翻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上的

这个时间节点，除非发现一个更早完成的新的独立纪录片片例。

而这个新的片例将在本文中被重点叙述和分析，这部纪录片是导演吕乐在云南时拍摄的《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

（制作年代1986—1989）。如何判断这部纪录片的创作年份？更重要的是如何认定它的性质：它是一部独立纪录

片么？是否符合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常规定义？它只是导演的意外之作么？其内在精神是否在中国独立电影历史形成

的基本精神倾向当中？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二

在对此进行思辨和文本细读之前，我想说明另外一个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不仅仅以独立纪录片

作品的完成和出现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的时间界碑，而以独立记录行为的出现作为“中国独立纪录运动”的

起点，是不是也可以打开另外一种局面？我认为这可以使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为全面。也许独立记录行为和独立纪录

片的出现时间相差并不会太远，但是对于那个具体的年代的认识而言，却能够获得更为准确的历史纵深感。这两个

概念本来差别不大，但是通过辨识它们却能够强调，当我们论述独立纪录片的起点的时候，要注重其前史中独立创

作条件的逐渐形成，这是国民艺术意志觉醒和外部环境逐渐成熟的一个过程。

《流浪北京》开拍的时间大家都已经确认，是1988年。1988年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独立记录行动的起点？1988年显

然是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还产出了著名的纪录片《河殇》。《河殇》是不是独立纪录片，学界也有隐约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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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部作品不符合后来认定的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概念——不是因为它延续了官方政论片以解说词统领画面的

形式与风格，如上所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界定并非以美学为识别的主要指标，而在于它的集体创作和官方电视台

产出的机制。但它是时代精神的重要显影，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开放的指标——所以温普林在对外宣传纪录片《大

地震》的时候，就自称他的这部作品完成后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今天的我们理解这一宣称也是十分困难的，为央

视创作，似乎损害了《大地震》的独立性，但温普林告诉笔者，这其实是为了吸引赞助的宣传策略，《河殇》的电视

台播放的确给予了他一种信心。《大地震》这部纪录片的自觉性创作也是开始于1988年，具体时间是当年的清明节

前后。4显然，1988年这个年份十分重要。

但是，中国独立记录行为的开端，还要向上继续追溯。就温普林来说，其独立记录行为开始于1984年，他当时在组

织大学生的实验话剧，会租机器来拍摄，因为觉得好玩。当1984年年底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舅舅的梦》改编成话

剧的时候，他身边汇聚了北京八大艺术院校的学生，所以他成立了“中国大学生艺术团”，他便开始了更为自觉的记

录拍摄：

一开始拍很简单，我搞实验戏剧嘛，我带着一帮哥们玩，拍摄自己创作的过程，但是一旦变成八大艺术院校了，

号称中国大学生艺术团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应该留下点影像了。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以后留下点素材，吹吹

牛逼，没有太多的想法。5 

这一拍摄行为在当时是非常稀有的，他们从国家单位里面租机器拍摄，租金昂贵。我问他在当时租机器是很普通的

行为么，他说：“太不普通了。”1984年的年底温普林的记录行为显然有着更强的自觉性，不是为了某个机构去制作

节目，而主要为了记录自己富有创造力的活动，是一种为自己、为我们“立传”的想法。

那些记录的素材是备忘，一种自我的纪念，因为这些行为在80年代的中国具有强烈的开拓性，是一种英雄式的行

动。而温在1987年辞职，其中有被迫的政治因素，他不是停薪留职，是彻底失去单位。据说在离开他的原单位（北

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论魏晋风骨”。之后他就变成了盲流，与他记录的其他艺术家一样。我

们在这里赞成和同情这一切，其实设定了一个天然的价值前提，在之前的年代里，这是无需进行辩护的一种论述，

但是今天来看已非不证自明的道理。我们称颂80年代的个人主体性，反集体主义，这在今天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今

天人们强调“成为你自己”的口号是一种可笑的虚妄，认为个人必须在一个秩序中才能获得意义。然而，如果你要

论述80年代独立精神的逐渐产生与发扬，就要有充分的历史感，不能将当年的越狱当成彻底否定秩序和系统的行

径。80年代强调个人主体性，并没有衍生出反对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自我组织的逻辑，它是在独特的社会背景下

展开的。但这一点，本文也将不再做更为详细的论证。

1984年开始的拍摄行为显然也是独立记录行动，具有朴素的记录精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多重意义，包

括自我赋权，包括让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一起获得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这种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事物在当年却

能够显露更多的意义。而若继续向前追溯，其实仍然可以追溯出独立记录的行为来，这是笔者将要做的工作。但无

论如何，由于条件的限定，这种拍摄行为当时的确十分稀少。1988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各类采访和叙

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年，这种独立拍摄行为多了起来。那一年吴文光开始拍《流浪北京》，虽然这个行为与央视

《中国人》剧组拍摄的关系有点分不清楚。无论如何，1988年的独立记录行动正在积聚，包括上面所说1988年温

普林也开始拍摄他的纪录片《大地震》。另外，时间导演的《天安门》也是从1988年开始行动（其生产关系更为复

杂），所以从既有材料来看，1988年是中国独立纪录片作品意识觉醒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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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我们又有了新的材料——《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开始创作的年份是在1986年，比1988年早两年。我认

为《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为此笔者曾撰文《〈怒江〉：一部丢失的纪录片》6

加以分析。但《怒江》的出现，显然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论述提供了难题。如果说以上1984、1988年的时间节点，在

以前的访谈和公开出版物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线索，只是这些年的研究过于粗疏，我们没有对历史上留下的文字和

文本进行仔细的阅读。但这部《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则如同凭空出世，似乎打乱了我们既有的独立纪录片史

叙述，因为过去的一切都已经形成稳定的文字系统，形成了讲述的惯例，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惯例的营造者和维护

者，我应该自责身体和思维的懒惰。而如今，我们该如何讲述《怒江》这部纪录片的故事？

三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早期谱系，主要是建立在与电视相邻的地方，包括那部未完成的《大地震》的定位也是电视艺

术片——其定位见1988年12月26日发表于《中国美术报》的《电视纪录片〈大地震〉将进入后期制作》。《流浪北

京》、《天安门》等与电视台的关系也是明显的。而《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则完全来自于电影的系统。北广和北

电的创作向来分占电影和电视两个领域，在中国的1980年代，纪录片似乎被划归于电视领域——最近十年院线纪

录片的崛起，才打破了这个局面——所以后来有电视纪录片的说法，但其实早期的电视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纪

录片。后来人斤斤于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以及纪录电影的概念之辩，那也许在特殊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辩论价

值，但其实它们共同属于纪录片（documentary），也都应该遵循纪录片的共同原则。

但显然电视领域以及临近区域的纪录片在当时形成了其系统性，一种前后的延续性和脉络性，形成了自己专有的美

学上除旧布新的过程。当然除了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有其纪录片的脉络，但与电视台的相似之处都在于其直

接的广播宣传性。但吕乐是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摄影系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基本是在进行剧情片创作，创作纪录片

在80年代是十分罕见的，也许这是孤例。我们如何理解这部影片和时代精神以及与纪录片文化系统的关系，也许对

于创作者来说不重要，但对于我们研究80年代思想史和电影史的人来说，却应该对于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加以考

察。据笔者和吕乐的谈话中理解7，北京电影学院78级事实上是有纪录片教育的，也许当年各个领域的纪录片实践

都不尽如意，但那时候他们仍然对纪录片有着自己的概念。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曾经多次来北京，和北电的电影教育

关系密切，但吕乐在80年代对于伊文思的纪录片概念有所质疑，认为他太主观了，可见吕乐在80年代的时候，其纪

录片观念的自觉性。

就电影和电视领域的对比来看，在1980年代中期电视领域进行语言革命的时候，电影领域并非一个冷落的门庭，它

甚至比电视领域更热闹。今天，学者们在谈说80年代的八五新潮对于纪录片领域的影响，从而考察电视纪录片中

的新纪录运动和前卫艺术思潮的亲缘关系的时候（见本期曹恺的文章《结局或开始：中国独立影像史前史切片研

究》），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一个事实是，这种亲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电影领域的革命要比85新潮早

很多，甚至一定程度上对八五新潮和中国艺术界起到了促进和启迪的作用。《黄土地》是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完成

于1984年，陈丹青曾表述过陈凯歌《黄土地》对于美术界的震撼，而不久前，笔者与徐冰先生在上海有一次偶然的

交谈，也谈到《黄土地》出现的时候艺术界所受到的影响，第五代的艺术实验发展比较兴旺的时候，八五新潮才逐

渐开启。

电影和电视领域在80年代要面对相同的政治环境，但因属于不同的媒介和艺术形式，所以它们各有自己的时代弊

病需要解决。新时代革命在电视领域表现为发展纪实语言、反解说词，在电影领域则呈现为反戏剧化、探索纯电影

语言，但它们都展现为一种“去话语”和去政治的倾向。80年代的第五代影片几乎有一个一致的面貌，就是主要用



83

影像语言而非角色的台词来表意，这无意中契合了纪录片领域中让事物自动呈现的美学要求，其中的政治内涵其

实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先验政治理念的过分介入。

第五代电影是8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领域最深刻的革命者，而这其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就是摄影在80年代第

五代电影中的核心地位，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中是以摄影师介入电影的，摄影上的开拓是这拨电影

的重要文化特点，而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摄影系的学生是这一影像革命的核心成员，吕乐是其中之一。在拍摄《怒

江》之前，他一直在当摄影师，而且因为特殊的机缘，一直在中国的西南边疆省份，以摄影师的身份飘荡，直到拍摄

《怒江》，他才转化为导演。

这都是吕乐能够创作《怒江》的文化机缘和文化血缘，而流浪则是另外一个机缘，也深刻切合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

独立电影精神。吕乐在1983年的年底从儿童电影制片厂停薪留职，这在80年代初期是一个少见的行为，这比《流浪

北京》中的任何人都要早，也比温普林与吴文光早——前者1987年辞职，而后者是1988年离开昆明电视台。吕乐流

浪云南、流浪边疆的文化境遇，在当时并非普通人所可为。笔者在《〈怒江〉：一部丢失的纪录片》中谈到这一点：

吕乐自1982年大学四年级进入云南进行实习——和田壮壮、张建亚、谢小晶等人拍摄《红象》，一直到1987

年上半年，除了当中有一年在内蒙和摄影师侯咏拍摄《猎场札撒》，其他时间都在云南，他参与拍摄了至少两

部关于云南和少数民族的电影，一部是严浩导演的《天菩萨》（1985），是关于彝族的故事，一部时间更早，是

《净土》，在傣族自治区拍摄，其中涉及多个少数民族，而且其中也有镖牛、裸浴，可以看到《怒江：一条丢失的

峡谷》和这部影片的渊源。所以从1982到1987年这五年的时间里面，他其实一直没有间断的关注少数民族生

活，更多的是在关注云南少数民族。

不仅仅是工作的关系让他留在这里，他来到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逃避城市”。但在80年代早期，其实中国并未形

成成熟的城市文化，那么他们逃避的其实是80年代主流文化和主流创作体制的禁锢。在其他的文章中，笔者也分

析过在一些纪录片导演群中，90年代逐渐兴盛西藏热、云南热，创作者当然不只是猎奇，而是从异文化中找到精神

的资源，以解决自我精神空间的逼仄。

摄影师吕乐在拍完了《天菩萨》后，告诉制片人他想找点投资自己拍一个纪录片。《天菩萨》是深圳电影制片厂

和深圳电影制片厂和内地的国营厂不一样，那是80年代改革开放试验田里产生的事物，但深圳公司的老总郑

会立主要是一个中间人，最后主要的出资方是香港公司。当时他们给了吕乐一部分资金，促成了此事……影片

拍摄投资5万块，用了三个月拍完，之后进行初剪，后来投资方看到初剪，觉得太倾向于“人文”了，和他们想要

的不一样，而且认为当时国内不可能发行这种影片，之后就没有继续出钱做声音等后期工作。吕乐1987年年底

去法国，给巴黎的欧盟电视台（ARTE）朋友看了，ARTE将深圳香港的钱还上，后期由他们来完成。之后很快

在电视台上映，然后于1990年获得巴黎人类学电影节大奖。8

《怒江》拍摄于1986年，剪辑完成于1989年6月，是一部完整的具有一般长片规模（86分钟）的纪录片。我认为它

是一部独立纪录片，它的出现早于之前大家认定的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开山作——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如

果没有新材料出现，目前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就是《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人证物证俱全。所以中国独立纪录

片（而非独立记录行为）的历史可以向前追溯到1989年甚至更早。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发现。但是也牵涉到一些具

体问题，我们要对《怒江》的具体内容、美学形式以及生产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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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怒江》拍摄怒江峡谷两岸的故事，主要介绍四个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民俗风貌。35年后的我们重新观看，让人

快速穿越到很久之前，那时候怒江峡谷的生活与今日天差地别。1980年代中期的生态仍然充满了原始气息，仍然

面对当年极其简单、简陋的时空条件，在这里，他们生产出应对漫长黑夜的文化方式。从形式上来说，《怒江》仍然

使用了画外音——这在当时是传统纪录美学中最需要被摒弃的地方，但是《怒江》画外音的比例并不高；它也使用

了访谈、问答，让被拍摄者回答他们对于宗教的看法，但更多的是摄影机在静静观看。另外，它使用了同期声。今天

看这都是十分普通的样式，但在当年却不同凡响。

影片开头用一张地图交代了拍摄地点，怒江峡谷在中国西南边陲。然后画面中是几辆汽车在山路上缓缓行驶。他们

进入峡谷深处时，偶然拍到的一段画面——一群人抬着一个孕妇匆忙赶路，据解说词提示，那个孕妇难产，正被全

村男人抬着往山下县城医院奔走，他们已经走了一天一夜了。这个情节顿时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当地生活的艰辛，

将当地日常生存的特点放大了——那是离现代文明如此遥远的地方。

这个序曲其实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叙事推动作用，因为它成为我们观众进入怒江峡谷生活的一个悬念和心理铺垫。

他们如何应对这个充满困难的世界？在这样艰困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向何处寄托自己的精神？这部影片先讲述了怒

族的故事，影像以画面铺陈的方式交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种马铃薯、用背篓背粪肥、养牛、踏碓舂米，小孩子在墙

后面好奇地看着摄像机，晒太阳的母鸡忽然被钟声惊醒，然后镜头切到一个古老的建筑，村民在教堂唱歌……

摄像机用蒙太奇将教堂内部细节加以描绘——孩子的脸、圣像、跪着的村民赤着的脚、小孩在教堂当中跑步。然后

就转入了采访部分，采访者在画面外部，受访者对着摄像机回答问题。第一个受访者是村民西西里，他讲述了村庄

曾经的信仰和精神史。还有一些村民讲述了此地的生活习惯。在这之后，纪录片讲述了本地人最为原始的信仰——

山洞崇拜，这种信仰有生殖崇拜的意味。

然后记录了九桶村的一场怒族婚礼，新郎新娘住同村，他们将玉米酒洒向空中辟邪，新郎家杀牛招待客人，带有黄

连的荞麦饼，微苦但可以防止腹泻。然后拍摄了村民聚集在一起吃饭喝酒的场面，一些镜头似乎暗示这里的卫生状

况堪忧，摄像机经常捕捉到妇女裸露乳房喂养孩子的画面。

然后是独龙族。画外音说秋收后或者春播前这里存在镖牛仪式，用以感谢天神，让天神保佑收成好，以猎获更多的

野兽。村民先是在镖牛的现场跳舞、喝酒，他们在微醺中用镖刺死壮硕的黄牛，砍掉牛头，将牛嘴里塞上青草，并背

着牛头跳舞唱歌。

很多重要的现场解说词十分有限，纪录片主要是对于现场发生的一切进行旁观。镜头中充满了人群说话的声音，跳

舞的声音，在这个影像格局下，观众可以充分地去体会现场人们的情绪，可以尽可能地去感受现场的节奏和意义。

这个独龙族在当时仅有几千人，接下来展现的傈僳族在当时则有十八万七千多人，对于傈僳族的叙述在这部纪录片

中占有最高的比重。它讲述了这个民族的来历，他们最早生活在四川，1548年为了避内地的战乱，从四川迁入怒江

峡谷。影片开始拍摄他们如何建造房屋，之后拍摄他们对于酒的嗜好——宁可少吃粮食，不能少酿酒，他们将收成

的一半用来酿酒。这个部分最为动人的是描述了村民与酒的关系，这是他们度过黑夜的方式。因为怒江峡谷南北

走向，傈僳族多住在峡谷深处，所以昼短夜长。纪录片拍摄了他们一起煮玉米酒，喝酒的方式是两个人将嘴部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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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同时喝一口酒，这似乎是一种表达友好和亲密关系的方式。然后他们在微醺之中跳舞，其动作豪放又自然松

弛。影片将其中的气氛十分充分地展现出来，这正是静观模式所给予我们的益处，解说词没有将画面的意义全部固

定下来，而保持了其敞开性，能让我们主动地去投入和感受，而且很显然，影片更为注重他们生活中的精神层面。

但影片很快展现了另外的村民，他们并不通过喝酒聚会的方式来度过黑夜。然后它拍摄了那些戒了酒并且杜绝参与

狂欢晚会的基督徒。之后仍然有一组采访，问他们信教的感觉，一个村民说自己曾经多病，没有钱请人来驱鬼，信

教后问题就解决了。聚会时唱歌的场景，接的是远山上的静谧风光，重山深处村庄屋舍可爱，烧荒后大地冒着烟，

白烟和红色的花树与傍晚特殊的光线结合在一起，一种庄严美好的感觉在画面上透露出来，这个画面的营造，显然

包含有作者的评价，其中有不易觉察的态度。

继之所展现的，是两个家庭中发生的故事，都是关于“鬼”。影片详细记录了达友村一个家庭驱鬼的过程，之后采访了

一个叫做朵玛的妇女，村民认为她是“鬼婆”，镜头前，她讲述了自己如何由人变成鬼的过程。她叫俅阿海，五十多岁

了。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1958年前后，一个女人来借织布的梭子，后来觉得嗓子疼，请巫师来祭鬼，后来女人死

了。人们就叫我朵玛。我本人也很着急，就用砍刀来祭鬼，砍刀开始不动，后来问明年如何，说明年好过。但是

村民都不信，村民们根本不想相信，我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踩我的脚印，要把我踩死。很多年，人们觉得没意

思了，才把她定位五保户。”

“乡亲们这样对待你，你怎么想？”

“我想已经都成这样了，随便他们把我感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你服气是如此，不服气也是如此。”

朵玛还介绍了自己的两任丈夫，第一任是国民党军官，第二任是懒汉，住在朵玛父母家，经常打她，被父母赶将出

去。这个故事里面有女性命运的暗示，以及一个集体的运作对于一个女性的压迫。

   

然后影片详细拍摄了一次村民赶集的过程。人们背着兽皮、草药去换日用品，但通常他们将钱全部用来买高度数的

玉米酒，在集市上喝完。集市作为物质交换的场所，但是影片仍然着重呈现了村民的精神世界。

接着是登梗温泉的澡塘会，峡谷中的傈僳族和彝族村民每年春天在这里进行为期三天的沐浴。温泉沐浴男女分开，

摄像机拍到女性沐浴的场面，自然是偷拍的，在树木枝叶的掩护下，摄像机拍了不少女性裸露的上身——这也许是

很难避免的影像盗猎。在澡塘会不远处，是彝族一个分支的“登刀杆”仪式。影片用了接近15分钟来描绘这个仪式，

他们如何围绕香案跳舞，如何将刀绑在梯子上并树立起来，影片只有很少的画外音介绍，说登刀杆在当地的意思是

“上刀山，攀青天，够日月”。登刀杆的英雄慢慢的爬上了十几米高的刀山，然后出现了远山和太阳的画面，影片在喇

嘛的吟诵中结束。

3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部影片，我们当然要将之投放到历史中加以理解。在当时的纪录片语境下，这部影片的革命性

显然是十分充分的。它的解说词的长度仅占整部影片的1/5左右，而且主要是交代信息，并非是强行引导画面意义

的走向，而这个部分完全可以使用字幕卡的形式来加以交代，所以这部纪录片其实更像是后来的静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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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我从来没用静观电影来概括之后的所有独立纪录片，而且也不以单纯的美学形式来界定独立

纪录片，当我们谈到美学样式比如静观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到了这种样式背后的文化政治的逻辑，静观是对于客

体的尊重，是不希望将先验的主观的政治语言强加到画面上，而是让事物自动呈现，这是当年独立纪录片的先锋模

式。它和80年代纪录片追求纪实主义是同一个道理，也和文革之后“讲真话”的呼吁并行不悖。

吕乐导演是怎样从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来到西南边陲拍摄怒江峡谷的纪录片的？来自于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市艺

术家对边远少数民族的影像采集和叙事，是否无可避免带有一种殖民视野？多年之后，吕乐对此并不避讳，他对我

说：“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殖民，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简单化，故事片是这样，或者做纪录片也是，他们生活的形

象更简单，更朴素。”不过这次拍摄的行为，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突兀。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描述。投资的香港公

司其实希望他拍摄的是猎奇的影片，只不过吕乐最终的成片并未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确并未如

此的猎奇——正如投资人放弃这部影片因为它“不够奇”一样，吕乐使用了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

这部影片更多的是对怒江峡谷两岸人们的精神性的关照，以其精神生活为主要线索，这与吕乐所讲述的逃避城市

文化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你可以感受到静观电影倾向下，观看者的入神、主客体间的交汇，那是一种对于别样人

类精神线索的渴望和耐心追寻。它当然也可以被视为人类学纪录片的一种，但它不是仅仅陈列外部知识，它里面隐

含着创作者的主观性，其独立性、作者性可以从中辨别一二。

独立的立场还存在于生产关系中，《怒江》显然不是在当时作为电影创作体系主体的制片厂制度下完成的。它的拍

摄初衷由吕乐在漂泊西南的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来幸运地获得了拍片所必须的资金（吕乐跟我郑重地说明他

要感谢深圳的郑会立女士），所以创作者得以凭借自己的心性和既有美学修养，自然舒展地去拍摄，于是在电影语

言上，有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它虽然使用了香港公司的资金，但逃离了资本主义创作体制的限定，ARTE当然也是一

种体制，但它仅帮助完成后期，而与导演的创作思想相对一致，因此能愉快地合作。

 

这种边地民族原生态视觉材料的直接剪入，其多元化和意义的暧昧性，当时的中国媒体平台是比较难于容纳的。不

论从电影生产机制、传播机制还是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表达，这部影片都是一部独立纪录片。

上面我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追问：这部影片是一个过于偏僻的案例和意外之物吗？很多年来，它处在中国独立纪录

片历史的既定论述之外，但今天经由我们的分析，可见它仍然处于80年代整体的时代精神当中，它包含了独立纪录

片的核心内涵。而且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体系，就是第五代导演少数民族电影的体系。吕乐曾经认为自己和田壮壮属

于一个一致的脉络，他们从拍摄《红象》开始，一直在拍摄少数民族电影。田壮壮当年并未涉足纪录片，但是当年他

们合作的剧情片《盗马贼》、《猎场札撒》其实被日本山形的人认为具有纪录片的品质9。而到了多年之后，看到田壮

壮拍摄《茶马古道》，其实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这个脉络的顽强存在。而吕乐本人在第五代导演中，具有完全另类

的神情和神色，他的电影的创作意志和样态，独立于第五代导演主流创作之外，比如《赵先生》（1998），和后来的

《小说》（2007）、《十三棵泡桐》（2006）等等，都存在于中国独立电影的谱系当中。所以《怒江》不是孤例，而有

着吕乐一以贯之的精神。

《怒江》自产生后，据吕乐介绍，在前些年的国内有过几次放映。但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几乎从未得到研究

者的专门的书写。但它并非完全不在中国纪录片的生态体系之中，被认为是中国新纪录运动的重要成员的陈晓卿

的创作，就自认为受到《怒江》的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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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观点在这里并没有空间展开论证，需要另外撰写专门的文章论述，但是笔者在本文之外曾做了大量的追

寻，为此，笔者希望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上早期事实进行总结，这是在发现《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以及其他一

些相关材料之后，对整个中国独立纪录片坐标体系的轻微的调整。

中国独立纪录运动的起始，其实贯穿于整个八十年代，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至于温普林1980年代中期的独立纪录

实践，它开始更为自觉的持续，这个记录实践本身具有了一种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跟别人不同，我并不避讳在纪

录片领域使用“运动”这个词语，就如同地壳运动一样，温普林早期的拍摄可能非常孤单，并行的案例难以找到或者

说很少，但那是前震，它属于整个运动的一部分，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

从1986年到1988年，纪录片的独立作品意识逐渐形成和强化，而有着确切完成日期和拥有公开播放证据的中国

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是《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它具有一般长片规模——86分钟，完成于1989年的6月9日，第二

部是《流浪北京》（完成于1990），《大地震》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在1989年的4月份形成了初剪版本，无论其未来

完成的最终形态如何，它都将是一部独立纪录片。所以《大地震》（粗剪本）、《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流浪北

京》，加上时间半部《天安门》（1988-1991），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作品的起点。由于其创作开始的时

间前后相差无几，而完成的前后时间也相差不远，因此我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和作品矩阵。但《怒江》的创作时间

的确早于它们很多，因此可以被认定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开山之作。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吴文光在1990年后

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所具有的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在笔者之前所做的大量采访以及对于既往采访的阅读中，发现

90年代的纪录片创作者大多都受吴文光的影响。

至于以“新”命名的“新纪录运动”，最早提出是在1991年时间等人组织的在北广的研讨会上，由于当时放映的片例

（《流浪北京》、《天安门》、《望长城》等等）有很多是折衷和策略化的产物，因此，在当时，新纪录片的内涵其实

一直处于模糊和矛盾之中（见本期中笔者采访时间的文字）。吕新雨也对新纪录运动进行了界定，但将其主要界定

为电视行为，并且以独立命名，这其中的矛盾笔者已经在《中国独立纪录片20年的一种观察》第一部分进行辨析，

认为其中不能自洽处颇多。但对于新纪录运动这个概念设定的分析，并非本文的任务，所以本文到此作结。

注释
1  见《北京盲流艺术家印象》，卫和，1987 年《中国美术报》。
2  见《从彼岸到此岸——蒋樾访谈》，《纪录中国》三联书店出版， 2003 年 7 月第一版，P101。
3  见《电影艺术》2009 年第 3 期，王小鲁 ,p.72。
4  来自于作者与温普林于 2021 年 5 月的访谈。
5  同上。
6  见《〈怒江〉：一部丢失的纪录片》，《经济观察报》，2021 年 5 月 24 日。
7  本文中吕乐的观点皆来自于 2020 至 2021 一年之间与他的交谈。
8  见《〈怒江〉：一部丢失的纪录片》，《经济观察报》，2021 年 5 月 24 日。
9  见《从〈流浪北京〉到〈死灵魂〉：中国纪录片与山形电影节 30 年》，《华语独立影像观察》第一期）。
10  同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