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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我在工作坊中学习创作，学习生活，学习沟通，学习共建。借此文梳理我的工作坊纪事，也再度发问与自问工作

坊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工作坊？工作坊还能做什么？

今年是我影像创作的第 11 年，因为风华的约稿才发现自己从最初的误打误撞，也居然进入了“中国独

立影像 30 年”的板块之中。

我不是影像科班出身，没有一天正规影像专业的学习，所有对于影像的知识和实践都来自各种工作坊。

读大学时，工作坊是一个生僻词，是一个囊括了丰富知识源的现场，也是我的“电影学校”或“艺术学

校”。参与各种工作坊的过程让我看到并思考，为什么表达，如何表达，以及从成为一个作者，到与

更多的作者共同激发创作的过程。

在风华提供的一系列关于独立影像的名词中，并没有出现“工作坊”，那我借此梳理一下过去参与过

的影像工作坊，以及在草场地工作站最新参与和组织的工作坊。借此再度发问工作坊是什么？为什

么需要工作坊？工作坊还能做什么？

带着这些始终盘旋在我创作过程中的问题，记忆需拉回 13 年前。

一、战地医院

2008 年我即将大学毕业，去校外参加工作坊是“半只脚踏出校外看世界”的途径之一，那时候我的所

有工作坊经验只和舞蹈有关。4 月的一天在“朝阳 9 剧场”参加完一个日本舞踏工作坊之后，我跟着

一行中日剧场人摸黑去到了机场辅路边上的“草场地工作站”，一个酷似仓库又绝不是仓库的、有剧场、

有电影院、还有食堂的奇怪地方。既然是工作站，也一定有工作坊，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草场地工作站”1 的工作坊传统始于 2005 年。每年 5 月的“五月艺术节”和 10 月的“交叉艺术节”，

关键词：工作坊
“感性引路，理性照亮”—— 我的工作坊纪事

章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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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节日是工作坊黄金周。除去国内外的各种专题放映和剧场展演，一层黑幕布两边的舞台和放

映厅里，几乎卡点进行着剧场与纪录片两个主擂台工作坊。光着脚就去身体工作坊，穿上鞋就去纪

录片工作坊。工作坊免费，没有门槛。在穿鞋脱鞋之间，新的世界被打开。

我对纪录片工作坊更好奇，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种电影叫“纪录片”。钻进漆黑的放映厅就进入银

幕中的另一世界，一开灯满是仰着头奇形怪状的脸，120 平米的放映厅里上上下下塞满了人。最形象

的比喻是：人最多的时候，恨不得屋顶灯上都挂着人。据说在 2008 年五月的吴文光与弗兰克・谢

菲尔（荷兰纪录片导演）共同主持的纪录片工作坊，2 报名参加者达 80 人之多。后来知道，这些人

都是各行各业，学生、农民、记者、设计师、北漂、教师、居委会大爷。工作坊做成了马拉松，从

日出到日落再到日出，熬瘦的、黑眼圈的、说哭的、笑到地上的、扛着电脑来的、带着旅行箱的……

在人人都能吃得起吃得饱且吃得好的食堂里（2005 年开始就没变过的“十元自助餐”），大声谈论银

幕中的那个世界，一个现实取代了另一个现实，比虚构还梦幻。

往往一个星期的艺术节像一个世纪。后来在一篇文章读到，主持纪录片工作坊的吴文光说：“希望给

个人方式独立制作纪录片的人提供聚合的平台，即给他们提供交流和讨论的场合。”我听到另一种解

释来自吴文光老师的好友，同样也是工作坊常客的戏剧导演田戈兵：“全国最大的艺术战地医院。”

二、探照灯

2009 年 5 月，在草场地工作站，瑞士纪录片导演恩娜・波里蒂的工作坊进行到深夜 2 点，气氛凝重。
一部讲述犹太女性投身集体农庄实现复国梦的《乌托邦的女儿们》（1983）唤起在座参与者对于历
史认知与历史反思的讨论。58 岁的“村民影像计划”3 作者贾之坦坐最前排激动谈起“人民公社”与“饥
饿”记忆，通常这个时间他已经熟睡。“饥饿”故事唤起了在场人的“历史饥饿感”，大家谈起家乡，
谈起乡村，谈起叫不出全名的爷爷奶奶，谈起了对自己完全空白的祖辈经历。那一夜的工作坊像一
束探照灯，照亮了返回历史、返回村子的路。后来吴文光回忆，那一晚贾之坦的发言是刺激他提出“民
间记忆计划”4 的源头。

山东、湖南、云南、湖北、河北、河南……十多个工作坊的参与者陆陆续续返回到自己有关系的一

个村子，有出生的村子，有爷爷的村子，有文革下乡当知青的村子。“民间记忆计划”在 2010 年夏天

悄然开启。我回的是爷爷的村子，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

9 月，回村者们带着从村子拍摄的老人讲述“三年饥饿”素材回到“草场地工作站”。一系列关于“返回

记忆”的工作坊开始了。原本面向广大纪录片爱好者的节日工作坊，逐渐转向聚焦“记忆与回村创作”

的常态工作坊。

比如： “采访工作坊”、“口述整理工作坊”、“初剪工作坊”、“身体与记忆工作坊”、“纸上剪辑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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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素材工作坊”、“回村准备工作坊”、“闲聊村事工作坊”……

“工作坊”不只是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因共同爱好相聚的缘由，更是一群人捆绑在一起冶炼的过程。这

个时期的工作坊产生了一批“民间记忆计划”的系列影像和剧场作品，我的创作就是从这一时期的工

作坊中走出来，也是我从舞蹈演员转向个人表达的过程。

三、2020 方舟

2020 年初所有人被围困家中，抽象的“限制”落地到自家客厅，“失去”自由是每一个人的切身体验。

手头上工作被迫暂停，外出活动也取消，我原本要返回村子继续拍摄的计划也变得遥遥无期。不坐

以待毙，是独立创作人一贯以来的必备生存法则，现代科技让时间和距离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至

今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用起来就是好事。

1 月底，草场地邮件组（民间记忆计划常规交流方式）以“2020 度过”为名，汇集来自分散在各地作

者的拍摄笔记和创作笔记。二月下旬，我在邮件组中发起恢复周日的瑜伽与读书会，这个只发生在

礼拜天上午的聚会活动持续了两年（2018-2019），如今转变成“线上礼拜天”。孤独与不自由的大

家在 QQ 视频中重聚，默契地在瑜伽体式中找到共同的呼吸节奏，保持呼与吸在这个时候尤其重要。

重读加缪《鼠疫》成了读书分享重头戏。

3 月 15 日，我所在的湖北随州市解封，第二天我回到自己的拍摄和新的居住地“47 公里”村子 5。在

这之前，江苏宿迁马公店村的魏轩驻守在自己村子的关卡处已经拍摄了近两个月时间；山东菏泽郝

赵庄的郝永博也终于通过了自家亲戚看守的关卡回到自己家中；在河南打了上半场，回到纽卡斯尔

打下半场的高昂，在隔离中重新阅读老家拍摄素材试图打出自己的主场；在北京的刘晓雷成为双重

封锁之下的家庭堡垒的守护人；在陕西渭南湘子店村的胡涛，一手拿摄像机，一手搬砖给家里祖辈

搭建墓地；湖南的张苹母子揣着安全码从湖南老家回到北京开始新的隔离；2005 年即参加村民影

像计划的 70 岁的邵玉珍在北京沙子营村里持续日记式记录；四川米易的洛洛在家中采访老父亲谈论

60 年前的灾难；人类学专业的俞爽从书本走到现实中的新农村废墟；吴文光在昆明家里拍摄“每日

自白”，试图用自己的声音抗衡无孔不入的恐惧浪潮。

2020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一群人如何在创作中协助并共同渡过。4 月 8 日，吴文光发起了“线上阅

读素材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是全新的方式与规则，形式上从以往的导师主持到参与者轮流主持，试

图让每一个参与者回到最基本也最细节的动作中。

方法是：每个人 10 分钟的时间，选择播放一段原始素材＋集体简短回馈，并由下一个播放素材的成

员记录讨论内容。每个成员的素材播放结束后，进入一小时时间的集体讨论，由一人认领整体讨论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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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2020 线上阅读素材工作坊”进行到第 23 轮。从一开始的每周两回，到每周一回；从组合

素材到单个素材；从向外的视线到向内的沉思。在阅读最日常、最不完美、看似最无事发生的单元

素材中，从现实突围，想象与飞翔。

“阅读素材工作坊”直接刺激的是新作品出炉，2020 年末有 8 个作者完成新作品：

《洛洛的恐惧》（作者：洛洛，入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竞赛单元）

《告别 19 岁》（作者：郝永博）

《焦邢庄之论 I》（作者：高昂）

《黄婆滩的老妹妹》（作者：俞爽）

（以上为“处女作”完成作者）

 

《我的村子 2020》（作者：邵玉珍）

《地洞》（作者：胡涛，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展望竞赛单元）

《度过一章：围困》（作者：吴文光）

《自画像：47 公里童话》（作者：章梦奇，获得“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以上为新片完成“老作者”）

工作坊的进程中也吸引了一些旁听的朋友。有在日本和美国读电影研究的赵书仪和柯芜君，还有在

美国费城的老朋友奥黛，她从一开始旁听到带着素材参与阅读。我们跨越地域跟随她一起阅读地球

对面的百年古树与历史记忆。还有在日本的资深中国独立电影研究人秋山珠子，她在“新冠时期的艺

术报告”研讨会中发表演讲，对“线上阅读素材工作坊”的评价是：“他们在限制当中开辟新的可能性，

并给这个巨大时代变化留下、写下、拍下了正在萌芽的不同记忆。”

四、重塑现场

“阅读素材工作坊”始于去年（2020），原始起因与“2020 疫情封锁”相关，既然我们在疫情封

锁下无法正常呼吸，何不尝试做“正常日子”中绝对不会做的“一起看素材并谈素材”。

上面的话截自“草场地工作坊 B 站”6 的公众号，2021 年朝向新片创作的“阅读素材工作坊”第二季上线。
从 6 月 23 日开始至 11 月，计划进行 20 期。每周一次，3 个小时，线上方式。

本季12位参与作者，最年长者，71岁村民作者邵玉珍，最年轻者，生于2001大二在读张盾。素材涉及，

家庭史、乡村现实、城中村拆迁、一个逝者的调查、母与子的共同创作……12 位作者们带着自己将

要剪辑成片素材，共同分享并讨论。工作坊依旧无导师，追求集体摩擦起电，创作路上互助。一个

新的变化是，本季的“阅读素材工作坊”对有兴趣旁听旁观者开门迎接，不限人数，通常会有 30-40

人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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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实影像的创作，前期准备以及现场拍摄的工作方式有不少讨论和经验介绍，但“素材的阅读”

是介于拍摄和剪辑之间最重要的一步，通常作者把现场记录的素材小心翼翼存至硬盘后，闭关埋头

苦干，孤独地在素材大山之中攀爬，寻找可行之路。

至今“民间记忆计划”创作者依旧身处地图的南北东西：

北京沙子营村——邵玉珍，四川米易县——洛洛，云南昆明——吴文光，陕西湘子店村——胡涛，

浙江黄婆滩村——俞爽，英国纽卡斯尔——高昂，山西忻州白家山村——刘晓倩，武汉——张盾，

云南个旧——戴旭，安徽蚌埠名利集——刘通，湖南石门鸡鸣桥村——贾之坦…… 

顾名思义，阅读素材也是阅读生活。“阅读素材工作坊”作为一种新的聚合方式，邀请作者们一起来

阅读彼此身处迥异的生活现场，即阅读一个时代的现场。

2021 年的“阅读素材工作坊”在前一年的基础上落实更具体的方法和规则。提出新的方向：素材无好

坏之分，意在读出多层面向。作者们在提供工作坊分享的素材前，需要提前分类别类，选择更靠近

自己“作品核”的素材，每一次聚焦在单个镜头，强调从局部着手，层层探进现实内核。

参与者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是，是“阅读”素材不是“看”素材，不单谈镜头语言，也不简单抒发感慨，

在谈论彼此素材时寻找关键词或思考焦点，试图打通创作与生活的纬度。所以在每一轮参与工作坊

的作者们在谈论彼此素材的读解时，也是在建立自己阅读现实生活的视角和经验。

“内与外”、“位置与关系”、“对局部想象式的理解”、“由时间的搭建特殊现场”、“创作与生活互为支点”、

“空间的隐喻”、“图像与记忆”、“可见与不可见”、“现实时间与内心时间”、“现场的重塑与呈现”……

生活现场的散点感触在作者群体的分享与分析中，凝聚成思考的焦点，可谓“感性引路，理性照亮”。

记录的动作始终继续，主动寻找共同突围的方式是本能。网络世界充斥着语焉不详的事件，隔离时

代让身体成为新的难题，具体的人如何被看见、被阅读？当现场被迫失联，个体如何不沦落在宏大

叙事中？又如何让记忆不成为过去式？在素材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受到真切的人，每一个记录者在

时间和空间的博弈中，夺回属于自己的身体现场！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村，一个个具体来自“我们”

的新现场得以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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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草场地工作站：2005——2014年位于北京朝阳区机场辅路草场地艺术村105号的艺术空间，由吴文光和文慧共同发起创
办。2014年至今“草场地工作站”不再是物理名称，是“民间记忆计划”的创作者群体代称。

2 吴文光与弗兰克•谢菲尔策划的纪录片工作坊，80位报名参与工作坊的成员，每个人在此工作坊里创作出一部短片。后来发
展出一个支持年轻作者的基金“Frank-Wu纪录片基金”,以支持参加工作坊成员的旅费、食宿和后期。

3 “村民影像计划”是吴文光策划的由普通村民参与拍摄和创作的影像计划。2005年9月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面向社会
公开招募，之后项目组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报名者及申报计划中评选出各10个村民作者。参与至今依然持续在自己村子
里拍摄的村民作者有邵玉珍（北京顺义沙子营村村民）、张焕财（陕西蓝田史家寨村村民）、贾之坦（湖南石门鸡鸣桥村村
民）。

4 “民间记忆计划”是吴文光策划的艺术实践项目。2010年夏天在“草场地工作站”开始，参与该计划的成员分别返回“和自
己有关”的村子——或出生成长地，或父母、祖父母所在地，或与之前生活有过关系（如下乡插队）的村子，以口述历史方式
进行影像记录。“1959-1961年的大饥荒”是该计划的记录的切入点。而后，“民间记忆计划”口述历史的档案，包括了土地
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等历史记忆。“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与“草场地工作站”合作创建了“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档
案馆”（https://repository.duke.edu/dc/memoryproject）。“民间记忆计划”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所有参与者亦是创作
者，他们创作方式为影像、剧场以及书写。

5 “47公里” 是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章梦奇父辈的村子，是其“自画像系列”创作中对村子的代称。

6 “草场地工作B站”是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的第二个微信公众号，也是集活动、文档与现场的主要网络发布平台。
2016年7月上线。其前身“草场地工作站”微信公众号，于2016年6月连同名博客一并被关闭。

附录

以下为 2005-2021（16 年）间参与“草场地工作站及民间记忆计划”工作坊的参与者及完成影片统计（共 37 作者并完成
影片 90 部）：

宋田：《天里》2005、《花朵》2008
SONG Tian: Tian Li (2005), Flowers (2008)

邵玉珍：“我的村子”系列，7 部，2005-2020
SHAO Yuzhen：‘My Village’ series (2005-2020)

贾之坦：“我的村子”系列，8 部，2005-2014
JIA Zhitan：‘My Village’ series (2005-2014)

张焕财：“我的村子”系列，7 部，2005-2017
ZHANG Huancai：‘My Village’ series (2005-2017)

王伟：“我的村子”系列，3 部，2005-2010
WANG Wei：‘My Village’ series (2005-2010)

谢丽娜：《妈妈》2007
XIE Lina：Mom (2007)

刘蘅：《回到达县》2008
LIU Heng：Back to Daxian (2008)

奥黛：《从天而降》2010
ODETTE Scott：Falling from Sky (2010)

李凝：《胶带》2010
LI Ning：Tap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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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雪平：“邹家村系列”，5 部，2010-2014
ZOU Xueping：‘Zou Village’ series (2010-2014)

罗兵：“罗家屋系列”，3 部，2011-2013
LUO Bing：‘Luo Village’ series (2011-2013)

李新民：“花木林系列”，3 部，2011-2013
LI Xinmin：‘Huamulin Village’ series (2011-2013)

贾楠楠：《贾福奎的冬天》2011
JIA Nannan：Jia Fukui’s Winter (2011)

舒侨：“双井村系列”，3 部，2012-2014
SHU Qiao：‘Shuangjing Village’ series (2012-2014)

王海安：《进攻张高村》2012、《信仰张高村》2013
WANG Haian：‘Zhanggao Village’ series (2012-2013)

文慧：《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2012
WEN Hui：Listening to Third Grandmother's Stories (2012)

郭睿：《河流与女人的吟唱》2014
GUO Rui：The Rivers and Sisterhood (2014)

张新伟：《唐老师》2012
ZHANG Xinwei：Mr.Tang (2012)

张慈：《哀牢山的信仰》2013
ZHANG Ci：The Faith in Ailao Mountain (2013)

叶祖艺：《拾穗》2014
YE Zuyi：The Gleaners (2014)

李有杰：《阿佬的村庄》2014
LI Youjie：Alao's Village (2014)

姜纪杰：《二十四》2014
JIANG Jijie：The Mulberry Story (2014)

胡涛：《山旮旯》2014、《古精》2015、《偷羞子》2018、《地洞》2021
HU Sanshou：Mountain village (2014), Legend (2015), Dumb Men (2018), The Burrows (2021)

张苹：《冬天回家》2015，《土制没药》2017
ZHANG Ping：No Land (2013), Herb (2017)

荣光荣：《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2015
RONG Guangrong：Children do not fear death, but fear the devil (2015)

马桂洁：《火车飞过我的村子》2016
MA Guijie：The Train Fly Across My Village (2016)

杜冠：《再见冬天》2016
DU Guan：Goodbye Winter (2016)

刘晓雷：《狂热自白》2017
LIU Xiaolei：A True Believer (2017)

王佳萌：《饥饿的女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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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meng：Hungry Woman (2017)

屈玉风：《我奶奶》2017
QU Yufeng：My grandma (2017)

张会洋：《张大营 1989》2017
ZHANG Huiyang：Zhang Daying Village 1989 (2017)

詹荣荣：《日子》2017
ZHAN Rongrong：Days (2017)

吴文光：《调查父亲》2017、《自传：穿过》2017、《自传：挣扎》2018、《自传：证据》2019、《度过一章：围困》
2020
WU Wenguang ：Investigating My Father (2017), Autobiography: Pass Through (2017), Autobiography: Struggles (2018), 
Autobiography: Evidence (2019),  Riding Through Chapter One: Entrapment (2020)

郝永博：《告别十九岁》2020
HAO Yongbo：Farewell My 19 (2020)

洛洛：《洛洛的恐惧》2020
LUO Luo：Luo Luo’s Fear (2020)

高昂：《焦邢庄之论 1》2021
GAO Ang：Reading Jiaoxing Village Ⅰ (2021)

俞爽：《黄婆滩的老妹妹》2021
YU Shuang：Old Mei in Huangpotan Village (2021)

章梦奇：“自画像系列”10 部，2010-2021
ZHANG Mengqi： ‘Self-Portrait’ series (2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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