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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文是一篇对中国农村移民题材独立纪录片的介绍。文章主要关注移民和火车（或火车站）之间的关系，这两

者分别被理解为一种空间和隐喻。它探讨了在这种特殊类型影像中反复出现的人物，特别那些来体验城市生

活的农村移民，即民工。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今天的中国有近三亿的农村移民。1 然而，这些统计数字只代表流动人口的一部

分。许多人没有登记，因此没有被计算在内。但是，讽刺的是，这个比整个欧洲人口更多的但又难

以定义的人口类别到底什么呢？一半是公民，一半是农村人口，这些人通常被归类为“流动人口”。

他们首先是移民，正是这种流动状态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不再生活在农村，但也不属于城市；他

们融入城市经济，但也从事农业或准农业活动；他们是城市居民，但不一定是公民……由于这一统

计类别结合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它将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利害关系进行了具体化。这

些“流动人口”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采用一种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流动：户口。这份文

件由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通过，旨在避免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它一方面将 “农村”和“非

农村”户口进行区分，另一方面则将个人和居住地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区分就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

了双重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土地和获得公共服务方面；就“融入居住地”而言，它在行政上限制了（流

动人口）获得公共服务。这种劳工被称为“民工”，即来自农村的工人。长期以来，他们在统计和行

政上都是不可见的，但他们在中国经济模式中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只有 2000 年的人口普查让

我们有机会了解到移民的人口现实。事实上，这个调查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如何通过一个人在城市

中的停留时间来定义“流动人口”。其中一些信息令人惊讶。最令人震惊的是深圳：2000 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根据对该市正式登记的人口的评估，给出的总人口是一百三十万。而人口普查的结

果却是七百万！也就是说，超过五百万人在深圳工作生活，但他们的户口却在其他地方。今天，尽

管内陆农村地区——传统上移民的发源地——与其迁移目的地富裕、工业化的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

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大多数中国大城市仍然有几千甚至一两百万的移民。 

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和谐社会”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这是（官方）对中国

大陆社会因无节制的经济增长而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问题的回应。政治上的关注让

民工成为关注边缘群体身份纪录片的炙手可热的主题。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官方电视台设计了

一系列专门刻画农民工形象的纪录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央电视台（CCTV）制作的十集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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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话说农民工》（Talking About Rural Migrant Workers，2009）。这部系列片虽然或多或少带

着对农村移民群体的同情，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没有摆脱典型的宣传风格。事实上，“出现在该系列

中的农民工个体只是被看到，而不是被听到”（Sun 2013, p.5）；这种方法往往是家长式的，甚至

是窥视式的，而由画外音渲染出来的情感让即使真实的画面也显得虚假。 

独立影像则已摆脱了这种对移民居高临下的叙述方式。同样运用纪录片的方式，独立影像对当代中

国社会的移民形象进行了完全不同的阐释。DV 技术的出现，让许多影像创作得以在一个与“主旋律”

电影工业完全不同的另类电影体系中进行。影像导演利用这种便捷的新技术，通常独自或与很小的

团队一起，对新城市现实和那里的移民进行拍摄。导演郭小橹在拍摄她的纪录片《嵌入肉体的城市》

（The Concrete Revolution，2004）时，只带了一个摄影师和一个录音师，在北京穿行。她展示

了老北京是如何迅速分崩离析的——为了给新的中国腾出空间，一座又一座的老房子被拆除。郭小

橹最喜欢拍的地方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建筑工地，在那里，2008 年奥运会筹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这

部充满诗意的反叙事论文纪录片的高潮是其中一个建筑工人在镜头前哭泣：他离开农村来到北京，

从事体力劳动，来养活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哭是因为建筑公司已经几个月没有给他发工资了。

他在镜头前说：“在这个社会，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因此，这部纪录片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介于

主旋律和独立纪录片之间的过渡性纪录片：尽管影片包括画外音解说，这也是主旋律纪录片的典型

方式，但它将现实赤裸裸地直接展现在观众眼前。移民们在镜头前说话，郭小橹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来完整地叙述他们的经历。影像以创新的视觉风格展开，徘徊在导演创造的效果和真实影像之间（整

个过程以时而令人晕眩的节奏进行），其一方面象征性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的不停运转，另一方面也

让观众了解到促使农村移民离开家乡原因的严重性：农村的贫困，以及，尽管如此，对更好生活的

憧憬。 

这一点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事实上，正如萧纪薇（Xiao Jiwei）所说：

贾樟柯的作品不仅仅是对特定地点和时代的有力描述。通过一种诗意且往往带有哀伤的角度来看

转瞬即逝的当下，他对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行批判。如果说在一个社会批评家的眼中，“离开”

故 / 土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差距和被迫迁移联系在一起，那么对一个诗人来说，离开也是逃离现在

和寻求自由——这是现代生存的永久状态。贾樟柯电影中交通工具——火车、公共汽车、汽车、

飞机、船、摩托车、平板车、单轨列车等——的普遍存在，是一个正在经历剧变社会的现实，也

是一个对公民从故 / 土漂泊而来并试图追赶时代变化内心惴惴不安的隐喻（Xiao 2011）。  

萧纪薇谈及的这种不稳定性是贾樟柯第二部长片的基础，该片有一个颇令人回味的标题：站台

（Platform，2000）。像他的第六部剧情片《三峡好人》（Still life，2006）一样，这部影片不是

关于移民工人的。但主人公，一个被困在省级小城的无聊生活中的年轻剧团演员，面对八十年代的

私有化改革，梦想着去更远的地方。这个站台是他们所有希望的出发点。但是，这个小剧团十年来

的经营却在影片结尾走向崩溃，人们意识到，他们只是在原地打转。标题中的“站台”更像是他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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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出发点的站台，而不是让他们逃脱的站台。    

无论其隐喻意义如何，在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中，火车站和火车都在民工题材的电影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电影导演们以此拍摄他们从农村流浪到城市。事实上，他们从农村到城市的旅程是从火车站

开始的，这代表了他们与村庄的最后联系：在火车站，他们吃饭、睡觉、等待充满希望的火车。这

就是为什么 2021 年在法国拉罗谢尔举行的中国电影周（我从 2013 年开始担任策展人）上，我准备

策划一个名为铁路生活（Train(s) de Vie）的展映单元致力于展现民工形象。利用“火车”一词在法

语表达中的双重含义，我想放映那些刻画农民工的电影，对他们来说，火车成为改变他们生活的希

望的象征。事实上，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进城打工》（Looking for a Job in 

the City，宁瀛，2003）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四川一个很小的村庄里，宁瀛采访了

一些年轻女孩。她们迫于无奈，决定迁移到城市。任何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都面临着明显的文化冲击。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来说，这种冲击就大大加强了。事实上，这些民工中有很多是女性，

因为雇主认为她们比男性更温顺，要求更低。在这部纪录片中，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坐

过火车……她们天真又热切的叙述让人十分感动。法语隐喻在这里具有充分意义，因为它所蕴含的

命运这一概念特别符合这些年轻女孩，她们不知道在城里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她们所能做的就是怀

有希望，依靠命运，让自己被……生活的列车带走。  

我放映的第二部影片是《归途列车》（Last Train Home，范立欣，2009）。这是另一部将火车作

为隐喻的纪录片，暗示所有这些农民工所遭受的变化无常，但也表现他们对更好生活的憧憬和对孩

子们的美好未来的希望。为了向我们展示他们艰辛而令人沮丧的旅程，并揭示他们的长期缺席对家

庭的影响，导演跟随陈素琴和她的丈夫张昌华，从广州打工的工厂回到他们农村的家，在那里他们

与两个孩子团聚，这两个孩子被留在陈的母亲那里照顾。通过对一个家庭的关注，范立新将中国普

遍存在的困难状况展现在人们面前。像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陈和张离开了偏远的农村，到城

市的工厂里打工，以支持他们的孩子上学。当中国新年到来之际，他们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回家

看望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留在农村，一边干活一边上学。他们痛苦的两极家庭生活是一种问题，

在其他数百万个当代中国家庭中也有类似的状况。陈和张设法登上了火车，但随后必须继续拖着沉

重的行李乘坐渡轮、公共汽车和步行才能到达家乡目的地。起初，这个家庭的团聚似乎很顺利。但

他们的长期缺席导致（与子女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浮出水面：女儿感受到被抛弃而

对父母表示愤怒，这种愤怒的爆发由此引发一场拳脚相加的争吵。在影片的最后，女儿拒绝继续她

的学业并离开了家。她来到中国南方，并在一家夜总会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自己也成了新移民工人，

重复着移民的悲剧。这部影片的片名指的是影片的最后一幕：母亲为了顾及儿子的学业而放弃了工作。

她只能通过开始一次分离来结束另一次分离。片名也是指陈素琴最后的希望，即不要在中国这列无

节制的现代性高速列车的轨道上牺牲她的孩子。  

与范立欣电影的谦逊风格不同，在宁瀛的纪录片《希望之旅》（Railway of Hope，宁瀛，2002）中，

她关注的是农业工人，他们乘火车从四川前往中国最西边的新疆，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棉花田等待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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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乘客的交流，宁瀛突出了导演的存在感。他们以令人心碎的坦诚回答了她关于他们生活、希

望和梦想的问题。与其他纪录片相比，这部片子中的人们似乎更加乐观，尤其是女性。事实上，资

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经济改革使女性有机会迁移，这让她们对解决经济困难和跨代性别压迫产生希望。

这种通过现代化进程来解决前现代农村保守主义和不平等的方式给她们带来希望。正如埃里克·弗洛

朗斯 (Eric Florence) 所指出的那样 :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同一部影片中，年轻人倾向于提出相对积极和与“解放价值”有关的理由，

例如对与父辈不同生活的向往。这表明，这些人的决定是由各种力量交织导致的，如规范的家庭

和性别期望、关于社会流动的期望、与健康和教育费用有关的物质限制，以及在移民过程中构建

的欲望政治。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以复杂的方式塑造了移民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Florence 

2018)。

对改变自身生活的向往也推动了《苦钱》（Bitter Money，王兵，2016）中的年轻主人公小敏、玲

玲和老叶的梦想。无数次睡在中国火车的车厢里，他们的身体相互靠在一起。他们离开云南农村，

前往湖州，那里有一万八千家小型服装厂，雇用了三十多万名工人。这些年轻的移民一下火车就去

探索这个城市，他们带着背包和带轮子的行李箱向他们的新家走去。新家的建筑是由光秃秃的混凝

土墙和一连串的灰色走廊、阳台和楼梯间组成。宿舍的装饰也同样粗燥，似乎在暗示等待他们的是

非常艰苦且条件简陋的工作。手机是这里唯一的“奢侈品”，可以让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与王兵的

其他电影一样，这部电影也存在大量的置换行为。人们行走，被跟踪，他（王兵）让自己去追踪别

人的脚步。由此，他踏着别人的脚步，坚持这种和被拍摄者的密切关系。这就是他如何拍摄玲玲的

故事的。玲玲被缝纫机的噪音弄得完全失眠，以至于她不能再在车间工作，尤其是被虐待她的丈夫

赶出家门之后，因为他自己也遭遇了悲剧——被机器切断了手指。王兵的镜头坚持表现一种世界，

然后转到另一种情况，对它进行体验。这些人被剥削，极其贫穷，受虐待，精疲力竭，尽管如此，

他们仍相信自己的未来。他们选择来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根据目前的法律，如果他们保持连续

三年的稳定工作并加入几年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获得城市户口。这将使民工放弃在大城市的漂泊

身份，也让政府能够调整个体的经济战略。这样，当城市劳动力市场不再满足他们的期望时，移民

仍然可以选择回到他们的村庄或从事农业活动。

然而，由于中国中西部的经济增长、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以及城市中移民和本地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

小，这种歧视有可能在未来放缓。与此同时，移民的整体状况仍然不稳定。彭韬审慎的目光让电影

也记录到了这种趋势。在他的短片《川流不息》（Wait ，2008）中，演员赵涛扮演一个带着孩子来

重庆找工作的年轻农妇；她的丈夫去了巴基斯坦，她每天都要去邮局看他有没有给自己写信。她有

一个面条摊，和重庆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很快就会被摧毁。幸运的是，她最忠实的顾客是一位公

司主管，他给她提供了一份在他们建筑工地食堂的工作。河流无处不在，无垠的城市延伸到它的两岸，

为了穿越河流，有一些小木屋沿着电缆在泥泞的水面上摆动，这是移民生活一个美丽而悲伤的隐喻。

缆车在这里取代了火车，进一步强调了移民的不稳定状况，他们问题的多重性及生活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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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根据国家统计局（NBS）2020年对农民工的调查，由于新冠性病毒大流行病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放缓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和工
作停滞，中国的农民工人口减少了5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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