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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访谈
采访者：王小鲁

注：此访谈节选自2020年10月9日在京郊怀柔王小鲁对时间的采访。

一  80年代：教育与初步探索

王：我们当然对您的整个历史都想了解，你是对中国电视、还有纪录片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我们也想了解80年代您

的精神成长，包括您的教育，我刚看了您父亲（时盘棋）的摄影展，所以家庭教育当然也可以放在里面。我们知道90

年代有一个新纪录运动，一般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纪录运动，您是其中一个深度的参与者、提倡者及发起者之一。我

们现在能不能从它的前史说起？

时：我是受80年代的大学教育成长起来的，1981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影片编辑专业学习了4年，毕业之

后1985年分配到了中央电视台，做专题部的编导，也就是专题片的编导。从那时开始，我就在思考、在探索纪录片

怎么应该做，我们应该做我们的纪录片，从我这儿开始就要有一条道路，这是很明确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学习的

纪录片、我们想象的纪录片，跟我们正在做的屏幕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实现心中的理想，要完成这个

目标。这个目标感是挺明确的。这也得益于我的家庭出身，我父亲是新华社的记者，记录、真实、时效性、新闻的生

命，这些术语我从小就知道。当然我也知道我们这样的职业可以叫做“无冕之王”，我们相当地自信、自我。当然这

是有前提、有限定性的。后来我也因为这个模糊，而吃了不少苦头，还有很多挫折，这不是今天要谈的。同时我的母

亲是山东电视台的，我对视觉、对影像都有一定的天分吧，就是感觉挺好，我可以凭着感觉做东西，那么这个感觉比

较准一点，这也许是遗传的原因。

也就是这种先天性加上我在广播学院学习了4年。这4年专业性的学习不是等闲的，是非常到位的一种职业的训

练。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先从绘画的素描学起，又从拍照片学起，还自己放照片，还自己拿着红旗摄影机拍的胶

片，拍新闻拍专题，然后自己上剪辑台剪胶片，还有写解说词，做现场报道等。给了我们纪录片的专业训练，新闻的

专业训练，还有就是，电视媒体到底应该怎么样表达自我，表达你对社会的干预，这都是在大学4年广播学院的教

育，我认为它给了我很大的精神的财富。而且有一个特殊性。那个时候教我们的老师，像叶凤英老师、闻华平老师、

任元老师，他们都是刚刚从国外学习回来，他们教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给我们看的，都是国外先进的电视理念

的样板、案例。所以我们在校学习的这4年中，掌握的信息也好、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都是最先进的节目，最前卫的

电视理念制作出来的一些实践、活动。这些给了我一种自信，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晰的一个目的是，我要到电视台，

我要改变中国电视的落后面貌。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从小红小兵、红卫兵一定要解放台湾的那种远大理想，什么农业

学大寨，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就是要改变中国电视的落后面貌，这是有雄心壮志的，但这种雄心壮志

不是二百五那种，确实是你觉得你掌握的比起你现在看到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全国电视屏幕上那种落后的、土老

帽那种，反差特别地大。

比如说我有一个师兄叫丁海燕。陈刚、丁海燕他们在中央电视台实习，他们是79级的，是我们的上一届的编辑专业

的，他们做的潍坊监狱的纪实采访，都没有在电视台播出，虽然是他们在电视台实习做的作品。因为什么呢，它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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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采访。这玩意在电视台说是有争议，可是对我们来说，那时候电视可不就得纪实采访吗。不行，不给你播，有争

议。然后我们就特瞧不起中央电视台，怎么这么落后！我1985年分到那，这种落后的思想一下子也让我迷登了，陷入

进去，我也走了大概是半年的弯路。因为那个玩意 一旦你干起来，人家都这么弄，你也身不由己，于是就忘了同期

声，就是写解说词。我处女作叫“我眼里的爸爸”。当然了，我有这种切身感受，这个父亲他是青岛市的园林设计师张

元初，我把对我父亲的这个感觉用他的女儿的口吻表达出来，词是我写的，因为这种切身感受性的主观性的东西还

有点打动人，所以这个片子获了奖。但是这跟纪录片又没关系，它没有同期声，没有纪实的画面。后来我觉得这样不

行，我第二个片子就开始用了纪实采访。可是那时候不成熟，你只不过是知道这种技术性的变革变化是多么重要，但

是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我觉得，知道我的纪录片要表达我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必须

是独立的，必须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如果与别人一样的思想也没有价值。当然了你有的时候越不一样，你甚至跟政

府的提倡的这种观点都不一样，你反而因为这样才叫独立性，价值反而更大，当然你这样也不可能在公共媒体出现

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纪录片它不是媒体的节目，纪录片不等于媒体的节目，所以我后来我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把纪录片分为媒体纪

录片和个体纪录片。个体纪录片就是独立纪录片，就是当年的所谓的地下纪录片，这是划等号的。当然个体纪录片

有的也不完全是独立纪录片，因为只要它是用个人的纪录方式制作出来的，它未必需要有什么思想，只是个人生活

的一般性的记录也是可以的。当然这看它的价值多大，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说我们当年做这种媒体纪录片挺不容易的，后来觉得媒体纪录片这条路还特别难走。比如说我有一个1988

年开始拍的《天安门》没给我播出，说我调子灰，为什么会调子灰呢？就是我没有用歌功颂德的音乐解说这样的方

式来做，而是用更多的生活实况，当你用同期声用多了，你就不能用主观的那种臆断式的、所谓的我们叫歌德式的

语言，歌功颂德式的语言。可是那个时候的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刚刚从文革结束，实际上还在文革的遗毒之下，人

们习惯了假大空的话，习惯了红色的腔调，口号式的、歌颂式的语言，如果你没有说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话，你就被

怀疑别有用心。所以说我片子调子灰就没给我播出，就给我开了个......不是批斗会吧但也差不多，是那种讨伐式的

批评教育的会，全台搞。我当时虽然很有压力，因为那时候毕竟才20多岁嘛，但是我也横下一条心走这条路，是因

为我从专业的角度，当我知道了真理就在那儿，为什么不跨过去？我也是很难屈从。后来有别的机会，比如说创办

东方时空，那么我就通过正大光明的方式，那个时候正好也是媒体要变革，所以我就把我认识到的记录的语言、纪

录片的语言、纪实性的语言，同期声为代表的这些语言用在了“东方时空”。我用我的专业的修养、专业的训练、对

语言的实际的探索后的成果，带领了一帮子人，所以后来当我成为“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时候，我们团队已经为那

个时候的电视改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了。

王：对，您刚才说到那种形式本身，就是同期声等等，他们就会觉得调子灰，这种形式本身对他们来说是引导性太

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其实我还想知道早期的事情，您刚进入北广的时候，其实当时纪录片的观念是不是还特别

落后？因为文革刚过，您说过您母亲以前在山东电视台工作，之前纪录片都是什么新闻简报之类的。

时：对。我们是文革当中成长的，当然了你说文革当中能给予了我们多大的养分，比起比我们大10岁，出生于1953年

的人来说那是要少的多。我是1963年出生的，文革开始的时候，66、67年我们才三四岁，也不懂什么事。但是我们到

了十三四岁的时候，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那时候毛去世的时候我13岁，他去世之后也还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

现在说起文革术语，包括看样本戏，那都是特别的激动。可是出于职业的原因，出于我个人的后来的学习，对我来说

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具有反思的能力，我经常看一些书。当然了这也给我本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我跟

我的父亲都会有争论，这种争论几乎酿成家庭的悲剧。我父亲这个人不苟言笑，他是1948年参加解放军，按说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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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最年轻的战地记者，那时候他十六七岁就拍照片了，拍的也还挺不错。所以他经常说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给了他

一生的荣誉，培养了他。其实按照他的资质，如果不打仗，他不参军，好好念书，也会是一个挺有出息的人。但是他

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当然这个细节上我也不方便多讲。

我想80年代的纪录片的作者们，他们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者，是走在前头的人。首先从纪录片语言上，就是技术

语言上或者是电视电影理念上，是一些掌握了先进理念的人，用同期声。其实纪录片最关键的标志就是看你用不用

同期声，怎么用，你的解说词少用到什么程度，这个技术指标就是这么定的。看你记录什么，看你想表达什么、怎么

表达，要说这些术语、这几个指标，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可是开始我们确实挺难的。要凭感觉，要依赖于你记录下来

的影像，早期我们的探索是纪实的嘛，你不可能去像赫尔佐格那样重新写一段演出来，我们是比较机械的那种纪

实。我们当然同样认为，在中国转型的时期，我们完成这种记录，是最真实的本真的记录，是最有价值的。当然也把

我们自己的工作看得相当神圣。

不过怎么说呢，这种个人的努力在一开始都是特别难的，也有很多委屈，而且这需要极大的投入，像我还卖了冰箱，

我还做了很多像软广告、二类广告那种节目。那时候正好赶上亚运会，之前呢电视台有一个创收的要求，就是说你

拍个20分钟的企业宣传片，你可以收4万块钱，2万制作，2万交到电视台。一般我们2万的制作费也花不出去，花不

到5000，还剩1万多就揣兜里了。那么我就把它用在《天安门》这个片子的后期的完成上，所以个人付出是相当大

的。那么后来我们觉得自己千辛万苦，又见到真理的曙光了，又有成果了，多想跟人分享啊，于是就录成带子，给这

家看，给那朋友看，我还给了两个台长看 ，一个是洪民生，一个是陈汉元。陈汉元没给我信儿，洪民生说，你这个太

长了，访谈那么长，我都快进看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的观念，但是一方面说明我还能找着台长看，洪民生是管宣传

的最大的台长。你现在你找个台长看看，你找主任你都找不着。我们那时候的人挺单纯的，当官的也单纯，他还跟

你说他接受不了。我就想在电视台播，怎么可能播呢！于是我就想有什么展映的可能，因为我的同学，大学同班同

学，那是最有质量的对话者，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中国人在镜头前面能够这么自信，这么表达，因为没看过这样对着

镜头的个人，不是当官的，很少有人对着镜头说的，我们《天安门》那是最早的一种同期声的讲述。按说这个玩意现

在是司空见惯的，电视就应该是这样的，可是那时候一个都没有，全都是不让张嘴。

80年代，一个是人人都是想探索的、想创新的，想有专业上的建树，就是人挺向上的，也没有那么多猥琐的想法，

自我算计，这个很少，而且栽赃陷害这种事儿也很少，也没有，大家都还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回想起80年代，我唯一

遗憾的就是下饭馆儿时间太少，那时候可能没有地沟油，老师傅还在，你点几个像样的传统菜，你也能吃到味儿，可

是根本就没那心思，其实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另外一个80年代的好处是什么呢，让你永远在学习，那时候刚改革开

放不久，各种思潮，你听的都是耳目一新的，因为以前你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那都是恨不得就是解放前的，都文革

中，这之后，春雷一响天地动那样的，完全都是热血沸腾。像我们在学校看《两个人的车站》，看一些外国电影，包

括我上了班以后，中日电视节目交流给我的印象也是相当深的。第一个让我看傻了的就叫《浪花杀人学校》，那应该

是1986年，可能在红塔礼堂还是在哪儿看的，是第一届中日电视节目交流中日本的纪录片，看完了我们几个人都回

到办公室还在讨论，不光是我这同龄的，还有李绍武。李绍武是我的前辈，他说人家这纪录片拍的跟故事片似的。

这说明纪实的魅力啊！可是我们就没有跟踪纪实的做法。从那一刻开始，跟踪纪实、跟踪纪录，那就成了必要的一

个手法，就是跟拍。以前哪儿有跟拍，都是自己设计好了的，走一下，从高坡往低坡走，从低坡往高坡走，还有拍日出

日落，这辈子不知道拍了多少日出日落，没啥用的。

二 《天安门》与新纪录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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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知道2002年有一个纪录片会议，当时会上人家提出来说，你们提新纪录片运动，他认为这个新纪录片运动的

语言，其实从80年代初就有，您是怎么看这个说法？他就是想把新纪录片运动的时间期限往前提。

时：不行。我觉得不应该，“新纪录片运动”这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提它是感觉到了一种我们发自内心的呐喊、我们

的一种要求。我们在《天安门》开篇词上就讲，我们尊重历史，正如我们尊重生活。我们尊重这个历史，我们尊重这

生活，在这之前的所有的作品，电视作品我认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要在屏幕上、在官方的媒体上见面的。

80年代什么时候才有了不依靠公共媒体跟观众见面的呢？那就是我们这些作品——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我们

的《天安门》，何建军的《自画像》。当然创作时间是1988年开始的，完成片子是1991年，所以明年应该说是30年。

91年我们在广播学院开了一个新纪录片研讨会，在会上我代表我们几个朋友宣读了一个宣言，我们希望倡导在新的

时期，我们来创作纪实性的纪录片，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你没有独立的思想，你只有技术语言的同期声的出现，

那时候新影做过几个《零的突破》什么的，那个都不应该算的。当然了，这个是对立起来的，可就是这种对立，你才

有可能出现意识形态的不同的声音，所以新纪录片新与否就看它的声音是否有不同。如果相同的就不应该算新纪

录片，再加上运动，它更应该是如火如荼的，有一定规模产量才能够，你可能叫新纪录片的出现，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要叫新纪录片运动，必须是90年代初，1991年。

王：1991年，《天安门》是1991年完成的，《流浪北京》是不是1990年就完成了？

时：对，他可能是1990年就完成了。

王：但这个概念的提出是1991年？

时：对，新纪录片运动是1991年。我们专门开了个研讨会，是有标志性的活动的。

王：对，研讨会的内容我看到，但它的标题不是新纪录片，叫“北京纪录片新作品创作研讨会”。

时：对。

王：但是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新纪录片？

时：对，新纪录片，发表出来的标题把我们这个改了，本来的设计是我们跟王纪言老师，因为有几个广院毕业的学

生——我、陈杰、王子军我们到老师家，把我们的作品，把王子军在北京台的几个作品，还有《望长城》——因为光

我们的，也感觉也说不过去。老师会觉得你们也光弄你们的，我们也觉得我们不应该太自私，所有的我们认为有纪

实语言的都应该算进来。

王：其实您的界定按照您刚才的说法，不应该只有纪实语言，还得有其他的精神在一起才能算新纪录片，对吧？

时：对。

王：《望长城》是91年播放，我也看了我觉得非常好，它的确是纪实语言，探索得非常深入，但是问题是它的意识形

态，当然它有平民化，但是您觉得它可以纳入新纪录片吗？如果说你没有老师份上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话，您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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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纳入吗？

时：我觉得……从技术上是算的是吧？如果你要注明一个意识形态、或者说一种思想性的话，那它有不一样的地

方，它是顺拐的，对吧？现在如果说从纯艺术的角度看，有必要这么强调意识形态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当然

了，因为对纪录片的定义它也是发展的、也是变化的，我认同你们这一派强调纪录片的意识形态。

王：还有一个是生产关系，其实也在里头。

时：对，生产关系就是你官方媒体的产生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了。可是早期的纪录片它必须是脱胎

于、必须是依附于电视台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是做不了片子。像我们是后期变了，吴文光也是拍摄之余（他

在做《中国人》），他才做的《流浪北京》 。如果没有《中国人》，他就没有条件做《流浪北京》。当然了，《望长城》

它压根要表现长城有多么重要。……挺好，你这个问题挺好的。

王：很难回答。早期你们的讲话，比如说你们当时在谈这个的时候，在西单也谈过，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在回忆现场，

所以说我从现场里来看其实你们当时定义就是一个独立纪录片的概念。

时：对。

王：如果说把《我毕业了》和《望长城》放一起，你就觉得他其实当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看了一下当年的后来被称

为独立纪录片那些作品，其实都没在电视台上正规播放，包括《天安门》，对吧？

时：对。

王：包括——哪怕《当兵 》，《当兵》它在电视台播放了之后，都是完全是两个片子了，然后包括《八廓南街》其实也

在电视台播放，但是播放的时候是完全改掉了，所以说他自己认可的作品其实都没有在电视台播放，这就可以说明

问题了，对吧？虽然说吴文光他的确是借了电视台的资源，但是他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制作出来的时候，他绝对不

会想到说我这个可以电视台播放，所以说他创作里头的那个创作意志，其实已经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了。

时：嗯。我们要看重他是否是处在一种独立的状态下，一个是独立的思想，第二是独立的工作状态。所以如果说这

样的情况下媒体的纪录片的价值就要打问号了，因为它是为媒体服务的，而媒体它有很多依附关系，比如说政治

啊、经济啊，是吧？而这种个体的纪录片它充分具有这样的独立性的，所以它更加自由、更加真实，它没有什么顾

忌。所以当很多西藏、新疆出现不同的媒体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不让我们纪录片的导演去呢，哪怕个人的

纪录片导演他作为一个导演他应该给社会留下最真实的记录。当然这种只是一个异想天开了，但是这说明我对媒体

纪录片的局限性认识得还是比较深刻的。凡是你拿了人家钱，你就必须得给人一交代，这是你做人的问题，不是你

技术创作的问题。有很多导演他拿了人家的钱，他按照自己的搞法搞，最后他自己也没有弄出多大动静来，因为他

就做人都不行嘛。所以我不觉得媒体的纪录片导演有什么丢人的，因为你拿了人家的钱，你就得去完成这个播出，

你就要受到这些限制，你的作品就要打折扣。但同时你也就想着这是一活儿，它不是一艺术创作，尤其是不能算作

纯粹的艺术创作是吧，这个我也非常理解，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那么你同样在这个环境下，你可以积累你的各种

优势了，然后将来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一个，做一个能够了却心愿的这么一个作品，就算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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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媒体纪录片它有很多限制，这限制还经常变化标准，像80年代它可能还轻松一点，现在绷得太紧，曾经我们还

能打个擦边球。比如说国庆35年我做了一个《魏家胡同》。从一个胡同里面我挑了几户人作为国庆片的一个纪录片

的一个映照，不是直接歌颂的，因为没有用一句解说，那个时候我一句解说不用就让我播，那也是破天荒的，那是

1994年。1994年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1993年有东方时空……

王：你看过怀斯曼吗以前那个时候？

时：当然看过了。

王：你比如说那个片子会受他影响吗？

时：没有。怀斯曼的片子我一个都没看过，但是我从吴文光那早就知道怀斯曼。

王：那就是没看过？

时：但是没看过，这种片子不用看，你不用看，就看你拍什么就完了，对吧？没有业务上的学习。怀斯曼的东西它没

法看，他完全是一个独行侠是吧，他那玩意你发展不来一个队伍，是吧？他靠自己个人的人格弄他自己的独到的视

角，你学不来。怀斯曼的东西也不是让你看的，它是给历史看的，对吧，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对怀斯曼只是保持人

格上的敬重，他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小川的我还看过个片段，就是机场那件事那个题材。我总觉得这种独立纪录片

导演的作品不是给我们大众看的，就不是给你看的，你就用不着看，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就足以启发你了。他就是要

记录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值得记录的事，就是比你的事件，不是比你的多么会编这个片子，多么会表达、表现，而是

比事儿。你能记住这事儿吗？你能拍下来吗？那是最要价的，既是价值的价，也是身价的价，也是代价的价。最要价

的就是看你拍什么，是吧？是什么事件，不是一个现象，还得是个事件，这是最了不得的，所以怀斯曼，咱们就只尊

重这个人就行了。

王：咱们就讲那个小组（时间在80年代末和朋友一起组成的纪录片小组），那个小组其实后来也没有说一起行动，

就是说促成一些什么作品？

时：对，有过一些作品，以小组名义做的是《我毕业了》。

王：他们，其他三个成员都参与了吗？

时：也没参与，但是这作为小组出品。

王：当时我看到小组名字还叫结构，就是结构这个词是在当时是从结构主义来的吗？

时：不是，是我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所能找到的比较恰当的一个单词，我们是用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然后找到相

应的单词，4个人4个字母 然后找到了4个单词，再把这个单词翻译成中文，就是“结构 浪潮 青年 电影”。

王：但这几个词现在来看，在当时特别前卫，包括浪潮。那时候哪有小组的意识？当然有小组的意识，比如说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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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什么小组，类似这个，但是电影领域没有，或者说很少。

时：是，所以我们挺前卫的，但是后来没有在纪录片的前卫领域继续操作，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世俗化作用或者

说是社会影响力。如果你长期做这种前卫的电影的话，一个是没人看，再一个你自己也没法生存，所以我们都向媒

体靠拢了，接受了媒体的橄榄枝，把我们的才华也好、想实现的东西好像都在媒体的工作里面完成了。所以所以人

家不知道的就是以为好像“东方时空“是天上掉下来的，错了。“东方时空”是因为我们这些有过纪录片创作经验的人

加入了之后，它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它才有了这样的职业精神。

王：是，我看到您在之前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还有独立制片的这么一段经验是吗？为什么会有？当然《天安

门》就是独立制片对吧？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时：我有《天安门》的经历之后，我在纪录片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有很多人来找我做片子，有的时候需要我自己出

钱，有的是商业性的，能挣钱的，这个就大概持续了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大概是一两年的时候，我自己花钱做了一个

《我毕业了》。然后有拍一些浙江村，拍过一些小的东西。

王：这些独立制片的作品有一部分其实还是给电视台的，一部分像《我毕业了》 没法给电视台的，是不是能分为这

两部分？

时：对。电视台不是中国的电视台 。

王：那时候跟哪些国家有合作？

时：我只是一个制作，我不跟播出机构发生联系，有人让我帮他们拍这些东西，我就拍一些东西。

王：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合作了？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一般说90年代末跟BBC等有一些合作，像 蒋樾、段锦川他们，但

其实这个在90年代初就有。

时：对 ，90年代初，因为他们电视媒体不太方便到中国来工作，他们需要一些视频。然后我们就利用我们的优势拍

点东西，当然也都是一般的街景或市井生活。

王：成片的少是吧？

时：对，成片子的少。

王：但像《我毕业了》你做完之后，包括《天安门》有在别的地方放过吗？

时：有一些电影节，电影节放。

王：《天安门》在哪个电影节放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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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天安门》在香港电影节接受到邀请，但是中国电影代表团抵制，就没有放成，后来又在哪个电影节我也记不

清了。然后《我毕业了》是在鹿特丹电影节，在MoMA美术馆。我这两个片子放映的时候我都没有出去，因为我要降

低我个人的这种目标，因为我在电视台工作，我为了出这个名，我损失很大。我是把它作为我个人的艺术探索，我不

这样做片子，我受不了，但是我并不是说要靠这个片子博得什么荣誉，我也不是那么一个人。我有我专业上的使命，

或者是属性、或者是宿命，我必须得做这件事。可能这件事有风险，甚至要有很大损失，当然了你得算计，可是如果

说这个东西挣多少钱，有多大荣誉，这个是我不能考虑的事，可能一般人理解不了。

王：《我毕业了》有些地方好像您是和王光利合作的对吗？

时：对，王光利。最早的想法是王光利他们的，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找到我，我说那我就去吧。拍完了，因为整个

的思路就完全按我的来了，原来他们有些想法后来我没有同意，然后就跟投资的有一个老板，可能是开饭馆的吧，

王光利说，要不这样，咱们自己把它拿过来，我说可以，然后他说我去看看价钱能不能便宜点。我说，因为我们做完

了这个片子后边有一些活动，如果老是有这么个人，他让你去还是不让你去——因为开始对我来说就是投入很大的

事情，也是压在我心头上的一件抹不掉的记忆，我就全力以赴地做，因为也是个人情感上的付出嘛。做完了，反正我

也没有直接谈，跟最初的一个投资的，是王光利说大概两三万块钱，他说你要不要版权，我说可以，那我就要呗，也

没有见面，也没有签什么文字。

王：这个片子现在来看，的确很自由，那种形式上，它不是一个纯粹纪实的东西，最初你们要拍的是基于一个什么样

的想法，跟89有关吗？

时：是因为这届学生，我们拍的是1988年入学的学生，他们是1992年毕业的，1989年入学的大学生就没有经历过这

件事儿，经历过“六四”的最后一届的大学生就是88级，他们92年毕业。他们毕业前后的状态是值得记录的，因为

他们要告别他们最魂牵梦绕的首都北京，所以在最后的时刻这些人想说什么话、有哪些表现，比较大的就是在车站

的告别，同时还有一些日常当中的依依惜别。这些对我来说，我挺理解他们的，因为当年在运动的时候，我就是现

场的一个目击者，当然我对那些年大学的校园生活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王光利他们有几个大学里面的同学，这些人

他们共同创意的，至少有三四个人是为这个片子的策划者，我不算策划者。但是他们想做这件事，又没有一个导演，

于是就找到我，可见我的在江湖上的知名度。他们都是在校生或者刚毕业，找到我，因为我对这件历史事件也是特

别有触动的，这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件事，我经历的历史事件就是这一件了，我不可能抗美援朝去，什么大跃进大炼

钢铁去，上山下乡我没赶上，但是这件事改变了我。所以我特别当个事儿，我也相当地投入。但是我现在看回过头

来我看我编的片子也是破绽百出，没有什么很成熟的一些想法，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整个的夏天他们要离开校园

了，那么我在这个片子里面一开头用了小黄的，黄什么刚的一个歌，那是我的对纪录片的纪实语言的一个反叛，有的

东西它本来就是主观的，它不是纯被动的客观，所以我在手法上这我认为是有创新的。后来张元导演特别喜欢这

段，因为我还把它调了色，他是当事人，是这场运动的当事人，对他来讲这就是个梦境，对我来讲也是个梦境，怎么

把我们主观的记忆夸张地表现，这是我们之前的纪录片回避的，我这次公开的希望纪录片不回避自己的主观的态

度。当然看什么事了，你说有两家打起来了，你不回避你没办法保证你的客观中立。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不知

道他们怎么找到我的，然后我弄着弄着越陷越深。

王：那时你在里面参与拍摄了吗？

时：当然了，主要是我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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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那个时候其实你的主业是在电视台工作是吧？但是这个题材肯定不可能电视台播，那你想到拍的时候我要给谁

拍呢，还有放给谁，有没有这个想法？

时： 没有。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电影节的概念了，有吴文光这样的朋友了。

王：就知道这样做也是有观众的，90年代初这种独立作品其实观众还是很少，空间也很少。

时：不是观众的事儿，是良心的事，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说什么观众啊，我现在做的东西都是，我现在要

退休了，我现在做东西，你说你在哪儿放你管着吗？我自己愿意做，我有我的想法。我刚才就讲一般人做不到我的这

个概念，因为这是我经历当中最震撼我最震动我的一件事，我对它是有回忆的，我必须要把这个记忆给它找回来，

我要做这件事，不然我对不起良心。

王：那件事（89）对您创作的影响是什么？

时：就是要想到中国的问题，要通过纪录片的语言，要帮助人们能够解决我们社会发展变革当中的问题，而不是只

有矛盾、冲突、问题。

王：其实当时我看到采访，是吕新雨采访的。吴文光当时说那个时候对他的触动是，说那事之后整个北京就安静下

来了。他们其实对80年代的一些纪录片方式，比如说《河殇》，那种就是云中布道的方式的一种反感，因为就是自

己对自己的一个否定，对80年代那种个人主体性的张扬其实是一个否定。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纪录片的重要

的倾向是：我谦虚下来，我作为创作者，我要让他们说话，我更加隐藏自己，其实对自己是一个否定，那个时候有这

么一个东西。

时：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反感这种宣传性的语言，我是要用纪录纪实的语言，我跟吴文光不一样。吴文光是自

己摸索出来的，我们是学这个的，知道你怎么拿笔就应该这么拿笔，是吧？吴文光无所谓，我只要写出字来就行，管

我怎么拿笔，我攥着我就捏着掐着是吧？可是我们不行，先写字之前先教你怎么拿笔，我就觉得他这种明明都是一

样的笔，他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侮辱了这种拿笔的方式吗？我看不上《河殇》是这个原因。并不是说个人的作用有

多大，而是说他不该这样说话，不说人话，这不行，不说人话是不行的，不能容忍的。别人这么说，你也这么说，总导

演夏骏他跟我一个系的，但是他比我高两级，他身上的左的范儿就浓。

王：其实那时候您还是积极的，其实您这是非常积极地要去介入社会，要改变它。

时：对。

王：你反感《河殇》其实是因为它的鼓动性？

时：对，它的宣传性，它并没有用事实来说话。

王：不管它最后结论是对的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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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

王：你这个手段是指……？

时：对，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最后，那再说了，首先你这个姿势就不对。

王：姿势不对，非常理解。后来我看到您说过一些，有一点我特认同，做纪录片的过程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您也

说到您从纪录片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时：做纪录片的过程，实际上我觉得学习最大的过程是你做媒体纪录片的学习，实际上你是一个成熟的思考者。而

你个体纪录片你要有对事实有感性的冲动，然后你觉得必须要记录下来，这不能再思考，思考完了没了，所以你的直

觉非常重要。这是个体纪录片要看重直觉，但是最后你背后的思考成熟度要靠你做媒体纪录片带给你的学习机会。

我们一般媒体纪录片他会有一些专家学者参与策划讨论一些事情，这些专家学者是我从80年代以后我做《天安

门》、做“东方时空”、“实话实说”，弄一大堆社会学者，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比如说，秦的大一统是对中国最大的一

个毁灭，好，这些问题是光我自己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吗？不行，我必须有秦晖这样的人跟我一块思考这个问

题。当然了我说我跟秦晖老师一块思考，显得我自己太能干了，实际上这些问题他比我早好多年，但是我的想法是

要通过他的印证。比如说我看《色戒》，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李安有点过分，人家满门忠烈，你给弄成见利忘义

的了，后来大概半年后我就觉得李安真是最伟大的导演，就是要表现这种人权大于主权的概念，他实际上是在说这

件事。我就觉得李安真了不起，像这样的认识，你这个认识你必须通过整个的社会精英，你有一个精英群影响你，

作为你的智囊，让你长见识，让你丰富你的阅历，否则你自己得看多少书你才能悟到这样的真理性的东西？我指纪

录片的带给我的学习的机会是这样的，我通过拍摄要找人策划，要采访，我交往了一大堆社会学者。

王：我的理解是除了这个，还有比如说和那种基层的生活的接触。

时：当然，你的社会现实问题暴露出来的会让你有一个接触社会的一种可能，你没有见到这样的事实，不会触发你

这么去想问题的。

王：还说这个新纪录片运动，这个发起说有几种说法，我看有个访谈说吴文光最早也提出这个概念，但是真正的当

然大规模的推动，还有一个包括开会，新纪录片会议，其实您那时候在推动这个事情。至于谁提出来的，当然我不

知道这是不是重要，我觉得实践家更重要，对这个来源你现在能有其他的记忆吗？

时：我当然记忆犹新了，这个运动就是我们深度策划出来的，不是简单的大家两厢情愿、几厢情愿就能搞起来的，

不是。要在哪儿搞，都选哪些片子，怎么样说动老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连一个放映环境都找不到，而现在当然条件

不一样了，我们新影大礼堂你随便搞，可是那时候我们是孩子，要靠别人的招牌，要真正把它向全社会来推动出来，

我们并不是想自娱自乐，而想影响社会的。我们希望媒体报道，我们希望大众看到我们的片子，我们以为我们搞这

样的推动，会让电视台能够放我们的片子，因为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苦闷，他们也没有经费，他们连拍摄的条件都

不具备。我希望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带动整个的创作的风向，并不是说只是让我们几个人有了交流的机会，自娱自

乐一下，互相肯定鼓励一下，不是这么粗浅的，而是希望能够影响社会，能够让社会接受的，能够影响意识形态，能

够先获得专业方面的、专业领域的认可。比如说我们请了周传基、司徒兆敦，还有我的一些老师。但是没想到，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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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片子让老师们看了目瞪口呆，再加上我这个片子，还有《流浪北京》里边有一句非常他们难以接受的话，“我

他妈卖逼也不卖画”，这让老师一听完全的崩溃，我的班主任叶凤英老师说时间你怎么拿这个片子放，我说人家这

纪录片嘛，猪跟猪肉一样吗？你吃的猪肉都把毛都摘了，都洗干净了，猪就是那样的，他们没见过。

王：当时您推的那几个片子是哪一些？《流浪北京》还有呢？

时：8个片子：《 流浪北京》、何建军的《自画像》、傅红星的《西藏50年改革纪实》、我们的《天安门》、冷冶夫的

《押运兵》、还有《望长城》。

王：《沙与海》有没有？

时：好像没有。好像还有陈真的。然后我在会上还发表了一个我们小组的倡议，倡议里面提到了我们要掀起这个新

纪录片运动，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

王：一个正式的亮相。

时：对，正式的亮相。我念的宣言、建议书、倡议书，实际上就是个纲领，后来不管说这个得到社会媒体的认可与否，

反正它在专业的这个范畴里面口口相传，应该是影响很大的，然后这之后又出现了很多纪录片。

王：当时您那个片子（《天安门》）放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响？

时：那也是很震撼的，我虽然用的是那种媒体的语言比较多，但是思想性的感觉是很明确的，就是表达我们对历史

的态度。我放的是最后一集《往事》。

王：其实这些片子有个统一的特点，就是纪实性比较强对吧？

时：对。

王：这是它主要特点。还有什么其他特点？个人化？

时：对，个人化。当然更主要的是审美的反差，就是摧毁你以往的视觉经验，你没见过这种，这是最了不起的，你刚才

讲的这些都是术语，条条框框的，你从分析上那可能就是个人化、纪实性，但是这个效果你没准备。

王：其实里头的思想倾向他们也受不了，我觉得。

时：对，这样反映的带给人最大冲击就是价值观。

王：再说这部《天安门》，当时它的生产的具体条件是什么？钱哪里出的？

时：最早是我自己拉着赞助，是美国运通公司赞助了20万块钱汇到台里面，当然我也是用中央台的名义做这个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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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片名就不能用了。而且我拍的过程当中我也调整了表现的主体的内容，比如说以前我是觉得天安门这个

事物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我可能也回避不了它的政治内容，这也毕竟我是为了89年的十一播出的一个片子。但

是89年的6月份我们的媒体啊，意识形态就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过去可能我有个人的创作的空间，现在在电视

台播出已经不可能了，不管我内容怎么样的变化，只要叫这个名字就都不行了，它已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伤口了，或

者是回避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不可能再用这个名字了。我感觉整个的社会是窒息了，停顿了，不可能有我的表达的空

间，那么我就更加地单纯化，就是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来完成这个片子，最后的讲述，当然这既要有内容的调整，于是

后来我在1990年补拍了一些，1989年之后也补拍了一些，最后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生活在北京的个体的人们的一种

生活，当然了也有我们作者个人的记忆。

像第8集，它是以解说为主的，纪实的段落几乎没有，或者说是很单薄，其实想把自己的情感、情绪也都记录下来，

所以我也是这么理解纪录片的。纪录片有的时候它可以记录你的主观的思考思想。在我拍摄这个片子立项之前，同

时还有一个老前辈叫佟国平，据说他也立项了一个叫《长安街》的这么一个片子，但是我自己下功夫去找，我那年好

像岁数也不大，25岁，我找来了美国运通的20万块钱打到中央电视台的账上就开始拍摄了。用我当时的部门主任的

话，说我不好意思打击你的积极性，既然钱你拉来了你就做，做完了赶上89，运通也不会再提那个钱了，他想跟我

们撇清关系，跟中国政府他都想撇清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钱也没有了，也不让我再做了，到底这20万花完没有

呢，反正我的设备给我停了，钱也停了，怎么办，我就自己筹资筹钱做的这个事情。

王：后半部分是独立制作？

时：对。

王：但那时候制作的候已经觉得不可能再在电台播了？

时：对，因为我们是1988年开始拍的嘛，拍到1989年，这个就感觉不可能再播了，后面就都停了。像吴文光参与的

《中国人》他们就停了，我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要实现我的一些想法的一个创作，下了这么大功夫，我还是坚持把它

弄完了，前期的拍摄也没有完全结束。

王：运通当时给的钱是什么目的呢？

时：就是要让我在这个片子前面打一个鸣谢，本片由运通卡……用他的运通卡这个画面。

王：是广告的目的？

时：对。

王：这个挺复杂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制作过程，后来有了改变，咱们说新纪录片运动到了后来发展1995年之后就

有了DV了，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认识 DV的属性？

时：后来王子军他在北京台做了这个叫“家园”，是吧？老百姓自己拍自己，这是成为了一种新的记录方式，那么我

们作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人员就希望这样的记录能够变成老百姓的一种表达自己情感、发现问题的一种手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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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社会的需求，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起到帮助他人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小组的一种价值观，就是这个武器、办

法、手段不能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应该社会大众都有这个权利，都能够表达自己的主张。

王：对，我记得看您当时的一些言论，觉得你自我的分析特别的犀利，你说你是自我分裂比较成功的一个人，《我毕

业了》之后，其实你自己个人认可的作品一直是没有的，对吧？ 

时：对。

王：我觉得你一直把在中央电视台的这里面这些栏目纪录片和那种作品式的纪录片分开。

时：新纪录片运动在中国你想生存下去是很困难的。它无非就是两条路才能让你生存下来，一个是跟媒体结合，你

有本事有手艺，你可以按照别人的定制的东西你来做，然后你有收入；还有一种就是商业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商

业，但是90年代初商业化的需求不大，市场没有，现在有了，所以现在你凡是有点制作能力的，你都更多的是选择组

建公司，就拉活挣广告的收入，挣制作费。但是不管你选择哪一种生存法则，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活法，你自己做纪

录片的，那种独立感的独立纪录片都是大打折扣。当你掉进钱眼里，当你为了生存，你不可能有那种斗志，这是需

要斗志的，我讲的斗志不是非要去跟谁斗个你死我活，非有什么政治倾向，没有，就是特别顽强的一件事。

我们过去的是很沉重地走到这一步，因为太难了，这种创作机会难，你不可能不深思熟虑，不可能就是一把就凭感

觉抡袖子就上了，这还得仔细掂量。咱不说政治上的安全了，就是说经济上的负担，还有你的这种精神压力，你做这

个东西，是否对得起历史，你的思考的成熟与否也是个挺大的负担的，行吗这样？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不是我们这

一代，有思想包袱长大的，他是完全凭直觉是吧，想唱就唱；想拍就拍，这样吧高产，反而没有负担，反而纯粹，我觉

得这是人种的进步。我们是再三地掂量，倒并不是说名利的事儿，而是说你说准了说对了吗？反正我就有这样的负

担，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好，纪录片就不应该想那么成熟，否则那成了论文了是吧？你纪录片就是要有直觉的，你喜

欢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重要，你非记录不可，那就先拍了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