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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這份電子刊的編輯工作是《電影作者》發起的，起初八月份時在宋莊影展

遇見毛晨雨，他說《電影作者》想做一份獨立電影年鑒，我覺得主意不錯，有

益於圈內圈外同好，便答應加入編寫。醞釀過程中，緣於“自我生長”考慮，

我提出建立專門的網站或依托某個網絡平臺進行開放式自助編輯的思路，但不

現實。後來討論的結果是不做成“年鑒”式的檔案，而是編輯一份由作者和影

展、放映點、獨立電影團體持續合力協作、逐年升級、層積式的資料訊息集成，

有點像“旅遊指南”，內含很多網頁鏈接，一站式服務，工具書性質，為作者、

機構、觀眾和研究者提供一葉小舟。

這項編輯工作正式啟動是在 2014年 1月 14日，1月 30日完成 1.0試讀版，

春節期間四位責任編輯加班加點，終於趕在元宵節&情人節前完成 1.1正式版。

按照我們最初的編輯思路，是想整合出一份包括作者篇、制作機構篇、策

展人篇、影展&放映篇、獲獎篇、評論篇在內的 2013年度中國獨立電影集成式

資訊。因時間、精力和條件所限，1.1版我們只能粗略完成“作者篇”和“影展

&放映篇”。

作者篇為每個影像作者建了一個個人介紹頁面，一個新作品頁面。1.1版只

收錄了 2013年活躍在國內各大影展的作者，今後會逐年添加更多的新老作者。

在作者和作品頁面內，我們預留了參展獲獎、著述評論鏈接的空間，今後會逐

步填補空白。除這些“留白”外，1.1版的錯漏一定很多，希望讀到這份電子版

的影像作者，對本人頁面進行校對補充，或提出意見建議，@我們，以便我們在

今後的版本裏校正。也希望更多的、未能列入 1.1版裏的影像作者，能給我們的

工作信箱發電子郵件提供您的資訊，以便添加到新版本。

影展&放映篇收錄了 2013年舉辦獨立電影放映活動的國內各個影展及放映

團體。今後希望這個版塊在逐年增加放映資訊的同時，能逐步完善曆年放映資

訊，還望大家多多協助。目前已經停辦的，也希望能補上以前的資訊。這項工

作極其複雜繁瑣，預計兩年之後的 3.0版會較為完善。

這份電子版是 PDF格式的，我們以書簽的形式做了目錄，您可以點擊感興

趣的書簽，進入該頁面瀏覽。

《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只是一份導引性質的讀物，各位若對某個內容

感興趣，可以點開頁面上相關的網站和網頁鏈接，深入閱覽。

希望這份電子版資訊能給您帶來便利。

張大民 2014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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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貳零壹肆春節 1.1 版

作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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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虎 虎

HUhu

虎虎沒有爸爸，村裏人和虎虎鬧著玩把虎虎喊老何，還問你咋不去你

看爸爸老何？虎虎不很懂。

山裏人苦大，虎虎從小就跟著大人在羊群後面跑，稍大些還能夠幫著

大人們幹些活兒。

虎虎今年和表姐妹一起上學了，外公外婆要虎虎好好念書，長大養活

媽媽，因為媽媽小時候被騾子踢壞了頭，不大明白事情。學前班的虎

虎在期末考試得了滿分 100 分。

下學期，村裏只有五六個孩子念書的學校可能要撤了，外婆要到山外

租房陪虎虎念書。她擔心女兒連表都不會看，去陪虎虎會把虎虎念書

耽誤了，還怕女兒打壞了其他招惹虎虎的孩子，但女兒死強著非要自

己去，還說不讓她去就不再讓虎虎念書了……但願下一學期學校不要

撤了，虎虎還能好好上學，再得 100 分。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虎虎出生恰是我結束支教返家的那天，當時村裏人大多還沒搬走，經常

有孩子降生。虎虎沒有見過爸爸，和智障的媽媽住在外奶家，自打虎虎

落地，大家誇這個孩子就沒停：整天撲閃著大眼睛見人就笑。

支教結束後，我還常去學校。虎虎家在緊鄰學校的坡上，我常去，拍了

不少照片。一天，一個念頭閃過：我為什麼不拍虎虎的紀錄片呢？虎虎

的故事應該特別有意思，也許還能夠拍到虎虎長大成人……這個念頭發

動了我，拍出了上學前班六歲的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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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出生於四川，回族。1982 年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後

一直在寧夏銀川生活和工作。1982 年至 1992 年任電信工

程師，1992 至 2004 年從事個人公司經營，2004 至 2005 年

自費到寧夏海原縣九道村小學支教，並拍攝紀錄片。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8《氈匠老馬一家》

2009《歸真》

2011《兩個人的村莊》

著述&評論鏈接

查 曉原

Cha Xi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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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狼 與 牧 人

Wolf and Shepherd

現在怎麼辦？山間的動物被獵殺完了之後狼開始到我們的帳房前攻擊

我們的家畜。不行，家畜是我們收養的，也是我們的生活之基，而且

我們對它們產生憐憫之情。狼叔叔，你可以吃草嗎？

朋友，如果你是那頭狼或是那些家畜，或者你是那位牧民，你應該怎

麼辦？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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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海省果洛州久治縣牧民。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

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並開始拍攝作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仁瓊

Ren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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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編劇(Screenplay) 張希 Zhang Xi

導演(Director)：何小培 He Xiaopei

製片人(Producer)：何小培 He Xiaopei

攝影(Cinematography)：何小培 張希 劉媚琪,

He Xiaopei, Zhang Xi, Liu Meiqi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袁園 Yuan Yuan

錄音(Sound)：張希 Zhang Xi

音樂(Music)：袁園 Yuan Yuan

剪輯(Editing)：袁園 Yuan Yuan

主演(Cast)：張希 Zhang Xi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粉色空間 Pink Space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2TS, 1920*1080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DVD Video, PAL 16:9

寵兒

The Lucky One

張希，愛滋病感染者，又查出晚期肝癌，醫生說她還能活幾個月。她開始用攝像機和錄音筆，講述自己

的故事.張希婚後懷孕發現丈夫有外遇。與丈夫離婚後她獨自養育孩子。她又結識了新的一男友，男友給

她毒品。她自己感染了愛滋病毒，男友也鋃鐺入獄。張希卻對男友滿懷深情，無怨無悔。當前夫得知她

感染愛滋病後，重新回到她的身邊，體貼關照。張希最驕傲的是她的兒子，大學畢業，當上員警，有了

女友，又要考研。為了保護兒子，她隱瞞了自己的病情。生日那天，全家人都為她慶祝，張希滿懷希望

兒子能來為自己慶祝，然而兒子沒有出現。張希掉淚了。直到張希去世，兒子也沒有出現。前夫這才講

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兒子的故事。

Zhang Xi, a woman infected with HIV and also diagnosed with advanced liver cancer. Doctor told

her that she had a few months to live. She began to use video camera and digital recorder to

tell her life stories.

After marriage, she found her husband had an affair, and then she devoiced him and reared her

son alone. She met a new boy friend. Although the boy friend gave her drugs and infected her

HIV, Zhang Xi had no regret but a great affection for him. The boy friend was jailed and the

ex-husband came back to look after her knowing that she got HIV.

Zhang Xi was most proud of her son, a police,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had a girl friend,

and also wanted to go to graduate school. She hid illnesses from her son for a protection. On

her birthday, all the family members came to celebrate except her son, Zhang Xi wept.

After Zhang Xi passed away, her husband told a different story.

作品規格

2012 | 37'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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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最初的想法比較簡單，就想講一個愛滋病人不怕死的故事。然而在一遍又一遍地看張希的拍攝素材和錄音

日記，一版又一版的剪輯之後，有越來越多的疑點冒了出來，一個單純的“不怕死”顯然無法承載張希的

故事，我們也似乎掉進了一個又一個關於“真實”的陷井裏，我們完全搞不清楚張希說的哪段是真的哪段

是編的，如果是編的，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她要那麼編。後來我們才醒悟過來，其實真正要講故事的人不是

我們而是張希，我們原以為是在紀錄張希的真實故事，其實是張希在自己的人生謝幕之前，為我們編輯和

表演了一個故事。她自始至終掌握著講故事的絕對權力，決定故事中出場的人物和性格，甚至迎合人們的

好奇，安排戲劇性事件。 至於愛滋病不過是一條無足輕重的線索。張希講完自己的故事兩年後我們才明

白這一點。我們不再糾結於那些無所謂真假的情節，最值得呈現的是人的欲望，那些被壓迫的，或未曾滿

足過的欲望。

Originally, we had a simple thought; we wanted to record a person with HIV who was not afraid

of death. However, after watching again and again the visual materials and voice diary, after

one version of another edition, more and more questions came about, a simple idea of ‘not afraid

death’ obviously could not convey her story. We also fell into a trap, not knowing weather she

was telling a ‘truth’. We were not clear which one was true, which one did she fabricate. If

she fabricated, we also did not understand why. The story entered a deadlock.

Later, we woke up. In fact, the storyteller is Zhang Xi herself, rather than us. We thought we

were documenting a true life of Zhang Xi, but Zhang Xi was performing her life story for us at

the end of her life.

She was in the control of how to tell the 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the end. She decided

the characters of the persons who appeared in the story; she also arranged drama to catering

to people’s curiosities. HIV no longer was the clue. We got to know the point two years after

Zhang Xi passed away. We learnt to focus on showing the most precious value - human desires,

the oppressed and never fulfilled des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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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時在松山龍慶峽當羊倌，踏遍青山綠水。大學畢業後參

加中國登山隊，衝擊南迦巴瓦峰。南峰失敗後入駐中南海，做

公務員十四年，研究經濟改革。世界婦女大會前後，投身女權

和同志運動。後赴英國攻讀碩士、博士，專業為文化研究。回

國後創建民間組織粉色空間，宣導性權利，利用影像表達被壓

制的欲望和聲音。

Hills trained me to be a professional shepherd and the

Himalayas turned me into a full time mountaineer. A

government job made me an economist while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gender studies converted me into a feminist.

Participating in LBGTQ organizing in China helped me to

realize there are many people especiall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IV positive women, bisexual women, sex

workers, who are also oppressed due to their gender and

sexualities. This is why I set up the Pink Space Sexuality

Research Centre and promote sexual right and sexual

pleasure among people who are oppressed.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何 小培

He Xiao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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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褲 瑤 銅 鼓 安 名 儀 式

Bronze Drum Naming Ceremony of

the Baiku Yao

銅鼓是白褲瑤最珍貴的一種神器。它就像一個人的生命一樣，有自己

的名字，也一樣經受生死的輪回。無論從哪里買回來的銅鼓，都要進

行隆重的安名儀式，從此就是家裏重要的成員之一，保佑人丁旺盛、

五穀豐登、牲畜平安。

作品規格

2011 | Color | 13'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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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女，白褲瑤人。2006 年畢業於廣西農業職業技術學院，2006 年 4

月至今一直任職於廣西南丹縣裏湖白褲瑤生態博物館。從事白褲

瑤文化的研究與傳承保護工作。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何 春

He Chun

12

12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白 褲 瑤 人 的 葬 禮

Baiku Yao Funeral

葬禮，是白褲瑤生命中最重要的禮儀之一。對白褲瑤人來說，陽間只

是人生旅途的一個驛站，生命猶如花開花落一樣自然。離去，不代表

終結。所以，無論在誰人的葬禮上，傷心哭泣、坦然微笑並在。

作品規格

2011 | Color | 6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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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

女，白褲瑤人。2006 年畢業於廣西農業職業技術學院，2006 年 4

月至今一直任職於廣西南丹縣裏湖白褲瑤生態博物館。從事白褲

瑤文化的研究與傳承保護工作。

黎夏：

女，白褲瑤人。2006 年畢業於廣西農業職業技術學院，2006 年 8

月至今一直任職於廣西南丹縣裏湖白褲瑤生態博物館。從事白褲

瑤文化的研究與傳承保護工作。2010 年參加一次短期的攝影攝像

培訓之後，逐漸感興趣於拍攝紀錄片。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何 春

He Chun

黎 夏

Li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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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 笙

Lusheng

蘆笙是苗族人鍾愛的一種樂器，它存在苗族人生活的諸多方面，是苗

族傳統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如今現代化正改變著很多民族的傳

統文化，苗族的蘆笙也受到影響，作者希望能對傳統文化保護做出努

力。影片主要記錄了苗族月球蘆笙的製作、使用和與人民生活的關係。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60' | Miao

languag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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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雲南文山爛泥洞村村民。自 2006 年開始參加白瑪山地文化

研究中心開展的村民拍攝紀錄片的活動。侯文濤最大的心願是通

過影像的方式完整記錄苗族人正在消失的傳統文化，為後人留下

第一手資料。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文山爛泥洞青苗喪葬儀式》

2010《麻與苗族》

著述&評論鏈接

侯 文濤

Hou We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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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蔣顯斌 Xianbin Jiang

傅榆 Yu Fu

編劇 Screenwriter / 傅榆 Yu Fu 劉漢青

Hanqing Liu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楊彝安 Yi-an

Yang

許纮源 Hongyuan Xu

剪輯 Editing / 傅榆 Yu Fu

藍綠對話實驗室

Dialogue between Blue & Green

臺灣地區的民主自由在華人世界普遍受到關注，於此同時，臺灣的藍

綠之爭卻也常讓其他華人對民主的印象蒙上一層陰影。當上一代為了

藍綠意識形態吵的不可開交，新一代的臺灣年輕人是如何看待藍綠？

他們還會為了“藍綠問題”而水火不容嗎？為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

案，我們在 2012 總統大選一年半前，聚集了不同政黨傾向的年輕人，

他們當中有深藍、深綠、淺藍、淺綠，也有不藍不綠，其價值觀各有

不同，卻同樣少有機會跟不同理念的人“好好坐下來聊政治”。透過這

種刻意安排的長期對話實驗，他們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化學變化？

Taiwan's democracy is the envy of Chines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is two-party system-"blue" and

"green"-get at each other's throats, it seems to cast a dark cloud

over this beacon of advancing democratization. How does the young

generation, many of them first time voters, feel about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y've inherited? Will they allow for

their political differences to drive a deeper wedge into the

Taiwanese society? A year and a half before Taiwan's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gathered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across the blue and green spectrum to participate in a political

dialogue. Although they're from opposing parties, they were

willing to talk politics. Through these deliberately arranged

dialogues, what sparks will fl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2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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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出生於臺灣臺北，大學畢業於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並於 2008 年畢業於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後從事

各種紀錄片製作或傳播相關學術研究工作維生，但從未放棄紀

錄自己有興趣的題材。紀錄片作品經常關注年輕世代與臺灣政

治經濟相關議題，相信好的紀錄片是提出問題，而不是提供答

案。

Fu Yu graduated in 2008 with a Masters from the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Documentary and a bachelor from National Chench

University. After graduating, Fu mainly works in

documentary film produc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dissemination. But she never gave up making the kinds of

films she wants to make, which mainly explores young

people's ideals and attitudes around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She believes a good documentary

film prompts the audience to ask more questions, rather

than providing the answer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傅 榆

Fu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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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遊 者

Tourists

把旅遊業發展得很好的話，有利於環境和文化的保護以及對國民經濟

的發展。不過近期各地的文化、總價、商業、環境等都落在了別人的

手中，如同喂給了餓鬼。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8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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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海省果洛州白玉鄉牧民。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

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培訓，拍攝作品《旅遊者》。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東噶加

Dongkar G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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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劉柏林 Bolin Liu

製片人(Producer)：劉柏林 Bolin Liu

攝影(Cinematography)：劉柏林 Bolin Liu

剪輯(Editing)：劉柏林 Bolin Liu

公園記事

Stories in the Park

2009 年 5 月至 2010 年 3 月，我總是在太原迎澤公園遊走。遇見了各

種不同的人，記錄了各種不同的故事。

Stories of different people I collect when I was wandering in

the Yingze Park in Taiyuan from May 2009 to March 2010.

作品規格

2011 | 13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一樣的公園，不一樣的發現。

The same park with different 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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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老師，紀錄片作者。

A music teacher and documentary film director.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劉 柏林

Liu B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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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垃 圾 嗎

Is This Rubbish

寶瓶不僅是我們藏民族的一種獨特的文化，也是一種宗教儀軌，它能

從思想、形式、、方法上展現出其獨特之處。但是從現代的思維考慮，

其原料、數量的確給棲息在那裏的動物和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它

帶來的環境污染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5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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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海師範大學果洛州白玉鄉白玉達塘寺僧人。2010 年 9 月

至 2012 年 8 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培訓，並一直

關注和拍攝年保玉則地區投放寶瓶對聖湖污染的情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華 澤

Pal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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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叢峰 Congfeng

導演(Director)：叢峰 Congfeng

製片人(Producer)：叢峰 Congfeng

攝影(Cinematography)：叢峰 Congfeng

錄音(Sound)：叢峰 Congfeng

音樂(Music)：叢峰 Congfeng

剪輯(Editing)：叢峰 Congfeng

主演(Cast)： 范元生 佟大壯

Fan Yuansheng, Tong Dazhua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貧乏電影 Pin Fa Film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ov

地層 1：來客

Stratum 1: The Visitors

電影分為 A、B兩部分。

A 部分簡介：兩位“來客”在夜晚一個廢墟內相遇，並展開對各自早年家鄉生活的回憶。他們離開這座樓

房繼續遊蕩，黑暗中又繞了回來——樓的樣子變了，倒了，最終消失了。他們離開這裏，沿途經過更多廢

墟，來到城市邊緣一座由建築垃圾堆成的山上，在山頂他們看到了去往家鄉的鐵路線。

B 部分則是關於我們拍攝 A 部分的最主要場地的實際變化，展現了在它拆毀過程中出現在這片場地上的另

外一些“來客”的狀態。

This film consists of two parts, combined with fiction, documentary, and experimental elements.

Part A: One night, two men (the visitors) meet in an abandoned building, and share their memories

about early lives in their hometowns. They leave this building and continue to roam in the night,

and t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return back to the abandoned building: it looks more unfamiliar

now, then it collapse down, then gone. They leave this place and pass by more ruins and finally

reach to the edge of the city and arrive at a hill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piled-up construction

waste. On the top of the hill, they see the railway that leads to their hometown.

Part B is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demolition of the main site we shot Part A.

作品規格

2013 | 127'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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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電影第一部分的骨架是虛構的，很多部分的肉是真實的，兩位出鏡者的身份是“導遊-演員-經驗提供者”。

第一部分是舞臺上的演出，第二部分是這個舞臺消失的過程。兩部分中的主角都是處於各種形態的被毀壞

的建築和城市地貌，“來客”則淪為配角——他們是以各種目的和身份來到這個舞臺上的人。包括我本人，

和我的兩位參演者，也是來客，是這片場地上的影像拾荒者。

無論如何，可以看到，穩固的地層已不復存在了。

The structure of part A is fictional, most of the “flesh” of it is real. Two men appeared in

the film are which I credit as ‘tour guides – actors- experience providers.’

Part A is like a show on the stage, part B depict how this stage was destroyed and gone. The

main characters of both two parts are the destroyed buildings and city landscape in different

shapes. “The Visitors” reduced to be the supporting roles - they are people with different

purpose and identity to come on to this stage. I and two of my friends in this film are visitors

too. We are the video scavenger in this land.

After all, people will see, the stable stratum of the society no longer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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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獨立電影作者。在氣象局和報社幹過，印有詩集《那裏

有一列我看不見的火車》，《一部雅俗共賞的文學作品謝謝我也

這麼認為》。2005 年開始拍獨立電影，《馬大夫的診所》和《未

完成的生活史》均拍攝于甘肅古浪縣。最新作品是由 A、B兩部

分組成的《地層 1：來客》，類型模糊。

作品曾獲雲之南紀錄影像展青銅大獎，柏林電影節青年電影論

壇 NETPAC 獎，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日本導演協會獎，首

爾數碼電影節白變色龍獎等獎項。現為電子雜誌《電影作者》

編委。

Congfeng is a poet and filmmaker. His documentary film

Doctor Ma’s Country Clinic won NETPAC award in Berlin Film

Festival, the Grand Jury Award at China’s Yunfest and The

Directors’Guild of Japan Award at Yamagata Film Festival

2009; The Unfinished History of Life won the White

Chameleon Award at Cinema Digital Seoul Film Festival, and

the Critic’s Award at Yunfest.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叢 峰

Cong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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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類型（Type）：紀錄 Documentary

編劇(Screenplay)： 吳傑 Jie Wu

導演(Director)： 吳傑 Jie Wu

製片人(Producer)： 楊方軍 Fangjun Yang

攝影(Cinematography)： 吳傑 楊方軍

Jie Wu, Fangjun Yang

剪輯(Editing)： 吳傑 Jie Wu

主演(Cast)： 村民 Local vVillagers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dvd

虎頭山

Hutoushan Villege

虎頭村在雲南省宣威市來賓鎮，人們都叫它“虎頭山”。虎頭山附

近有很多工廠，人們經濟收入以挖煤和種地為主，也有的人到工

廠裏打工，虎頭山被當地的人喊作“癌症村”。

村民王懷恩以前在煤場工作，現在已經確診為肺癌晚期。我們的

鏡頭跟隨王懷恩一起瞭解到他的家庭和周圍的環境，我們可以看

到類似這樣的人還很多。最後王懷恩去世了，留下的是妻子和兒

子的傷痛，也許是這個地方太“無聊”了，王懷恩的妻子帶著兒

子離開了這個地方。

The Hutoushan Village is located at Yunnan Province, Xuanwei

Municipality, Laibin County. Locals call it the “Hutou Hill”. There are

many factories near the Hutou Hill and the major economic income

of the villagers comes from mining industry and farming. Some other

also works at the factories. In local’s opinion, the place can be called

the village of cancer as well.

The villager Huaien Wang used to work at a mining factory until he

had been diagnosed of terminal cancer. The movie displayed the

Wang’s family and the environment, where many people alike Wang

live. Wang past away in the end of the film and his death left nothing

but agony for his wife and son. After the tragedy, Wang’s remaining

left the village due to the boredom of the place.

作品規格

2013 | 58'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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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本人老家也是雲南的，回家的時候聽一個朋友說起宣威市的虎頭山癌症很嚴重。究竟有多嚴重，我想親自

去看一下，畢竟眼見為實。2011 年寒假我到了虎頭山。走在路上我就發現這裏居民門口貼的挽聯比其他地

方多。在訪問的時候才讓我大吃一驚，訪問的人絕大多數家裏都有患過肺癌或因肺癌逝去過的親人。（在

後來的調查中也查到這裏近十年每年因肺癌死亡的人口都達到幾十人,肺癌占死亡人數比例均為 70%以

上。）更讓我震驚的是當說到有關肺癌.死亡的情況的時候，他們仿佛已經習以為常了，沒有太多的反應。

當他們說到自己一般不去醫院檢查身體，因為很多人檢查出來有肺癌時心理壓力過大，更加快了死亡的速

度，所以一般都不去醫院檢查。用他們的話說就是“管他的活到哪里算哪里…”。面對這種情況，我有很

多感觸，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所以決定拍一個紀錄片，一個關於肺癌，關於環境污染的紀錄片。不計

得失，不為名利，只為更多人能知道這個地方，更多人關注這個地方。只願他們的生活能儘快改善，只願

更多生命不因這樣人為的惡劣的環境而死去。

When I was home in Yunnan I heard that the cancer rate at the Hutoushan area was extremely high.

But I decided to see with my own eyes how severe it is. During the winter vacation in 2011, I

traveled to Hutoushan and I found elegiac couplets were much more frequently used on doors here

than in other places.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families have cancer patients or families’ dead

of it shocked me during the interviews. (Later it is found that tens of people died from cancer

per year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and deaths caused by lung cancer accounts more than 70% of the

total deaths.) What is more shocking is locals’ attitude toward the disease. They seem have

taken the situation for granted and not feeling bad at all when talking about cancer and deaths.

They explained that the pressure brings by the diagnoses accelerates deaths, therefore they do

not take health check at all. In their words, “just live until I die”. I was influenced by

the situation but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In the end I decided to make a documentary movie

about cancer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ith the film, I wish for nothing but the place could

be noticed and focused by the public. And I wish a better living condition for the locals instead

of dying from the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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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傑

工作地：川美 新媒體藝術系

從事的媒介：影像 攝影

教育

2009 就讀於四川美術學院 新媒體藝術系影視攝影專業

2013 畢業

獲獎

2012 紀錄片《虎頭山》40 分鐘版，入圍第九屆中國獨立影展

短片展映單元

2012 紀錄片《虎頭山》40 分鐘版，獲四川美術學院第十六屆

學生作品年展優秀獎

Jie Wu, born in Yunnan Province of China, graduated and

currently works at the department of New Media Art at the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Specializing in video art and

photography, Wu’s documentary film Hutoushan Village, was

shown in the 9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short

film section and gained the Outstanding Award of the 16th

Sichuan Arts School Student Work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吳傑

Wu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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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沈顥 Hao Shen 幹超 Chao

Gan

攝影 Cinematography/ 丘浩潤 Haorun Qiu 周

浩 Hao Zhou

剪輯 Editing / 彭昕 Xin Peng

美術 Art / 彭少穎 Shaoying Peng 杜露希 Luxi

Du

出品機構 / 廣東二十一世紀出版有限公司

製作機構/ 北京視納華仁影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急 診

Emergency Room China

這是導演有關中國社會公共空間系列紀錄片的繼續……

在中國南方的最大城市--廣州的一所醫院的急診室，攝製組在這

前後呆了十個月的時間，他們跟隨著日夜在市區內奔走的 120 急

救車，用鏡頭去遭遇各種各樣的急診故事。

中國早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政府還是不得不承認自己是

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速度的矛盾日益

呈現。

在急診室，表面上離奇、荒誕的故事一一在鏡頭前“上演”。一

方面，我們看到很多不懂得愛惜自己生命的人；另一方面，也表

現出社會對一個健全有效的醫療保障體系渴望。

This film is the continuance of the director’s work in

documentary film about social public spac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biggest city of the south china

—Guangzhou, the Camera Crew has stayed there in ten months.

They have followed the ambulance all day and light in the

downtown area and focus their lens on all kinds of emergency

stories.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as china is, the government has

to admit china’s position as the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the great population. With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soci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still lags the growth speed, which spurs many

conflicts.

In the emergency room, many absurd and bizarre stories are

performed before the shot. On one hand, we see many people

who do not cherish their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has

also presented the desire for a sound and effecti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99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紀錄長片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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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紀錄片導演，曾任新華社、《南方週末》、《二十一世紀經濟

報導》記者。2001 年開始紀錄片製作，作品多次入選國際重要

電影節並獲獎。

Hao Zhou,a professional documentary director, once

becomes the reporter in Southern Weeklyand The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In 2001 he started to make the

documentary film. His film has b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m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gets

awards. His main work include Hou Jie, The Third Year

of High School, Brother Long,Winter Moon, Cop Shop, Cop

Shop II .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厚街》

Houjie Township

《高三》

Senior Year

《龍哥》

Using

《冬月》

The Transition Period

《差館》

Cop Shop

《差館二》

Cop ShopⅡ

著述&評論鏈接

周 浩

Zhou Hao

32

32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編劇(Screenplay)： 妖妖 Yaoyao

導演(Director)： 妖妖 Yaoyao

製片人(Producer)： 塗建平 Tu Jianping

攝影(Cinematography)：妖妖 Yaoyao

音樂(Music)： 張亞瓊瓊 Zhangya Qiongqiong

剪輯(Editing)： 妖妖 杜輝 Yaoyao, Duhui

主演(Cast)： Tony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同志亦凡人 Queer Comrades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HD

兄弟

BROTHERS

在中國，跨性別人群往往承受著他人無法理解的艱辛。有這麼一

群女跨男身份的人，他們互稱“兄弟”。而 tony 就是他們其中的

一個。

本片真實的記錄了 tony 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定，工作上的挑戰以及

想要通過手術去改變性別的艱難歷程。

“就算是死了，我也要改變性別之後再死”片中主人公哽咽著呐

喊出了內心深處的訴求與無奈……

跟隨 tony 的腳步，帶你瞭解女跨男群體真實的生存現狀。

In China, transgender people often suffer the difficulties

that others can’t understand. So there is a group of female

transgender people, they call each other “brothers”. Tony

is one of them.

This film is a true record of Tony’s journey towards

accepting self-identity, through difficulties at the

workplace, and even the wish to change one’s true identity

through surgery.

“Even if I’m dead, I would change my gender first”, Tony

said with sobs.

Following Tony, this documentary shows the real living

condition of transgender people.

作品規格

2013 | 30'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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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影片拍攝過程中，我曾經有幾次一度失控的在現場大哭。許多次，我想終止拍攝，因為我不忍再讓他們繼

續講述。當他們哭泣著對我說拍不下去的時候，當他們婉轉的拒絕我拍攝的時候，我明白他們內心的焦慮

與不安；更多的是他們對於社會的不安全感。

當我逐漸瞭解這樣一個群體的時候，我想用影像記錄下來。我想告訴大家，在中國，這樣一群人希望被關

懷，被理解，被接納。他們希望可以生活在陽光下，而不是永遠躲藏在陰暗的角落裏自我孤獨著。

During the shooting the film, I wanted to burst out in tears so many times, and so many times

I wanted to stop shooting, because I can’t bear they telling their stories. When the told me

with tears that they couldn’t continue telling, when they tactfully refuse me during certain

parts of the shooting, I can understand their inner anxiety and restlessness, which is the

insecurity towards this society.

When I gradually came to understand this group of people, I want to record them with image. I

want to tell everyone, there has a group of people like them need to be cared for,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ed. They hope that one day they can live under the sunshine, instead of hiding alone

in dark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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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作：《兄弟》

Brothers is Yaoyao’s first fil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妖妖

Yao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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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Directed）：孟子為 Meng Ziwei

撰稿（Copywriter）：劉潤和 孟 醉 Liu Runhe, Meng Zui

攝像（Videographers）：孟子為 丁宗明

Meng Ziwei, Ding Zongming

編輯（Editor）：宮鈺芳 李瀟 Gong Yufang, Li Xiao

英文翻譯（Translator of English）：李苗苗 楊甜

Li Miaomiao, Yang Tian

播音（Narrators）：劉憶辛 張安寧 Liu Yixin, Zhang Anning

監製（Production director）：王嘉毅 陳德興

Wang Jiayi, Chen Dexi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

播出格式（Screening）:MOV

檸條子

Intermediate Peashrub

甘肅省環縣 186 天沒有降一滴雨，片內有九個小故事。一、開拍啦。

二、借水。三、擋羊。四、打井。五、放羊。六、畫畫。七、看麥田。

八、路遇。 九、祈雨。

There is no rain at Huanxian County in Gansu for totally 186 days.

There are 9 stories in this film.

Start shooting; 2. Borrowing some water; 3. Keeping the sheep

out; 4.Digging a well; 5.to herd the sheep; 6. Painting; 7.

Guarding the wheat fields; 8. Meeting on road; 9. Praying for

rain.

作品規格

2013 | 4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得知環縣已有 155 天未下一滴雨，我們就決定拍攝一部有真實電影或者

直接電影風格的紀錄片，用細節來展示乾旱和乾旱中人的精神狀態，只

有這樣，才有別於主流媒體報導。

When we know Huanxian has spent 155 no raining days, we decided

to make a documentary with real movie or direct film style to show

drought and mind in drought with the details. Only in this way,

w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coverage of mainstrea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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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為， 1984 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采專業，在當記者

20 年。2002 年底調大學教書，做紀錄片。

Meng Ziwei, he graduated from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and worked as a journalist

for 20 years. At the end of 2002, he transferred his job as

a teacher in University, and started to make some TV

documentary film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孟 子為

Meng Z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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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 孟小為 Meng Xiaowei

製片人(Producer)：張惠玲 Zhang Huiling

攝影(Cinematography)：孟小為 Meng Xiaowei

剪輯(Editing)：孟小為 Meng Xiaowei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4202 工作室 4202 Studi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iphone5（1080p 高清數字）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ov

匈牙利照相機

The Camera of Socialist Country

該片英文片名是社會主義國家照相機，相機是父母親 50 年代買

的匈牙利產品，自然不能實用了。母親黃彩霞健在，孤寂且平靜

的安度晚年，行動不便少有下樓，大多時間圍著玻璃殼殼子電視

機觀看，複雜的開關機對她設置了很多障礙，大多時間假寐睡覺。

偶爾會翻相機零星留下的老照片，好多都已歷經世事不知去向。

但印在大腦中的影像故事，隨著情境的誘發觸動會重新輸出打成

片段印像，重新鮮活的彰顯碎片的魅力⋯ 。然而，當我拿給母親

久違的她的綢緞日記本後，我一直在追問自己該不該那樣做？

The English title of this documentary is The Camera of

Socialist Country. The Camera is produced in Hungary which

is bought by my parents in 50s, so it not works now. My mother

Huang Caixia is spending her remaining years lonely and

quietly. She seldom goes downstairs because of her mobility

problems. Most of the times, she watching TV from a

television with a glass cover. The complex buttons bring her

many obstacles. So most of the times she was dozing instead

of watching. She looked old photos which saved in the camera

occasionally, and other photos are lost. However, the images

in brain will touch and refresh the memory. For me, however,

I have been always asked myself is it right to take the old

silk dairy book to my mother?

作品規格

2013 | 56'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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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身邊的是最珍貴的，無論大小，任何都一樣，珍視拍攝保留一點返觀過去。也許後來者會偶爾看一眼，這

很重要嗎？非常有必要，對經歷創傷過的的人也是一種告慰。

Daily objects and life is the most precious parts. The successor may have a look on them

occasionally and ask ‘are they very important’? Actually, they are very essential and a kind

of comfort to life,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experienced trau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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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B 85C13
孟小為 1962 年出生。82 年大學畢業，美術專業；一直從事油

畫和紀錄片拍攝。紀錄片參加過“雲之南紀錄影像展”、“日本

山形國際紀錄電影節”、“北京獨立電影節”。現在甘肅隴南成縣。

Meng Xiaowei was born in 1962,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in 1982, major in fine art. Meng has been engaged in

painting and documentary making.

His documentari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some film

festivals like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itival”.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engxian County, Longnan, Gansu Provinc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孟 小為

Meng Xia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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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山 監 測

Monitoring the Snow Mountain

影片拍攝了好友勒旺從 2004 年開始每年八月去測量年保玉則雪山的

變化，並記錄下來。每年一次測量都會遇到一次非常大的危險。雖然

不知道他的目的和需求是什麼，但是他還是在不斷的努力著。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5'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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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海省果洛州白玉鄉牧民。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

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培訓，拍攝作品《雪山監測》。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尋增

Shuk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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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永 遠 的 懷 念

Forever Etched in Memory

紮美寺位於寧蒗縣永寧鄉，是滇西北重要藏傳佛教寺院。羅桑益世活

佛有著傳奇的一生，受到永寧地區廣大百姓的愛戴。影片主要記錄了

紮美寺羅桑益世活佛圓寂後，舉行葬禮儀式的整個過程。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45' | Miao

Languag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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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人，雲南寧蒗縣落水村村民。自少年世代起，他就對圖片與

影像有著濃厚的興趣。憑著這份興趣，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他先後購買了照相機和攝像機，沉醉於拍攝當地的自然風光以及

記錄當地獨特的民族文化。幾年間，爾青積累了大量關於摩梭文

化與習俗的影像素材，曾於 2006 年 1 月組織了“首屆摩梭社區電

影節”。此外，他還在當地創辦了一個民間博物館——摩梭民俗博

物館。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我們怎麼辦？——落水村的變化》

2010《離開故土的祖母屋》

著述&評論鏈接

爾 青（曹 紅華）

Erqing(Cao H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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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朗 人 的 桑 衎 節

Zhanglang Village celebrates

the Sangkan Festival

桑衎節，是章朗村布朗族每年重要的日子之一。桑衎節對於章朗的布

朗族來說既是舊的一年的結束也是新的一年的開始，每年村民都重複

著那些特殊的儀式進行辭舊迎新。就是這些特殊的儀式背後蘊含著章

朗人對生活的理解和態度：無論舊的一年多麼美好或者悲傷，都要去

反思自己的過錯，並向與自己生活有關的萬物道歉，最後將過去放下，

進行新的開始。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5' |Bulang

Languag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45

45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岩坎三：

男，31 歲，章朗村布朗人。2002 年畢業於西雙版納職業技術學院，

2003 年至 2007 年曾到泰國務工。回章朗後覺得村子有很大的變

化，與自己記憶中的景象差異太大，所以決定為村子做點自己力

所能及的事情，2008 年至今一直在努力著。為了生計他也從事茶

葉生產和初加工的活動。是章朗村與社區夥伴合作專案的主要負

責人之一。

岩章往：

男，44 歲，章朗村布朗人。曾經任兩屆章朗村書籍，現在是甘蔗

輔導員，同時也是章朗村與社區夥伴合作專案的負責人。長期關

注章朗村的發展，現在嘗試時間以章朗村的布朗族文化為基礎的

社區發展方式。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岩坎三

Ai Kansan

岩章往

Ai Zhang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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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鄉 的 森 林

Forests of My Hometown

我們的民族世代生活在森林稠密的地方，我們很熱愛森林。很多老年

人可以說出樹的年齡和名字，但是現在的森林開始經常被破壞。現代

的很多機器在消失我們的森林，現在保護森林和植樹造林的意識也日

益減退。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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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四川省阿壩州柯河鄉的一名僧人，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培訓，拍攝作品《故鄉

的森林》。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紮 巴

Drakpa

48

48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永 芝 村 的 神 山

Yongzhi Village’s Holy Mountain

藏族人千百年來的神山信仰造就了神山文化。神山是人們社會空間與

自然空間兩者的天然紐帶，人們創造的社會空間與所處的自然空間之

間，長期保持著農業-牧業-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為基礎的天然聯繫，

是藏族人宇宙觀、環境觀形成的來源地。影片記錄了作者家鄉永芝村

一座神山的特殊的儀式。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49

49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藏族，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雲嶺鄉永芝村村民，原德欽縣城建局

局長，現已退休。2010 年開始自學拍攝紀錄片，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紮 西

T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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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 斯南尼瑪（藏族） Sonam Nyima

製片人(Producer)：卡瓦格博文化社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

Kawadgarbo Culture Society；SHAN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卡瓦格博文化社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

Kawadgarbo Culture Society；SHAN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1080p 1920×1080 AVC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1080p 1920×1080 AVCHD 或

DVD-NTSC

蟲草

Caterpillar Fungus

蟲草是雲南藏區許多藏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方式，也是除了採集松茸外

的

重要經濟收入之一。影片記錄了斯南尼瑪的家人與村裏人一起去撿蟲

草的故事。

Besides collecting tricholoma matsutake, Caterpillar Fungus is

the main source to earn money for people who living in Tibetan

area in Yunnan. This documentary records the story of Sonam

Nyima’s family and villagers collecting Caterpillar Fungus.

作品規格

2012 | 82'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51

51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斯南尼瑪，藏族，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佛山鄉玖農村村民。2006

年接受社區夥伴雲南辦公室的短期影像培訓並開始拍片，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

Sonam Nyima is a Tibetan, villager of Jiunong Township,

Foshan Village, Deqin Town, Qingzhou City, Diqing State,

Yunnan Province.

He trained making films in a short term which is recommended

by Yunnan office, the partner of community in 2006. From

Nov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2, he participated in an

activity which title is “Public Welfare Video Project - Eyes

of Villag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斯南尼瑪

Sonam Ny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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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爺 爺 講 故 事

Listening to Grandpa’s Stories

在雲南藏區，一個村莊的歷史或發生過的相關事件，大多沒有文字記

載，幾乎都是通過口頭流傳下來的。影片記錄了德欽縣佛山鄉瑞瓦村

的一位老人講述發生在村子裏的故事。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5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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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佛山鄉瑞瓦村村民。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並開始拍攝

作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斯那紮西

Snoam T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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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帳 篷

The Black Tent

如先人所言，世代流傳下來的黑賬房與與時代積雪的雪山是同歲，只

要黑賬房存在，雪山就不會融化。世代流傳下來的黑賬房懂得所有先

人留下的格言；自搭起黑賬房起就有了世界和平的法螺，從黑賬房裏

燃起炊煙開始有了火把照明；黑賬房下誕生的勇士騎著戰馬的馬蹄聲

響徹了大地。

從今天拍攝的鏡頭裏，看到了我對著我們的黑賬房對立站著。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45'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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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海省果洛州白玉鄉白玉達塘寺僧人。2011 年 12月至 2012

年 8 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培訓，拍攝作品《黑

帳篷》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昂 保

Wang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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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耗 牛 牛 奶

Black Yak Milk

黑耗牛和黑耗牛牛奶在我們藏民族的生活中無處不在，與我們的住房、

食物、飲食、敬供、衣服、藥物、器皿、遊戲、交通、運輸、玩具、

裝飾、樂器等密切相連。而且，黑耗牛的奶是上供三寶、下施惡鬼中

三白的來源，所以非常珍貴。現在牧區的許多控制畜牧政策使得黑耗

牛和黑耗牛的奶越來越少。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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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海省果洛州白玉鄉白玉達塘寺僧人，酷愛籃球。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培訓”培訓，拍

攝作品《黑耗牛牛奶》。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普哇加

Phurba Ky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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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朱聲仄 Shengze Zhu

楊正帆 Zhengfan Ya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楊正帆 Zhengfan Yang

朱聲仄 Shengze Zhu

混音 Sound Mix / 霍斯婭 Siya Huo

剪輯 Editing / 朱聲仄 Shengze Zhu 楊正帆 Zhengfan Yang

出品機構/ Burn The Film Production House

製作機構/ Burn The Film Production House

虛焦

Out of Focus

這是一部關於“看”的電影——來自農村的孩子通過相機去“看”

城市，而我們則通過孩子們拍攝的照片以及攝影師拍攝的素材，去

“看”這些孩子。2012 年夏天，我開始在武漢市淩智小學教一群 8

－12 歲的孩子攝影並拍攝這群孩子的生活。淩智小學是一棟 4 層

的居民樓，由於沒有操場，各項活動在屋頂上舉行，又被稱為“屋

頂小學”。它招收的學生全部來自於農民工家庭。

這也是一部關於現實和夢想的影片。這些初到城市的孩子，面對精

彩而充滿誘惑的城市生活，面對網路、手機、電視，他們對未來充

滿幻想，有著各式各樣的希望。但糟糕的家庭環境以及對他們滿是

歧視的戶口制度，似乎又時刻提醒他們，現實和夢想之間的距離到

底有多遠？

This film features how rural children observe the city

through their cameras, and how we can observe those children

through photos taken by them and videos taken by

cinemaphotographers. In the summer of 2012 the director Zhu

Shengze came to Lingzhi Primary School in Wuhan, a school only

enrolling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Lingzhi is actually a

four-floor residential building without a playground, so all

activities are held on the roof, which gives the school

another name—“the Roof Primary School”. When Zhu began to

teach 8-to-12-year-old children photography here, she also

tried to record their life with her camera.

These children are so excited by the wonderful and tempting

city life and all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dreams about their future. But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their poor families and discrimination caused by the

Hukousystem, their dreams seems to be too far away from the

reality.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88'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紀錄長片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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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生於武漢，在美國密蘇裏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新聞攝

影碩士。作為攝影師，她擔任過一些電影的製片人和攝影，

包括《遠方》《我殺了我爸爸》等。《虛焦》是她導演的第

一部作品。

Shengze Zhu was born in Wuhan in 1987. She got a Master

Degree in photojournalism in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he has been worked as a producer or a

cinemaphotographer of some films, such as

Distant(2013) and I Killed My Father(2012). Out of

Focusis the first film in which she worked as a

director.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虛焦》

Out Of Focus
著述&評論鏈接

朱 聲仄

Zhu Sheng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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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柏林彎社區中秋節活動

2012 Bailinwan’s Middle

-autumn Festival

2012 年起，社區夥伴繼續在柏林彎嘗試用社區藝術來推動社區營造。

延續 2011 年起以節日為線索的思路，2012 年 9 月，柏林彎社區開展

了中秋節活動。與去年相比，社區的主體性和主動性都有明顯提升。

社區夥伴協作了其中做月餅的歡姐，希望可以結合本土經濟、本地智

慧的理念，同時為社區裏更多的人群搭建參與公共活動的平臺。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3'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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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蓓：

社區夥伴社區藝術專案剪輯顧問。

鄒喬：

社區夥伴四川辦公室工作人員，負責社區藝術網路搭建專案。

張熙明：

大巴山生態與貧困問題研究會主任，推動柏林彎社區專案的合作

夥伴。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李佳蓓

Li Jiabei

鄒 喬

Zhou Qiao

張熙明

Zhang X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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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柏林灣端午節活動

2012 Bailinwan’s Dragon Boat

Festival
2012 年起，社區夥伴繼續在柏林彎嘗試用社區藝術來推動社區營造。

延續 2011 年起以節日為線索的思路，2012 年 7 月，我們和學生、生

態示範農戶和婦女們一起做了一次端午節活動。活動內容涉及對菖蒲、

艾草的野外調查和分享展示，一起包包子，講端午節的故事等。通過

菖蒲、艾草和包子這三個元素，聯結了參與者們一直在做的社區自然

資源調查，以及吃當季吃在地的可持續生活理念；同時，這次活動超

越了唱歌跳舞的常規活動形式，更多的人參與了進來。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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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蓓：

社區夥伴社區藝術專案剪輯顧問。

鄒喬：

社區夥伴四川辦公室工作人員，負責社區藝術網路搭建專案。

郭金蓮、胡鋼：

社區藝術協作者，參與了端午節活動的籌備和實施。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李佳蓓

Li Jiabei

鄒 喬

Zhou Qiao

郭金蓮、胡鋼

Guo Jinlian,Hu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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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柏林彎夏令營

2012 Bailinwan Summer Camp

2012 年起，社區夥伴繼續在柏林彎嘗試用社區藝術來推動社區營造。

延續 2011 年以節日為線索的思路，希望可以提供多多的活動形式和平

臺，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增強他們自我組織的能力。同時，也很多

地放入與可持續生活、社區調查和本土經濟相關的主題，使得社區藝

術更好地與專案結合起來。

2012 年 7 月底，我們與學生、生態示範農戶一起做了夏令營活動，希

望通過夏令營，喚起參與者對於家鄉的自然環境、本土智慧更多的瞭

解和熱愛。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4'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65

65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一起走在社區藝術的路上

Together on the Way to

Community Art

2012 年起，社區夥伴在專案社區進行社區藝術嘗試的同時，開始進行

一系列的社區藝術協作者培育工作坊和社區實踐的嘗試。參與者們都

是來自成都本地的文藝愛好者，各懷絕技。大家一起在工作坊中學習

社區藝術的理念、技巧，並在社區活動中進行實踐，慢慢積累了自己

對於社區藝術的經驗和思考，一起走過了一段難得的成長之路。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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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蓓：

社區夥伴社區藝術專案剪輯顧問。

鄒喬：

社區夥伴四川辦公室工作人員，負責社區藝術網路搭建專案。

郭金蓮、胡鋼：

社區藝術協作者，參與了端午節活動的籌備和實施。

王奕錕

社區藝術協作者，參與了夏令營活動的設計、籌備和實施。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李佳蓓

Li Jiabei

鄒 喬

Zhou Qiao

郭金蓮、胡鋼

Guo Jinlian,Hu Gang

王奕錕

Wang Yi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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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Grapes

生活在瀾滄江幹熱河谷地區（卡瓦格博）的藏族，大多數人聚居於少

林的臺地和河谷地帶，他們利用雪山水源夠賤供水體系，構築起幹熱

河穀綠洲農業生態系統的傳統農業。2000 年以後，葡萄種植作為一種

新的產業在卡瓦格博地區逐漸展開。影片記錄了李衛紅一家種植葡萄

的勞作過程。

作品規格

2011 | Color | 6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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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佛山鄉古水村村民。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並開始拍攝

作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李 衛紅

Li We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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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親 們

The Villagers

本片拍攝於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烏拉哈烏拉鄉地

區。由於此處大部分地質沙化疏鬆，再加乾旱少雨，糧草收成較

差，很多土地被佔用或荒廢。近些年又實施禁牧政策，大量的牲

畜被變賣，因此支撐村民們生存的畜牧業也逐漸消減。為了生存，

一些青壯年村民紛紛外出打工，剩餘村民只有靠政府的補助來維

持生活。由此同時，政府的補助也成為了村民們僅有的經濟支柱。

2012 年入冬以來，連降大雪，寒風刺骨，大量的外出人員返鄉，

看似平靜的鄉村一下又熱鬧了起來，隨之各方面的矛盾與無奈也

相繼滋生… …

This film was shot in Olahaool Township, hahar Right Front

Banner, Ulanqab, Inner Mongolia.Because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and little rain,grain harvest here is not

good. Much land is occupied or wasted.Grazing policy was

implemented in recent years, a great deal of livestock is

sold,so animal husbandry which support villagers’lives is

reduced. Many young adults go out for work to

survive,villagers left live by government subsidies.

Meanwhile,government subsidies becomes the mainstay of

villagers’income.

Since the winter of 2012,it snowed and blowed heavily, many

young adults come back home, the quiet countryside became

noisy again,accompany with contradiction and

helplessness......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101'2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紀錄長片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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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四川傳媒學院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系。2013 年獨立拍攝首

部紀錄短片《窗外》；之後又完成紀錄長片《鄉親們》,併入選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紀錄片展映單元,後被栗憲庭電影資料

館收藏。

He graduated from Art Design for operas,TV programmes and

movies of Art departm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He made his first short documentary

film The Outside World Independently when he was graduated

in 2013,then he finished his documentary film The

Villagers, it was selected in Documentary Screening part

of The 10th Beijing Indepengdent Film Festival,it was

collected by LXT Film Archiv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 《鄉親們》

The Villagers

2013 《窗外》

Outside World

著述&評論鏈接

李 文燕

Li We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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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林，小強啊小強

Flowers Forest , Xiaoqiang ah Xiaoqiang

片子是關於一個四歲的小男孩，男孩的媽媽是我的同齡人小

群，去年拍了小群的故事，她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我今年回

村，發現小群的兒子小強很有意思，我帶著小強一起撿塑膠

袋。這個小強是我這個片子裏的代表未來的孩子，同時，花

木林寨子老人的現實生活也一如既往，麻木孤單。

This film is about a four-year-old boy, and his mother

Xiaoqun is my peer. Last year , I took Xiaoqun’s family

story. Back to village this year, I found Xiaoqun’s

son Xiaoqiang very interesting then I pick up plastic

bags with him. Xiaoqiang is the child represents future

in this film. At the same time, the old people’s real

life is still numb lonely in flowers forest

villag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7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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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出生於雲南鳳慶縣花木林村，上學至小學五年級，家貧

停學，16歲進城打工，2007 年至今是草場地工作站工作人員。

Lin Xinmin was born in 1988,in Yunnan Fengqing Flowers

forest Village, and she dropped out of school in fifth

grade because of poor. She has been a staff in CCD

Workstation since 2007.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蜗牛》

Snail

2010 《再见》

Goodbye

2011 《情书》

Love Letter

2011 《鱼》

Fish

2011 《吞噬》

Devour

2012 《世界》

The World

著述&評論鏈接

李 新民

Li Xi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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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李有傑 Youjie Li 宋田 Tian So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李有傑 Youjie Li

錄音 Sound / 李有傑 Youjie Li

剪輯 Editing / 李有傑 Youjie Li

阿佬的村莊

Alao’s Village

《阿佬的村莊》是關於自己離開村莊再回去，再一次次地去靠近漸行

漸遠但又永遠在那的村莊、親人和自己。一個內心虛弱、掙扎、彷徨

的自己，一個殘酷只剩下殘殼的村莊。素材裏的所有時光都是帶著苦

澀、鹹味的。恍然混過 30 年的時光，本片亦是拿骨頭和血肉築起來的

一段時空，放進我的奶奶、我的父母、我的族人和我自己。對我來說，

是快要邁過 30 歲前對自己做的一次徹底清理和拯救。

Alao’s Villageis a film about the director’s return to the

village where he grew up. Time and again he attempts to get closer

to the village, his family and his own identity as he senses the

village drifting away from his life. As he struggles to come to

terms with his inner weaknesses and uncertainties, he discovers

the harshness of the village, which in his eyes seem to be a shadow

of the place he once knew as a child. That is perhaps why the

different scenes of the film appear to be tinged with a sense

of bitterness. This film, featuring the director’s grandmother,

parents, fellow villagers and the director himself, is the

culmination of thirty years of his life. Making it has, in essence,

been a self-cleansing ritual of deliverance for the director as

he turns thirt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5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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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出生，雲南人。藝術家，獨立紀錄片導演。2003 年畢業

於雲南藝術學院附屬中學，2007 年畢業於雲南藝術學院。 現

工作生活於北京、雲南。

Li Youjie was born in 1982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Yunnan Art Academy

in 2003, and in 2007 graduated from Yunnan Art Academy.

His graduation short film “Growing Up” (2007, 11min) won

the 2nd Price of “2007 China•Anji College Film Festival”,

and was selected at 2008 “The 4th REEL CHlNA Documentary

Biennial”; “Youth Forum”of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2007”; “May Festival”of Caochangdi Workstation,

Beijing; “China in DV”, DV Art Exhibition of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and was screened at

Film Department of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ologne, Germany etc. In 2012, he finished his first

feature-length documentary film “Alao’s Village”, which

Li Youjie had been shooting for 7 year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李 有傑

Li You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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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Cinematography / 林偉欣 Weixin Lin

剪輯 Editing / 林偉欣 Weixin Lin

午朝門

Wuchao Gate

中國開封龍亭的正南門古稱午門，現今亦稱午朝門。門前

廣場上兩尊宋朝的石獅子據守至今，因歷史久遠，午朝門

廣場成了不少人心目中的神靈之地。每逢大的傳統節日，

這裏都會成為各種活動的場所，每天也都會有各色人等在

廣場進行著不同於普通旅遊者的活動，他們或走功（敬神

修煉）、或傾訴、或表演，帶著各自的生活背景和故事，

在這裏碰撞。這裏是他們的精神出口和寄託所在。

Wuchao Gate, which was called Wu Gate in the ancient

time, is the south gate of Longting Palace in Kaifeng

city of China. In front of the Gate is the Wuchao Gate

Square where two stone lions have been guarding the

palace since the Song Dynasty. Such a long history

makes Wuchao Gate Square a “Holy Land” for many

people. In days with or without traditional

festivals they are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visitors, some worshiping the

gods, some praying, and some acting.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stories, people meet and communicate

here. It is where they find spiritual comfort.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88’|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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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欣——郭林、李明偉、黃瑞欣三人各取其姓名尾字的合稱，

三人均為美術教師。

Weixin Lin. which everyone would take for granted that it

is one person’s name, is actually a joint name for three

directors. They're namely Guo Lin, Li Mingwei and Huang

Ruixin. All of them are art teacher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林 偉欣

Lin We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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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斯

Gas

2001 年 4 月 6日，陝西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發生瓦斯爆炸，38人遇

難。2004 年 11 月 28 日，陳家山煤礦發生瓦斯爆炸，166 人遇難。五

年後，礦工之子林鑫拍攝了這部關於礦難的影片。本片通過礦工、遇

難者家屬等二十餘人的口述和街頭隨機採訪，從不同角度立體地呈現

了礦工的真實生活和礦難背後殘酷複雜的社會現實。這部影片是林鑫

《生存三部曲》的完結篇。

作品規格

2011| Color | 136' | Shaanxi

dialect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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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生於陝西省銅川市，曾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及西安等地多次

舉辦個展。出版有詩集《噢！父親—黑色的記憶》和畫集。2005

年紀錄片《陳爐》入選雲之南紀錄影像展、日本山形國際紀錄電

影節、德國萊比錫國際紀錄電影節；2007 年紀錄片《三裏洞》獲

中國紀錄片交流周獨立精神獎；2009 年紀錄片《同學》獲中國紀

錄片交流周評委會獎，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十佳紀錄片，入選 2010

年韓國全州國際電影節。2011 年冬完成紀錄片《瓦斯》。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4《陳爐》

2006《三裏洞》

2009《同學》

著述&評論鏈接

林 鑫

Lin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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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 子 故 事

Xuanzi Story

集跳、唱、舞、詞、樂器於一身的弦子是德欽藏族民間文化的一個重

要載體，她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影片記錄了弦子的由來以及

製作工藝。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4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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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升平鎮巴子中村村民。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並開始拍攝

作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格榮

Gel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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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禮

Wedding

藏族的婚禮是十分重要的人生禮儀之一，整個婚禮要通過不同的儀式

來完成。這些儀式除了具有完整一個婚姻關係確立的目的外，儀式中

的說唱、鍋莊和絃子等民間藝術還為人民提供了一個實現傳統倫理教

育、環境知識教育和傳統知識相互學習的一個重要場所和過程。影片

通過記錄德欽藏族傳統婚禮儀式，讓人們瞭解藏族的婚禮與傳統文化

間的關係。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8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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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雲嶺鄉玖農頂村村民。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

活動並開始拍攝作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次裏卓瑪

Tsering Dro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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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Possession

解構新中國農民六十年來之生存邏輯，重構農民之主體。我若

一只革命的鼴鼠，持有符號的牙齒，齧噬所獲者：自我正義、

一味修辭產品、二味詩及虛無大道。

Destructing sixty years’ existing survival logic of the

new Chinese Farmers and restructuring famers’ main

status. Like a mole in revolution, I have teeth with

symbol and eat them all---Egoism, rhetorical description

and empty.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90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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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主持第二文本實驗室，近年集中在湖南、貴州、湖北等稻作

區域開展工作，由此生成的電影產品被稱作稻電影。2012 年始，

毛晨雨在湖南洞庭湖畔的故鄉細毛家屋場建設稻電影農場，體

感自然、躬耕田畝、種植黃金水稻。

He now hosts the second text laboratory, working in the

rice field of Hunan, Guizhou, Hubei recent years, which

makes his film called “Rice Film ”. Since 2012, Mr. Mao

has been building the film farmyard in his hometown which

sets nearby the Dongting Lake so that he can feel the

nature, experience cultivating and planting the golden

ric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毛 晨雨

Mao C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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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沈可尚 SHEN, KO-SHANG

製片人(Producer)：洪廷儀 HUNG, TING-YI

攝影(Cinematography)：盧元奇 LU, YUAN-CHI, 沈可尚 SHEN,

KO-SHANG,張鎮瀅 CHANG,CHEN-YING,廖敬堯 LIAO,CHING-YAO

音樂(Music)：趙菁文 CHAO, CHING-WEN

剪輯(Editing)：黃冠鈞 HUANG,KUAN-CHU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七日印象電影有限公司

7th Day Film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HDcam

築巢人

A Rolling Stone
一對無法溝通的父子，在一個單親的巢裡相依為命。

兒子，30歲。卻像 13歲的孩子。甚至更自我，天真，更無法捉摸。

父親，50歲。得同時扮演許多角色，才能把這個巢撐住。

他是父親，是母親，是兒子唯一的朋友，是兒子唯一的經濟支柱，也是努力讓兒子所有特殊的創造和這

個世界產生連結的人。

父親永遠和兒子在一起。用幾近噤默的方式。

撿滿屋子的寶特瓶在一起，畫幾百張重複的蜂窩在一起，折幾千張色紙搭成的巨塔在一起，打保齡球在

一起，撿貝殼抓蝸牛在一起，吃飯在一起，連睡覺，都在同一張床上。

他們像是彼此的唯一。少了誰，就不完整。

這是甚麼樣的愛？父愛。是一個明顯的解讀。

但父愛裡面還夾雜著多少溫情的觸動，分享的瞬間，想逃的慾望，對未來的恐懼，不服輸的意志，和身

為一個個體過度超載的付出？

A pair of father and son,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yet they only have each other in this

single-parent family.

The son is physically a 30-year-old man and mentally a 13-year-old kid, but even more self-centered, more

innocent, and more elusive.

The father is 50 years old, but he has to play various roles to hold up this family.

He is both father and mother to his son; he is the only friend that his son has, the only provider for his son, and

he strives to connect his son’s unique creations with this world.

The father always stays with his son, and they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in an almost silence.

They gather up the bottles that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house together, repetitively draw honeycombs

together, make a gigantic tower with thousands of color papers together, go bowling together, pick seashells

and catch snails together, and eat together. They even sleep on the same bed.

They are like the one and only for each other—either of them is incomplete without the other.

What kind of love is this? Paternal love is the most evident interpretation.

What else is also mixed in this paternal love? Does the soft and tender connection? Longing for sharing? Desire

to escape? Fear for future? Reluctance to give in? Or the excessive devotion that one individual has towards

another?

作品規格

2012 | 54'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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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巢”可以是個家，得用盡心力一針一葉支撐起來。

“巢”有時像個牢，想逃，不能逃。

“巢”讓珍喜之物得以自在安歇，有時卻在一瞬間支離破碎。

紀錄“巢”裡這對父子的細瑣生命，除了讓我看到親情面對無常的拉扯力度，也看到愛的本質，是無可棄

離的終生獻祭。因此痛。也因此喜悅。

“Nest” is a home, which requires both our mental and physical efforts to sustain fastidiously.

“Nest” is sometimes like a jail, from which we want to escape but can never escape.

“Nest” is where objects we cherish can be free and at ease, yet sometimes it shatters in a blink of an eye.

Through filming this documentary and observing trivia in the life of this pair of father and son, not only have I

witnessed how familial love is torn in the face of this transient life, I have also seen the nature of love - a lifelong

sacrifice that we can never abandon, something that gives us pain as well as delight in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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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可尚為台灣備受注目的新生代導演之一。

以早期作品《與山》在國內外影展嶄露頭角之後，便開啟至今

十餘年的影像創作生涯。

其作品橫跨劇情片、紀錄片、實驗電影，以及商業廣告等領域。

早期作品《與山》除獲得金馬獎最佳短片，更代表台灣首度入

圍法國坎城影展短片正式競賽單元。

於 2011 年成立 “七日印象電影有限公司”，嘗試以團隊合作

的方式共同製作各類型影片。

並以紀錄片《築巢人》獲得第 15 屆臺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最佳剪接和百萬首獎三項大獎的殊榮。現在正積極籌拍獲得

2009 年金馬創投首獎的首部劇情長片《賽蓮之歌》。

Shen, Ko-shang, being one of Taiwan's new generation

directors, graduated in 1999 from the Film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majoring in Directing

Program, and shows his talent with feature films,

documentaries, experimental films, as well as commercial

advertising and other areas, which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Documentary “A Rolling Stone”(A coope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and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is about a pair of father and son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yet they only have each other

in this single-parent family. It was nominatted by Taiwan

Int'l Documentary Festival in 2012.

And won the “Best Documentary””Best Editing,”and most

of all“Grand Prize”of 15th Taipei Film Awards (2013).

Another fantasy feature film "The Songs of SIREN" now Shen

is working on, which is the FTPP 2011 Grand Prize winner,

and it cooperates with the Flash Forward Entertainment.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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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ittle proletarian

影片居家與一群在小鎮上晃蕩的問題少年。

主角海二 14 歲，已被學校開除。終日在鄉鎮上東遊西蕩、泡髮廊、幫

小弟打架，或是與人三五成群騎摩托瘋飆，常被其父體罰訓斥。他被

當地派出所盤問過，接觸曾燉鍋看守所者及混社會者，並開始騷動著

想去城市混社會淘金。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56' | Guizhou

dialect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2010 年回到老家，聽說了幾戶人家的少年孩子跑到外面因搶劫、強姦

而被關押管制。一天回屋，看到租我家房子做生意的四川人罰兒子在門

檻邊長跪，訓斥不休。此畝意象讓我看到一種權力至上並即《二》的開

場。跟拍過程，我在嗜血一種野蠻激情同時歎息“跳蚤他們無處安放的

青春”。

中國的小城鎮建設浮躁著錢為大，有奶便是娘的使用文化，且應試教育

造成的“厭學”和農村孩子讀書看不到前途的現實，草根少年“下海”

到城市去追逐“江湖理想”成為時尚，“遊氓”們也正在成長為暴力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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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Cinematography / 沈潔 Jie Shen

剪輯 Editing / 沈潔 Jie Shen

我為故鄉的死寂舉行了一個良辰吉日

I Give an Auspicious Occasion for My Country Dead

幾個老年、中年“留土者”，他們的人生被濃縮在“環境場景

的精神分泌”，散發出面無血色的一片死寂，如“一個麻風村

的自言自語”。作者擎火燃燒故鄉徵用地上一棵即將被掩埋戕

伐的老棬子樹，召喚自由古典精神：自由古典／燃燒吧你加冕

你／然後血氣方剛的倒下。 作者擎火燃燒山頂梍角樹上供掛

的豬腳及山路邊撿來的解放鞋：審判“蒙昧閉路裏的自我奴

役”。

The documentary tells a few old and mid-aged reservation

holders, whose lives have been boiled down to ambient

scenes of mental secretion. Their lives spread a

ghastly-pale dead smell, like a self-gibberish of a

leprosy country. The director lit a flame to burn an old

cutdown tallow tree that used to grow in the requisitioned

homeland, calling for freedom and classical spirit: Burn

ye burn/ freedom and classicality/ crown ye and down with

dignity. Director also lit a flame to burn the trotter

hung to honor gods on the hilltop soap-pod locust, to set

fire on rubber shoes gathered from mountain road: Judge

ye judge/ ignorant selfslavery/a closed-loop circuit.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B&W | 6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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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遵義人，貴州大學畢業。2003 至 2006 年遊居滇西北和西

藏，2010 年開始拍攝紀錄片。作品《二》獲 2012 第九屆 CIFF

十佳短片、2012 金荷獎最佳紀錄片。作品 《鬼節》入選 2012

金荷獎競賽單元、2013 雲之南競賽單元。

Born in Zunyi City in Guizhou Province. Graduated from

Guizhou University. He lived in Northwest of Yunnan and

Tibet from 2003 to 2006. He first shot documentary in 2010.

His film Erwon Top 10 Short Films in the 9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in 2012 and Best Documentary in

Golden Lotus Awards. His another film Ghost Festival

participated in the Gold Lotus Awards Competition in 2012

and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Competition in

2013.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鬼節》

The Ghost Festival

《二》

Little Porletarian

《留土》

Leave Soil

《發達雪山時代的抒情詩》

Lyric Poetry Fordeveloped Snow

Mountain

著述&評論鏈接

沈 潔

She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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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 孩 子

We are Alive

《壞孩子》是一部從香港、澳門及日本札幌三地少年感化院中生活的

年輕人觀點出發的紀錄片。作者在院中透過媒體工作坊，協助被囚少

年與少女講故事、攝影及錄音，從而讓這些“邊緣青少年”表達自我，

重新建立自信，能更誠實地面對自己及他人。同時也希望讓我們這個

“乖孩子”至上的成人世界學習擱置批判、家長式的目光，儘量從“壞

孩子”的角度、位置出發，接觸、認識與感受他/她們。

作品規格

2011 | Color | 101' |

Cantonese and Japa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這部紀錄片嘗試去接近和瞭解，這些被我們的社會制度關起來，被認為

“太危險”、“太壞”的年輕人，呈現他/她們較真實的面貌。我們從他

們身上，也許可以重新發掘被主流社會深深埋葬的另一面，及學習活出

自由的勇氣。

92

92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倫敦大學皇家可露威學院媒體系博士。曾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校址及密西根大學、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等，現為香港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未免被舉報送院隔離，惟有同時儘量創作詩、

電影及錄影。詩集《不可能的家》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詩組推薦獎。

電影及錄影作品包括《好鬱》（獲葡萄牙費加拿霍斯電影節影評人

大獎）、《理想國的論述》（德國國際錄影藝術大賽最後決賽入圍）、

《流》（獲日本視像論壇節評審團特別獎）、《另起爐灶之耳仔痛》

（香港獨立短片展公開組銀獎）等。也著作有 Filming Margins：

Tang Shu Shuen，a Forgotten Hong Kong Woman Director（香

港大學出版社，2004）及《另起爐灶》（香港：青文書屋，1996）、

《裙拉褲甩》（香港：珍熊靜出版社，1999）、《性/別光影：香港

電影中的性與性別文化研究》（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6）等書。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1993《流》

1997《另起爐灶之耳仔痛》

1998《我餓》

2002《好鬱》

2012《壞孩子》

著述&評論鏈接

遊 靜

Yau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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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娃娃石獅獅

Stone Lion,the Guardian of

Babies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Shanbei

dialect

苦菜水水醃漬的年月裏，娃娃容易夭折。

在陝北，早亡不葬。

甚至沒有一方墳塚可以寄託思念，那些天賜的小生靈，母親們又把他

們還給了上天。

生的希望被寄託於小小的石獅。

“獅獅把娃命拴定，保佑我娃人長大。”

一根紅線，牽起生的執念。

紅線的那一頭，是媽媽的心。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2012 年，我回到陝北，重新打量我的父母之邦，在這寂靜天宇之夏，

在這莽莽黃土塬上。

陝北人是黃土捏成的泥娃娃，血脈裏淌著無定河的水。如接受其所昭示

的無常一般，這裏的人們順應天命，但又從未放棄生的執念。

拍攝過程中，我深感方言的豐饒醇厚。與被採訪對象交流時，我對綏德

話的熟絡讓自己暗自驚訝，幼年時在外婆家住過兩年，卻能再 22 歲的

時候重拾這一方言。就好像語言一直蟄伏在血液中，在這一刻蘇醒，用

土語土言開腔，說的是那綠草紅花羊羔羔，黃土渾天憨娃娃。我所記錄

下的，是黃土地上的歌哭。鏡頭彼端，是煎熬中求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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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來自陝北小城清澗，在清華大學讀影視傳

播學。2012 年作者回到家鄉，重新打量故土，

記錄人們在煎熬中求生的信念。作者希望以鏡

頭記錄入亙古之分般連通人們與祖輩的小石

獅，記錄下這篇土地上人們的情感與生活。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拴娃娃石獅獅》

著述&評論鏈接

王 一惠

Wang Yi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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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身 邊 的 塑 料 垃 圾

Plastic Trash Around Us

鏡頭在中國很多農村地區，白色塑膠垃圾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污染源，

塑膠垃圾猶豫不可降解，將長期威脅著鄉村脆弱的生態環境。影片主

要記錄了阿幾格得村苗族村民對塑膠垃圾的處理、看法及認知方面的

狀況。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5' | Miao

languag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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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昆明敞口鄉阿幾格得村村民。自 2006 年起開始參加白瑪山

地文化研究中心開展的村民拍攝紀錄片的活動，關心大花苗的文

化保護，2009 年自己成立了“窮歡樂家庭文化室”，不定期組織村

民在家中進行有關苗族傳統文化保護方面的活動。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5《嫁女送親》

2009《玩一天》

2010《臺磨山村的傳統故事（一）》

著述&評論鏈接

王中榮

Wang Zhon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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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張高村

Gao Jia Cun

這部片子是我的第二部片子，是伴隨著民間記憶計畫產生的。片子是

我2012年冬天再次返回自己的村子，去看望那些我曾經採訪過的老人，

並試圖再次像去年一樣為“饑餓死者”樹碑，遭遇到同樣的反對。我

試圖通過其他的方式繞開這種阻力，所以想去尋求村子裏的教會的幫

助，我進入到教會裏去聽那些信徒佈道，講經，我拍攝他們，觀察他

們並且告訴他們我在村子裏做的事情，但意外的是我遭遇到同樣的反

對。

我像是陷入到信仰的漩渦裏，又試圖逃避自己在村子裏的那種不安和

不明確的位置。所以我決定更扎實地做點事，於是我去教孩子畫畫，

去落實老人基金，去幫助村子裏需要幫助的那些孤寡老人……

This is my second film, and it is created under the Folk Memory

Project. The story happens in 2012 when I goes back to my village

again and try again to erect a monument for the people who died

in 1959-1961 famine. However, I get stuck in the same opposing

situation. I try my best to overcome their objection. Thus I

turned to the village church for help. I come to the church and

hear the priest preach the doctrine.and the scripture. Then, I

record the scene. While observing them, I told them what I have

done for the country. Beyond my expectation, I meet the same

opposition again.

It seems like I am indulged in my religion course. Meanwhile,

I try to avoid my unstable and obscure position in the village.

Therefore,I am determined to do more practical things for the

villagers. I teach the children to draw, found the funds for the

solitary seniors and offer help to the old and lonely people in

need.

作品規格

2013 | B&W | 7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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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出生於山東省青州市何官鎮張高村，2012 年畢業於天津

美術學院數字媒體藝術系。2010 年參加草場地工作站民間記憶

計畫，現於草場地工作站駐站，已完成紀錄片《進攻張高村》，

並參與《回憶：饑餓》、《回憶：墓碑》等劇場作品創作與演出。

Haian Wang was born in 1988 in zhanggao village, heguan

town, qing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nd graduate from

Tianjin Fine Arts Academy in 2012. Since 2010, he

participates in the Memory Project and currently becomes

a resident artist at CCD Workstation. He creates his

documentary Attacking Zhanggao Village(2010). He also

creates and performs in Memory: Hunger(2010), Memory:

Monument(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進攻張高村》

Attach Zhanggao Village

著述&評論鏈接

王 海安

Wang Ha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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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 王爾卓 Erzhuo Wang

導演(Director)：王爾卓 Erzhuo Wang

製片人(Producer)： 王恒明 Hengming Wang

攝影(Cinematography)：王爾卓 Erzhuo Wang

錄音(Sound)： 王爾卓 Erzhuo Wang

剪輯(Editing)： 王爾卓 Erzhuo Wang

主演(Cast)： 黃鐘紅 Zhonghong Hua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王恒明 Hengming Wa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DVD，MOV

彩雲之南

South of the Clouds

這是一個講述平凡人愛與淚的故事。被拍攝者是我的阿姨，也是

從小照顧我長大的“桃姐”。她現在雲緬邊境的小鎮做著美容生意。

2012年的夏天，我一個人來到這個小鎮，聽我阿姨講述她的故事，

半輩子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年少夢想和愛情的幻滅。與她生活在

一起的是一群當地的傣族少女。中年女人的生活已漸趨明朗平淡，

而少女們的青春，渴望被愛的憧憬。 她們剛剛開始學會感知周圍

的世界，她們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The film set its eye on normal people’s love and sorrow.

The main character is my aunt who has taken care of me ever

since I was small. Now she runs a business of beauty products

in a little village at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In the

summer of 2012, I went to the village and heard her story

including dramas and loss of youthful dreams and love. A

bunch of local Dai teenage girls live with my aunt. Comparing

to the peaceful life of a middle-age woman, young girls are

eager to be loved. Their life just started as they just

started to perceive the world around them.

作品規格

2012 | 79'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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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這是一個講述平凡人愛與淚的故事。被拍攝者是我的親阿姨，也是曾經從小照顧我長大的“桃姐”。她現

在雲緬邊境的小鎮做著美容生意。

我對於世界的認識，追根溯源，都是這些對我最親的人教會我的。

我是一個大學生，我也面對著生活的各種困難，迷茫。可是我發現，在我身邊的這群普通人身上有著真正

可貴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已然成為一種信仰，教會我們體味生活的苦痛，和生活的美麗

我在 2012 年的夏天，一個人來到了這個小鎮。聽我阿姨講述她的故事，和當地的年輕人，傣族少男少女

一起生活。我用手中的 DV記錄下了這個夏天所有的影像。這是我個人最寶貴的記憶。現在我把這段記憶

的影像交付給你。

My understandings of the world origin from my relationships with my closest families. I am a

university student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confusions, but I find something precious in these

normal people around me. Those precious characters become a belief and teach to accept the sorrow

and the beauty of life.

In the summer of 2012, I went the little village to visit my aunt. There I heard she telling

me her story of growing up. Besides, we lived with young local Dai people. The experience was

documented by my DV and it was my most precious memory. Now I am sharing it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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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爾卓，男，現就讀於中央戲劇學院電影電視系影視編導專業

2012 年創作紀錄片《彩雲之南》

Erzhuo Wang, male, studies Film and TV Directing at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TV Art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In 2012, he made the documentary film South of the Cloud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王 爾卓

Wang Erz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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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王雲龍 Wang Yunlong

製片人(Producer)：王雲龍 韓翊 Wang Yunlong, Hanyi

攝影(Cinematography)：張珂 阿龍 韓翊

Zhangke, A Long, Hanyi

錄音(Sound)：韓翊 Hanyi

音樂(Music)：曉寒 Xiaohan

剪輯(Editing)：王雲龍 Wang Yunlo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老土槍紀錄片工作室 阿龍

工作室 Dao Tu Qiang Documentary Studio, A Long Studi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DVCAM +800P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P 制

代言人

The Spokesman

雲南省騰沖縣農民段培東曾坐牢九年，其間他意外地接觸到一些國民黨抗戰老兵，認識了一段轟轟烈烈

的抗戰史——國民黨正面戰場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出獄後，他憑著良知和勇氣，開始艱辛的追尋和探

訪，甚至挖個山洞作書房，在小油燈下熬了無數個夜晚，終於寫就 38 萬字的《劍掃烽煙—騰沖抗戰紀實》，

還原了一段被掩埋的抗戰史。導演王雲龍在 17年前遇到老段，用紀錄片《農民作家老段》把他推上螢屏，

他隨之成了一位草根名人。2008 年導演王雲龍再訪騰沖玩，發現老段完全變了，滿嘴大話假話，他自稱

是“中華民族代言人”，在院子裏掛上一個“東方之子”的大金匾……，17 年之間，他進入政協領導層、

任文聯副主席、作協主席，從當年一位正直、有良心、有勇氣的農民作家變成英語宣傳工具。影片記錄

了一個人如何從追求真相到失去真誠。

Duan Peidong, a peasant in Tengchong, Yuannan Province had once been in prison for nine years,

during which he unexpectedly met some Kuomintang veteran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Gradually

he was awakening to the stirring and victorious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Kuomingtang soldiers in Yunnan. After he came out of prison, he carried on the exploration

with his conscience and courage. He used to dig tunnels in a mountain as his study and wrote

with a burned oil lamp in the cave. The great 380-million-word Swords Targeted: The Diary of

Anti-Japanese War in Tengchong was finally written a mid various difficulties, rehabilitating

the once buried history. Wong met Duan 17 years ago and made him the protagonist of his

documentary. Duan then became a grass-root hero. When Wong revisited Duan in 2008, Duan has

totally changed. He talked big, making speeches full of bunk and described himself as the

“Spokesman of Chinese”. A plaque with golden characters “Son of Orient” hung on the wall

in his yard. He entere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becoming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Literary Federation and Chairman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he once

honest, conscientious and brave peasant has been used for propaganda. The documentary vividly

portrays how Duan lost himself during the journey to truth.

作品規格

2013 | 109'49''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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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1995 年我從一份內部通訊中，得知了農民作家段培東家徒四壁卻“挖個山洞寫救亡”的故事，便產生了想

去拍他的念頭。但是，竟沒有得到上級的支援。我只有自己去找錢，租設備，搭班子，終於拍成了《農民

作家老段》。片子意外地成功，我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經濟報酬但作品獲了獎，老段則成了“草根名人”。以

後我忙著拍別的紀錄片去了，偶爾也聽到一些關於老段的傳說——又有別的電視臺去採訪他了，他當了政

協常委了，當了文聯副主席、作協主席了，上了北京了……

2008 年，我退休以後和老伴開車到滇西去玩，順便就去看了看老段，這才發現老段家不但生活條件已是完

全改觀，而且說話口氣之大簡直令人吃驚。尤其是當他面對大庭廣眾聲稱自己是“中華民族代言人”，加

上在他家院子裏見到的那塊他自己給自己送的“東方之子”的大金匾……，還有宣傳部組織的報告會上，

他那些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說出口的、無從考證不著邊際的大話假話和空話，讓我覺得 13 年前的一條“騰

沖小壁虎”，而今竟然已經變成了眼前這麼一頭“紅色大恐龍”，思前想後真叫人感到恐怖。回到昆明後，

我覺得自己真的該從頭捋一捋想一想，我這個當初的始作俑者的媒體人，究竟是不是一個“魔鬼推手”？

我到底是做了一件好事還是壞事。於是，就有了《代言人》這個紀錄片。

In 1995, from an intercom, I got to know that the peasant writer Duan Peidong was really poor

while was caring for his country. So,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should make a film about him.

However, I did not get the support of superiors. I had to collect the money on my own and finally

made it. The Peasant Writer Lao Duan was unexpectedly successful and made Duan the “grass-root

hero”.

In 2008, after retired, I drove to Western Yunnan with my wife and visited Duan by the way. Duan’

s changes surprise me, especially when he call himself “Spokesman of the Chinese” in front

of the public.And he even sent himself a big golden plaque says “Son of the Orient”. After

I got back to Kunming, I was wondering that maybe I was the catalyst of this dramatical change.

So, there it is the documentary Spok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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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王雲龍原來在雲南電視臺工作，曾有一些記錄少數民族

和平民百姓的紀錄片獲得各類獎勵，有的還參加過國際電影

節。退休後他全力投入自己過去想拍而無力也無法拍攝的、

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紀錄片，產生了《歌者》、《一封遲到的情

書》、《戰友》、《還卜琴父以美麗》等作品。其中,《還卜琴父

以美麗》獲紀錄片得南京第九屆中國獨立紀錄片影像展十佳

紀錄片獎，在北京第九屆獨立影像展上播映；在香港 2012 華

語紀錄片節播映；2012 年 10 月在美國紐約大學“真實中國

影像展”上，作為紀錄片開幕電影播映。

紀錄片《代言人》（漢語第一版）獲得南京第十屆獨立影像展

10佳紀錄片獎。

The director Wang Yunlong used to work in the Yunnan TV

station. He once made some documentaries about the

minorities and common people, with which he attended

som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and earned several

prizes. Since retired,

Wang has been devoting himself in making docu

mentary which was not allowed before. He has

made Singer, A Late Coming Love Letter, Com

rade-in-Arms, To Justify BO Qinfu and other w

orks that specially described political persecu

tion happened on military artists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For example,

To Justify BO Qinfu earned “ the Best Ten

Documentaries”prize in The 9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Nanjing and was screened at several film

festivals such as 9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2012 Hong Kong Chinese Documentary Festival, “Real

Chinese Film” in NYU as the opening film.

The documentary Spokesman earned the “ Best Ten

Documentaries ” in 10th Nan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王 雲龍

Wang Yun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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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豹 和 我 的 故 鄉

Snow Leopard and My Hometown

這個草場本屬於野生動物，後面我們來了，向他們借了這個草場定居

下來。在此期間我們沒有發生過任何矛盾，今天我們之間產生了你死

我活的矛盾，是因為前一個時代浩蕩的獵殺動物活動和保護雪豹第一

階段時候立下的政策造成的。

大家都說雪豹很重要，要保護雪豹。朋友，你在我們家羊圈裏垂涎可

愛又乖巧的羔羊的時候，你要記得好好保護它。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4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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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兩位作者都是青海省果洛州久治縣的牧民，並且是鄰居。

野生動物和家畜的平衡關係被打破後，他們兩家的牛羊不斷地遭

到雪豹的“騷擾”，無奈之下，他們拿起攝像機來記錄自己所面臨

的困境以及家鄉的生活環境。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間參

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並開始拍攝作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秋加、索日

Chugyal and Bs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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糌粑

Tsampa

糌粑是藏民族獨具特色的一種飲食。對於我的故鄉麥榮而言，主要是

種植青稞，與此相關的手藝和文化，歷史悠久且有許多獨特之處。但

是，由於退耕還林工作的開展，現代技術和機器的使用使這種傳統工

藝和文化急劇衰弱。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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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四川省阿壩州柯河鄉的一名僧人，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培訓，拍攝作品《糌粑》。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秋果

Ts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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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畫像：47 公里做夢

Self-portrait : Dreaming at 47 km

這是我的“自畫像”系列影片之四。我在 2013 年初的冬天繼

續回到“47 公里”村子。爺爺病危，我與爺爺的相伴，如同與

死亡相伴。村子裏是那些如同枯葉般的老人和記憶。我和村裏

的孩子們相識，並共同行動起來，在村子裏建立一座圖書室。

一面是孤獨困苦的老人，一面是陽光無邪的孩子。我的“夢”

是否在此？

This is the fourth film in my self-portrait series. I went

back to the village named 47 km in 2013. My grandfather

was critically ill, and I accompanied him like

accompanied the death. The old people and their memories

are like dead leaves. I got familiar with the children

and we acted together to build a bookroom in village.

Between the solitary old people and the naïve sunshine

children, can I find my dream her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B&W | 7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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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出生，2008 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現

為自由舞者，在草場地工作站駐站。

Mengqi Zhang was born in 1987. She graduated from

the Dance Academy of China Minorities University in

2008. She and is currently a resident artist at CCD

Workstatio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自画像及和母亲对话》

Self-portrait and Conversations with Mother

《自画像及自我性教育》

Self-portrait and Personal Sex Education

《自画像：47 公里》

Self-portrait: 47 miles

《自画像和三个女人》

Self-portrait and Three Women

《自画像：在 47 公里》

Self-portrait and in 47 Miles

《自画像：在 47 公里跳舞》

Self-portrait and Dancing in 47 Miles

2013 《自画像：47 公里做梦》

Self-portrait : Dreaming at 47 km

著述&評論鏈接

章 夢奇

Zhang Meng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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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家 屋：天 地 無 情

Luo Village:a Ruthless World

《天地無情》是一部回憶錄的名字，生活在湖南農村的老人任定其花

了四年時間撰寫了自己再鄉下醫生的坎坷經歷和自己對周遭社會、人

生百態和歷史事件的回憶。因為民間記憶計畫作者回到家鄉採訪老人，

期望記錄民間口述史，遇到了同村的任定其老人和他的回憶錄手稿。

作者拍攝了老人和他的回憶錄《天地無情》，也拍攝了任定其家人和村

裏人對老人撰寫回憶錄一事的各種看法。有人由衷敬佩老人的寫作才

華並肯定了回憶錄的價值，也有人對老人的行為表示疑惑，不屑，甚

至反對。

影片結尾數名村裏老人都選擇回避作者的鏡頭，不願接受作者對“饑

餓歷史”的反復提問，他們到底害怕什麼？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3' | Hunan

dialect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這部片子是我第一部紀錄片《羅家屋：我和任定其》的延續，片名借用

村民任定其的回憶錄名字《天地無情》。這部作者花了十年時間完成的

回憶錄，記錄了他所經歷的刻骨銘心經歷：土改、大躍進、三年饑餓、

文革……我的這部片子是這部回憶錄的一次閱讀嘗試，是這位歷史見證

者的再次靠近。同時，我在試圖把這本回憶錄“暴露”在村裏人面前時，

也在遭遇著意想不到的各種反應，檢驗著過去與現在的這個村子是否依

然“天地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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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屋：永別落江橋

Luojia Village: Farewell, Luojiang Bridge

落江橋拆了，她是村子裏最老、使用率最高的一座拱橋，站在羅

家屋抬頭即見。小時候上學我每天若干次從這個橋上走過，最近

三年，因為記錄村子裏 1960 年大食堂的故事，我也必須過橋找

老人。這座橋幾乎和村子裏所有人發生過關系，也承載了幾代人

的記憶。

上個冬天回村以前我因為一次意外腳骨折了，回到羅家屋養傷，

坐在屋裏望著窗外，頭抬橋現。聽著轟隆的拆橋聲，回憶起村子

裏被我採訪過的那些老人和她們給我講述過的饑荒故事……橋

和老人註定擺脫不了退出舞臺的命運，而且她們還將走得不留一

點痕跡？

Luojiang Bridge was the oldest arch bridge in my village.

When I was young, I went over the bridge to school every

day. That bridge carried the memory of several generations

in village.

In 2013, this bridge was dismantled. I heard the noise of

breaking it down and felt impotent. I remembered the old

people’s famine stories. The bridge and old people are

destined to be off-stage. Will they leave any marks?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73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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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出生，2009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現在在草場地工作

站駐站。2010 年參與民間記憶計畫，創作出紀錄片《羅家屋：

我和任定其》（2011），《羅家屋：天地無情》（2012），《羅家屋：

永別落江橋》是他第三部紀錄片。

Bing Luo was born in 1986 and graduated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2009. Since 2010, he has been a resident

artist at CCD Workstation. He has documentaries Luo

Village: Ren Dingqi and Me(2011), Luo Village: Pitiless

Earth and Sky (2012), Luojia Village: Farewell, Luojiang

Bridg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羅 兵

Luo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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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羅文傑 Luo Wenjie

製片人(Producer)：羅文傑 Luo Wenjie

攝影(Cinematography)：羅文傑 Luo Wenjie

錄音(Sound)：石頭 Shitou

剪輯(Editing)：羅文傑 Luo Wenjie

活著

See the Sun

本片作為一部人文紀錄短片，記錄了因 512 汶川地震截肢的街頭

藝人李應霞的日常生活。

在採訪篇中則呈現的是主人公對人生百態和境遇的一些自己的觀

點和她對家人、朋友的處世態度。

我作為一個眾多紀錄片創作者中的牛犢，在拍攝過程中我儘量使

自己的攝影機只充當一雙眼睛的作用，用我的鏡頭去隨行記錄，

理想中作為一個客觀的記錄者，我不希望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觀

眾，而是以這種平淡客觀的視角引導觀眾自己去發現主人公的美

麗，感受到主人公渾然天成的魅力。讓觀眾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

細節、用自己的心去感受情緒得出自己的結論，留給觀影者自己

想像和思考的空間。

This is a humanity short documentary, recording daily life

of a street artist Li yingxia who was amputated because of

the 512 Wenchuan earthquakes.

The interview shows her opinions about life and attitude

towards her family and friends.

I, as a novice, tried to use my camera as eyes. Ideally, I

should be an objective recorder and I don’t want to force

my ideas onto the audience. Instead, I led them to find the

beauty of the protagonist, to feel the natural charisma with

this objective view. I let them watch the details with their

own eyes, feel the emotions with their own hearts and come

up with their own conclusions.

作品規格

2013 | 28'30''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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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片名以英文名字作主體“see the sun”的意思是：活著、出生、發現太陽的耀眼，而我的主人公得經歷和

她得生活態度恰恰能非常清楚的詮釋這三個詞語。

本片在故事講述中採用“漫談式”的敍事結構，以攝像機的目光為線索去記錄主人公李應霞生活中所遇

到的人和事，讓觀眾就像置身于應霞的生活之中，用觀眾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主人公的生活。這樣既保持

了紀錄片“記錄”的客觀性，亦達到了我最初要展現一個質樸真實的故事的目的。

是以這樣的“漫談式”紀錄在二三十分鐘之內還是不容易做到“形散而神不散”的境界的，所以在故事

敍述的過程中穿插了對主人公的採訪片段，這些採訪片段多為主人公直接對著攝像機講述她的故事或是

她的想法的畫面片段，這些採訪片段在片中起到了某種程度的穿針引線的效果。

作為我的畢業作品，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時間非常的短，這是我對這部片子的一大遺憾，但是，我覺得這

部片子最值得我珍視的理由不僅僅她是我第一部自己完成的紀錄片還有就是我跟主人公在拍攝過程中的

交流，從拍攝到這次第二次剪輯我一直和主人公保持著聯繫，互相鼓勵，從她身上我看到了很多，感動

著、思考著，我想這才是我拍攝這部紀錄片真正得到的最有價值的禮物。

The title of the “see the sun”means being alive、be born、find the light of the sun，the

life attitude of the hero is a fully represent of these meanings.

The film uses the “Rambling”form . It uses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to recor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Li’s. So viewers could put them in the films, and feel Li’s life with their

own eyes. As a result, it not only keep the objectivity of the documentary film, but also achieve

my goal that to display a real story. It is not easy to make the film“Form Loose but Idea

Concentrative”in 30minutes. Therefore, I insert some interviews of Li’s in the film. Most

of these interviews are the heroine’s narration or her ideas. And the film is linked by these

interviews.

As my graduating works, it is a great pity that I have only a tiny time to finish it. However,

I really cherish this film. Not only is my maiden work, but the process of getting along with

Li. So I keep in touch with her until the second editing. I learn a lot from her, and moved

by her. I think, what I learned from her is the most valuable gift that this film give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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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傑，2009 年 9 月——2013 年 6 月就讀于四川師範大學文

理學院傳媒學院編導專業。

作品獲獎情況：

大學期間參與拍攝作品《映秀鳳凰》入圍第十一屆四川金熊貓

國際電視節大學生影片劇情片單元

首屆中國西部大學生新媒體 DV 影展劇情片一等獎

四川省大學生藝術節 DV 作品類三等獎

Luo Wenjie studied in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dia director of

professional from 2009 to 2013.

Participating in Yingxiu Phoenix, which was selected

into the ”11th Sichuan Gold Panda International TV

Festival”

First Prize of”1st China Western College DV Festival”

Third Prize of DV section of” Sichuan College Art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羅 文傑

Luo Wen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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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 羅湛 Luo Zhan

攝影(Cinematography)： 羅湛 Luo Zhan

剪輯(Editing)： 羅湛 Luo Zhan

主演(Cast)： 王培軒 Wang Peixua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新媒體傳媒工廠,

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中心

New Media Factory; Theatre and Film Art Cente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MOV、MPG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P4

中國式遊行

A Parade In China

這是一部關於遊行的記錄片，記錄了一場中國式遊行中人們的百態。

他們有的表達著自己的憤怒、與人爭吵甚至瘋狂地吼叫，也有人表現

地平靜而漠然。它所記錄的不僅是人們原始的、幼稚的、不加掩飾的

情緒，還有芸芸眾生粗獷而真實的靈魂。

This is a documentary about a parade in China, reco

rding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parade in China. Some of them

express their anger

and quarrel with others, even to clamor crazy. Howev

er, there are also

some people who are peaceful and unconcerned. This d

ocumentary dosen’

t records the true emotion and primitive impulse, bu

t we could also see the real soul of the human be

ing.

作品規格

2013 | 3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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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湛，2010 年就讀于南京大學戲劇影視藝術系。影片《中

國式遊行》曾獲香港浸會大學，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最佳

紀錄片獎。曾擔任 2012 年 FIRST 青年電影展大學生評委，

作品入圍 2013 年 FIRST 青年電影展大學生電影單元。

Luozhan has been studied in Theatre and Film Art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since 2010. A Parade

In China got the Best Documentary award of the Global

Chinese Universities Student Film and TV Film Festival

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Jury of college

student in the FIRST Youth Film Festival. His work was

involved in college student section in FIRST Youth Film

Festival in 2013.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羅 湛

Luo 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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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 肖成剛 Xiao Chenggang

製片人(Producer)： 陳富 Chenfu

攝影(Cinematography)： 丁鐘 呂品 Dingzhong, Lvpin

錄音(Sound)： 肖成剛 Xiao Chenggang

剪輯(Editing)： 肖成剛 Xiao Chengga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重慶大學

Chongqing University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HD

棄考

Give Up The Exam

本片透過真實電影的手法，用一年多的時間，跟蹤紀錄了一位元

90 後少年向中國現行教育體制和人才選撥模式進行抗爭，以及對

自我進行挑戰的過程。

透過本片我們可以看到：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國新一代青少年在

張揚個性的同時，也在努力追逐夢想，積極尋找著自己的人生定

位。

With the skills of “real film”, for more than a year, I

recorded the struggle of a post-90s young man against the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selection system, and I also took

down the process of him challenging himself.

From this film we can see: while he and the new generation

he represents are celebrating their individuality, they are

striving towards their dreams and are looking for their life

po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作品規格

2012 | 21'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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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2011 年的重慶科技周上，一位叫楊成興的小發明家吸引了我的眼球，儘管他還是一名高中生，但卻早已名

聲在外。

然而，這樣一個小小的高中生，卻忽然從學校退學，他宣佈要放棄高考，走一條不一樣的求學道路，語出

驚人的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故事？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在中國，高考作為一種獨特的選拔制度，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雖遭人詬病，

卻又無法被取代。因此，孩子和家長們依然竭盡全力，備戰高考，至 2011 年，全國高考總人數達到 930

萬。然而在這 930 萬中，有楊成興這麼一例棄考的案子，或許，透過他，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教育制度，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During the “Chongqing Science Week” in 2011, a little inventor called Yang chengxing attracted

my attention. He was already famous though he was just in high school.

However, such a little high school student quit the school suddenly and acclaimed to give up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and to take a different way. What’s behind these surprising claims?

I was quite inter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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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成剛，2011 年，導演劇情短片《老街》入圍第三屆澳門國際

電影節·國際學生短片大賽；導演紀錄片提案《棄考》曾入選

CNEX 紀錄片工作坊。

In 2011, Xiao Chenggang directed short feature Old Street

and this was selected in the 3rd Maca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documentary Give Up The Exam was selected

in the CNEX documentary workshop.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肖 成剛

Xiao Chenggang

122

122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製片人 Producer / 胡新宇 Xinyu Hu

攝影 Cinematography / 胡新宇 Xinyu Hu

錄音 Sound / 胡新宇 Xinyu Hu

剪輯 Editing / 胡新宇 Xinyu Hu

芻狗

Straw Dogs

他，看過場子，要過賬。自己的的錢還要不上。混在左右鄰居朋友裏，

胡吃海喝。當然，吹牛是需要繳稅的。別怪他入黑社會，在哪兒都是

要教會費的。

The man,who has worked for casino and debt collecting

company ,even couldn’t afford his own debts. He just likes a

parasite in his friends and neighbors’ lives. Certainly, liers

should pay a lot. Dont blame others, every lessons need to be

paid.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36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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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師範學院音樂系副教授，2001 年開始用 DV 拍片。2002 年，

記錄片《男人》。2007 年 4 月，紀錄片《秭貴》。2007 年 7 月，

做為藝術家艾未未《1001 個童話》紀錄片上海部分剪輯。2002

年- 2009 年，紀錄片《家庭恐懼》。

Xinyu Hu,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usic in the NOMAL

COLLEGE OF TAIYUAN started his director life since

2001.Directed the documentery.The Man in 2002,and Zi Gui

in april 2007.Be the editor of the documentery.The 1001

Stories about the artist AiWeiWei in the part of Shanghai.

And made the documentery The Scareness Of The Family in

2002-2009.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2《男人》

Man

2007《秭貴》

Zi Gui

《姐姐》

Sister

2009《家庭恐懼》

Fear to Family

著述&評論鏈接

胡 新宇

Hu Xi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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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井，我要嫁給你

Shuangjing Village, I Want to

Marry You

這是我的第二部紀錄片，伴隨著民間記憶計畫產生。2012 年冬天，我

回到自己的母校雙井中學，給中學生上課，輔導他們攝像，鼓勵他們

回到自己村子採訪村中老人關於以前的記憶，如三年饑餓等。同時，

我也繼續返回我的村子雙井村，聽外婆講從前的故事，和公公一起在

實施了“老人基金”計畫，試圖幫助村裏有困難的老人，麻煩也伴隨

其間。

This is my second film in the Folk Memory Project. In 2013, I

went back to my alma mater Shuangjing middle school, taught the

students to shoot and interview old people’s memories in their

villages. At the same time, I went back to my grandmother’s

village Shuangjing, listened her own stories and executed the

Old People funding with my grandfather. I tried to help the old

people in village and also faced troubles.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74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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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出生，2012 年畢業於天津美術學院數字媒體系，

2010 年加入“民間記憶計畫”，現在草場地工作站駐站。

已完成紀錄片《雙井，我是你孫子》，並參與《回憶：饑

餓》、《回憶：墓碑》等劇場作品創作與演出。

Qiao Shu was born in 1989 and graduated from Tianjin

Fine Arts Academy 2012. Since 2010, he participated

the Memory Project and is currently a resident artist

at CCD Workstation. He created his documentary

Shuangjing Village, I’m Your Grandson(2010). He also

created and performed with Memory:

Hunger(2010),Memory: Monument (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雙井，我是你孫子》

Shuangjing Village, I’ m Your Grandson

2013 《雙井，我要嫁給你》

Shuangjing Village, I Want to Marry with You

著述&評論鏈接

舒 僑

Shu 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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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玉 小 學 孩 子 們 的 生 活

The Children of Baiyu

Elementary school

這裏，我將敘述一個在海拔 4000 米的高原上，孩子們學習和生活的故

事。按照傳統風俗習慣，十歲以下的孩子一般都在遊戲玩耍，無憂無

慮。而現在，年僅 6歲的孩子將要離開父母去學校許多藏漢文字，對

他而言這是多大的壓力啊。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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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海省果洛州白玉鄉白玉小學教師。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培訓，拍攝作品《白

玉小學孩子們的生活》。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華旦年紮

Palden Nyand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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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蘭則(藏族) Lance

製片人(Producer)：年保玉則生態環境保護協會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

和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聯合製片

Nyanpo Yuz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SHAN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攝影(Cinematography)：蘭則(藏族) Lance

剪輯(Editing)：蘭則(藏族) Lance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年保玉則生態環境保護協會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聯合製片

Nyanpo Yuz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SHAN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制片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1080p 1920×1080 AVC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1080p 1920×1080 AVCHD 或 DVD-NTSC

牛糞

Yak Dung

氣溫在零下 40℃的高原上，牛糞是牧民家的溫暖，牛糞是沒有污染的

燃料，是供神煨桑的原料，是驅暗的燈盞；牛糞可以用來建築家園和

圍牆，是草原上的天然肥料、是治病的藥物、是除垢的洗滌物，小孩

子可以用牛糞做玩具，藝術家可以用牛糞製作佛像；從牛糞可以看出

草原的好壞，從牛糞可以判斷犛牛的病情。總之，牛糞是我們高原人

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我們離沒有牛糞的生活越來越近，沒有牛糞的日

子也是我們自我遺失的日子，是給我們生活帶來災難的日子，也是我

們與大自然為敵的日子。到那時，我們的慈悲心與因果觀，善良的品

性都將離我們遠去。

With temperatures falling as low as -40º C on the plateau, cow

dung is a valuable source of warmth for herdsmen. A non polluting

fuel, it is used to burn offerings to the gods and light oil lamps.

Dung can be used to build houses and walls. It is the natural

fertilizer of the grasslands,medicine for patients and

detergent for washing clothes. Children can make toys out of it,

while artists sometimes sculpt figurines of the Buddha out of

the material. The quality of the dung is an indicator of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of the plateau and the yaks that roam it.

In short, for those of us who live on the plateau, dung is

something we cannot live without. But the day we will have to

live without it is getting nearer and nearer. And that day comes,

we will no longer be ourselves. The loss would be disastrous and

make us against nature. When that time comes, our compassion,

benevolence and sense of karma will also be doomed.

作品規格

2011 | 5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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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則，男，藏族，牧民，來自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

縣白玉鄉，年保玉則生態環境保護協會會員，喜歡觀測濕

地。《牛糞》是作者的第一個作品。

Lance (b.Baiyu, Qinghai) Lance is a Tibetan

herdsman coming from Qinghai Province. He is a member

of the Nyanpo Yuz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He devotes part of his time to

monitoring wetlands. The Yak Dung is his debut fil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蘭 則

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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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Director / 謝戎 Rong Xie

出品機構 / 謝戎工作室

芙兒與詩詩

Fu Er And Shi Shi

芙芙兒與詩詩是好朋友，她們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玩不

完的遊戲。由於家庭原因，芙兒信佛教，詩詩信基督教。

她們在一起的時候交流著自己的“信仰”。天天能在一

起玩是她們的夢想，甚至擔心將來死後怎麼能一起玩？

一個會去西方極樂世界一個會去天堂。

Fuer and Shishi are good friends, their talks and

games seem to never end.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families, Fuer believes in Buddhism,

while Shishi has faith in Christianity. When they

are together, they talk about their own ‘belif ’.

Playing with each other everyday is their dream,

as well as, they even worry about how to play after

dying. One will go to Western Paradise, and the

other will go to heaven.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87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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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生，自由獨立藝術工作者，主要從事紀錄片拍攝。作品

《俄查》曾入圍法國 TDV 紀錄片節競賽單元、第九屆中國獨立

影像展紀錄片十佳。

Born in 1971, a free and independent artist, devoted to

shooting images and documentaries. His work E CHA enters

The French TDV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Competition unit

and The 9th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top te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謝 戎

Xie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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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蔣顯斌 Xianbin Jiang

郝智強 Zhiqiang Hao

攝影 Cinematography/ 許慧晶 Huijing Xu

剪輯 Editing / 廖慶松 Qingsong Liao 許慧晶 Huijing Xu

黃懿齡 Yiling Huang

出品機構 / 北京視納華仁影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NEX

製作機構/ 北京視納華仁影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NEX

媽媽的村莊

Mothers

張青梅是村裏的計生(計劃生育)主任，也是一個頂神的大仙(靈

媒)，承包著村裏的三官廟，供奉著送子娘娘。過去村裏每年都有

一次集中的絕育工作，今年卻變成了兩次。完成不了絕育任務的

村幹部則要被一票否決，領導決定展開拔除絕育釘子戶的行動，

而當小學老師的榮榮成了必須完成的主要任務。

Qingmei Zhang is the family planning center’s director in

a small village. When she's off work, she also serves as a

psychic in a temple that worships the "Goddess of

Child-giving." This year, the supervising township office

commands that sterilization cases be doubled, though not

many villagers want it at all. Those village cadres who can't

complete their work will be dismissed. Some desperate

officers are determined to send the reluctant mothers to

operation rooms. Rong-ro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becomes a main target.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68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紀錄長片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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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現居廣州。2009 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新媒體專業，

一直從事獨立影像創作。15 歲之前在農村生活，之後做過室內

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大學期間從事紀錄片製作，畢業後則在《南

方週末》報社工作，現為自由職業。

Born in Shanxi, Hui-jing Xu currently resides in Guangzhou.

Graduated in 2009 from the New Media Art Department of

Guangzhou Art Institute, he has been working in independent

image production ever since. Prior to 15, XU lived in a

rural village. After that he worked as an

interior and graphic designer. XU started making

documentaries in college and had once worked for the

Southern Weekly.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許 慧晶

Xu Hu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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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中 有 我

Being with Clay

海南黎族至今仍保留著六千年新石器時代的原始制陶術，這是一塊人

類文明的“活化石”。本片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傳承人，85 歲的

陶工羊拜亮的生命史為線索展開敘述，打開了一條通往遠古制陶技藝

的通道，讓那業已消散的早期人類生活的氣息得以重現。同時，從脆

弱的傳承現狀中透視出這項古老技藝在與工業文明的交錯融合中逐漸

失落的態勢。我們看到羊拜亮是如何通過制陶實現自我生活的願景，

哪怕這種生活理想僅僅是一個最基本的存活願望。制陶就是她的呼吸。

影片以最樸實的鏡頭，最虔誠的態度對一個人的呼吸，一片土地的沉

默，一個族群的行走致敬。

作品規格

2011 | Color | 42' | Li

dialect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海南黎族至今仍保留著六千年新石器時代的原始制陶術，這是一塊人類

文明的“活化石”。本片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傳承人，85 歲的陶工

羊拜亮的生命史為線索展開敘述，打開了一條通往遠古制陶技藝的通

道，讓那業已消散的早期人類生活的氣息得以重現。同時，從脆弱的傳

承現狀中透視出這項古老技藝在與工業文明的交錯融合中逐漸失落的

態勢。我們看到羊拜亮是如何通過制陶實現自我生活的願景，哪怕這種

生活理想僅僅是一個最基本的存活願望。制陶就是她的呼吸。影片以最

樸實的鏡頭，最虔誠的態度對一個人的呼吸，一片土地的沉默，一個族

群的行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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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美術學院副教授，廣東省美術家協會陶瓷

藝術委員會委員。2009 男策劃、監製、拍攝的

紀錄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制陶術》曾入選雲

之南紀錄影像展，曾獲第七屆法國國際粘土與

玻璃電影節“文化遺產獎”，2010 年第一屆西

班牙國際陶瓷電影節“金獎”及“公眾評審獎”。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制陶術》

2011《泥中有我》

著述&評論鏈接

譚 紅宇

Tan H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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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賈之坦 Jia Zhitan

攝影(Cinematography)：賈之坦 Jia Zhitan

剪輯(Editing)：賈之坦 Jia Zhita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16/9

對白(Dialog)： 湖南方言 Hunan Dialect

字幕(Subtitle)： 中/英 Chinese/English

《“一打三反”在白雲》

Investigate Jia Zhixiu

1970 年，我有 19 歲，當時我生活的村子發生了一次人為製造的“反

革命集團”案件。一場本村人陷害迫害本村人的慘劇就發生在同村人

之間，先後有 80 多人被牽扯進這個“案件”中。40 年後，除了曾經

的當事人偶爾提起這個事，絕大多數當時的在場者都沉默，甚至非常

糊塗當時是怎麼一回事，更不要說以後出生的本村後代了。我決定去

調查，以本村人、一個曾經的“現場者”和“沉默者”、但現在是“睜

開眼睛”的人去調查記錄發生在我的村子中的這個歷史，調查記錄著

的不僅僅是“過去”，也包括“現在”，我想這是我該承擔的責任，也

是我一個村民反省和思考的開始。

In 1970 I was 19 years old. There is a case of counterrevolution

which was managed by some people, that coursed villagers

persecute each other. There are about 80 villagers involved in

this case. 40 years later, expect those who experienced this case,

seldom witness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it, they even don’t know

how was the case happened, let alone tell the story to the next

generations.

I decided to do an investigation. I want to find the truth as

a villager, a once witness and silencer, and a people who open

the eyes and want to se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The

investigation is not only focusing on the past, but also the

present. In my mind this i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me as a

villager to reflect and think about this period of history.

作品規格

2012 | 8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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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當人民代表

I Want to Become a Deputy to the NPC

我是一個農民，參加草場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計畫，利用業

餘時間拍了八年紀錄片。2012 年，我村子所在石門縣開始了

縣人大換屆選舉。我自認為我一直為當地村民說話，替他們

解決了很多困難，足夠參選人大代表的資格。我主動參選人

大代表，希望以此作為一個平臺，為村民服務。參選結果在

我的意料之中，我用手中的攝像機記錄了這一次爭取公民合

法權益的過程。

I am a farmer who has taken part in the film-making

project in the pasture working station. I spent my

eight-year pastime on making the documentary films.

Shimen county where my village is located hold the

general election.I thought I have been always giving my

voice in represent of my countrymen and helping them

solve the problems. Thus I am absolutely qualified to

be elected as deputy to the NPC. So I initiate to take

part in the election and wish this can become a platform

for me to serve for the countrymen. The result is far

beyond my expectation. Using the camera in my hand, I

record this process of the citizens fighting

for their legal rights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8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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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生，湖南省石門縣白雲鄉園藝場村村民。2005 年起參與

草場地工作站村民影像計畫，拍攝紀錄片短片《採石場》，之後

拍攝完成《我的村子 2006》《“一打三反”在白雲》等多部紀錄

長片。

He was born in 1951 in the yichang village, shimen county

Hunan province and later becomes a farmer. He starts his

film-making plan in the pasture working station. He has

made the short film Stone Quarryand later finish five long

documentary film My village 2006, One Strike-Three Anti

Campaign in Baiyu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我的村子 2006》

My Village 2006

《我的村子 2007》

My Village 2007

《我的村子 2008》

My Village 2008

《我的村子 2009》

My Village 2009

《“一打三反”在白雲》

Revolution in Baiyun Community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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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類型（Type）：紀錄 Documentary

導演(Director)： 道爾巴 Dao Erba

攝影(Cinematography)：道爾巴 Dao Erba

剪輯(Editing)： 道爾巴 Dao Erba

主演(Cast)：才旦 Caida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1080 高清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HDV

我的老同學

My Old Classmates

大學畢業後的才旦回到家鄉,他一邊幫助著家裏放羊、幹一些瑣碎的事。

一邊看書準備考試。

望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但連續考了七八次

都沒能通過。四年的時間一晃而過，他最近參加考試的成績快有消息了。

才旦騎著摩托車到鄉裏交電話費，他只能等待人事局的通知。

After gradu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Caidan returned home. While

helping his family herding sheep and doing trivial things, Caidan

read books to prepare for exams. Hoping for a job, Caidan has been

taken exams for about seven, eight times, yet he failed every time.

Four years passed, the result of the exam he recently took was going

to be announced. Caidan went to pay for his telephone bill in the

village and waited for the notice.

作品規格

2012 | 7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每個人都上大學以後有自己的夢想和願望， 還有更多的事情要自己去做。

但是像才旦一樣的藏族青年大學生畢業以後一直在考試、等待成績、尋找

工作。 面對未來他們不知所措， 更不知道自己去幹什麼。

在家鄉和學校不同程度的兩個文化環境下日常生活也對他來說也成了一道

難題。 那麼上大學是為了什麼？

上大學改變了什麼？都該問問自己的時候了。

Everyone has their own dreams and wishes. On top of that, we all hav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do.

Tibetan Youths like Caidan are always taking exams,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and looking for jobs. They do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ir

future as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want.

Another dilemma is, how to handl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hometown and school life? Why go to the university? Does university

education change anything? It is time to reflect on thes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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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爾巴，1989 年 3 月 11 日出生於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自

從 2008 年開始自創電影工作，執導過《黃昏的默哀》微電

影《金佛》記錄片《我的老同學》等作品，在青海師大、青

海民院、甘肅民族師範等多個大學上映並播放。其紀錄片《我

的老同學》在第六屆雲之南記錄影像展競賽單元入圍作品。

Daoerba was born on March 11, 1989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Gansu province. Since 2008, He

has been making films such as Condolences to the

Nightfall, short film The Golden Buddha and

documentary film My Old Classmates. His works were

screened in many schools including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nd Qinghai Gansu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My Old Classmates was nominated by the

competition section of the 6th Yunnan Multi Cultural

Visual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道 爾巴

Dao 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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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若宇 Yu Ruo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安靜 Jing An

剪輯 Editing / 孟元 Yuan Meng

出品機構/ 邵攀電影工作室

製作機構 / 邵攀電影工作室

Bike 與舊電鋼

Mr.Bike and Mr.Piano

本片關於兩個人，他們平凡，又相當不平凡，有關生

存、音樂。

This is a film about living and music, about two

people. They are definitely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lif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88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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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生，一個平凡的人。

An ordinary people, born in 1981.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邵 攀

Shao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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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胡雅瑜 郭宇 Hu Yayu, Guoyu

導演(Director)：郭宇 Guoyu

製片人(Producer)： 王珅陽子 張子君

Wangkun Yangzi, Zhang Ziyang

攝影(Cinematography)： 龐文超 Pang Wench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聶凱悅 Nie Kaiyue

錄音(Sound)：龐文超 Pang Wenchao

剪輯(Editing)：郭宇 龐文超 Guoyu, Pang Wenchao

主演(Cast)：蔡力轉 羅立群 賈珍珍 夏影

Cai Lizhuan, Luo Liqun, Jia Zhenzhen, Xiayi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深圳大學 Shenzhen University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1080/50p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DVD PAL

粵 B 85C13

Shenzhen 85C13

這是一個發生在午夜計程車裏的故事，不同的女人在車上講述自

己的故事。叛逆的女高中生、失戀的女孩、為事業奮鬥的青年女

子、經歷生活困苦的中年女人和麵對生活樂觀豁達的老奶奶。透

過車窗，我們看到夜晚流動著的深圳。這些在城市當中同樣流動

著的人們，讓我們對生活有了更多地思考。

This story is happened in a Taxi at night. Different women

told their own stories in the taxi, which include a

treasonous high school girl, a brokenhearted girl, and

struggling young woman, a woman has suffered hardship in life,

and a positive grandma. Through the taxi window, we can see

the night of Shenzhe, as well as the people who make us think

more about life.

作品規格

2013 | 29'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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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這部短片的片名是一個隨機的深圳車牌號碼。短片以生活在深圳的女性為主體，通過她們的故事，表達小

空間內（計程車）城市流動個體的生活與經歷，希望能夠讓人們產生對於現實的傾聽與反思。短片以夜晚

的城市做為背景，旨在隱喻個體與整體的關係。

The title of the film is a common license number. This short film is focus on women who living

in Shenzhen. Through story telling in the narrow space of taxi, to depict individual’s life

and experience in this city. What I want is to let people listen and reflect the reality.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ilm, night aims to metaph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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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出生於 1990 年 12 月 25 日，現就讀於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主修廣播電視方向。 《粵 B 85C13》是其執導的第一部電影短

片。本片被選為＂2013 年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優秀畢業生作品＂

並展映于第九屆文博會＂映射中國——優秀紀錄片展映周＂。

Guoyu was born in 1990. Studying i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major in broadcast

and TV study. Shenzhen 85C13 is her first short film.

This film participated the Outstanding Student Works i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in 2013,

and screened in the 9th ICIF “Image of China – Excellent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郭宇

Guo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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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的 排 練

The Last Rehearsal

本片反映的是排練是柏林彎社區為參加2012年12月10日在成都的社

區藝術節做的最後一次準備。在排練過程中，我們嘗試加入一些喜劇

的元素，並鼓勵和協助村民們自己製作舞蹈道具。期望激發本地智慧，

也嘗試通過這樣的過程讓村民們發現藝術與生活的連結。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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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宇：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鄉村之眼”專案顧問，社區夥伴社區藝術專

案剪輯顧問。

鄒喬：

社區夥伴四川辦公室工作人員，負責社區藝術網路搭建專案。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郭 思宇

Guo Siyu

鄒 喬

Zhou 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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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溪 的 公 路> 排 練 記

The Rehearsal of “Huaxi’s

highway

本片是 2011 年 10 月“社區藝術”資源人協助村婦女小組編排舞蹈的

活動記錄。在此次活動中，婦女們開始接觸戲劇元素，並在過程中發

揮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舞蹈開始與她們的生活和情感建立聯繫。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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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宇：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鄉村之眼”專案顧問，社區夥伴社區藝術專

案剪輯顧問。

鄒喬：

社區夥伴四川辦公室工作人員，負責社區藝術網路搭建專案。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郭 思宇

Guo Siyu

鄒 喬

Zhou 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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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 郭海濤 Guo Haitao

製片人(Producer)： 郭海濤 Guo Haitao

攝影(Cinematography)：郭海濤 Guo Hait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郭海濤 Guo Haitao

錄音(Sound)：郭海濤 Guo Haitao

音樂(Music)：郭海濤 Guo Haitao

剪輯(Editing)：郭海濤 Guo Haitao

主演(Cast)：帕翠西.懷特 大衛.雷肯伯格 Patricia White,

David Reichenbacher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HD CAM

大衛與帕翠西

David and Patricia

帕翠西.懷特（Patricia White）是美國紅極一時的詩人，作家，畫

家，馬賽克裝飾藝術家，電視節目主持人；17 歲高中剛畢業就成

為費城某報紙的明星專欄作家，出版過多部詩集，小說集；曾經

與美國電影大師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斯坦利.庫布裏克

（Stanley Kubrick）有過情緣。在 53 歲那年，帕翠西遇到比自己小

22 歲的大衛.雷肯伯格，並與之結合。這段傳奇婚姻維持了將近

30 年。如今，帕翠西 83歲，而大衛也已 61歲。沒有子女陪伴，

他們只能相依為命。疾病，貧困，孤獨等各種問題讓他們的愛備

受考驗。曾經的輝煌並不能讓他們逃避晚景淒涼……

Patricia White, a great beauty and accomplished poet,

married David Reichenbacher when she was 52 and he was 31.

It is a storybook love affair – until thirty years later

they are severely tested by medical and financial problems.

Together they try to figure out what true love means at the

end of life.

作品規格

2012 | 54'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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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David and Patricia》是我的紀錄片處女作。整個製作歷時兩年。《大衛和帕翠西》忠實記錄了大衛與

帕翠西這對傳奇老人的晚年生活，從一個中國人的視角觀察美國社會和文化，以期為老齡化日益嚴重的中

國社會提供影像參考。

I began to film David and Patricia when I moved into their house and lived with them since 2010.

I tried to observe their lives from my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 culture which devalues

the elderly, they confront ageism, social isolation,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deterioration. How will they deal with the chaos of life in their twilight years? Who

will take care of them? What will sustain them emotionally, economically,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Observing David and Patricia’s experiences, we ask ourselves: who will we become

as we age? Who will be there for us? What will sustain us? Can love triumph until the very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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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濤：電影製作人，導演，編劇。 出生於湖北荊州。自幼喜

愛文藝，熱愛寫作。生物化學專業本科畢業後，先後在武漢，

北京，瀋陽，德州大學城，費城，紐華克，聖地牙哥等多個城

市的大學、研究所和公司從事生物醫學和生物燃料研究工作。

2009 年獲全額獎學金資助，進入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電影與媒體藝術學院（Film& Media Arts），攻讀

藝術碩士學位。就讀期間，寫作劇情長片電影劇本 1部，執導

英文話劇 4 場，創作並拍攝劇情短片 7 部，紀錄短片 3部，紀

錄長片 1 部。劇情短片《免費送餐》，《新年快樂》，《母與女》

入圍多項國際電影節短片競賽單元。反映一對美國傳奇老人生

活的長篇紀錄處女作《David and Patricia》獲得天普大學完

成基金資助, 入圍第十四屆孟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反映

漂泊在紐約的京劇藝人生活的紀錄長片《伶人故事—漂泊在紐

約的追夢人》正在製作中。2012 年，郭海濤獲得美國紀錄片之

父 Robert Flaherty 創立的 Robert Flaherty Fellowship.

Haitao Guo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China. He is an

independent filmmaker/writer based in Philadelphia, USA.

He is a recipient of the Temple University Fellowship for

Graduate Study.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Haitao Guo

completed two feature length screenplays, 7 short

narrative films, 3 short documentary films and 1 feature

length documentary. His short narrative films Free

Delivery (7min, Drama), Once Upon a Time in Movie Theatre

(5min, Experimental), Happy New Year (7min, Drama) and

Mother and Daughter (7min, Drama) are officially selected

into a couple of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His short

documentary film Lao Tang has been officially selected

into 2013 Los Angeles Asian Pacific Film Festival. His

feature length documentary David and Patricia has been

officially selected into 14th Mumbai Film Festival.

Haitao Guo is a recipient of the Robert Flaherty

Fellowship in 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郭 海濤

Guo 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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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的饑荒

Grandfather, Great Famine

我從沒見過我的爺爺，因為他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以前並未覺得爺爺是我

生命中的重要部分，父母也較少對我提及他。直到 2013 年初，我返回到父親

出生長大的村子，河南省臨潁縣大郭鄉大郭村，去採訪經歷過“1959-1961

年饑荒”的老人，此時，爺爺在我腦海中的形象，漸漸清晰起來。

為何返回這個村子？我並非在此地出生長大，我沒有鄉愁。但我想，這種返

回，是對姓氏之源的追溯，是對血緣發生之地的探究。採訪時，我接近老人

的幾乎唯一途徑，就是不斷提及“我是郭高嶺的孫女”，早已過世的爺爺，成

為進村的引路人。我對爺爺充滿好奇，尤其是瞭解到他曾在“三年饑荒”期

間擔任生產隊長。我好奇他的相貌脾氣，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權責，他在饑

荒時期的作為和不作為……與此並行，我也在統計大郭村在饑荒期間的死亡

故事，逝者資訊。

爺爺與饑荒，似乎是我行走在陌生而又熟悉鄉土上的契機與指引。

I have never met my grandfather, because he die before I was born. Never

have my parents mentioned him too much. Thus I know little about him.

In 2013, I go back to my father’s village, where he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to interview the old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1959-1961

famine, which help me to gradually clarify the image of my grandfather

in my mind.

Why do I go back to this village? I am neither born nor brought up here.

For me, the feeling nostalgia never happens to me. I think I am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my name and blood kinship. During my interviews,

I constantly tell the old people I am the granddaughter of Guo Gaoling

for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get close to them. I was increasingly curious

about my grandfather after I know that he is once a cadre in the village

during the famine period. How does he behave as a head in the great

famine? How’s his daily life? What’s his responsibility and duty?

At the same time, I am collecting stories about people who dying from

the famine and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Grandfather and the great famine act as the clue and guide me to know

my hometown well.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7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

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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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出生於河南省臨潁縣，2009 年本科畢業於河南大學歷

史系，2012 年碩士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現在北京草場地

工作站駐站，從事紀錄片、劇場創作。

Guo Rui, born in 1988, at Linyi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graduates from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Henan

University in 2009. He finish his postgraduate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Kai university with a master

degree in 2012, and works in CCD Workstation since 2012.

His work covers documentary making and theatre creatio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郭 睿

Guo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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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 鄒猷新 Zou Youxin

導演(Director)：鄒猷新 Zou Youxin

製片人(Producer)： 鄒猷新 Zou Youxin

攝影(Cinematography)：鄒猷新 Zou Youxi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鄒猷新 Zou Youxin

錄音(Sound)：鄒猷新 Zou Youxin

剪輯(Editing)：鄒猷新 Zou Youxi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Full HD 轉 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DVD NTSC

阿鼻

Avici

這是我們家的家庭紀錄、家暴紀錄的心路歷程，我們家是父、母、

我三人組成的典型小家庭。2007 年我拍到了家暴當下，便以攝影

機介入試圖解決紛爭，2008 到 2010 我嘗試放下恐懼與抗拒去傾

聽各方的聲音，傾聽之發現原本社會認為的施暴者與受暴者角色，

產生劇烈位移，在兩方不斷拉扯之中，我也加入了身為獨子的心

聲。

It's about my family's self-disclosure. In 2007, I involved

in the divorce of parents with holding the camera, from 2008

to 2010, I further explores the reasons.

作品規格

2010 | 59'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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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自有記憶以來，父母長期處於不和諧的狀態，我始終弄不清原因，但顯而易見是固執的兩造間皆無法取得

和解的共識，生長於其中獨子，我早已將一切看在眼裡，很小的時候我就嘗試介入，好說歹說甚至脅迫自

殺皆無法改善，沈重的壓力悶在心中無處宣洩。2007 年我拿著攝影機介入了父母離婚的過程，2008 到 2010

則是靜下心給予父母表白的機會，然而最後的結果仍然是我們無法擺脫輪迴，我才發現人要改變是不可能

的。或許是因為獨子，直至今日即使影片完成我始終必須獨自面對。

Since my own memory has begun, parents always in the state of disharmony, I cannot figure out

the reasons, but it is clear that stubborn involving two parties are unable to obtain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consensus, as the only son, I saw everything in my eyes, and I tried

to step into change our status, even threatened suicide are unable to improve, the unbearable

pressure on my mind without place to vent, perhaps because I'm the only son, even the film finish,

I have to fac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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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業，自行接攝(錄)影、剪接等影像工作

2001 年-2006 年

世新大學草根工作室

社員、志工；關注勞工、新移民、原住民等社會議題

2007 年-2009 年

研究所期間製作紀錄片"練將"；台東、民間信仰、青少年、黑道

等次文化

得台灣金穗獎學生組優勝、臺北電影節紀錄片特別獎

2007 年-2010 年

研究所期間製作自己家庭的紀錄片"阿鼻"；關於家庭暴力、人性

執著等

得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短片組冠軍、得台灣金穗獎"另一種注目獎"

2011 年-2012 年

個人工作室

拍攝花蓮太魯閣族大同部落，紀錄片"神秘谷"，擔任攝影、剪接

2012 年-2013 年

花蓮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攝影志工、解說員助理；拍野生海豚、圈養海豚、志工人物誌等

屏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觀察員志工

中華鯨豚協會暨台大生物所

海上觀察志工、攝(錄)影志工

Zou Youxin, 30 years old, graduated from institute which

is major in documentary, "Avici" is the first film all made

by myself.

His documentaries include:

2008 documentary "Teen patron" as recorder, editor.

2011 documentary "Avici" as director, recorder and editor

by my ow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鄒 猷新

Zou You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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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村子

Trashy Village

這是我跟隨民間記憶計畫返回我的村子拍攝的第四部“鄒家村系列”

片子。2013 年初，我又回到村子，面對遍佈村裏的垃圾，我開始帶著

村裏的孩子，嘗試來改變村子的環境。我們一起撿垃圾，這是一場和

垃圾、和村民頑固觀念的艱難搏鬥。垃圾越撿越多，困惑無奈情緒產

生，內心充滿垃圾一樣難以喘息，在村子現實面前感覺無助，無力。

95 歲的沙奶奶和她 49歲“腦子不正常”的兒子西柱，他們的生活和故

事貫穿在片子中，孤獨，等待，活著。這部片子是我再次撞擊現實高

牆，重新定位自己未來的一段艱難內心歷程的印證。

This is the forth film of “ Family Zou Village ” series

documentary following “Folk Memories Proj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I went back again to my village. There are garbage

everywhere around the village, so I decided to lead children

there, try to change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a difficult fight

against trash and villagers’ traditional stubborn views. The

more garbage we pick up, the more upset we are. We can hardly

breathe as if there are garbage in our minds. Facing the reality,

we are helpless and powerless. In the documentary, I use the lives

of 95-year-old Grandma Sha and her 49-year-old “insane” son

Xi Zhu as the story line.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82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

III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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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出生於山東濱州，2009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

系，現在草場地工作站駐站。創作有紀錄片《娘》（2008）、《饑

餓的村子》（2010）、《吃飽的村子》（2011）、《孩子的村子》，並

參與劇場作品《回憶：饑餓》、《回憶：墓碑》創作和演出。

Born in 1985, Bin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Graduated

from the New Media Department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2009. Now she works at CCD workstation. Her

documentaries include Mom(2008), The Hungry

Village(2010), The Full Village(2011), The Village of

Children(2012). Besides, she participated in

scriptwriting and acting the drama Memory: Starvationand

Memory: Graveston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 《垃圾的村子》

Trashy Village

著述&評論鏈接

鄒 雪平

Zou Xu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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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粘 膏

Collecting Sticky Paste

粘膏樹，是我們白褲瑤族人的母親樹。有個粘膏，美麗的白褲瑤服飾

才有形成的可能。粘膏染，就是其中的一種白褲瑤傳統蠟染工藝。每

年農曆的六七月，就是白褲瑤人去粘膏的日子。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9'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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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白褲瑤人。是廣西南丹縣裏湖瑤族鄉懷裏村蠻降屯的白褲瑤

村民。致力於白褲瑤文化的傳承與保護。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陸 朝明

Lu Ch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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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Cinematography/ 陳小雨 Xiaoyu Chen

剪輯 Editing / 陳小雨 Xiaoyu Chen

美術 ART / 陳小雨 Xiaoyu Chen

演員表 Cast / 陳小雨 Xiaoyu Che 小 M 卡卡 Xiao M kaka

白菜 Bai Cai 小新 Xiaoxin 支傑 ZhiJie Mandy Mandy

少爺 Shaoye 羅林 Lin Luo Apple Apple 魏斐然 Feiran Wei

出品機構/ 半碗水獨立電影

製作機構/ 半碗水獨立電影

走 起！

Let’s Go!

1905 年，在雲南昭通傳基督教的英國傳教士塞繆爾·柏格理牧師應

苗族一個分支大花苗的邀請，前往貴州威寧縣石門檻傳教。柏牧師

在條件艱苦石門檻建立教會、學校、衛生所。以石門檻為原點，柏

牧師將傳教以及教育範圍輻射至整個烏蒙山區以及西南三省的其

他地區，教育了成千上萬的苗、彝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孩子，使石

門檻成為“文化聖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 2012 年，三個年

輕人決定用他們的方式踏上旅程，去一百多年後的烏蒙山區，探索、

尋找他們經驗外的世界。

In 1905, a Christian British missionary from Yunnan province,

Reverend Samuel Pollard Zhaotong, is invited by a branch of

Miao minority to perform missionary work in Shimenkan, a

village in Weini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He helps the

locals build churches, schools and small clinics under

difficult conditions. Years later, Shimenkan becomes a

cultural center and the education and missionary programs

leads by Pollard priest starts to radiate its influence on

surrounding areas in Wumeng mountains as well as three

neighboring provinces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se programs

have fostered thousands of children from Miao, Yi and other

minorities, making Shimenkan a "cultural mecca --- the region

with the highest literacy level in southeastern Miao

minority".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later, in 2012, three

young men starts their journey to the Wumeng mountains in

their own ways to discover and explore a new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90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紀錄長片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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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Cinematography / 陳小雨 Xiaoyu Chen

剪輯 Editing / 陳小雨 Xiaoyu Chen

美術 Art / 陳小雨 Xiaoyu Chen

演員表 Cast / 陳小雨 Xiaoyu Che 小 M 卡卡 Xiao M Kaka

白菜 Bai Cai 小新 Xiaoxin 支傑 Zhi Jie Mandy Mandy

少爺 Shao Ye 羅林 Lin Luo Apple Apple

魏斐然 Feiran Wei

出品機構 / 半碗水獨立電影

製作機構 / 半碗水獨立電影

傍海村民

Lakeside Life

卡卡女士和小雨先生在2012年春天來到了洱海西邊的小邑莊，在這裏，

他們認識了很多有趣的朋友。他們曾經都生活在繁忙的都市中，卻因

為共同的原因來到這座寧靜的村莊。這部影片紀錄了這群人之間發生

的故事。

Miss kaka and Mr Xiao Yu came to Xiao Yi village in the west of

Er sea. There they have met many funny friends who, like them,

have lived in the hectic city. For the same reason, they have

come to this serene countryside. This film has recorded their

story.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10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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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班出身的野路子導演，對於電影藝術一知半解。第一部作

品《年輕的錢包》始為探索，後走出城市，在烏蒙山區拍攝第

二部作品《走起！》，雖有了更豐富的內容，但在電影語言和美

學方面依舊差強人意，第三部作品《傍海村民》將鏡頭聚焦至

自己與身邊朋友的日常生活，才開始逐漸掌握自己的電影節奏，

但說到底，仍是個拍些不入流作品的不入流人物。

Not having got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directing, he

knows little about the film art. He starts to explore the

filming making from his first film The Young Pocket. Then

he leaves the city and finishs his second work Get Started.

Although the content of second work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he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the field of

film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His third work The

Countryman Near the Sea has focused his lens on the daily

life of himself and his friends. As a result, he starts

to grasp his film pace. After all, he is still a

nonprofessional director whose work is much below

the professional leve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小雨

Chen Xi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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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陳東楠 CHEN Dongnan

製片人(Producer)：陳東楠 CHEN Dongnan

創意總監（Creative Consultant): 湯列侖 Thomas LENNON

攝影(Cinematography)：陳東楠 CHEN Dongna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趙茫茫 ZHAO Mangmang

動畫（Animation):王曦哲 WANG Xizhe

混音(Sound Mixing)：謝錦甡 William HSIE

音樂(Music)：陳彥竹 Ian CHEN

剪輯(Editing)：陳東楠 CHEN Dongnan

協助製作機構（Produced in association with) :

湯列侖電影公司 Thomas Lennon Films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DVD/Mov.1080p 高清視頻

偷

The Trail from Xinjiang

他們是一群蜷居在城市無光角落的新疆籍流浪青年。

木沙和他的朋友們兒時離家，被拐賣至東部城市偷盜，從此賴以

為生。他們深陷貧困、毒品纏身、染病、入獄，腦海中依舊清晰

的新疆的藍天碧野，已成為不可歸的故鄉。

九十年代中國市場化轉型時期，人口販賣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日

益猖獗，上萬計兒童跟隨偷盜團體,在各大城市的街頭上度過了他

們的童年。當“新疆小偷”一度成為一個帶有地域歧視色彩的詞

語，像木沙這樣的流浪青年恍然發現，就在他們拼命追隨社會飛

躍發展的過程中，自己的生活已是支離破碎。

Musa and his friends, all men, all young, all from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on China's northwestern border, now

wander great cities in the East talking, shooting up,

remembering home and practicing the one true skill they have:

they steal.

Since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in the 1990s, child

trafficking has become rampant in Xinjiang. Thousands, like

Musa, spent their childhoods drifting from city to city with

the pickpocket gangs. As the discriminative phrase,

"Xinjiang thieves," has become nationally known over the

past decade, Musa and the young men find lives frittered away

in their struggle to establish an identity in a society caged

by the pleasures and pains of transform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作品規格

2013 | 36'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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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新疆對我並不陌生。早在幼稚園，我就會唱《我們的祖國是花園》，只是後來發現是一位人民解放軍在新

疆駐紮時用漢語寫成的。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新疆，一位迷人的維族少年在廣袤的草原上教我騎馬。正是情

竇初開的年紀，那情境著實美好難忘。下馬時卻發現錢包不見了。同一時期起，在全國各大城市裏越發常

見維族孩子的面孔。每次遇到，朋友都會輕聲說，“小心包。”新疆開始顯得有些陌生。

2011 年春天，新疆政府忽然發表聲明，要接所有流浪兒童（16 歲以下）回家。我開始想到那些十六歲以

上的人，那些我最早時期在街上見過的面孔。後來就遇見本片的三個主人公 - 木沙、艾力、小穆薩。他們

同是兒時被拐賣，之後在這條路上越走越深。這確是個悲傷的故事。但通過和他們聊天，不難想像十多年

前，當他們剛剛離開新疆農村的家，穿著老闆給的人生中第一條牛仔褲、第一雙假耐克鞋興高采烈走在城

市街道上的樣子。然而，為了融入這個國家飛速發展的進程，他們付出的代價卻太高了。

小穆薩曾說，“每個人的命運不一樣。有些人就像我一樣；有些人能讓別人幫他偷。人跟人太不一樣。”經

濟發展把這些本在兩千英裏外偏僻農村裏的年輕人帶到了我們的身邊，同時也將他們變成了這個社會中最

陌生的人。

Xinjiang was not a completely unfamiliar land to me. I learned that nationally known Xinjiang

song, "Our Motherland is a Garden" early in kindergarten, only later to find out that it was

written in Mandarin by a Chinese PLA soldier during his serve time in that region. I even travelled

to Xinjiang ten years ago, had an unforgettable time learning how to ride a horse with a charming

Uyghur boy on the vast plateau, but found my wallet gone after getting off the horse. It was

around the same time that we began to see more and more faces of Uyghur children in China's big

cities outside Xinjiang. And every time when I met them, my friends would say, "Be careful of

your bag.” It was then that Xinjiang started to feel more unfamiliar than ever.

When Xinjiang Government vowed to take all vagrant children (under 16) back home in the spring

of 2011, I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ones who are over 16, the ones that I used to meet on the

street at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there we got to know the three young men in the film - Musa,

Ali and Little Musa, who all were abducted as children and have since been digging themselves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vagrant life. Tragic story it is. But through the interview, I could

still picture their smile ten years ago, when they first left the rural home and walked on the

city streets, wearing the first pair of jeans or Nike shoes given by the abductor. But the price

they paid, for blending in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is way too high.

Little Musa once said to me, "everyone's fate is different. Some people are just like me; some

people can employ others to steal for them. One's life can be so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The tremendous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these young men, who were born in the remote

countryside over two thousand miles away, geographically much closer to us, but meanwhile has

made them the very strangers of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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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東楠來自陝西西安，現在紐約從事紀錄片工作。她的作品曾

在 HotDocs 等電影節，以及美國公共電視、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紐約電視臺和美國中文電視等媒體播放。

Dongnan comes from Xi'an China. Received her MA in

documentary from New York University. She is currently

active as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in New York City. Her

works have been seen at 2012 HotDocs and media networks

like PBS, NBC, NYC TV, and Sinovision TV.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代表作品：

看不見的聲音，8 分鐘，2012 年 3 月

聯合製片/導演/剪輯

- 2012 國際紀錄片挑戰賽：最佳影片，最佳攝影，最佳剪

輯，最受觀眾歡迎影片，最佳實驗片

- 入選 2012 HotDocs， 2013 亞特蘭大電影節，2013 美國

公共電視網網路電影節

Filmography:

“Sound of Vision,” 8 min, Mar. 2012

Collaborative producer/director/editor

- Winner of 2012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Challenge

– Best Film, Best Cinematography, Best Editing,

Audience Award, Best Use of Experimental Genre

- Official Selection of 2012 HotDocs, 2013 Atlanta

Film Festival, 2013 PBS Online Film Festival

著述&評論鏈接

陳 東楠

CHEN Do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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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陳素香 吳靜如 Susan Chen, Wu Jingru

導演(Director)： 陳素香 Susan Chen

製片人(Producer)：吳靜如 吳永毅 Wu Jingru, Wu Yongyi

攝影(Cinematography)：陳素香 Susan Chen

錄音(Sound)：太乙錄音室 Tai Yi Studio

音樂(Music)：肖連番仔火 陳正倫 陳震 黑手那凱西

剪輯(Editing)：楊凱諺 陳素香 Yang Kaiyan, Susan Chen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DVD 或 Digital Betacam

彩虹芭樂

Rainbow Popcorn

《彩虹芭樂》是《T 婆工廠》後來的故事。2004 年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協助飛盟電子一百多位菲律賓

移工進行關廠抗爭，過程中遇見廠內許多同志伴侶，因而完成《T婆工廠》紀錄片。

六、七年過去了，當年這些為愛共赴天涯的同志伴侶們，如今安在?TIWA拍攝團隊追逐她們的移動的腳步，

前往菲律賓呂宋島、伊洛伊洛、民答那峨及中東杜拜等地，繼續紀錄她們的愛情故事、性別穿越與生命變

化。做為同志，也做為移工，她們的處境始終是在移動變化中，像候鳥般遷移，沒有永恆著陸的土壤，或

者也因如此，我們總是趕不上她們善變的愛情和國境遷移的速度。

Rainbow Popcorn is the story that follows after Lesbian Factory. In 2004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TIWA) came to support the protest of hundreds of Philippine migrant laborers

in their strike against their employer, Fametech Electronic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y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the workers happened to be homosexual partners, thus gave the inspiration in making

the first documentary Lesbian Factory. 6-7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n, what happened to those

lovers in their pursuit for a way of life, have they found w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The TIWA

film crew set out once again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ir footsteps all over the world, to the

Luzon islands in Philippine, Iloilo, Mindanao, and even Dubai in the Middle East, to record their

love stories, battle for gender and cross the boundaries with their changing lives. As Lesbian

migrant workers, circumstances in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 are constantly shifting. Like migrant

birds, they never have a piece of soil they rest on for long, or maybe because of this, we can

never keep up with their ever-change love or their migration speed.

作品規格

2012 | 63'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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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在台灣從事移工維權工作，差不多十年了，因為客工制度的關係，看著移工一批一批的來去，縱有交集甚

深、情感濃厚者，返國之後時空遙遠，也多半漸漸疏離而音訊斷絕。而拍攝《T婆工廠》與《彩虹芭樂》，

好像一條扯著風箏的線，不讓這些 TT 婆婆及她們的故事消失於空中。

但是這樣的糾纏能持續多久呢?《彩虹芭樂》剪接到後期，覺得有離別的感傷，風箏的線似乎要放手了；

我們未來會在哪裡?生活會再經歷什麼?曾經交會的時空，會以什麼形式再延續交集嗎?想著這些的同時，

我亦醒覺到移工不在固定土壤，發展出來的生活和麵對人生起伏的態度，是多麼練達的人情和智慧。延續

八、九年的拍攝過程，很幸運從被攝者身上增進對生活的認識和不同的生命視野，這是至高無上的幸福。

I have been engaged in working for the rights for migrant workers for the past 10 years since

now.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temporary migrant worker system, I have seen batches of workers

come and go. Some of them I have developed close friendship with, but as time passes by after

they leave for other places, most of these relationships gradually fade away. Making the

documentaries like Lesbian Factory and Rainbow Popcorn is like holding the line of a kite, in

order to not let these stories be forgotten.

But how long they would continue their struggle? In the later stage of editing of Rainbow Popcorn,

there's a feeling of sentimental farewell, like the line of the kite is ready to go out of my

hand. Where is our future life? What else would be experienced in life? Across time and space,

what kind of circumstances will come next? In thinking about these questions, I became aware

of unfixed soils of migrant workers, discovered mew attitudes toward the ups and downs of life

through these human sophistications and wisdom. Through making film in the past 8-9 years,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learn from the people I was filming and enhanced my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vision of life, which is to me, the supreme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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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香，1960 年生，曾任記者，1991 年投入台灣勞工運動成為

全職的勞工組織者至今。2003 年在工運生涯最低潮的時候，參

與「全景傳播基金會」紀錄片培訓，試圖運用影像紀錄工運中

的同志們，以及勞工相關議題；並用影像媒介培力組織工人。

Suxiang Chen, born in 1960, once worked as a reporter. She

joined the Taiwan Workers Movement and has been the

organizer since 1991. During the hardest time of workers

movement in 2003, she joined the documentary film training

at ‘Panoramic Propagation Foundation’, where she first

attempt to record homosexual workers in the labor movement

and labor-related issues, thus used film and media as a

way to give power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worker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素香

Chen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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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Supervised by)：李道明 Ｄaw-Ming Lee

導演(Director)：陳若菲 Jofei Chen

製片人(Producer)：丁忠瑩 Ding Zhongying

攝影(Cinematography)：邱鴻傑、葉蔭龍、林建享、

許明淳、簡雅君 Qiu Hongjie, Ye Yinlong, Lin Jianxiang,

Xu Mingchun, Jian Yajun

音樂(Music)：王雁盟 Wang Yanmeng

剪輯(Editing)：雷震卿、陳若菲 Lei Zhenqing, Jofei Che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OV.

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

Sakuliu 2 : The Conditions of

Love

鍾愛部落傳統文化的藝術家撒古流在離開部落多年之後，不忍見

家鄉部落在 88風災中所受重創與族人失去家園之苦，終於在族人

的請求之下毅然回鄉扛起災後重建的領導重任……

然而終究，在個人理想與傳統觀念之間，舊有與新存之際，隨著

各種事務人事的進行，逐漸的顯露出溝痕與衝突……從 1994年的

《排灣人撒古流》，到 2013年的《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

撒古流從青年劃行到中年……十五年後的他又回到部落門前，民

族更瀕存亡……但自我的藝術修煉也面臨跨境……知命之年該如

何抉擇……

Sakuliu is a Paiwan artist who treasures his tribal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leaving his village for many years, he returns to help rebuild his

hometown after Typhoon Morakot. However, conflicts between

personal vis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traditional thinking

gradually surface as rehabilitation process moves on...

Eventually, Sakuliu has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personal careers of

being an artist and tribal mission to restore Paiwan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what value does he make the choice? Does he really have a

right to choose?

In a way, the story of Sakuliu is the story of all of us – how we

choose in our life.

作品規格

2013 | 88'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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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前兩部是由本片的監製，李道明導演執導的《排灣人

撒古流》1994及《末代頭目》1998。

2009年，一場風災，撒古流的故鄉大社部落面臨遷村，團隊回去探視之餘，展開了紀錄，最大的困境，是

如何讓沒看過前兩部的觀眾，能在我們這部影片中，瞭解為什麼會有撒古流這樣的人？他的出現，和原住

民的歷史處境有什麼樣的關連？唯有理解了歷史脈絡，才能體會撒古流在遷村中所急於推動理想的那種迫

切感和心情。

撒古流這位排灣人，他是臺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界，成名早、居指標性地位的藝術家，他成就的養分，來自

於他深知自己文化的寶，他從這裏立足，找到自己的一片天，但他的族人，卻大多在時代的變遷中，逐漸

的面目模糊，失去了民族的自信……

Sakuliu 2: The Conditions of Love is the third film in the trilogy. The former two are Paiwan

people Sakuliu (dir. Ｄaw-Ming Lee, 1994) and The Last leader (dir. Ｄaw-Ming Lee, 1998).

In 2009, Sakuliu's hometown was facing wind damage. The biggest difficult for me is how to make

audience know what kind of people Sakuliu is to those who haven't watched the former two films.

Is it has any connection between Sakuliu and other local people? I think only to know the history,

we can realize the urgent feeling of Sakuliu that would like to promote the ideal.

Sakuliu is a notable and important artist in Taiwan aborigines contemporary art. His inspiration

mostly from the land he lives. However, most of the local villages are lost themselves and ethnic

confidence in times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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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若菲，臺灣劇情、紀錄片編導。1989 年畢業于私立中國文化

大學影劇系電影組，1995 年拿到美國加州藝術學院電影製作碩

士。畢業後曾參與多部電影的導演組工作，包括楊德昌導演的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林正盛導演的《美麗在唱歌》等電影。

她編導的兩部劇情短片 1995《強迫曝光》、2001《海角天涯》，

都曾獲臺灣金馬獎、金穗獎肯定，並入選世界各地國際影展。

最近十年，她以拍攝電視迷你單元劇和紀錄片為主，2013 年完

成以 2009 年 88 風災排灣族大社部落遷村為主軸的紀錄片《排

灣人撒古流 15 年後》，入圍 2013 臺北電影獎。

Jofei Chen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film director

1989 B.A. in filmmaking fro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in Taipei.

1995 M.F.A. in Live Action from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in the U.S.

1991～2002 She has worked as continuity and assistant

director for various feature film projects, including

Edward Yang’s A Brighter Summer Day and Lin Cheng-Sheng’

s Murmur of Youth.

1995 Where is My Love? Best Fiction (Golden Harvest

Awards), and nominated for Best Short Film (Golden Horse

Awards)

2001 Incidental Journey/Haijiao Tanya Best

Director/Best Cinematography (New Festival, New York),

Best Fiction Film (Ciffable Film Festival, Paris), and

nominated for Best Short Film (Golden Horse Awards)

2003 Extraordinary Woman of Huanshan Best Documentary

(Golden Bell Awards)

2004 Dancing in the Dark nominated for Best Actress and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Golden Bell Awards)

2008 Imprint of Kapok nominated for Best Mini-series

Drama and Best Actor in Mini-series Drama (Golden Bell

Awards)

2013 Sakuliu 2: The Conditions of Love nominated for Best

Documentary (Taipei Film Award)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若菲

Chen Jo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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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陳長清 Changqing Chen

製片人(Producer)：張獻民 Xianmin Zhang

攝影(Cinematography)：陳長清 Changqing Chen

錄音(Sound)：陳長清 Changqing Chen

剪輯(Editing)：陳長清 Changqing Che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DVCAM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DVCAM

亞當之子

The Son of Adam

本片故事發生在五年前的西部城市西安，那時，這個曾經是中國歷史上

十幾代皇權帝都的古城開始大興土木，闊步邁向全球城市化擴張的進

程。影片記錄了這個城市中兩個不同的群體——流落街頭的拾荒者和信

仰上帝的人，全片通過十七歲的主人公王歡流離於兩個群體的生存境況

構成敍事線索，以幾近克制與靜觀的姿態描繪了芸芸大眾的生存境遇和

不可抗拒的宿命與悲情。時光流轉，該片製作完成時，這個城市依然在

勢不可擋地書寫高樓林立的“都市神話”與世紀變遷史…物依在，人亦

非，那些新興建築的角落裏被都市霓虹映現的又是一張張陌生的面孔，

往昔者幾乎少見蹤跡。但是無論物質世界如何改變，人們應該依然要在

自己的宿命中流離…

The movie captur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ppened at the

Chinese western city Xi’an five years ago. The ancient capital

city for several dynasties entered its globalization period

during the time. The film focused on two groups during the process,

the scroungers on the street and Christians. Through the

17-year-old hero Huan Wang’s stories with the two groups mentioned

above, the film objectively depicted the public’s encounters

including destined fates and sorrows. Time flies. By the time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lm was finished, the city was still

progressively constructed to become a concrete jungle as a

“legend of urbanization”. The things remained, yet the people

were not. Strangers are seen in the neon light at those newly built

spots, while those old friends seem disappeared. However,

whatever the material worlds is changed to, we still need to follow

our fates.

作品規格

2013 | 120'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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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駐足靜夜街頭，色彩紛呈的欲望與燈紅酒綠的迷醉消停之後，竟然有那麼多人只能在我們所處之時代的主

流模式之外以他們的宿命與悲情活著。他們是那麼遠離這個時代的幸福模式，成為自己的鄉土與時代、愛

與家庭的流放者。他們時刻感知這個時代的一切氣息，但又距離這個時代太過遙遠…當我的視點愈近他們，

越是陷入地思考人之歸宿，亦愈加會成為我的憂患和我內心的痛楚，更成為我無法停止拍攝的原因。

我深知一部紀錄片根本沒有能力給出於任何時代之中關於人之出路何在、一個個體的人如何有益或“利己”

地存在於他所處時代的價值體系之中；個體的命運只能在強大的時代神話中消融，還是時代本然負有救贖

的良知與偉任、或者，誰來匡扶已然傾斜的價值體系?這些太過宏大而沉重的追問於任何層面上可信的答

案，更何況，人之不幸的根源不該也無法簡單地歸因——苦難與不幸是深隱於生命內部不可破譯的密碼—

—但是，一部真誠的紀錄片應該成為其所記錄之時代的良心的鏡子…

幸福與不幸，總要在我們同在的時代中繁衍傳承，且是生生不息。那麼，不幸福就只能是那些不幸者

該要畢生承受的嗎？我們不該漠視我們這個時代和周圍那麼鮮活而真實的不幸，因為那絕不只是他們的不

幸，而是我們過去、現在和未來人之存在的共同不幸……

When the night is dark and quite, behind the lustful neon street lights and delusional image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live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life style. They are so distant from

the “happiness mode” of the contemporary age, and they are exiled by their own homeland and

era, love and family. They are sensitive to the current social trends but they are too far away.

The closer I got to them, the more frequent I think of the belonging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more worried and hurt by the reality. This led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hooting of the movie.

I know I cannot point out solutions for individuals in any ages with simply a documentary film,

or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individuals could live beneficially either to oneself or to others.

Are Individuals doomed to be washed away by the powerful social waves? Or the social changes

should be the one who save the individuals consciously? And, who can bring our value system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These questions seek answers from every aspect, yet unhappines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ascribed simply. Miseries and unhappiness are indecipherable codes in our life,

but a sincere documentary film should mirror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ge it focused.

Happiness and tragedies are always with us and will live forever. Then does people are meant

to suffer from unhappiness?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tragedies and miseries around us, for those

are not simply others’, but ours’, our ancestors’ and our desc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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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清,1971 年生於陝西省,2004 年至今從職紀錄片創作

作品曾參加“第九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第六屆雲之南紀

錄影像展“

Changqing Chen was born in Shaanxi Province in 1971 and

has been making documentary movies since 2004. His works

have attended the 9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and

the 6th Yunnan Multi Cultural Visual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長清

Chen Cha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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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韋佩欣 Wei Peixin

導演(Director)：韋佩欣 Wei Peixin

製片人(Producer)：邱文蓮 Qiu Wenlian

攝影(Cinematography)：肖曉武 韋佩欣

Xiao Xiaowu, Wei Peixi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盧臻 Lu Zhen

錄音(Sound)：肖曉武 Xiao Xiaowu

音樂(Music)：郭書院 Guo Shuyuan

剪輯(Editing)：郭書院 韋佩欣 Guo Shuyuan, Wei Peixin

主演(Cast)： 陳琳 （Chen Li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Colle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1920*1080 25p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1920*1080 25p

陳 琳

Chen Lin

紀錄片《陳琳》講述了 90 後打工女孩陳琳隨男友來到深圳開始打

工生涯後的奔波經歷。她跟隨著愛情奔走於不同的城市之間，生

活處於極度的不穩定中，對於未來的方向，她更是迷茫。她有著

90 後非常叛逆的一面，經常因為男友與父母發生爭吵。但愛情的

天平嚴重失衡讓兩人的感情一直處於危機當中。為此她也找過算

命人蔔算他們的未來。最終，他們的愛情還是走向了破裂。於是，

她到了一個新的城市，開始了一段新的感情，新的生活。

Chen Lin, who was born after 1990s, came to Shenzhen with

her boyfriend for works. She ran around between cities for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lived in extreme instability. The

future only confused her. Her rebellion often led her to

fight with her family and her boyfriend. The ro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and her boyfriend was unstable due

to the imbalance of affection to each other. Chen had even

found a fortuneteller to predict their relationship yet the

breakup still came in the end. Chen then went to another city

and restarts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a new life.

作品規格

2013 | 40'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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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陳琳》是以 90 後外來打工者為選題背景展開創作的。由於在深圳生活的人群中，外來打工者居多，所

以在尋找拍攝物件期間就把目標範圍鎖定在深圳。而深圳大學校園內的大多數保安和清潔工都是外來打工

者，我們在一次閒聊中認識了陳琳，當時她是深圳大學某個門口崗亭的女保安，我和她在慢慢的瞭解和接

觸後，發現她身上有著非常明顯的特質。同為 90 後，已經成為打工者的她與我們大學生有著迥異的人生

觀和價值觀，但與此同時，在她的某些特質裏似乎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影子。我發現在她身上有著很多值得

深究的地方，於是在漸漸熟絡後取得她的同意，展開拍攝。在創作過程中，本著遵循紀錄片的真實性原則，

我們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讓她習慣攝像頭的存在，儘量在生活中記錄下她最真實最本性的一面。她的家人以

及身邊的朋友、同事都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作為導演，我花了大量的時間與他們接觸，想方設

法取得他們的信任，讓他們放下戒備心面對攝像頭。我們跟拍主人公陳琳在不同城市的生活，甚至在四川

閬中與她一家同住了一個月，通過更親密的接觸，記錄下她的生活百態。

The film focuses on migrant workers who were born after 1990. Because majorities of the population

of Shenzhen are migrant workers, I narrow the scale to Shenzhen. I acquitted Chen Lin during

a casual conversation when she was a female bodyguard of a university in Shenzhen. After getting

closer to her, I found her very different. Both of us were born after 1990, but her as a migrant

worker, has very different life view and value system than me, who was a university student.

Yet I can see myself in her sometimes as well. I was intrigued by her and received her permission

of film-shooting. It took a long time for her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camera, but in order to

document the most real her it was worthwhile. Her family, friends, colleagues are all part of

her life and as a director, I contacted with them to make them trust me and face the camera without

precautions. We followed Chen Lin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had even lived with her family in Sichuan

Province for a month. With a closer connection, we recorded her laugh and s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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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佩欣，2013 年 6 月畢業於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系，主修廣

播電視方向，取得深圳大學文學學士學位。曾組團隊拍攝紀錄

短片《女保安》，並在央視紀錄頻道“青春中國—大學生紀錄短

片徵集計畫”中榮獲評委特別獎。《陳琳》是韋佩欣在深圳大學

傳播學院的本科畢業設計作品，拍攝時間將近一年，這部作品

是《女保安》的延續，在畢業答辯中獲得評委老師們的一致好

評。

Peixin Wei graduated from Shenzhen University in 2013. She

made documentary short film The Female Bodyguard and won

the Special Jury award with the movie in the Youth

China-University Students Documentary Shorts Collection

Plan launched by CCTV Documentary channel. Chen Lin was

Wei’s graduation work and had taken her one year to produce.

The film which could be seen as a sequel of The Female

Bodyguard had won positive reactions from the jury of the

graduation defens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韋 佩欣

Wei Pe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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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 面 製 作

Making Salty Noodles

廣西省西南部那坡縣馬元村有一種食品叫“瓜苗撈面”，其主要食材就

是當地山區自製的麵條和南瓜苗。因為馬元村所在地石漠化嚴重，長

年缺水，耕地面積極為稀少，農作物以玉米和小麥輪種，產量極低。

進行麵條加工並不能維持生活，所以僅少數人仍在堅持這種純手工的

傳統製作方法。每年農曆三月，麥子成熟收割後，守候著土地有了收

成的村民就開始製作麵條了。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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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壯族，廣西壯族自治區那坡縣人，1974 年出生。2012 年開始

以影像方式手機那坡縣境內壯、漢、苗、瑤、彝五個民族的生活

習俗等資料，《鹹面製作》是其中之一。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韋 青山

Wei Qi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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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顧桃 Tao Gu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顧桃 Tao Gu

錄音 Sound / 顧桃 Tao Gu

出品機構 / 顧桃紀錄片工作室

犴達罕

The Last Moose Ao Lu Gu Ya

犴達罕是大興安嶺森林裏體態最大的動物，威武，敏感，擁有尊

嚴。近年來，生態的破壞，偷獵者的增多，犴達罕也更稀少。

而這不是一部關於犴的片子。

具有犴一樣孤獨氣質的鄂溫克獵人維加在禁獵後失落悲傷，經常

酒後用詩和畫懷念逝去的狩獵時代，也懷念有犴為伴的日子。春

天來了，維加和夥伴毛夏進入了原始森林，尋找犴達罕的足跡。

城市裏教書的夏老師愛慕維加的才華，維加的生活發生了變化…

The moose is the largest animal of the Great Xingan

Mountains. Mighty, sensitive, and majestic, he has been

hunted and his hom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now it is rare

that peopl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him in the great forests

of Northeastern China.

But is not a film talking about animal…

Ewenki hunter Weijia's life has followed the trajectory of

the moose, with his lands taken away, his hunting guns

confiscated, and his way of life falling into extinction;

he spends his days drinking and painting his memories of

a better time. In the spring, Weijia and Maoxie go into the

forest in search of moose. Then one day, Weijia's life

undergoes a big chang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B&W | 100’ |

Mongolian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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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生，內蒙古人。作品曾入選 2009 東京中國獨立電影周、2012

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等，獲 2012 亞洲電視最佳紀錄獎（新加坡）、

2011 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小川紳介獎、2011 年中國紀錄片

學會年度十佳第一名、2010 第四屆新卡裏多尼亞（法國）國際紀錄

片電影節評委會大獎、2010 十六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紀錄片自然類金

獎、2008 第五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

Born in Inner Mongolian in 1970.Participate on the Dongjing·

China Independent Film Week in 2009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 Biennial Festival in 2012.Asian Television Awards

Best Documentary Programme(Singapore)in 2012;The Ogawa

Shinsuke Prize on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in 2011;The Award of Judging Panel on The Fourth New

Caledonia(France) International Document Film Festival;Gold

Award of Natural Document 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7《神翳》 God Nebula

2008《托紮敏，托紮敏……》

Tuo Zhamin

《雨果的假期》

Vacation of Hugo

2009《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Shou Ling People of Genghis Khan

2010《烏魯布鐵、烏魯布鐵》

Wu Lu Bu Tie

2011《烏珠穆沁的薩滿》

Shaman of Ujimqin

著述&評論鏈接

顧 桃

Gu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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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 醒 綠 色 虎

Waking the Green Tiger

通過環保主義者、農民和記者的眼光，《喚醒綠色虎》追蹤了一場成功

地阻止在中國雲南虎跳峽建造大壩的民間運動。

影片通過使用令人震驚的歷史素材，展示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動

的“人定勝天”的政治運動。成千上萬的群眾被動員起來改天換地，

湖泊、森林、草原遭到破壞。半個世紀之後，隨著一部新的歡姐法律

的頒佈，民眾第一次被賦予了可以參與政府決策併發出不同聲音的權

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民間環保運動。藉此，環保主義者開展了保

護河流的運動。

本片使用了中國獨立歡姐紀錄片導演史立紅從 2004 至 2009 年期間拍

攝的怒江和金沙江虎跳峽流域當地居民反對建壩的大量素材。她拍攝

的反映漫灣電站移民生活的紀錄片極大地激勵和鼓舞了怒江和金沙流

域的原住民團結起來保護自己的土地不被淹沒。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8' | Chinese

&English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喚醒綠色虎》是我拍攝的關於北美、俄羅斯和中國環境運動三部曲的

第三部。（前兩部片子分別叫《核爆噩夢》和《開發北極圈——破碎的

俄羅斯夢》）

這三部紀錄片以三種不同方式講述了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在三個大路上

環境運動是如何興起的。在每個運動中，都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堅忍不拔

的精神才能發動運動，最終改編現狀並賦予公眾保護環境的權力。而這

三個環境運動的共同點則是非凡的領導人物所激發的公眾為後代保護

環境的熱情。

中國的環境運動可能是中國的民間運動中第一個被影像記錄下來，而且

由運動的參與者製作的紀錄片又極大地促進了運動進程的運動。正式由

於我們能接觸到這些寶貴的影像資料、接觸到這場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

者、政府的內部人士、以及當年發起的征服自然的運動的親歷者，才使

得這部紀錄片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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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導演和編劇。1978 至 1985 年，他作為

自由撰稿人和記者為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製作超過了 100 小時的廣播節目。從 1988 年

他開始為 CBC、加拿大電視劇和探索頻道等製

作教育紀錄片。2004 至 2008 年，他曾任 CBC

在溫哥華的節目總監，同時兼任紀錄片部溫哥

華地區發展和節目製作的聯絡人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1995《一個孩子的心靈》

2000《核爆噩夢》

2004《開發北極圈——破碎的俄羅斯夢》

2011《喚醒綠色虎》

著述&評論鏈接

馬 求實

Gary Ma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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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盤 經

To Relive

影片講述一個鄉村風水先生的故事。

老周這個傳奇人物，年輕時吹拉彈唱，用村裏人說話，吊兒郎當，當

生產隊長不管社員下田，自己卻在田埂上逍遙拉二胡。壯年時參加“梅

花黨”，因“反革命”獲罪十年。至今他端羅盤和飯碗的手總抖個不停，

據說是當年被公安拷下的後遺症。他的祖上曾是一位占山為王的草寇，

老周口口聲聲稱自己也是一當代草寇，口氣裏含著自豪和自嘲。闖蕩

大江南北，訪遍名山勝水，他說是為了實地求證所學。

這樣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他身上有真學、有故事、有風吹雨打後的

平靜、有老人應有的慈祥……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09' | Hakka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風水，即藏風得水。地為大母，入土為安，象徵投胎。故英文片名為

To relive,輪回再生之意。本片以羅盤風水、客家喪葬文化、普庵教、

降神……為皮肉元素，講述的還是浮生流年，一個鄉村智者的豁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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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寧元乖，詩人，獨立紀錄電影作者，福建寧化人。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玉扣紙》

2010《老族譜》

2011《礱穀紀》

著述&評論鏈接

鬼 叔中

Gui Shu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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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父 親 是 牧 人

My Father is a Nomad

生活在雲南德欽縣半山區和高山地區的藏族，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

其中牧業在家庭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每戶人家都有專人從事放牧工

作。影片記錄了作者的父親——一個牧人的生活。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0'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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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佛山鄉學達村村民。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月期間參加“鄉村之眼公益影像計畫”活動並開始拍攝

作品。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魯茸農布

Lobsang Nor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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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 紗

Yao Yarn

我們白褲瑤是瑤族的一個分支，總人數有 3萬人左右。生活在廣西省

南丹縣裏湖瑤族鄉。八圩瑤族鄉、貴州省荔波縣的瑤山鄉一帶。白褲

瑤母親仍保持著純手工的傳統服飾製作工藝。從種棉花、壓棉花、紡

紗、跑紗、織布等等，通過三十多道工序，至少歷時兩年才能完成一

套服飾。雖然服飾製作的過程很艱辛、繁瑣，可是我們白褲瑤婦女們

對自己的服飾非常執著，這種精神深深吸引著我。

作品規格

2011 | Color | 4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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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白褲瑤人。2006 年畢業於廣西農業職業技術學院，2006 年 8

月至今一直任職於廣西南丹縣裏湖白褲瑤生態博物館。從事白褲

瑤文化的研究與傳承保護工作。2010 年參加一次短期的攝影攝像

培訓之後，逐漸感興趣於拍攝紀錄片。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黎 夏

Li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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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地 烏 金

Gold Undground

榆林、地處陝北，曾經是中國最貧窮的地方之一。近年來，因為藏量

驚人的煤炭資源得到迅猛開發，一躍成為“中國的科威特”，億萬富翁

在這個地方不斷湧現。貧窮的人們紛紛湧向煤炭產業鏈，以尋找一夜

暴富的機會。

本片聚焦煤炭產業鏈上的三個環節，分別採取類似訪談、速寫、紀事

的形式來摹寫礦工、重型卡車司機和煤運資訊仲介小老闆的眾生相，

以表現當下普通中國人如何獲取財富——幾分浮躁，幾分焦慮，分離

奔突，別無選擇……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38' | The

Shaanxi dialect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在“致富”的艱辛道路上，這些奔波在煤炭產業鏈上的人們市區了家園，

付出了健康的代價，甚至犧牲了世代秉持的“信義”……無法選擇，這

是當下中國人揮之不去的現實境遇。家園、健康、信義，如果這些生活

中最基本的元素都面臨問題，我們的幸福感究竟體現在哪里？我們怎樣

尋求生存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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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小锋，纪录片导演，现为上海高校教师，出版过《作为一

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等著作。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有

《遍地乌金》（2011）、《我最后的秘密》（2008）、《无定河》

（2007）、《夜行人》（2005）等。黎小锋迷恋“时间的炼金

术”，其作品粗砺、敏感，直面现实而不失诗意，在平静与

隐忍中反思社会、观照人性。

贾恺，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教于上海高校。出版有《弗

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等著作，参与创作的纪录片主要有《遍

地乌金》、《我最后的秘密》、《无定河》、《夜行人》等。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5《夜行人》

第 20 届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

第 8届台北电影节 “全球华人影像精选单元”；

入选第 3 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及巴黎 Shadows 电影节；

柏林“Flyer:Made in China”艺术展；伦敦“东方电影

节”，等等。

2007《無定河》

第 4届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第 4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年度十佳纪录片”；

柏林“Hotshots”影展、纽约“REELCHINA”纪录片双年

展，等等。

2008《我最後的秘密》

入围韩国全州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

入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亚洲纪录片”单元；

入围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竞赛单元；

中国独立影像展“年度十佳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年度十优纪录片”；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学院奖特等奖”；

参展“云之南”影像展、伦敦万象电影节等等，并在两

岸三地发行 DVD。

2012《遍地乌金》

中国独立影像展“年度十佳纪录片”（2011 年）；

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2011 年）；

北京独立影像展纪录片单元最高奖“独立精神奖”（2012

年）;

云之南影像展特别展映单元（2013 年）；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2013

年）；等等

著述&評論鏈接

黎 小鋒

Li Xiaofeng

賈 愷

Jia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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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 Producer / 俎寶生 Zu Baosheng

編劇 Script / 俎松松 Zu Songso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王曉振 Wang Xiaozhen

錄音 Sound / 周青 Zhou Qing

剪輯 Editing / 俎松松 Zu Songsong

美術 Art / 錢紅興 Qian Hongxing

演員表 Cast / 俎振濤 Zu Zhentao 俎振來 Zu Zhenlai

俎振高 Zu Zhengao

枕 頭

One Pillow One Soul

政府將要對公路兩側的商品房進行拆遷改造，這嚴重影響到長根家的祖墳，長根准

備將祖墳遷到自家地裏，但是兒媳婦因為長根的這個單獨決定跟長根兒子大吵一頓，

長根跟兩個兄弟商量遷墳的事情，兩個兄弟勉強同意。

長根在偶然遇見老戰友張大慶，得知張大慶家附近有一個風水先生之後就請他幫忙

聯系，張大慶找到好友鐵頭，鐵頭告知風水先生已經去世，在張大慶的慫恿之下鐵

頭冒充風水先生給長根看風水，結果三兄弟中只有長順一塊地合適，長根想了一個

利於長順的方案，然後將墳到遷長順地裏，長柱不同意長根的方案，長順妻子也不

同意將祖墳遷到自家地裏，長根遇到了極大的麻煩……

中國封建社會殘存的小農意識深深紮根在農村中，小農意識帶來很多弊端，遷墳過

程中遇到很大困難，人性的醜陋展現出來。

本片使用較多特寫鏡頭窺探人物內心深處不一樣的人性，並力圖找到那種起到支配

作用的原始邏輯。片子通過幾處夢境的描寫對老人的精神世界也進行了探索。

It is a story about tomb removal, it is a story of conflict in family.

The mess of demolition forced Changgen to remove the ancestral graves. After

his unremitting efforts, his two brothers reluctantly said yes.

In the Civil Affairs Bureau, Changgen encountered comrade-in-arm Daqing.

After hearing a geomancer living nearby, Changgen called Daqing to help

contact him. Unfortunately, the geomancer had been died for years. In order

to defraud, Daqing asked his old pal Tietou to pretend to be a geomancer to

see fengshui for Changgen. Surprisingly, only the land belongs to Changshun

suits. Changzhu refused to accept Changgen's proposal, Changshun's wife

didn't agree to remove the graves to their land, Changgen met unprecedented

difficulty.

Peasants consciousness left by the feudalism society still roots in some

parts of rural China. That has numerous shortcomings, which bringing biggish

difficulties, for example, in this film, the tomb removal. Plus, it reflects

the ugly side of human nature.

This fiilm contains loads of close-ups to show the life authenticity, both

the good and the bad sides. The director tried to find out the original logic

that dominates life.The three dreams of Changgen also explore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uman beings.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1’4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

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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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師範大學傳媒科學學院 2011 級戲劇與影視專業研究生，愛好電

影，讀書，喝茶。個人認為電影是電與影的藝術，一直致力於電影

語言的探索，並用自己的電影語言進行創作，創作屬於自己的“作

者電影”。2012 年制作完成長片電影處女作《枕頭》。喜歡原生態的

東西和接近自然的導演風格。

As a postgraduate majoring plays, films and vedios, Zu

Songsong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acting and the theatre long

before the freshman year. He believes film is an art of light

and shade, and sticks to explore movie language and create his

own author film. He made his debut fulllength feature film,

One Pillow One Soul, in 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俎 松松

Zu Song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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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 Producer / 賈樟柯 Jia Zhangke

監製 Supervisor / 賈樟柯 Jia Zhangke 宋方 Song Fang

策劃 Planner / 張冬 Zhang Dong 林怡瑋 Lin Yiwei

編劇 Script / 宋方 Song Fa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關冬 Guan Dong 周文操 Zhou Wencao

錄音 Sound / 山下彩 Shan Xiacai

剪輯 Editing / 宋方 Song Fang

美術 Art / 葉文彬 Ye Wenbin

演員表 Cast/ 葉渝珠 Ye Yuzhu 葉文彬 Ye Wenbin 宋方 Song Fang

出品機構/ 北京西河星匯影業有限公司

製作機構/ 北京西河星匯影業有限公司

記憶望著我

Memories Look at Me

夏天，方方回到南京與父母小住。哥哥一家也來相聚。一家六口在一

起吃飯、閒聊，很多往事就這樣被提起。很少回家的哥哥送一把英吉

沙小刀給方方，嫂嫂很小心地提出要安排她去相親，上小學的侄女為

不想寫作業而想快快長大。

父母周圍的人，大多面臨疾病和衰老。時間無聲走著，留下我們一點

點被改變。方方在家的這段時間，家人和她常常談及過去，有些事情

她還是第一次聽說。每一個現在的時刻都混雜著過去，走向未來的腳

步也許將伴隨著不斷地失去。

In summer, Fang Fang goes back to Nanjing and lives with her

parents. The film is largely set indoors, where Song shares

everyday life and many memories with her parents, sisterin-law,

brother and niece. Her brother, who comes back very few, gives

her Yengisar knife. Sister-in-law proposes to arrange the blind

date for her very carefully. Her niece wants to grow up to avoid

the homework.

Song is always on screen as they talk about relatives living and

death, about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careers, about the old

friends, illnesses and accidents, funerals and weddings. Between

the conversation that often take place around food and rare

excursions, we catch a glimpse of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t

is obvious that the norms and valu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are

being devalued, but that some deep-rated traditions will

properly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87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特別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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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江蘇人。曾就讀於比利時國立高等舞臺藝術與傳播技術學

院（INSAS）電影導演專業。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碩士研究生。

曾參加第十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學院”工作坊（AFA）。

曾出演侯孝賢電影《紅氣球之旅》。短片作品《告別》獲第 62

屆嘎納國際電影節“電影基石”單元二等獎。2010 年與其他五

位導演一起完成紀錄片《語路》，執導其中《張軍》及《黃豆豆》

部分。《記憶望著我》為其首部長片作品。

She used to study at the Belgian National Higher Institute

of Stage Art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SAS) and

graduated from Directing Department of Beijing Film

Academy.She participated in the 10th 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sian Film Academy" Workshop (AFA) in 2005

and performed in the film Red Balloon directed by Hou

Hsiao-hsien the next year. Her short film Farewell won the

62nd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vie

cornerstone" Unit the second prize in 2009.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 《告別》

Goodbye

著述&評論鏈接

宋 方

Song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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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 Producer / 崔允信 Vincent Chui蔡嘉儀 Choi

Ka Yee

編劇 Script / 呂筱華 Lui Siu Wah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劉愛國 Lau Oi Kwok

錄音 Sound / 陳志升 Chan Chi Sing

剪輯 Editing / 黃震邦 Wong Chun Pong

美術 Art / 姚露欣 Yiu Lo Yan

演員表 Cast / 劉漪琳 Lau Yi Lam李俊妮 Li Chun Ni

盧鎮業 Lo Chun Yip鐘家誠 Chung Ka Shing

盧曉藍 Lo Hiu Lam

出品機構/ 影意志有限公司

制作機構/ 自主電影制作有限公司

無 花 果

Fig

香港電影金像獎編劇呂筱華（《天水圍的日與夜》）與本

地獨立導演崔允信最新作品，細述現代都市中的家庭與

愛情關系；自從家庭發生巨變，家離開了丈夫麟，返回

澳門，與另一女子敏相識；敏的父親周，於妻子意外身

亡後公開與情人的關系，十年來一直讓敏耿耿於懷。不

論是家與敏，抑或是周與他的情人，仿佛都從別人的死

亡身上，轉轉折折結下果，但不一定是有花才能結果：

世事其實並無原因可言，死亡如是，人的相遇亦然。

Written by Hong Kong Film Awards winner Lou Shiu-Wa

(The Way We Are, 2008), this latest feature from

indie filmmakers Vincent Chui is a realistic,

unadorned portrayal of contemporary family and love

relationships: Ka, a common housewife, leaves her

husband after big change in the family. Then she

encounters Man, who has for years blamed her father

Chow for bringing to light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lover Tracy after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Man’s

mother. And so it seems that from departures stems

relationships anew, but there are in fact little to

be explained in the logic of cause-and-effect for

existence, death, encounters, and lov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97’ | Canto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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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美國洛杉磯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電影系，回港後

曾於電視臺及電影公司工作，1993 年開始參與獨立制作，1997 年與

其他獨立電影工作者組成影意志，制作宣傳及發行香港獨立制作。

Graduated from Communications Arts Department of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Los Angeles. He started his career

in Hong Kong Broadcast Television Company, and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independent field since 1993. He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Ying

E Chi, a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lm Collective, with fellow

local independent filmmakers to promote and distribute

independent films since 1997.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1 《憂憂愁愁地走了》

Leaving in Sorrow

2004 《追蹤眼前人》

Fear of Intimacy

2008 《三條窄路》

Three Narrow Gates

著述&評論鏈接

崔 允信

Vincent 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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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Bob Moore Peter Wintonick

Han Yi Zhao Qi

編劇 Script / 張僑勇 Yung Cha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Sun Shaoguang

錄音 Sound / Fan Liming

剪輯 Editing / Hannele Halm Feng Xi

音樂 Music / Olivier Alary

演員表 Cast / 齊漠祥 Qi Moxiang 何宗禮 He Zongli

繆雲飛 Miao Yunfei

出品機構/ Eye Steel Film & YUANFANG MEDIA

制作机构/ Eye Steel Film & YUANFANG MEDIA

千錘百煉

China Heavy Weight

本片講述了四川會理一個拳擊教練和他的兩個年輕徒弟的故事。齊漠

祥是中國最早的職業拳擊手，退役後一直在會理挑選適合拳擊運動的

孩子。拳擊是他的信仰，為了拳擊，他並不在意艱苦的條件和獨身的

生活。在他的精心調教下，門生何宗禮和繆雲飛獲得了一系列成績，

被選入省隊，準備國家級比賽。齊漠祥雖然離開職業拳壇很久了，但

他依然懷揣夢想，希望重新參加職業比賽，奪取金腰帶稱號。年近四

十，齊漠祥開始努力恢復訓練，準備參加在會理舉辦的 WBC 拳王爭霸

賽……

Award-winning filmmaker Yung Chang (Up the Yangtze) returns to

China for another riveting documentary on that country’ s

ever-changing economic landscape—this time through the

lens of sports. In China Heavyweight, Chang follows the

charismatic Qi Moxiang, a former boxing star and state coach who

recruits young fighting talent from the impoverished farms

and villages across Sichuan province. A select few boys (and

girls) are sent to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s, with the hope of

discovering China’s next Olympic heroes. But will these

potential boxing champions leave it all behind to be the next

Mike Tyson? Their rigorous training, teenage trials and family

tribulations are expertly intertwined with Coach Qi’s own

desire to get back in the ring for one more shot at victory.

Cinematically rich and intimately observed, China Heavyweight

is all at once thrilling sports drama, astute social commentary

and a beautifully crafted portrait of an athlete.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89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特別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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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蒙特利爾協和大學電影製作專業，曽於紐約街區大劇院

學習。第一部紀錄片《生之土地》由加拿大國家電影局製作，

在對糧食生產和移民勞工問題思考的精細刻畫上贏得了讚譽。

在第一部長篇紀錄片《沿江而上》中，富有爭議的三峽大壩工

程為當代中國的細膩的生活敘述提供了不安定的故事背景。

Graduated from Montreal’ s Concordia University and

Neighborhood Playhouse School of the Theatre in New York

City. His first documentary film, Earth to Mouth, 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is a beautifully

crafted meditation on migrant farm labor, food production

and Canada’s Chinese community. His first feature-length

documentary, Up the Yangtze, in which the highly contested

Three Gorges Dam forms a dramatic and unsettling backdrop

for a moving and richly detailed narrative of a peasant

family negotiating unprecedented historic change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張 僑勇

Yung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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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張金楠 Zhang Jinnan

導演(Director)： 張金楠 Zhang Jinnan

製片人(Producer)： 劉愛蓮 張金楠 Liu Ailian Zhang Jinnan

攝影(Cinematography)： 張金楠 Zhang Jinna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 張金楠 Zhang Jinnan

錄音(Sound)： 張金楠 Zhang Jinnan

音樂(Music)：艾則孜江·阿布都熱西提 Ai Ze Zi Jiang·A Bu

Du Re Xi Ti

阿不力克木·阿布拉 A Bu Li Ke Mu·A Bu La

剪輯(Editing)： 閻小海 Yan Xiaohai

主演(Cast)：阿布都賽買提·依明托合提 A Bu Du Sai Mai Ti·

Yi Ming Tuo He Ti

阿米娜·賽皮丁 A Mi Na·Sai Pi Di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ov

艾山

Hasan

9 歲的維吾爾族小男孩艾山和家人生活在新疆的一個村子裏，家裏只有媽

媽姐姐哥哥和 88 歲的爺爺，爸爸在外地打工。

一天，艾山把爸爸留在家裏的精美的手工小刀丟了，艾山四處尋找。而此

時姐姐卻也陷入了一段愛情離家出走，艾山找到了手工小刀，卻用刀換了

錢去尋找姐姐，姐姐最終回歸家庭。

The nine-year old Uyghur boy Hasan lives with family in a village

of Xinjiang Province. There are mother, sister, brother and 88-year

old grandpa in his family. His father is working away from them.

One day Hasan lost the knife that his father left to him. He looked

for it everywhere. At the same time his sister left home for love.

Finally Hasan found the knife but sold it for money to look for his

sister. In the end his sister returned home.

作品規格

2013 | 9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導演闡述

我獨自一人去南疆。卻發現當地漢族和維吾爾族交流基本沒有。除了辦事

必須接觸。在和田市漢族就是少數民族。幾經周折，認識了好多維吾爾族

朋友，他們熱心幫助，幽默風趣。老百姓更是淳樸善良，愛上這裏。劇本

也在融入維吾爾族人民中慢慢飽滿完成。也經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

但最終得以完成。

I went to southern Xinjiang alone. I found Han people and Uyghur don’

t really talk to each other except when they work together. In Hetian

Han people are minority. I made many Uyghur friends there. They are

very kind, cordial, helpful and humor.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and

simple and really love this place. The script was finished and

polished while I was getting involved with Uyghur friends. Although

I encountered some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the film was finally

fi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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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楠出生於 1984 年。

2000-2004 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附中

2007-2011 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

Zhang Jinnan was born in 1984

2000-2004 graduated from attached middle school of Luxun

Academy of Fine Arts

2007-2011 graduated from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張 金楠

Zhang Ji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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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丁文劍 Ding Wenjian

編劇 Script / 胡永紅 Hu Yongho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徐偉 Xu Wei

剪輯 Editing / 屠亦然 Tu Yiran

美術 Art / 田壯壯 Tian Zhuangzhuang

音樂 Music / 竇鵬 Dou Peng

監製 Supervisor / 侯克明 Hou Keming

演員表 Cast / 張靜初 Zhang Jingchu 龍品旭 Long Pinxu

黎兆豐 Li Zhaofeng 王同輝 Wang Tonghui 張國強 Zhang Guoqian

出品機構/

江蘇眾道影業投資有限公司 廣東南方領航影視傳播公司

製作機構/ 江蘇眾道影業投資有限公司 廣東南方領航影視傳播公司我的影子在奔跑

My Running Shadow
患有艾斯伯格综合征（一种较轻的自闭症）的 11 个的月修直第一个记忆是听见田桂芳叫“修

直”，然后笑了。修直第一次思想——他真是修直还是长得像修直？

田桂芳她阻止了很多事发生。诸如修直没有失踪、厨房胖嫂没被开水烫伤、莫菲的裙子没

有烧着……但门防大爷的伞还是散架了、园长的眼镜碎了……修直这样度过了幼儿园。

田桂芳是数学文盲，修直求证祖冲之圆周率使用分割法，田桂芳依旧不懂，而且下了岗。

修直知道蚂蚁天生是计算家，有独特的认路方法，人要靠记忆才能认路，但田桂芳总可以

找到修直却是个谜。

修直 17岁看见铸造自己的模子——爸爸，修直要跟爸爸出国。那天下雨路不通，修直发现

田桂芳翻墙也不会。田桂芳说“修直长大了，修直长不大才好。”

但修直知道人总是要长大的。

The first episode of Xiu Zhi’s memory, who suffers from Asperger's syndrome (a

kind of minimal infantile autism), is to hear Tian Guifang call his name “Xiu Zhi”

and smiles. And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Xiu Zhi has a thought: Am

I the real “Xiu Zhi” or do I just look like Xiu Zhi?

TIAN Guifang helps prevent a lot of things from happening. For example, she prevents

Xiu Zhi from disappearing; prevents female cook Pangsao from being scalded by

boiling water; prevents MO Fei’s dress from catching fire... In spite of this,

she still can’t prevent old doorkeeper’s umbrella from falling apart, or prevent

kindergarten leader’s glasses from breaking...Along with these trifles, Xiu Zhi

enjoys his time in kindergarten.

TIAN Guifang knows nothing about mathematics. When Xiu Zhi learns how to prove Tsu

Ch'ung Chi’s Pi and use segmentation methods, Tian Guifang still knows nothing

and is laidoff. Xiu Zhi knows that ants are inborn computist with special ways of

finding ways, while human beings have to find wayd by memory. However, it remains

a mystery how TIAN Guifang can always find Xiu Zhi.

When Xiu Zhi turns 17, he meets his father who he resembles a lot. XIU Zhi has to

go abroad with his father. On the day of departure, the road is blocked due to the

rain. XIU Zhi finds that TIAN Guifang doesn’t even know how to climb over a wall.

Tian Guifang says:“Xiu Zhi, you are a grown-up now; how I wish you to stay young

forever!”

However, Xiu Zhi knows that everyone has to grow up one da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97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特別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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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 1972 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師，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

員。主要電影導演作品有《情不自禁》（2001），《上學路上》

（2004），《尋找成龍》（2009），《我的影子在奔跑》（2012）等。

Fang Gangliang is a teacher of the Directing Department

of BFA as well as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film directors. His directed movies includes: Desire For

Fired （ 2001), Unique Schooling(2004), Looking for

Jackie(2009), and My Running Shadow(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方 剛亮

Fang Ga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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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李珞 Li Luo 楊城 Yang Cheng

編劇 Script / 李珞 Li Luo

攝影 Cinematography / 任傑 Ren Jie

錄音 Sound / 子傑 Zi Jie

剪輯 Editing / 李珞 Li Luo

演員表 Cast / 李文 Li Wen 吳維 Wu Wei 李巨川 Li Juchuan

楊笑 Yang Xiao 李浩 Li Hao

出品機構/ 天畫畫天(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唐皇遊地府

Emperor Visits the Hell

改編自《西遊記》第九至第十一回，但不是古裝片。整個

故事都發生在當代中國的情境裏。人物的名字不變，身份

會有所不同，地點會改為現在的場合，裝戴也是現在的樣

子。借助這種方式，影片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和風格展現了

對當代中國社會的一種觀察，深具荒誕氣質。

Emperor Visits the Hell is a modern retelling of the

classic Chinese story of Emperor Li Shimin’s Journeyto

the underworld and his return to life. It is based on

three chapters from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Though the events in the original story

took plac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 A.D. - 907

A.D.), this film is boldly se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told with stark imagery and black humor.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7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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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並成長於中國湖北。後赴加拿大學習電影，在多倫多約克大

學獲得電影製作專業的藝術學士和碩士學位。2010 年憑《河流和

我的父親》獲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評委會獎。2012 年憑《唐皇遊

地府》獲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獎”。

Luo Li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China. He studied film and

obtained

his MFA in Canada. Li’s awardwinning works have screened

internationally and garnered much critical recognition,

particularly for his reflective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narrative cinema.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 《前幾天我去了一趟動物園》

I Went to the Zoo the Other Day

2010 《河流和我的父親》

Rivers and My Father

著述&評論鏈接

李 珞

Li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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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王文靜 Wang Wenjing

編劇 Script / 楊平道 Yang Pingdao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楊平道 Yang Pingdao

錄音 Sound / 王文靜 Wang Wenjing 楊平道 Yang Pingdao

剪輯 Editing / 楊平道 Yang Pingdao

美術 Art / 楊平道 Yang Pingdao

演員表 Cast / 王國軍 Wang Guojun 吳瑋唯 Wu Weiwei 王廣朋 Wang

Guangpeng

黃丕權 Huang Peiquan 黃偉通 Huang Weitong 王學成 Wang Xuecheng

黎兵 Li Bing 王國成 Wang Guocheng

出品機構/ 針鋒對麥芒電影工作室

製作機構/ 針鋒對麥芒電影工作室

鵝凰嶂逸事

E Huang Mountain

鵝凰嶂，傳說是神仙的故居。神仙搬走後，人來了，把這

裏污染了。

本片縱橫交錯地，散碎地講述了幾個小鎮年青人的故事，

有企業主老闆的兒子、工人、女大學生、黑社會、無業賭

徒、員警——他們的追求、生存之道、得與失無不與這個

時代息息相關，到最後他們發現這個時代給自己的選項並

不多，要麼逃避，要麼與現實相安無事，隨波逐流。

The sagas tell that E Huang used to be the hometown

of gods. Then with the Gods moving out, human beings

settle down and pollute this place.

Several stories about the youngsters in the town are

intersected in this film. The characters range from

the son of the enterprener, worker, college girl,

triad, jobless gambler, to policeman . Their pursuit,

ways of making a living, gains and losses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with this age. At last, they find this

era leaves few options for them to choose. They can

either escape or just follow the others same and

sound.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98'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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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生，廣東陽春人。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影視導演專業。

從事獨立電影創作，寫劇本及小說。曾為電視臺拍攝紀錄片及

微電影等。

He was born in 1980 in Yangchu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He was trained to be a professional film and televison

director in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fter

graduation, he has wored in the field of independent film

makinf, script and novel writing. He has once maked the

documentary film and microfilm for television statio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7 《阳春之春》

Spring of Yangchun

2008 《家谱》

My Family Tree

著述&評論鏈接

楊 平道

Yang P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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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朱聲仄 Zhu Shengze 楊正帆 Yang Zhengfan

編劇 Script / 楊正帆 Yang Zhengfa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朱聲仄 Zhu Shengze

錄音 Sound / 霍斯婭

剪輯 Editing / 楊正帆 Yang Pingdao

美術 Art / 朱聲仄 Zhu Shengze

遠 方

Distant

《遠方》由十三個獨立的部分組成，每個部分由一

個固定機位長鏡頭完成，聚焦在人們在新環境下迷

失的瞬間。沒有任何對白和文字，只利用畫面、聲

音和動作建構整個影片。這十三個鏡頭——或許神

秘、或許現實、或許戲劇——嘗試描述一種抽象的

境況。

Distant is a film that is made up of 13 sections,

and each comprised of a single long take. Each

section tells a story about distance betwee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focusing on the subtle

moments when people are suddenly confronted

with modernity and gradually become lost 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is and their present lives.

Without any dialogue, simply working with image,

sound and actions of the characters. These 13

dramatic, realistic and mysterious scenes are

painted. It tries to describe today's human

condition in an abstract way.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B&W | 88’ | Non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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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 1985 年。22 歲從法學院畢業後開始製作電影。師從周

傳基老師學習電影語言，隨後前往香港攻讀電影製作碩士。

2010 年成立 Burn The Film Production House，在 2013 年

以前，他製作了多部短片參加了多個電影節，包括中國獨立

影像年度展、北京獨立電影節、EXiN 亞洲實驗錄影論壇以及

香港鮮浪潮國際短片比賽。2013 年，他的處女作長片《遠方》

入圍了珞迦諾電影節、溫哥華電影節以及華沙電影節。

Born in 1985, China. He started making films at age 22,

when he graduated from law school. After receiving basic

training in filmmaking, he moved to Hong Kong for an MFA

program in film production, and in 2010, co-founded the

studio “Burn The Film Production House”. Before 2013,

he has presented several short films at film festivals

including: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Asian Experimental Film &

Video Art Forum and Hong Kong Fresh Wave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His debut feature, Distant, has

been selected in Locarno Film Festival,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Warsaw Film Festival in

2013.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7 《Tango in the Street》

2009 《摄影机背后的人》

The Man Behind a Camerar

2010 《十年后》 Ten Years After

2011 《我穿越时空为了再次遇见你》

I Travel Through Time To Meet You Again

2012 《吞噬》

The Surroundings

著述&評論鏈接

楊 正帆

Yang Zheng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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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 楊瀟 孫浩然 Yang Xiao Sun Haoran

導演(Director)： 楊瀟 Yang Xiao

製片人(Producer)： 蘆洲 Lu Zhou

攝影(Cinematography)： 王正 楊瀟 Wang Zheng Yang Xi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 杜尚樂 張碩 Du Shangle Zhang Shuo

錄音(Sound)： 王斯芸 Wang Siyun

音樂(Music)： Zeniac

剪輯(Editing)： 楊瀟 Yang Xiao

主演(Cast)： 成佳亮 衛西諦 劉瑩 姜虎章 Cheng Jialiang,

Wei Xidi, Liu Ying, Jiang Huzha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窮山惡水電影娛樂工作室

Bad Land Film Entertainment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peg-4動物園

The Suspended Step

張新在南京的一家報社工作，在工作中感到乏味的他想要辭職，專心

投入到小說創作中，可是他的請求卻被主編拒絕了，並安排他到老家

桂林為即將在當地電影節首映的《阿新的青蛙》寫一篇正面的影評。

張新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到家鄉桂林了，到了桂林後見了發小能能，能

能想要辭去酒吧的工作，開一家米粉店，而初中暗戀對象小屏成了一

名演員，對張新的態度比較冷漠， 初中同學羅老闆希望張新能接替能

能的工作，留在酒吧寫小說……

Zhang Xin, who works in a newspaper office in Nanjing, wants to

quit this job and keep on writing novels with hearted devotion.

But the chief editor rejects his resign and sends him to report

the premiere of a new film at festival in Guilin—Zhang Xin’

s hometown.

Zhang Xin has been away from his hometown for a long time. In

Guilin, he meets his old friend Neng Neng. Neng Neng wants to

quit her job at a beer bar and start running a rice noodle

restaurant. Xiao Ping who was his beloved at middle school is

an actress now. She is quite enstrange to Zhang Xin. Zhang’s

ex-classmate Boss Luo hopes Zhang to take over Neng Neng’s work

to stay at the bar to write novle.

作品規格

2013 | 8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這是一部獻給我的家鄉的電影

This is a film for my hom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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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門》，22分鐘，2011 年；

《阿新的青蛙》，17分鐘，2012 年（入圍 CIFF 短片展映單元）；

《動物園》，80分鐘，2013 年

Wish You Were Here, 22mins, 2011;

Ah Hsin’s confusion, 17mins, 2012; (selected into short film

programmed by CIFF)

The Suspended Step, 80mins, 2013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楊 瀟

Yang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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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 Supervisor / 楊平道 Yang Pingdao

製片人 Producer / 周青 Zhou Qing 王曉振 Wang Xiaozhen

編劇 Script / 王曉振 Wang Xiaozhe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王曉振 Wang Xiaozhen 胡明洋 Hu

Mingyang

錄音 Sound / 胡金偉 Hu Jinwei 周青 Zhou Qing

剪輯 Editing / 王曉振 Wang Xiaozhen

演員表 Cast / 王曉振 Wang Xiaozhen 周青 Zhou Qing 胡明洋 Hu

Mingyang

相興起 Xiang Xingqi 劉子歌 Liu Zige

田園將蕪

Around that Winter

大約在冬季，周青隨王曉振來到翟家莊村見父母，他們遇

到了滿嘴髒話的男孩永順，遇到了一臉困惑的女童子歌，

遇到了健忘的老人奶奶，遇到了無所事事的青年小胡，他

們似乎不知道要做什麼。但他們都自得其樂。而周青和王

曉振一直在等待遲遲不來的父母，除此之外他們覺著做什

麼都沒意思。

Wangxiaozhen and his girlfriend Zhou Qing,came to

Zhaijiacun to visit Wang’s parents around winter. They

met the foul-mouthed boy Yongshun, the girl Zige with

a harassed look, the forgetful Grandmother, and the

fainéant youth named Xiaohu. All of them seemed that

they had no idea what to do. But they all enjoyed their

lives purely. However, Wang and Zhou had nothing

interested to do but waiting for the parents who never

showed up.

作品規格

2013 | B&W | 9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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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生，山東臨朐上林人。東北師範大學編導專業，研究生，

碩士學位。從事書法，寫作，繪畫，獨立電影。

Born in 1989 in Linqu, Shandong Province. He graduated

from th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majored in MA of

Film Director.He engaged in independent film making,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painting.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 《秋天來了吃什麼》

What Will We Eat in Autumn

著述&評論鏈接

王 曉振

Wang Xiao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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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李建文 Li Jianwen 張紅軍 Zhang Hongjun

編劇 Script / 章明 Zhang Ming 秦海燕 Qin Hai Yan

總監制 Scriptwriter / 李向紅 Li Xiang Hong 何平 He Pi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王猛 Wang Meng

錄音 Sound / 劉顯峰 Liu Xianfeng 劉楊 Liu Yang 賀斌 He Bin

剪輯 Editing / 鐘義娟 Zhong Yi Juan

美術 Art / 林楊君 Lin Yangjun

演員表 Cast / 菲利普·伯卡特 Philip Burkart

代汝茜 Dai Ru Qian 鄒瓊帝 Zou Qiongdi 廖希 Liao X

她們的名字叫紅

China Affair

在三峽大壩的一個旅遊船上，來自美國的青年盧卡斯遇到王紅，她是

一個很有抱負的空姐。盧卡斯立刻就決定把船票扔掉，開始追求這個

可愛的女孩兒，可是到了巫山以後他發現王紅找不到。鄔警官承諾幫

他找，但他一直忙自己的事，無暇顧及。功夫不負有心人，盧卡斯找

到了王紅，可是他倆並沒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原因有兩個：一個跟

縣裏報社宣傳部的年輕女幹事李紅有關，另一個是盧卡斯的護照過期

了，這兩個原因迫使盧卡斯必須回國。在美國他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

對王紅的熱情。

In the middle of a small county called Wushan in Chongqing

Province, Lucas finds himself on a lackluster cruise. By chance,

he meets a cute local girl named Wong Hong and immediately tears

up his ticket to the next destination so that he can get off the

boat with her. In his haste, he somehow loses track of Wong Hong

and is left to find his way and his girl.

Officer Wu, a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agrees to help Lucas, but

is all too busy with his own “duties” to put any real effort

into finding Wong Hong. Yet,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 and Lucas eventually finds Wong Hong. He also finds another

girl, Leah Hong, a reporter for the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Before Lucas's interest for these two girls has a chance to turn

into something more his visa expires and he is forced to return

to America. Back in America, there is only thing on Lucas’s

mind...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09’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特別展映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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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曾擔任若干國內和國際電影節評委。

作品質樸內斂突兀和詩意融為一體，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

曾獲得包括釜山電影節、都靈電影節、溫哥華電影節、鹿特丹

電影節等多個電影節多項獎項。近期電影《郎在對門唱山歌》，

2011 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獲“金爵獎”最佳編劇、最佳女演員、

最佳音樂獎；電影頻道傳媒大獎獲“最佳女演員新人獎”、“最

佳男配角獎”。

He’s a professor working for the faculty of directing in

Beijing Film Academy and was appointed as a judge in

several film festival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s works are simple and veiled, combining with abruption

and poetry, brimming with his bright personal styl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章 明

Zhan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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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劉軍峰 Liu Junfeng 劉海峰 Liu Haifeng

薛鑒羌 KOKOKA

薛美蓮 Xue Meilian

編劇 Script / 薛鑒羌 KOKOKA

攝影 Cinematography / 薛鑒羌 KOKOKA

錄音 Sound / 薛鑒羌 KOKOKA

剪輯 Editing / 薛鑒羌 KOKOKA

美術 Art / 薛鑒羌 KOKOKA

演員表 Cast / 十一 11 二蛋 Er Dan 蛤蜊 Ge Li 小龍 Xiao

Long 包公 Bao Gong

賴賴 Lai Lai 耀耀 Yao Ya 老三 Lao San 萬軍 Wan Jun

出品機構/ BUSITUZI

製作機構/ BUSITUZI殘廢科幻

Deformity Sci-fi

為火星人即將登陸地球，年輕的 11 生活在中國的

一個鄉村小鎮整日和兄弟們打打殺殺，隨著從城裏

回來越來越多的有錢人，他決定去城裏闖蕩。

For Martian will soon land on the earth., the

young eleven lives with his yong brothers in

the rural and town area and keeps fighting all

the time. As an increasingly number of the rich

comes back to the urban, He decides to wonder

in the city and seeks for his fortun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9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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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出生於山西。中學輟學後外出打工，從事過洗車、理髮、電腦

維修、動畫設計等工作。有詩、紀錄片、劇情片、實驗影像、動畫、

小說、油畫、電子樂等作品。就紀錄片作品提出“污點美學”的概

念以形容制作粗糙的具有思想自我反省精神的電影；“超不現實主

義”則是不分記錄劇情、可寫實、可實驗的混合電影方式。認為電

影節是另外一種催眠，電影的自由創作和探索應該拓寬電影節審美

和商業電影標準。

KOKAKA was born in Shanxi province china and dropt out of middle

school to work outside. He once washed the cars, and cut the

hair, repaired the computer and even got into the animation

design. His works includes poems, documentary films, feature

films, experimental images, animation, novels, oil painting,

electronic music and so on. He has once proposed the conception

of pulp aesthetics to describe the coarse selfreflective films.

He points out that the sur-unrealism referred to the mixed

filmmaking ways of being realistic and experimental regardless

of the pilot. He also thinks that the film festival is another

form of hypnosis and the free cre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ilm must expand the standard for esthetic and estimating the

commercial films in the film festival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7 《三只小动物 1》

Three Small Animals

2009 《三只小动物 2》

Three Small Animals

《火星综合症》

Martian Syndrome

《我年轻时也打老虎》

I Beat Tiger When I was Young

2011 《三只小动物 3》

Three Small Animals

《一次等于没有》

<1=0>

《猪离开了他的外套》

Lie Wilderness

著述&評論鏈接

薛 鑒羌

KOK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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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 Producers / 高宏 Gao Hong 孫奎 Sun Kui 鄭鋼 Zheng Gang

製片人 Producer / 孫奎 Sun Kui

編劇 Script / 郝傑 Hao Jie 葛夏 Ge Xia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杜溥 Du Pu

剪輯 Editing / 白承勳 Baek Seung Hoon

美術 Art / 栗存旺 Li Cunwang

作曲 Music / 小河 Xiao He

演員表 Cast / 馮四 Feng Si 葉蘭 Ye Lan

出品機構/ 北京緣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天畫畫天（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美 姐

The Love Songs of Tiedan

美姐是一个西口外回来的漂亮女人，她长得好看，会唱戏，我实在是爱得她不行。

我名叫铁蛋儿，那年六岁，忽然一天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美姐全家赶着大马车

跑出了西口外......

十几年以后，美姐回了村，她已经老得完全不是我爱得那个模样，但她的大女儿

长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年轻美姐。十七八岁的大女儿，二十来岁的铁蛋儿，我和她

对象搞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美姐一狠心就把大女儿嫁到了西口外。他们怕我发

疯，美姐就把她家二女嫁给了我，没要一分钱。

二女儿，是个哑哑不能说话，长得也不像她妈，但她现在是我的老婆。生活不尽

人意，我跟着二人台剧团出走了西口外，唱遍了内蒙古，我老了，台底下笑了，

我成副团长了。

一天，美姐家三女儿来剧团报考新演员，三女儿的摸样又是个活脱脱的年轻美姐。

我苍老的心在看见她的瞬间，旧情复燃……

Shanxi Province, China. Sister May is beautiful young woman who returns

to her home village in Shanxi after spending time at West Side, Inner

Mongolia. She has a nice singing voice, and is adored by Tie dan’er, a

six-year-old boy from an impoverished family. But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rts, Sister May and her family once again leave for West

Side. Twelve years later, Sister May comes back to the village, no longer

looking like the woman that Tie dan’er was once so in love with. However,

her first daughter is an 18-yearold beauty, who very much resembles the

Sister May of Tie dan’er’s memory. Tie dan’er and the first daughter

begin dating, but their relationship is cut short when Sister May arranges

her eldest child to be married to a young man from West Side. Afraid of

Tie dan’er due to his emotional outbursts, Sister May allows him to marry

her second daughter, although the arranged bride is mute and looks nothing

like her mother. Unhappy with married life, Tie dan’er joins a show group

as a singer, taking pleasure in entertaining village audience and living

life on the road. He becomes the Deputy Leader of the show group, but

complications ensue when Sister May’s third daughter wants to join the

company. She also looks like Sister May, and the moment that Tie dan’

er sets eyes on her, buried passion is reignited?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9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特別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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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處女作《光棍兒》獲得東

京 FILMEX 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特別大獎等國內外獎項。2012 年

導演作品《美姐》 獲得 49 屆臺北金馬國際影展 NETPAC 最佳亞

洲電影，郝傑也憑藉該片獲得 2012 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年度表彰

大會年度青年導演提名。此外，影片還在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

國際電影節等國際性電影節上展映。

Graduated from the Director Depaartment in Beijing Film

Academy in 2005. His first film Single Manwon prizes in

several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including Tokyo

FILMEX Film Festival. In 2012, he directed The Love Songs

of Tiedan, and he was nominated as Youth Director of the

Year by China Film Directors Guild Awards. It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screening San Sebasti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光棍兒》

Single Man

著述&評論鏈接

郝 傑

Hao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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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孫楊 Sun Yang 鄭闊 Zheng Kuo 張羽白 Zhang Yubai

編劇 Script / 鄭闊 Zheng Kuo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孫楊 Sun Yang

錄音 Sound / 閔婕 Min Jie 張拓宇 Zhang Tuoyu

剪輯 Editing / 鄭闊 Zheng Kuo

美術 Art / 鄭闊 Zheng Kuo

演員表 Cast / 楊實聰 Yang Shicong 李昊宇 Li Haoyu 王宏偉 Wang

Hongwei

完顏素夜香 Lipstick Chan 桐桐 Tong Tong 胡藝 Hu Yi 羅迪 Luo Di

沉強 Shen Qiang 田翔 Tian Xiang 蔣曦 Jiang Xi 馮朔 Feng Shuo

馬寶軍 Ma Baojun 劉超 Liu Chao 宮磊 Gong Lei

製作機構/ 鄭闊電影工作室

2012 電影小組南 風

Burned Wings

楊小明是中國北方一個濱海小鎮上的年輕人，他帶著三個

結拜兄弟混“黑道”。他們為了生存不斷與其他黑道分子

發生衝突，他們為了兄弟，甚至與當地的員警勢力正面交

鋒。楊小明堅決捍衛著“盜亦有道”的原則和“黑道”的

尊嚴。然而時代在變化，人心蠱惑、大“道”無行。直到

自己盼望已久的朋友出獄歸來；直到一個以拆遷為職業的

“大哥”登臺亮相；直到自己的兄弟血濺廢墟，楊小明越

來越無法面對自己的無力感，他決定寶刀出鞘、血祭理

想……

Yang Xiaoming, a young man lives his whole life in

a beach town in northern China, leads his three blood

brothers in joining the local gang. As to survive,

they have constantly conflict with other gangs,and

even fight with the local police for their brother.

Yang Xiaoming upholds his dignity and social rules

to the end. As the era changes, men are tempted and

obsessed,and rules apply nomore. Not until an

expected old friend be released from the prison, not

until the big brother in charge of demolition shows

up; not until his blood brother died in the ruins,

Yang Xiaoming could not face him powerlessness

anymore. He decided to fight desperately for his love

and belief.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11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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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製片人、編劇、導演。2009 年畢業於 “栗憲庭電影基金獨立

電影培訓班”；曾策劃電影放映活動，推動中國民間獨立影像的交

流。2008年於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策劃798藝術節獨立電影單元“我

的攝影機不撒謊——1990 後中國獨立電影回顧展”；2009 年擔任

“2009 北京 798 雙年展”影像單元“從工業技術到民間精神”策展

人。

Independent Producer and Director, graduated from Li Xianting

Film School in 2009 . He planned and prepared the independent

film unit of 2008 Beijing 798 Art Festival in UCCA. He was

the Curator of independent film unit of 2009 Beijing 798

Bienni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798 站》

798 Station

2010 《晨曦》

Sound of the Silence

2011 《暖冬》

The Cold Winter

著述&評論鏈接

郑 阔

Zheng 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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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任衛宜 Ren Weixuan

編劇 Script / 金也 Jin Ye 馬艾艾 Ma Aiai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宋航艦 Song Hangjian

錄音 Sound / 馬傑 Ma Jie

剪輯 Editing / 袁菲 Yuan Fei

美術 Editing / 凱子 Kai Zi

演員表 Art / 張昊 Zhang Hao 薑依 Jiang Yi 王鑫 Wang Xin 杜易衡 Du

Yiheng

出品機構/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製作機構/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今天我媽要嫁人

Today My Mother will Get Married

曹子的媽媽第二天就要跟當地有錢人朱老三結婚了，曹子想送一條金項鏈給媽

媽，好爭回一點面子。可曹子沒錢。他約了自己的玩伴九一、侯弟偷搶了朱老三

的貨賣掉；他們打劫計程車，差點被司機給砍了；去碰瓷，九一被打得頭破血流；

意外得到了一只圓號，可它又不值錢。侯弟拿出攢了幾年的壓歲錢。朱老三的女

兒朱夏被開禮品店的二炮調戲，曹子、九一趁機威脅二炮，拿到了一筆錢。

把項鏈送給媽媽後，遭到朱老三冷言的曹子很失落，他跟不喜歡曹子媽媽的朱夏

結夥要攪黃婚禮，便向朱老三謊稱朱夏離家出走。四個孩子來到縣裏玩耍，為保

護朱夏，侯弟用圓號打傷了員警的外甥，被扣在了縣裏。

朱夏出主意“綁架自己”逼迫讓朱老三拿出一筆錢救出侯弟。曹子和九一把朱夏

捆綁起來，等待朱老三的“贖金”。幾個孩子在封閉的小屋裏點火取暖。侯弟哄

騙員警終於脫身回到小鎮，但喝多了酒的曹子看到並未攪黃婚禮，不肯解開捆綁

朱夏的繩索。朱夏死了。曹子扒上了夜行的貨車……

Cao Zi’s mom would marry the local rich fellow Zhu Laosan the next day.

He wanted to give his mom a necklace as a gift.,but he didn't have money.

He asked his friend Jiu Yi and Brother Hou to steal Zhu Laosan’s stuff

and sold for money. They also staged a failed attempt to rob a taxi driver

and almost got hurt in return. They tryed to cheat a driver for money by

faking an accident, but it ended up with Jiu Yi being beaten up. They

accidentally came across a French horn which is useless. Brother Hou

brought the holiday gift money he saved up for years. Zhu Laosan’s daughter

Zhu Xia was assaulted by the shop owner Er Pao; Cao Zi and Jiu Yi saw it

and seized this extortion opportunity and hustled some money.After giving

his mother the necklace, Cao Zi was disappointed when he received

disapproval from Zhu Laosan. He decided to mess up the wedding with Zhu

Xia, who also disliked Cao Zi’s mother. They lied to Zhu Laosan saying

that she escaped from home. The four kids hang out in town. Hou beaten

up the nephew of a policeman to protect Zhu Xia, and was detained in the

police station.Zhu Xia suggested a fake kidnapping to make Zhu Laosan gave

some money. Then they could save Hou. ……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9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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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策劃人，製片人，導演以及偏愛運動與長鏡

頭的紀錄片作者。曾為聯合國大會、國家領導人拍攝，參與創作的

電影、電視劇、紀錄片 30餘部、700 餘集。《今天我媽要嫁人》是他

的第一部長片。

Graduated from Beijing Film Academy. A curator and producer,

and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who likes using moving shot and

long shot. He used to make documentarie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e also made more than 30 films and

documentaries, and more than 700 episodes of television series.

Today is his first long picture fil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金 也

Jin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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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 Producer / 潘志遠 Zhi-Yuan PanTeona Mitevska Labina Mitevska

編劇 Script / 陳敏郎 Ming Lang Che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Ruben O'Malley 宋文忠 Wen-Chung Song

錄音 Sound / Sheauyunn Soo 陳亦偉 Aki Chen

剪輯 Editing / 陳曉東 Hsiao-Tung Chen 陳敏郎 Ming Lang Chen

美術 Art / Tricia Peck

演員表 Cast / 黃尚禾 Huang Shanghe 盧靖姍 Lu Jingshan Timothy

Weinert 鹿瑜 Lu Yu

出品機構/ 島嶼視覺創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制作機構/ Will Work 4 Food Productions

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

Tomorrow Comes Today

年輕的中餐外送男孩來自臺灣，他隨身帶著照片，逢人就問：“你有沒有見

過我媽？” 大家看見照片裏那個三○年代好萊塢著名的德國女演員瑪琳·

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都不禁發笑或覺得莫名其妙，他卻不改其樂，穿

梭在紐約街頭尋尋覓覓，他在找什麽？或者這只是個無聊的遊戲？

男孩的鄰居是個白人青年，總在夜裏清潔紐約的公用電話，被女朋友拋棄的

他，想盡辦法要忘掉她的電話號碼，卻偶然邂逅一對雙生姐妹花，和他在一

起的究竟是姊姊還是妹妹？他一直都分不清楚。也許，他根本也不想分清楚。

他們同時在偌大的紐約市生活，若有若無的彼此牽連著，而他們真正想要的

人跟人之間的溝通與了解，在實際上卻是荒謬而不著邊際…

Tomorrow comes Todayis a story about a Chinese food delivery boy

looking for his mother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picture he carries

as his mother is actually a picture of Marlene Dietrich.He goes into

all kinds of apartment buildings. Listening to sounds of New Yorker's

life behind doors, he does his job. He is looking for balan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he loses his bike, gets his

tongue root cut,scavenges a cowboy outfit from the street, dances

alone in empty hallways, and sometimes spies on his neighbor Wayne.

The neighbor is a Caucasian young man who makes a living by cleaning

payphone at night. Dumped by his 'sort-of' girl friend who is a

saleswoman at 1-800-777-film, Wayne wants to forget this phone number.

He buys taped lessons called 'how to forget things you don't want to

remember.' He jogs, reads phone books, and does acupuncture as

instructed. He encounters a girl who claims to have a twin sister.

He calls them 408 and 409. He tries to date them, not caring or wanting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y all live in the proximity of a big city, wanting to fin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people. But failed to see that the real

connection is really out of their reach.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83'

| Chinese&English

參展&獲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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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郎畢業於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至今編劇、導演過數部短

片，曾於 2001年榮獲李安獎學金，並曾擔任馬其頓影片《我

來自提圖村》（I am from TitovVeles）副導演，該片獲選 2008

年坎城影展 ACID 單元。同年，陳敏郎的首部劇情片劇本《你

的今天和我的明天》榮獲新聞局優良劇本獎， 並入圍聖丹斯

影展劇本工場（Sundance Writer’s Lab）參選決賽。2009年，

陳敏郎再以該片劇本獲選為曼哈頓“下城文化協會寫作工作

室”獎助的唯一電影劇本寫作者。

Ming Lang Chen is a New York based writer, film director.

He earned his MFA in NYU Graduate Film Department and has

written and directed several short films. In 2001, he

received Ang Lee Scholarship for his film works.In 2007,

Ming assistant directed a Macedonian feature film I am

from TitovVeles, which has been invited 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including Toronto, Berlin and

Cannes.March 2008, his script Tomorrow comes Todaywon

a screenplay award in Taiwan'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Screenplay Competitio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5 Endside of A Carousel / 15 mins

2001 A Peach on My TV / 32 mins

1998 Languages of Heaven / 5 mins

1997 Dance Dance Dance / 15 mins

著述&評論鏈接

陳 敏郎

Mingla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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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 韓濤

出品人 / 韓濤

監製 / 張獻民

編劇 / 韓濤

導演 / 韓濤

演員表 / 張獻民 徐一諾 美林 楊炳嘉 李凝

攝影/ 孫京勇 信紅科

音樂/ 蕭寒

錄音/ 蕭寒工作室

第一次讀聖經的人

一個信奉基督教的老導演，在遭受喪妻喪子之後開始質疑自

己的信仰。導演為電影節拍攝一部影片需要一個角色，找到

了男女同體的演員美林。在片場，美林開始不停的讀聖經，

導演在影片的拍攝過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贖，美林在拍攝過程

中認識了上帝。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90'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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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濤 1979年 2月 16日生於山東省萊蕪市，現生活于北京，

平民電影負責人；《酸棗樹》雜誌主編，《樸素》雜誌編委，

《新藝術》雜誌學術主持；

2002年在山東創建“平民電影工作室”；

2005年初在北京 798藝術區創建“平民電影空間”；

2006年在北京宋莊小堡新藝術區創建“平民電影資料館”；

2011年在北京宋莊創建“藍色畫廊”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5 《大霧》 / 120 mins

2013 《第一次讀聖經的人》 / 90mins

著述&評論鏈接

韓 濤

Tao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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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 馬翔 Ma Xiang

導演(Director)： 馬翔 Ma Xiang

製片人(Producer)： 馬翔 龐順天 Ma Xiang, Pang Shuntian

攝影(Cinematography)： 黃亞南 Huang Ya’na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 鄭吉輝 Zheng Jihui

錄音(Sound)： 韋代立 Wei Daili

音樂(Music)： 馬翔 韓超 Ma Xiang, Han Chao

剪輯(Editing)： 龐文龍 Pang Wenlong

主演(Cast)： 于亞東 覃文靜 惠通 Yu Yadong, Tan Wenjing, Hui To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杭州印象國際藝術教育

Hang Zhou Impression International Art Educatio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R3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2T 藍光/MOV

流氓

The Hooligan

影片分為“一塊錢大小的 UFO”“小流氓”“老流氓”“流著的夜”四個章節。

一個 10 歲的小孩莫小飛渴望成長，常常將自己幻想成大人，並去追求一個 30 歲的女老師。然而女老師

並沒有愛上他，還罵他是個“小流氓”。莫小飛終於發現自己無法平等的參與到成人世界中，他多麼想

快點長大。

一個 50 歲的大人李少華二十五年前被判“流氓罪”入獄，刑滿釋放後，他發現美好的過往已然不再，

在這個在他看來荒唐的時代，人人都成了流氓，而且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成了一個流氓導演的“作品”。

在同一個流著的夜裏，一個人在期待未來，一個人在回首過去。一切都在不可避免的流逝，正如外面的

雨夜。

There are four chapters. “The UFO as Big as One Yuan Coin” “Little Hooligan” “Old Hooligan”

“Flowing Night”。

Mo Xiaofei is a 10 - year old boy who is longing for growing up. He always fancies himself

as an adult and chases a female teacher who is 30 - year old. The female teacher doesn’t accept

his love and calls him “little hooligan”. Mo Xiaofei finally realizes he cannot be accepted

as a member of the grown-up society. All he wishes is to grow up immediately.

Li Shaohua is a 50 - year old man who was prisoned 25 years ago because of “hooliganism”.

He realizes all the beautiful past has gone after he was released. In this ridiculous era,

everyone has become a hooligan, and he even somehow becomes the subject of a hooligan director.

At the same flowing night, a man is longing for the future while one is recalling the past.

At the rainy night everything is washed away inevitably.

作品規格

2013 | 82'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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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一，性的意義

八十年代中國因封閉保守的性觀念，將一些低俗行為冠以“流氓罪”。在中國，流氓這個詞多數時候與“性”

相關。本片上半部分敍述了小孩對性的認知過程，下半部分是中國社會在三十年變化中對性的不同態度。

二，時間流逝的意義

27，28 歲的時候，我感到自己青春快要結束了。片中老流氓追憶過往，小流氓期待未來，兩個人的際遇，

是我一個人那時常常出現的心情。在流著的夜裏，滂沱大雨中的青年面孔，才是我對時間流逝的惆悵寫照。

1. The meaning of sex

There was a crime called “hooliganism” because of the conservative sexual attitude in China

during the 1980s. People are used to connecting "hooligan" to "sex" in China. The first half

of this film is about kid’s cognitive process of sex.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film is about

people’s different attitudes to sex in the past 30 years.

2. The meaning of the passing of time

I felt my youth was coming to an end when I was about 27. In this film, the old hooligan recalls

the past and the little hooligan longs for the future as what happened to me at that time.

At the flowing night, the young face in the downpour is a disconsolate portrayal of the flowing

time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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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翔，生於 1981 年 ，畢業於義大利米蘭國際歌劇學院。 2006

年畢業於德國科隆傳媒大學電影導演進修班。本科畢業于西安

音樂學院聲樂系。現居杭州，任杭州印象國際藝術教育校長。

Ma Xiang, born in 1981

Graduated from the Xi'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studied

vocal music.

Teaching vocal music in the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China as teaching assistant.

Went to Germany to study, and in September, made the fist

short film in Cologne called Butterfly.

Went to Milan, Italy, studied in Accademia lirica Italiana

in Italy, completed master degree in vocal music.

馬 翔

Ma 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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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儒林巷 19 號》2008 十三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影比賽（IFVA）「亞洲區競賽」（Asian new force）單元。

《儒林巷 19 號》入圍第二屆 JVC 日本橫濱觀影節西南賽區。

《鏡》第四屆北京獨立電影展 BIFF2009。

《鏡》2008 第二屆“造影青春”重慶映畫展 CIFVF2008。

《鏡》2009 中國第二屆新人電影節 IFF。

《鏡》2009 杭州首屆青年數位電影大賽提名並獲青年組大獎。

《鏡》2010 英國倫敦 Contemporary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鏡》2010 第四屆北京國際青年影像季國際青年導演單元。

《白雨》第三屆北京獨立電影論壇 BIFF2008。

《白雨》被栗憲庭電影基金收藏。

《白雨》2009 第二屆國際青年藝術節電影單元。

Made another short film called RuLin Alley 19

Made a network experimental film known as The Mirrored Mind for the Fairview Park Company which

is in Shenzhen and Guo Ying website which is in Beijing, and put it up on the internet at the

mean time.

Made the feature length film White Rain.

RuLin Alley 19 was selected by the 13th Hong Kong Independent Short Film and Video Competition

(ifva) "Competition in Asia" (Asian New Force).

The Mirrored Mind was selected by the 4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The Mirrored Mind was selected by the 2nd Chongqing Independent Film & Video Festival.

The Mirrored Mind was selected by the 2nd IFF.

The Mirrored Mind was selected by the 1st Hangzhou Digital Film Competition，Best Film Award.

White Rain was selected by the 3rd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White Rain was collected by Li Xianting’s Film Fund.

White Rain was selected by the 2nd 54 International Young Art Festivals.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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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劉子佳 Liu Zijia

導演(Director)：劉子佳 Liu Zijia

製片人(Producer)：韓暉 Han Hui

攝影(Cinematography)：江麗沙 Jiang Lisha

美術(Production Design)：劉子佳 Liu Zijia

錄音(Sound)：何弦 He Xuan

音樂(Music)：何弦 He Xuan

剪輯(Editing)：劉子佳 Liu Zijia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中國美術學院

China Academy of Art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AVI MPEG MOV

True Me

本片講述的是一個無色透明的小東西一直想擁有屬於自己的顏色，一

路上它努力尋找，但每次都失敗。當天黑下來的時候，它看見遠處有

點點光向它飛來，它笑了……

The film tells a water white little thing longs for having its

own colour. It tries very hard but fails every time. When night

falls, it sees light moving toward it, and then it smiles.

作品規格

2013 | 4'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導演闡述

本片是一個關於尋找自我，發現自我，肯定自我的小故事。在主角一次

次的失敗之後，他最終明白了屬於自己的真正的顏色的含義。本片採用

二維手繪和定格玻璃繪製結合的方法，風格清新簡潔，力圖用簡單幽默

輕鬆的方式，給觀眾以對真正自我的含義的思考。

It’s about self-discovery, identity search and self-affirmation.

After several failures, he finally finds out his own colour and

meaning. This film uses two dimension hand sketch and

freeze-frame glass drawing with simple and humor style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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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 年 就讀於中國美術學院動畫系

2009 – 2013 animation subject at Chinese Academy of Art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劉 子佳

Liu Z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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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吳漫 Wu Man

導演(Director)：吳漫 Wu Man

製片人(Producer)：吳漫 Wu Man

攝影(Cinematography)：郎征 劉良玉 Lang Zheng, Liu Liang yu

錄音(Sound)：時振華 董易白 吳漫

Shi Zhenhua, Dong Yibai, Wu Man

音樂(Music)：Jeremy Spiro-Winn

剪輯(Editing)：Arne Buettner

主演(Cast)：張義健 許翔 耿軍 Zhang Yijian, Xu Xiang, Geng Ju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漫不經心影像與藝術

Inadvertent Video & Art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DVD

一種孤獨

Some Sort of Loneliness

宇和軍是一對多年的戀人。他們之間一直有另一個男人的介入。

出於愛或者是好奇，軍跟蹤宇來到一個酒吧。在這裏他見到了那

個男人。

一個夜晚的跟蹤和邂逅使三個男人心中的同一種孤獨演化為同一

種愛。

Yu and Jun were in love for years. Their relationship was

interfered by another man from time to time. For love or just

curiosity, Jun followed Yu to a bar. There he fell for this

other man.

After one night stalking their loneliness has became one sort

of love.

作品規格

2012 | 14'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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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是一部關於孤獨的影片。現實與愛的矛盾只是一個藉口，人們內心的孤獨才是故事的驅動力。希望這種情

緒可以被人們理解, 因為人們太習慣于從道德的立場對他人做出判斷，而忽略了彼此的內心。同時就同志

題材，希望引發平等的無歧視的思考。而歧視的概念不僅限於異性戀對同性戀的，同時也有貧窮對富有的

歧視，道德優越者對"不道德"的歧視。

愛與和平是我的理想。

It is a film about loneliness. The conflict between reality and love is just an excuse. Their

deep loneliness is the actual drive of the story. I wish this type of feeling could be understood,

since people are too used to judge others upon on morality and ignore each other's actual feeling.

I also would like to trigger the in-depth thinking of discrimination through the story of gay

people. The concept of discrimina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type toward homosexual, but concludes

the discrimination to rich people from poor people, as well as the discrimination to "immoral"

people from moral priority.

Peace and love is my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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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漫 17 歲到荷蘭上大學。5 年後回國，曾經於北京電影學院文

學系及栗憲庭電影學校進修。《一種孤獨》是在北京電影學院進

修期間的作品，完成於 2012 年。曾經憑藉此片參加 2012 年日

本京都電影人工作坊，於松竹攝影棚學習日本“時代劇”的拍

攝。

另有作品劇情短片《不存在的選擇》以及實驗短片《犯罪現場》。

其中《犯罪現場》於 2013 年 5 月參加北京黑橋 OFF 空間的“偉

大的舞臺”藝術錄影展。

Jenny Man Wu went to the Netherlands for college at the

age of 17. After returning to Beijing, she studied at th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Beijing Film Academy and Li Xian

Ting Film School. Some Sort of Loneliness was made during

her study at Beijing Film Academy and was finished in 2012.

She has participated in Kyoto Filmmakers’ Lab with this

film in 2012 and was trained at the famous Shochiku Studio

for the making of Japanese Epic film.

Her other works include featured short film A Choice,

Maybe not and experimental film Crime Scene. In May 2013,

Crime Scene was exhibited at “The Great Stage”Video show

at Beijing Black Bridge Off Spac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吳 漫

Wu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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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唐承駸 Tang Chengqin

導演(Director)：唐承駸 Tang Chengqin

製片人(Producer)：唐承駸 Tang Chengqin

攝影(Cinematography)：唐承駸 任家 Tang Chengqin, Ren Jia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莊楚楚 Tang Chuchu

錄音(Sound)：鬍子翔 Hu Zixiang

音樂(Music)：鬍子翔 Hu Zixiang

剪輯(Editing)：唐承駸 Tang Chengqin

主演(Cast)：盧逸雲 Lu Yiyu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獨立 Independent Filmmaki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數碼單反全高清 HDcam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p4

擋道

In the way

這是一個 No Ending 的故事。

This is a story without ending.

作品規格

2013 | 13'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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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愛好者，栗憲庭電影學校第八期學員。

2011.11-2012.9 紀錄片《我們》，攝影／剪輯

2013.2-5 獨立製作短片《擋道》

2013.5 復旦大學畢業電影《幸好青春》

Tang Chengqin is a film lover and graduated from Li

Xianting Film School.

2011.11-2012.9 photographer and editor of documentary

WOMEN.

2013.2-5 In the Way, independent short film.

2013.5 Flowers in our Youth, graduating film of Fudan

University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唐 承駸

Tang Cheng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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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 Producer / 安斌 An Bin

編劇 Script / 安斌 An Bi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安斌 An Bin

錄音 Sound / 張懷顯 Zhang Huaixian

剪輯 Editing / 安斌 An Bin

棲 居

Dwelling

自由之地已高樓林立，流亡之處已燈紅酒綠，詩

意地棲居變成一個騙局。本片是關於一個瘋子和

一片無主之地的故事。

The film tells the story of a madman and a

story of the land. They are rapidly being

swallow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city.

作品規格

2013 | B&W | 39'0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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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山東藝術學院藝術傳媒專業。2010 年九月成立電影社團“一

一社”，同年拍攝首部紀錄片《藝考 2010》入圍北京大學生電影節。

隨後繼續拍攝紀錄片和實驗短片。2011 年參加淩雲焰肢體遊擊隊並

參加北京青年戲劇節《冰凍期/衛星》演出。現於淩雲焰劇團繼續

實驗電影和肢體舞蹈的學習探索。

Graduated fro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Media &

Communication Collage. In September 2010, he set up a film

society

"One One Club". Meanwhile, he shot his first documentary

Another Way to University(2010) that was included in the 18th

BCSFF. And then he continued to shoot documentaries and

experimental short films. In 2011, he participated in the

Physical Guerrillas and the drama Frozen / Satellitein

Beijing Fringe Festival. After graduation, he continues to

explore experimental films and limb dance in the Physical

Guerrilla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艺考 2010》

Another Way to University

著述&評論鏈接

安 斌

An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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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寇路陽 Kou Luyang

導演(Director)：寇路陽 Kou Luyang

攝影(Cinematography)：寇路陽 Kou Luya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寇路陽 Kou Luyang

錄音(Sound)：寇路陽 Kou Luyang

音樂(Music)：國盛 韻德 Guo Sheng, Yu De

剪輯(Editing)：寇路陽 Kou Luyang

主演(Cast)：寇萬根 繼星 康佳 一鳴 Kou Wangen, Ji Xing,

Kang Jia, Yi Mi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河上

A River

三個奔跑的孩子，翻過圍牆穿過田地，最後來到河邊。無故地爭執和

嬉鬧，並遭遇老英雄的黃昏。茫然和不安驅使他們尋找，尋找這一切

的根源和歸途。

Three kids are jumping over fence, running through field and

finally get to river bank. While they are playing together they

meet an old hero. They start to find out what happen.

作品規格

2012 | 24'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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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路陽，1990 年 10月生於河南平頂山。2013 年 6 月畢業於中

國美術學院。主要創作形式有實驗電影，攝影，裝置和劇場。

Kou Luyang was born in 1990 in Pingdingshan，henan Province.

June 2013 graduated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Main creative forms Include experimental film,

photography, installation and theater.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等待戈多》 攝影 “中國麗水國際攝影展” 2011 年

11 月 麗水

《臨摹》 影像裝置 “三文魚沒有夏天” 2012 年 5

月 杭州

《他山》 單屏錄影 “有限的知識” 2012 年 9

月 杭州,2013 年 3 月 香港

《河上》 單屏影像 “連州國際攝影年展” 2012

年 11 月 連州；“綠盒子：重繪形貌—媒體

現實的空間“ 2013 年 1 月 杭州

《一日之計》 定格動畫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2012

年 11 月 南京

2011 Waiting for Godot, Photography “ Lishui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Lishui

2012 Copy, Video & Installation “Salmon without a

Summer", Hangzhou

2012 Out of Mountain, single-screen video “limited

knowledge”,Hangzhou;

March 2013, Hong Kong

A River single-screen video “Lianzhou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2012 Lianzhou; "Green Box:

Redraw topography - media reality space." 2013,

Hangzhou

Daily Plan, Animation “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2012, Nanjing

著述&評論鏈接

寇 路陽

Kou Lu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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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張亨如 Zhang Hengru

導演(Director)： 張亨如 Zhang Hengru

製片人(Producer)：林仕肯 Lin Shiken

攝影(Cinematography)：廖敬堯 Liao Jingy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陳毓珩 Chen Yuheng

錄音(Sound)： 張維良 Zhang Weiliang

音樂(Music)： 陳惟君、賴富正 Chen Weijun, Lai Fuzheng

剪輯(Editing)： 張亨如 Zhang Hengru

主演(Cast)： 歐陽靖、譚艾珍、文帥 Ouyang Jing, Tan Aizhen, Wen Shuai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日安影視有限公司、邊境藝文影像工作室

Bonjour Pictures Studio, Outland Film Production

撿影

Framing of Life

女兒一邊忙於平面攝影的工作，一邊照顧因癌症來臺北接受治療的母

親。狹小的公寓裡，所有的病痛與情緒都無法躲避，但真實的感受卻

縮進母女的心裡。女兒開始用謊言換取片刻自由的呼吸，母親也暗自

下了一個決定……

The daughter got her own job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she

had to look after her mother who needs chemo.

In this tiny apartment they live in, there’s too little space

to hide their own movement and illness, but their true feelings

for each other started to shrink and got buried deeply in their

hearts.

The daughter makes up a lie for some private space and taking

a breath. The mother has also made a decision of her own…

作品規格

2012 | 3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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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亨如，1980 年生，台灣台南人。

曾任廣告製片、電影、電視劇執行製片、副導、剪接師等工作。

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碩士班。現為自由電影工作者。

Chang, Heng-Ju was born in 1980 and grown up in Tainan

Taiwan.

Graduate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MFA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竹田車站》 首爾國際戲劇節

One More Take 2013 Seoul International Drama Festival

2012 《撿影》 2012 金馬影展-台灣製造 單元 2013 香港亞洲電影節

Framing of Life 2012 Taipei International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2012 HongKong Asian Film Festival

2011 《出走的好理由》 入圍 2011 金鐘獎最佳剪輯, 入圍 2011 兩岸

「電視電影」觀摩展

One Step is Enough selected in:2012 Golden Bell Award

2010 《無障礙》 獲得金穗獎數位類優等獎, 獲得高雄電影節平民英

雄短片競賽首獎, 入選2011荷蘭國際鹿特丹影展SHORTS單元, 入選

2011 美國紐約亞美影展, 入選 2011 日本東京短片展

Letting Off High Grade Digital Film of 31st Golden

Harvest Award. The Best Short Film of the Kaouhsiung Film

Festival. 2010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SPECTURM

" section.

2008 《眼睛的縫隙》入選 2009 荷蘭國際鹿特丹影展

Passing Ey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SPECTURM SHORTS” section.

2007 《斑馬線上的男人》 獲得金穗獎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演

員、最佳影片、部落格達人推薦獎，入圍第五屆北京電影學院國際學

生影展，第 43 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福爾摩沙電影獎

Days on the Crosswalk Best Student Film, Best Student

Original Screenplay, Best Student Director, Best Student

Actor,best bloggers recommendation award of the 29th Golden

Harvest Award. The 5th Beijing Film Academy International

Stu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The Best Short Film and Formosa

Film Award of The 43rd Taipei Golden

著述&評論鏈接

張 亨如

Chang Heng-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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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張姍姍 Zhang Shanshan

編劇 Script / 張姍姍 Zhang Shansha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蓋特 Gai Te

錄音 Sound / 初藝銘 Chu Yiming 陳恩慈 Chen Enci

剪輯 Editing / 張姍姍 Zhang Shanshan 蓋特 Gai Te

監製 Supervisor / 沈朝方 Shen Chaofang

演員表 Cast / 張瑤 Zhang Yao 張志勇 Zhiyong Zhang

許斌彬 Xu Binbin 李曉陽 Li Xiaoyang 徐聰文 Xu Congwen

陳思林 Chen Silin

出品機構/ 浙江傳媒學院

白 夜

White Night

20 歲女孩兒以琳因為 15 年前親眼目睹母親被計程車司機強姦，而落

下心理陰影，並且分裂出了晚上的後繼人格。夜裏的以琳專門色誘

並殺死色心驟起的男計程車司機，而白天的她卻不知道這樣一個後

繼人格存在。愛慕著白天的以琳的員警武鳴，無意中發現了以琳的

另一面並最終被後繼人格的以琳殺害。

Due to seeing her own mother raped by a taxi driver, 20-year-old

girl Yilin developed a psychological problem and split out

another personality for the night. The girl at night is

specialized to seduce and kill lustful male taxi drivers, while

the one in daytime is un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personality. Wu Ming, a policeman who admires Yilin of the

daytime, occasionally finds out the other side of her, who

eventually slays him.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12’29''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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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 1993 年，現為浙江傳媒學院影視藝術學院大三學生。《白

夜》以前沒有成熟作品，只有一些學生作業。去年開始與一些

同學朋友們一起做起了興趣為主的視頻短片工作室，擔任導演、

後期以及製片等。

Born in 1993. Being a junior student of the School of

Television Art i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No mature work but a few of student

assignments before the short film White Night. She founded

an interest-based video clip studio with some classmates

and friends last year and works as director

post-production staff, producer, etc.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張 姍姍

Zhang Sh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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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石夢璿 Shi Mengxuan

編劇 Script / 文牧野 Wen Muye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於漢威 Yu Hanwei

錄音 Sound / 何伯辰 He Bochen

剪輯 Editing / 文牧野 Wen Muye

美術 Art / 陳翃 Chen Hong

監製 Executive Producers / 田壯壯 Tian Zhuangzhuang 王紅衛 Wang

Hongwei 周新霞 Zhou Xinxiai

演員表 Cast / 馬俊 Ma Jun 阿西木江 Aximjan Abudukadir 賈晨飛 Jia

Chenfei 陳翃 Chen Hong 王冠 Wang Guan

BATTLE

在北京打工的維族青年阿迪力，由於違背伊斯

蘭教義紋了身，跟從新疆來看望自己的父親產

生了巨大的矛盾，這是關乎精神和信仰的大事，

他們誰都不想妥協，衝突在所難免...

Adil, a young Uyghur man working in Beijing,

abandons the Islamic Doctrines and has

tattoos on his arm. This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Adil and his father who comes to

visit him from Xinjiang, However, neither

of them wants to give up their belief and

compromise on this matter, so the conflict

goes on.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1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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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導演

A young director.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文 牧野

Wen Mu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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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朱立友 Zhu Liyou

編劇 Script / 朱瀅心 Zhu Yingxi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楊帆 Yang Fan

錄音 Sound / 劉子錚 Liu Zizheng 劉仝 Liu Tong

剪輯 Editing / 朱瀅心 Zhu Yingxin 黃芊殷 Huang Qianyin

美術 Art / 高淩 Gao Ling

演員表 Cast / 於永海 Yu Yonghai

宋松 Song Song Richard Trombly

民間影帝

Movie Star Among Us

大學畢業的王超本質不壞，成績不好，找工作困難戶，影

片講述他如何找到工作，怎麼工作的故事。

Wang Chao is a fresh graduated student who is not a

bad guy, but its hard to find a job for him because

of without certification. This a story about how he

find a job.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24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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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 7 年電影電視系現在依然在學習到底怎麼做電影電視的

人。未來還會繼續做電影電視，希望自己永遠保持這個信念和

熱情。曾拍攝作品參與過上海國際電影節，夏威夷國際電影等

的短片單元。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media academy, and eager to be a

worker in the film industry. Past works has participated

in SIFF and HIFF etc.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朱 瀅心

Zhu Yi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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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祝藝文 Zhu Yiwen

編劇 Script / 杜曉雨 Du Xiaoyu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王宇涵 Wang Yuhan

錄音 Sound / 李瀛 Li Ying

剪輯 Editing / 朱利赟 Zhu Libin

美術 Art / 周家得 Zhou Jiade

演員表 Cast / 艾麗婭 Ai Liya

郭月 Guo Yue

出品機構/ 青年電影製片廠

製作機構/ 青年電影製片廠

豬 肉 與 月 亮

Pork & Moon

月月在一間小理髮店做洗頭妹，她和混混家寶一見鍾情，很

快跑到他家裏與他同居。家寶的母親楊紅玉是個殺豬廠女

工，為人冷漠霸道，對月月視而不見。月月的老闆大勇喜歡

她，卻懼怕家寶的拳頭只敢嘴上占占月月的便宜。一日，家

寶為了幫月月出頭，追打一名調戲她的老頭，兩人跑出去就

一直沒回來。楊紅玉逼問月月兒子失蹤的原因後非常憤怒，

兩人矛盾不斷升級。家寶不在，老闆對月月的騷擾一再升級。

月月和楊紅玉一起尋找家寶的過程中，兩人都進一步瞭解了

這個男人，也在日復一日的磨合中逐漸理解了彼此，這時，

家寶再次出現…

Luna is an ordinary girl who works in a hair saloon.

She lived at her boyfriend Jiabao’s place. However,

his mother Yang is a controlling woman who works in a

butchery. Moreover, Luna’s manager has taken a liking

towards her but is afraid of Jiabao’s threat.

One day, Jiabao chases an old man who flirted with

Luna , but never came back since. Subsequently, Yang

goes mad about his disappearance. During their journey

searching for Jiabao, they managed to fully know

Jiabao ’ s true character. Besides, both of them

gradually learn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moreeventually. Suddenly, Jia Bao returns home, but…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2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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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師從謝曉晶教授。2011 年於布

魯塞爾交換學習，拍攝紀錄短片《誤讀中》。2013 年完成研

究生畢業作品《豬肉與月亮》。目前從事紀錄片拍攝與長片劇

本創作。

Graduated from Beijing Film Academy ,majoring in

directing.

2010 completed graduate film “Double Happiness”,which

was recognized by some film festivals.

In September 2010, promoted to Beijing Film Academy of

directing, studied under Professor Xie Xiaojing.

2011, went to Brussels and worked for two months as an

exchange student, shooting a documentary named

Misreading.

In June 2013, completed graduate work Pork & Luna.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雙喜》 Double Happiness

2010 《誤讀中》

著述&評論鏈接

杜 曉雨

Isabella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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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陳勇 Chen Yong 歐陽傑 Ouyang Jie

編劇 Script / 歐陽傑 Ouyang Jie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歐陽傑 Ouyang Jie

錄音 Sound / 樊波 Fan Bo 張鴻儒 Zhang Hongru

剪輯 Editing / 歐陽傑 Ouyang Jie

美術 Art / 歐陽傑 Ouyang Jie

演員表 Cast / 李光強 Li Guangqiang 左靜 Zuo Jing

女 工

Steel Fugue
這部影片分為聲音和影像兩個層面。

聲音層面的主角是幾封信，這是上世紀 90年代初，一個異鄉男人寫給本城鋼廠裏一個女工的。

從信中的隻言片語裏，我們依稀可以拼湊出一個年輕女工的形象來。這個形象和所有年輕女孩

沒什麼兩樣，她嚮往愛情，嚮往自由。在百轉千回的青春情懷中，她期待、游離、彷徨、直至

幻滅，當歲月流轉，她已年華老去……

而在影像層面，本城那座歷史悠久的巨大鋼廠正在被拆除，在廢墟中，一個拎著鳥籠的男人正

四處尋找著他心愛的小鳥。最終，尋鳥人無功而返，鋼鐵廠也漸被夷為平地。

（注：重慶鋼鐵廠的前身是漢陽鐵廠。1890 年,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漢創辦

了這座中國最早的現代鋼鐵廠——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1938 年，中日戰爭時期，漢陽鐵廠西

遷到陪都重慶，改名為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為抗擊日軍提供戰略物資，成了它新的使命。建國

後，中共接管了鋼廠，命名為“重慶鋼鐵廠”。在歷經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企

業改組之後，因城市建設的需求，重慶鋼鐵廠於 2011 年開始拆遷。這部影片的創作靈感，源

自在鋼廠廢墟中偶然拾到的幾封信件。）

This film is divided into sound and image two aspects.

Sound aspect is mainly about a few letters that a foreign man wrote to a woman working

in the city’s steel mill in the early 1990s. Few words from the letter, we can piece

together the image of a young female worker vaguely. This image is the same with all

the young girls, longing for love and freedom. Experienced various youthful feelings

she expected freed hesitated until despaired grew old with time went by.

In the image level, the city's historic giant steel mill is being dismantled. A man

carrying a bird cage is looking for his beloved birds here and there in ruins. Finally,

he failed to find the bird and the steel mill has been razed to the ground gradually.

(Note: Chongqing Iron and Steel Plant, formerly known as Hanyang Iron Works. In 1890,

during the Qing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Viceroy Zhang Zhidong founded China’s

earliest modern steel plant in Wuhan - the cradle of China's steel industry. In 1938,

the SinoJapanese War, Hanyang Iron Works moved westward to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Chongqing, renamed steel plant relocation committee, and providing strategic materials

for the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became its new miss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China,

communists took over the mill, named “Chongqing Iron and Steel Plant”. Witness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because of the dem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Chongqing Iron and Steel

Plant began demolition in 2011. This film’s inspiration comes from a few letters picked

up accidentally in ruins of the mill.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20' | Chinese

參展&獲獎

記錄

CIFF10 短片

競賽單元

256

256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供職於重慶電視臺，業餘時間進行故事片和紀錄片創

作。目前拍過 4部短片，正為第一部故事長片做準備。

Ouyang Jie, aged 32, is working in Chongqing TV.

He works for feature films and documentaries

creation in spare time. Filmed four short films,

and currently he is preparing for the first

feature-length fil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歐陽 傑

Ouyang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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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洪廷儀 Hung Tongyi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盧元奇 Lu Yuanqi

盧元奇 Lu Yuanqi 沈可尚 Shen Keshang

張鎮瀅 Chang Chenying 廖敬堯 Liao Chingyao

音樂 Music / 趙菁文 Chao Chingwen

剪輯 Editing / 黃冠鈞 Huang Kuanghun

築巢人

A Rolling Stone

“巢”可以是個家，得用盡心力一針一葉支撐起

來。

“巢”有時像個牢，想逃，不能逃。

“巢”讓珍喜之物得以自在安歇，有時卻在一瞬

間支離破碎。

記錄“巢”裏這對父子的細瑣生命，除了讓我看

到親情面對無常的拉扯力度，也看到愛的本質，

是無可離棄的終生獻祭。因此痛。也因此喜悅。

“Nest” is a home, which requires both our

mental and physical efforts to sustain

fastidiously.

“Nest” is sometimes like a jail, from which

we want to escape but can never escape.

“Nest” is where objects we cherish can be

free and at ease, yet sometimes it shatters

in a blink of an eye.

Through filming this documentary and

observing trivia in the life of this pair of

father and son, not only have I witnessed how

familial love is torn in the face of this

transient life, I have also seen the nature

of love—a lifelong sacrifice that we can

never abandon, something that gives us pain

as well as delight in the process.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53’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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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生代導演，作品橫跨劇情片、紀錄片、實驗電影，以及商

業廣告等領域。早期作品《與山》除獲得金馬獎最佳短片，更代

表臺灣首度入圍法國坎城影展短片正式競賽單元。於 2011 年成

立“七日印象電影有限公司”，作品《築巢人》獲得第 15 屆臺北

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最佳剪接和百萬首獲三項大獎。現在正在積

極籌拍獲得 2009 年金馬創投首獎的首部劇情長片《賽蓮之歌》。

One of Taiwan's new generation directors, Documentary A

Rolling Stone(A coope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and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is about

a pair of father and son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yet they only have each other in this single-parent

family. It was nominated by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in 2012. And won the “ Best

Documentary”“Best Editing”, and most of all “Grand Prize”

of 15th Taipei Film Awards. (2013). Another fantasy feature

film The Songs of SIRENnow Shen is working on, which is the

FTPP 2011 Grand Prize winner, and it cooperates with the

Flash Forward Entertainment.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沈 可尚

Shen Ko-shang

259

259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沈潔 Jie Shen

剪輯 Editing / 沈潔 Jie Shen

鬼 節

Ghost Festival

鬼節這天，作者年逾八十的母親在老家祭祀堂屋中，祭悼

作者的父親和三姐。火燭點燃，紅紅的燭光映照著天地君

親師的牌位，牌位之前，昏暗的燈光下，老母親搖著蒲扇

端坐堂屋中央。在兒子的追問下，關於父親、三姐、家中

及宗族過去的諸多往事，漸漸彌漫擴散開來，戲劇性的場

面突然降臨，當兒子問及“餓飯年代”母親曾經在其工作

的飯店裏偷米的往事，母親惱羞成怒，拒絕講述，即使偷

米是為了養活自己的孩子們。

During the Ghost Festival the old mother of the

director , who is over eighty years old , is mourning

director’s father and his third sister in the worship

building in the hometown. The candle burns with red

lights shining upon the memorial tablets of the God.

Before the tablets, the old mother sits on the chair

with a fan under the lights. Because of questions from

the son stories about the father and the third sister,

even about the whole clan begin to be exposed. The

extraordinary scenes happens suddenly, when the son

asks about the story of the old mother stealing the

rice from the restaurant she worked in during the

“Hungry Years”. The old mother is shamed into anger

and refuses to tell the story even stealing the rice

was in order to feed her children.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4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260

260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貴州遵義人，貴州大學畢業。2003 至 2006 年遊居滇西北和西

藏，2010 年開始拍攝紀錄片。作品《二》獲 2012 第九屆 CIFF

十佳短片、2012 金荷獎最佳紀錄片。作品 《鬼節》入選 2012

金荷獎競賽單元、2013 雲之南競賽單元。

Born in Zunyi City in Guizhou Province. Graduated from

Guizhou University. He lived in Northwest of Yunnan and

Tibet from 2003 to 2006. He first shot documentary in 2010.

His film Erwon Top 10 Short Films in the 9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in 2012 and Best Documentary in

Golden Lotus Awards. His another film Ghost Festival

participated in the Gold Lotus Awards Competition in 2012

and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Competition in

2013.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鬼節》

The Ghost Festival

《二》

Little Porletarian

《留土》

Leave Soil

《發達雪山時代的抒情詩》

Lyric Poetry Fordeveloped Snow Mountain

著述&評論鏈接

沈 潔

She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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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牛小雨 Xiaoyu Niu

編劇 Script / 牛小雨 Xiaoyu Niu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夏睿 Rui Xia

錄音 Sound / 牛小雨 Xiaoyu Niu

剪輯 Editing / 牛小雨 Xiaoyu Niu

美術 Art / 牛小雨 Xiaoyu Niu

演員表 Cast / 鄭聖芝 Shengzhi Zhen 葉子 Zi Ye

魚 花 塘

Yu Hua Pond

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女孩兒，面對亦真亦假的世界的困惑。當前二十年

的經驗不夠用了，我們不得不相信一些無法接受的真實，想起一些傷

心事。不管怎麼說，過生活，難得齊全，每天都會發生更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的不可思議和難過，就讓它這樣吧。

A girl, who has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confusedly faces

this complicated world. We have to convince ourselves of some

unacceptable facts when the experience we get from the past 20

years is not enough and then have to wake up sadness inside.

Anyway, it is hardly to live life perfectly; significant stuff

occurs every day. So let today's incredulity and sadness stay

as what they ar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37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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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於安徽合肥，後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漫畫專業。年輕的詩

人，投機取巧的漫畫作者，虛擬樂隊的空氣貝斯手。

Xiaoyu Niu, female, born in Hefei, Anhui Province, major

in cartoon in Beijing Film Academy.A young poet, a

opportunistic cartoon author and an air bassist of a

virtual band.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牛 小雨

Niu Xi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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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杜佳美 Du Jiamei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曾劍 Zeng Jian

錄音 Sound / 富康 Fu Kang

剪輯 Editing / Simon Jacquet

監製 Supervisor / 郭熙志 Guo Xizhi

家 事

Family

這是一個關於家人的紀錄片。“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在這

個家庭裏，“賭”是這一切的導火線。愛著子女卻無能為

力的姥姥，不得不承擔起家庭重擔的媽媽以及好賭成性的

舅舅，三人的愛恨糾葛展現出了人性中複雜的一面，也展

現出“家人”的真正含義。

his is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family. As a saying

goes ”There is a skeleton in every house”, in this

family, “Gambling” ignites the riot. Grandmother,

mother and little uncle, whose love and hate show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and also show the true

meaning of “famil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1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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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畢業於深圳大學並完成第一部紀錄片《家事》。2013

年赴美國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攻讀社會紀錄片專業（MFA）。

Danni Wang graduate from Shenzhen University in 2012

and complete the first documentary Family. In 2013,

she furthers her study in social documentary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visual arts in American New York and the

master degree in fine art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王 丹妮

Dann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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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 Script / 王小偉 Wang Xiaowei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韓昆 Han Kun

錄音 Sound / 安豐霞 An Fengxia 曹貝 Cao Bei 韓強 Han Qiang 魏偉

Wei Wei

剪輯 Editing / 王小偉 Wang Xiaowei

演員表 Cast / 李政 Li Zheng 吳維 Wu Wei 李巨川 Li Juchuan 楊笑

Yang Xiao

李浩 Li Hao

出品機構/ 天畫畫天(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製作機構/ 王小偉電影工作室

死 水

Stagnant Water

入夏以來的一個炎熱午後，一個計程車司機因為堵車

來到了河邊。在這裏，他碰到一個正在河邊畫畫的畫

家，經過接觸，司機漸漸發現了畫家的一個秘密,在

那條河裏像是一直隱藏著什麼......

In a very hot afternoon, a cab driver met a

traffic jam and then came to the riverside, where

he met an artist painting there. After a while,

the driver gradually discovered one of his

secret: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hidden in the

river...

作品規格

2013 | B&W | 1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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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1 月 7 日，出生於中國，山東

省安丘市。畢業於雲南師範大學藝術

學院。

Wang Xiaowei was born in Anqiu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in 7th

November, 1985. Graduated from the

Art Institute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1 《本命年》

BenMing Year
2013 《死水》

Stagnant Water 著述&評論鏈接

王 小偉

Wang Xia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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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王飛翔 Wang Feixiang

導演(Director)：王飛翔 Wang Feixiang

製片人(Producer)：張風華 Zhang Fenghua

攝影(Cinematography)：杜立偉 Du Liwei

錄音(Sound)：金鑫 Jin Xin

音樂(Music)：韓立柱 Han Lizhu

剪輯(Editing)：王飛翔 Wang Feixiang

主演(Cast)：呂偉健 唐敏 Lv Weijian, Tang Mi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1503 影像工作室 1503 Film

Studi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V

公園

City Park

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不斷的擴張，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到大城市中來。

如果留心觀察，在城市中從事相對低端工作的人大多為農村務工人員，比

如建築工人，送牛奶的，服務員，保安。這些人很普通，工作也很平凡。

普通而平凡到往往我們會忽略他們，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夢想，有他們的

追求。而且相對而言他們要比城市中成長起來的人更加珍惜自己這份來之

不易的工作，如果細心觀察會發現很多從事此類工作的人在上班的時候眼

神要更加專注，面部表情也是緊張而忐忑。城市生活帶給他們希望，同時

也帶來傷害。我們都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去餐館吃飯菜等了很久還沒上，

會責備服務員。收垃圾的多往家門口站一步，會呵斥一句。自己停車位被

占，指責保安。對於我們而言，這只不過是很平常，很隨意的一件事，平

常到很快就會忘記。但是對於從事這份工作的人來說，每一個工作中的疏

忽，失誤也許都會葬送他的希望。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人生的重要時刻，對

於這些外地務工人員而言，在城市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他們人生的重要時刻。

《公園》所要講述的就是這麼一個關於重要時刻的故事。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has been expanded constantly.

More and more people rush into big cities. Most people who are doing

low end jobs in the city such as building worker, milk delivery,

servant and security are im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area. Both

these people and works are ordinary. They are so ordinary that are

easily ignored. But they also have their dreams and pursuits.

Compared with the people from city they cherish their hard-earned

job more. They concentrate more on their work and always feel nervous

and disturbed. City life brings them hope as well as harm. They are

easily blamed at work. They easily lose job for one little fault.

Everyone has important moment in their lives. But for these people

every moment is crucial living in the city. This film is about one

of these important moments.

作品規格

2013 | 2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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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飛翔，2008 年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同年創立南京業餘

電影協會

Wang Feixiang, graduated from Nanjing Arts Institute

in 2008

Founded Nanjing Amateur Film Association in 2008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王 飛翔

Wang Feixiang

269

269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編劇(Screenplay)：白斌 Bai Bin

導演(Director)：白斌 Bai Bin

製片人(Producer)：白斌 Bai Bi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白斌 Bai Bin

錄音(Sound)：白斌 Bai Bin

音樂(Music)：白斌 Bai Bin

剪輯(Editing)：白斌 鐘松根 Bai Bin, Zhong Songgen

主演(Cast)：盧雲鶴 昂翁卓瑪 Lu Yunhe, Ang Weng Zhuo Ma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薩依格姆工作室

Sa Yi Ge Mu Studi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TIFF 序列幀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1920×1080

蘋果樹

An Apple Tree

本片取材改編自一個“心靈雞湯”式的故事，一個男孩與一棵象

徵著他父母的蘋果樹之間發生的“取”與“授”的關係。

The film is based on a Chicken Soup for Soul- like story.

The story revolves around a boy and an apple tree which

represents his par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king and giving.

作品規格

2012 | 10'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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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原故事意在教化讀者。符合大眾的思維習慣。在這個速食時代，短讀時代，淺思時代，故事看似感動，卻

顯矯情。這個社會充滿濫情與浮淺，各類讀物對於人類最為珍貴的情感與品質做的卻是各種誤讀與想當然

的演繹。這個混沌時代可能需要一個作品“教化”的功能存在，然而教化的方式卻需要思考，我們不應當

站在一個其實並不成立的道德制高點上去教化大眾。“感人故事”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強勢，“感人故事”的

結果其實並不會讓人證悟。對於這個作品，我想呈現過程與方式不論，結局需要讓人看到希望，而不是無

邊無盡的懊惱與悔恨。負面情感是人類開啟心智大門的障礙。自我救贖的目的是解脫，解脫時湧現的情感

是愉悅、滿足與幸福。這些情感會讓人有被尊重感，被尊重產生自豪感，自豪感產生責任感，責任感讓人

關注周遭的一切，包括這個故事的創作目地。

因此對這個故事的結局，這個男孩人生旅途的終點，我們做了一次顛覆，背叛了這碗“心靈雞湯”。

The original story is pedagogical. In this fast-developing time people don’t have time to read

and think. Some stories seem touching but artificial. These readings are actually

mis-representation of our human affection.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e others in the name

of morality. Touching story is authoritarian, which cannot inspire people to think. Therefore

in the end of this film I subvert the ending and betray this bowl of chicken soup for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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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斌，又名根秋嘉措。男，藏族。1978 年生於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甘孜縣，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國畫系，美術學碩士。

Bai Bin, Tibetan. Born in 1978 in Sichuan and graduated

from Sichuan Fine Art Institut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For What 觀念影像 2003 年 conceptual video

《獵人與骷髏怪》劇情動畫 2011 入選第九屆北京獨立影

像展獲評委推薦獎;入選 2012 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入選

2012 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Hunter and Skeleton selected by 2012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2012 Rotterdam Film

Festival International.

著述&評論鏈接

白 斌

B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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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王學博 Xuebo Wang 郭冬 Dong Guo 許飛雪 Feixue

Xu

編劇 Script / 耿軍 Jun Ge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王維華 Weihua Wang

錄音 Sound / 杜過 Guo Du

剪輯 Editing / 李博 Bo Li 王耀治 Yaozhi Wang

演員表 Cast / 徐剛 Gang Xu 張志勇 Zhiyong Zhang 薛寶鶴 Baohe Xue

顧本彬 Benbing Gu

出品機構/ 北京彙聚光影文化有限公司 I

製作機構/ 北京海洋時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錘子鐮刀都休息

The Hammer and Sickle are Sleeping

倆做壞事的人遇到一個做壞事的人，他們團結起來一起做

壞事，由於軟弱他們做不成壞事。一個有信仰的人在幾個

做壞事人的周圍生活著。這個電影講的是一把錘子被包裹

上毛巾的故事。我要拍的是一種軟弱。在荒涼的環境裏荒

廢的故事。

Two bad guys meet another bad guy. They get together

to do bad things.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weakness,

it never works out. A man with religion is living with

these guys. This film is about a hammer wrapped in

a towel, the kind of weakness that you can see

everywhere. It ’ s an absurd story in a savage

circumstance.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5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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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鶴崗人，1976 年生於黑龍江省依蘭縣。主要作品有《燒烤》

（2004），《青年》（2008），《詩與病的旅程》（2011），《飛機》（2012）。

Geng Jun was born in 1976, Yila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is

major achievements include Barbecue (2004), Youth(2008),

Poetry and Disease Journey(2011), Aircraft (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4 《燒烤》

Barbecue

2008 《青年》

Youth

2011 《詩與病的旅程》

Poetry and disease Journey

2012 《飛機》

Aircraft

著述&評論鏈接

耿 軍

Geng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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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Julien Feret

編劇 Script / 胡偉 Hu Wei

攝影 Cinematography / Jean legrand Stéphane Degnieux

錄音 Sound / Hervé Guyader

剪輯 Editing / 胡偉 Hu Wei

美術 ART / 胡偉 Hu Wei

演員表 Cast / Hervé Guyader

出品機構/ Ama productions

製作機構/ Ama productions

酥油燈

Butter Lamp

流動攝影師更登來到一個藏區牧場給當

地的牧民照相。

A young itinerant photographer and

his assistant suggest the Tibetan

nomads to photograph them in front of

various backgrounds.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31’45” |

Tibetan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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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工作和生活於巴黎。先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巴黎國立高

等美術學院和 Le Fresnoy 法國國家當代藝術工作室。從事於當代

造型藝術和電影創作。

Hu Wei is currently working and living in Paris. He

graduated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Paris and Le Fresnoy French National

Studio of Contemporary Arts. He is Engaged in contemporary

plastic arts and filmmaking.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胡 偉

Hu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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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謝宜 胡藝川 Xie Yi, Hu Yichuan

導演(Director)：胡藝川 Hu Yichuan

製片人(Producer)：趙昌龍 Zhao Changlong

攝影(Cinematography)：宋浩 Song H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羅青明 Luo Qingming

錄音(Sound)：何怡傑 He Yijie

音樂(Music)：宋浩 Song Hao

剪輯(Editing)：胡藝川 宋浩 Hu Yichuan

主演(Cast)：饒光強 謝宜 何京 Yao Guangqiang, Xie Yi, He Ji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胡藝川導演工作室 北京易太傳

媒文化有限公司 Hu Yichuang Film Studi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PG2

衣錦還鄉

Tieta of Agreste

闊別家鄉多年的流浪漢，剛被刑滿釋放的男人，離家出走的女大學生，

三個人，三段故事，同樣是回家鄉。

迥然不同的命運，引發的卻是相同的思考命題……

The film is about how three people, a tramp, a man just released

from prison and a college girl who runs away from home go back

home. Their different fates reflect same issue.

作品規格

2013 | 4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幾曾何時，故鄉在歲月裏悄悄蛻變，我們在成長的路上，或許已經將她

遺忘。

故鄉還是以前的模樣麼？你還是滿臉掛滿幼稚麼？

或許，我們都變了……

It is hard to tell since when hometown has changed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We might forget it as we grow up. Is the hometown still

the same as it is in our childhood? Are we still that childish?

Or we al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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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藝川，中國青年導演

代表作：《9路汽車》 《救命》

一位元注重構圖，光影變化的影像詩人，一直以來關注社會、

關注國民性。

用影像關心和尊重世俗生活是每個導演的責任。

Hu yichuan, born in Chongqing, young director.

Main films include: Bus 9, Help

As a film poet who cares about composition of pictures,

the changing of light and shadow, he also always cares

about social realities, and the livelihood of people. He

pays attention to secular life via films. 胡 藝川

Hu Y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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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 年《9 路汽車》

獲得南方多媒短片節(SPFF) “青年導演獎”。

第 3 屆土豆映射節中影單元“最佳短片”提名獎。

2010 年《劉枚》第 2 屆龍城電影節“最佳故事獎”。入選第 18 屆 Vila do Conde 國際短片電影節。入

圍第 2 屆中國國際微電影節劇情單元。

2011 年 《救命》(HELP)

入選第 6 屆北京獨立電影展（BIFF）。

第 24 屆哈爾濱冰雪電影節榮獲“風格導演大獎”。

第 3 屆龍城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2012 美東華語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最受觀眾歡迎獎”

2012 年 G 客 G 拍盛典“最佳劇情片”提名獎

第 5 屆土豆映射節中影單元“最佳導演”“獨立精神獎”兩項提名獎

入圍第 19 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

入圍第 3 屆西安民間國際影像節

入圍第 2 屆中國國際微電影節

In 2009, Bus 9 was rewarded “Young Director Award” in Southern Pocket Film Festival.

It also won the nomination of “The Best Short Film” in the 3rd Tudou Film Festival

It was selected by the 17th Beijing College Film Festival

In 2011, Help was selected by the 6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It also won “Stylish Director Award” at 24th Harbin Ice and Snow Festival, the nomination

of “Golden Seed Award” and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 at the 5th Tudou Film Festival,

also “the best Actress Award” at the Longcheng Film Festival and the nomination of “Best

Story Award” at G- Video Ceremony 2012.

In 2013 Return with Honor won the nomination of 6th Tudou Film Festival, also won “The best

Photographer Award” at East Pinghu Cup Jinan International Micro Film Festival.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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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諶楊綠茵 Shen Yanglvyin

編劇 Script / 諶楊綠茵 Shen Yanglvyi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鄭偉彬 Zheng Weibin

錄音 Sound / 李勃霖 Li Bolin

剪輯 Editing / 諶楊綠茵 Shen Yanglvyin

美術 Art / 諶楊綠茵 Shen Yanglvyin

演員表 Cast / 徐言雨 Xu Yanyu 王夢韻 Wang Mengyun

葉菁 Ye Jing 黃苗苗 Huang Miaomiao

出品機構/ 天星電影實驗小組

製作機構/ 天星電影實驗小組孤單南國

Four Sad Fragments

杭州，是為數不多保有一些東方韻味的現代城市。但這次

拍攝的視角並不是從西湖，靈隱，煙霞洞這些杭州給人的

傳統印象出發。這一次的短片我決定拍攝四位在杭州的女

生朋友，女性在我看來一直是東方美學的性別特徵。我的

拍攝也一直是在關注人的狀態。孤單，是一個詩性的意象，

也是她們內心中的潛在共性。她們各自的生活和境遇都不

盡相同，我將通過截取她們在杭州的生活片段來展現這個

共性。

因此，四個女生，四個生活片段組成這個短片。

Hangzhou, a modern cit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few

cities which still retain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sense.The shooting didn't start with the traditional

impressions of Hangzhou like West Lake, Lingyin

Temple and Clouds Cave.I would like to present four

female friends' life in Hangzhou in this film. In my

view, female is always a specific gender feature of

oriental aesthetics. My filming was always focusing

on the situations of people. Loneliness is a poetical

image, and is also their inner similarity. They have

got different lives and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I

will present the similarity by cutting out their

slices of lives in Hangzhou.

Therefore, the four girls, the four different slices

of lives will form the short film.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B&W | 5’4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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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生。大學之前一直學習繪畫，此前的理想是做一個傳

統畫家。大學之後接觸影像，為影像的客觀和真實所著迷。

迷戀傳統東方美學。作品多是以女性題材為主，借女性來表

達東方美學的氣質，作品中常用形體語言代替人物對白，用

詩歌段落的結構來構成其電影的敘述方式。

Director Shenyang Lvyin was born in Zhangshu city,

Jiangxi province,1990. He used to learn painting and

starts to make the short film in his junior year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painting investigation and movie

transition. His work is mainly about the female role and

expresses the essence of the east aethetics through the

female role.In his work, he often makes use of the body

language to replace the dialogue among people. The poem

and paragraph structure has become the depicting way of

the film. The participating film is his third short film

work-the lonely south.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諶楊 綠茵

Shenyang Lv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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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謝庭菡、呂登貴 Xie Tinghan, Lv Denggui

導演(Director)： 謝庭菡 Xie Tinghan

製片人(Producer)：林仕肯、尤忠乾 Lin Shiken, You Zhongqian

攝影(Cinematography)：陳克勤 Chen Keqi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黃稚晶 Huang Zhijing

錄音(Sound)：薛易欣 Xue Yixin

音樂(Music)：陳宗緯 Chen Zongwei

剪輯(Editing)：謝庭菡 Xie Tinghan

主演(Cast)：高捷、乾德門、吳懷中

Gao Jie, Qian Demen, Wu Huaizho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

Taiwan Arts University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

殮財

Doppelganger

經營小規模禮儀公司的戴德，為了幫父親戴嚴，完成買房子的夢想，

開始竊取死者的「金牙」，他會用擲筊的方式詢問遺體是否願意「給」

他「三」顆金牙，作為為他們「服務」的小費，但他仍要借酒壯膽才

能拔取金牙、獲得好眠。

一日，戴得承接建設公司老闆 - 葉信禾的後事處理，他鑲滿鑽石的奢

華金牙令戴德起了更大的貪念，想將他的金牙全部取下。

同時，葉信禾的雙胞胎弟弟葉信松，在失去哥哥這個唯一的財源後，

也潛入禮儀公司企圖偷取哥哥身上值錢的東西，包括他的金牙。

陰錯陽差下，阿松竟成了戴德意外偷牙的對象……

Dai De who runs a small funeral company steals golden artificial

teeth of dead people to help his father buy an apartment. He uses

casting lots to see if the dead is willing to give his golden

teeth as tips. But he still needs to drink to give him courage

and comfort.

One day he undertakes the funeral of Ye Xinhe who was the boss

of a building company. His golden teeth with diamonds make Dai

greedy to take all the teeth away.Meanwhile, Ye's twin brother

Ye Xinsong who completely relied on his brother sneaks on Dai's

company to steal his brother's golden teeth.Accidently Ye

Xinsong becomes Dai's target to steal golden teeth.

作品規格

2013 | 26'2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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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出生，臺北人，曾於廣告製作公司擔任製片，有三年廣

告製片與廣告配樂的經驗。2007 年與朋友成立 GrooveWar 線上

多媒體影音雜誌，擔任製片、導演；另曾參與電影製作相關工

作，如電影選角、編劇、配樂、企劃、製片等事務。現就讀於

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研究所，並任職於大聲國際有限公司，主

要負責廣告、MV、短片的導演工作。

Born in 1985 in Taipei Xie Tinghan founded GrooveWar, a

multi-media video and music magazine, with friends in 1007.

She is a producer and a director. She is doing Master in

Film Studies at Taiwan Arts University and working at

Dashe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謝 庭菡

Xie Ting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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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往逝

Childhood has Gone

兩個從小長大的孩子，因為社會大環境的改變和家庭

的變遷，其中一個不得不遠走他鄉，童年的友誼和生

活也從此完結。

This is a film about two friends that grow up

together from their childhoo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ir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one of them has

to go far away from home, and that is when their

childhood ends.

作品規格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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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二十多歲，拍過幾個短片。

Male, in his 20s, have shot a few short film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春節》

Spring Festival

《南國來的孩子》

Children From the South

著述&評論鏈接

趙 守偉

Zhao Sho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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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郭海濤 Guo Haitao

製片人(Producer)：郭海濤 Guo Haitao

攝影(Cinematography)：萬鵬 Wan Pe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郭海濤 Guo Haitao

錄音(Sound)：黃維忠 Huang Weizhong

音樂(Music)：Daniel Nelson

剪輯(Editing)：郭海濤 Guo Haitao

主演(Cast)：苗淼, 楊亞蘭 Miaomiao, Yang Yala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數碼單反(DSLR)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母與女

Mother and Daughter

多年以前，苗秒不顧母親的反對，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多年以後這段

異國婚姻正如母親當年預言的一樣出現危機……

Many years ago Miaomiao married an American regardless her

mother’s opposition. Now her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s in crisis

as her mother predicted years ago.

作品規格

2013 | 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到底是母親的橫加干涉毀掉了這段婚姻，抑或是女兒的固執叛逆導致了

最後的結局；這是中國式母女之間難以解開的一個謎。

This is a myth between Chinese mother and daughter that whether

the mother's intervention destroys daughter's marriage or it is

the rebellious daughter herself that ruins her own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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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濤：電影製作人，導演，編劇。 出生於湖北荊州。自幼喜

愛文藝，熱愛寫作。生物化學專業本科畢業後，先後在武漢，北

京，瀋陽，德州大學城，費城，紐華克，聖地牙哥等多個城市的

大學、研究所和公司從事生物醫學和生物燃料研究工作。2009 年

獲全額獎學金資助，進入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電影與媒體藝術學院（Film& Media Arts），攻讀藝術碩士學位。

就讀期間，寫作劇情長片電影劇本 1部，執導英文話劇 4場，創

作並拍攝劇情短片 7部，紀錄短片 3部，紀錄長片 1部。劇情短

片《免費送餐》，《新年快樂》，《母與女》入圍多項國際電影節短

片競賽單元。紀錄短片<<老唐>>入圍 2013 年洛杉磯亞太影展;

反映一對美國傳奇老人生活的長篇紀錄處女作《David and

Patricia》獲得天普大學完成基金資助, 入圍第十四屆孟買國際

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反映漂泊在紐約的京劇藝人生活的紀錄長

片《伶人故事—漂泊在紐約的追夢人》正在製作中。2012 年，

郭海濤獲得美國紀錄片之父 Robert Flaherty 創立的 Robert

Flaherty Fellowship.

Haitao Guo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China. He is an

independent filmmaker/writer based in Philadelphia, USA.

He is a recipient of the Temple University Fellowship for

Graduate Study.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Haitao Guo

completed two feature length screenplays, 7 short

narrative films, 3 short documentary films and 1 feature

length documentary. His short narrative films Free

Delivery (7min, Drama), Once Upon a Time in Movie Theatre

(5min, Experimental), Happy New Year (7min, Drama) and

Mother and Daughter (7min, Drama) are officially selected

into a couple of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His short

documentary film Lao Tang has been officially selected into

2013 Los Angeles Asian Pacific Film Festival. His feature

length documentary David and Patricia has been officially

selected into 14th Mumbai Film Festival. Haitao Guo is a

recipient of the Robert Flaherty Fellowship in 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郭 海濤

Guo Ha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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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郭漢芬 Guo Hanfen

導演(Director)：郭漢芬 Guo Hanfen

製片人(Producer)：郭漢芬 Guo Hanfen

攝影(Cinematography)：王韜 Wang Tao

錄音(Sound)： 馮夢 Feng Meng

剪輯(Editing)： 郭漢芬 Guo Hanfen

主演(Cast)： Laura Meyer, Ailien Reyns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 北京電影學院

Beijing Film Academy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Quicktime Prores 422, Mp4

DVD

咖啡、香煙與中式按摩

Cafés, Cigarettes et Massage

Chinois
一個法國人、一個比利時人、一個在中國的咖啡廳。

A French, A Belgian and a café in China.

作品規格

2012 | 7' | French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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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郭漢芬 Jeff Kwok

張雲靜 Chang Yunjing

編劇 Script / 郭漢芬 Jeff Kwok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馮思慕 Feng Simu

錢茨城 Qian Cicheng

郭漢芬 Jeff Kwok

錄音 Sound / 馮夢 Feng Meng

剪輯 Editing / 郭漢芬 Jeff Kwok

美術 Art / 匡啟蒙 Kuang Qimeng

演員表 Cast / 黃凱傑 Wesley Wong 陳荳荳 Soya Chen

楊家蔚 Jonese Yeung

出品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

北 京 之 夏

One Night in the Capital City

不是王家衛曾打算開拍的《北京之夏》，而是香港古惑仔自動

回歸祖國的江湖童話。香港小混混穿櫃筒底身懷一千萬鉅款

夾帶私逃，與北京女友上京避風頭，怎料捲入一場中港社團

鬥爭。弱勢港男身處內地，身份迷失前路茫茫，可會是北上

港人的集體心情投射？

Chong, a HK gangster, steals 10 million HKD from his gang

leader and escapes to Chinese mainland. When he is in

Beijing with his girlfriend, they were involved into a

battle with a local gang. In such a “foreign” place,

he is nothing but a man confused about his identity and

future. This film may be a reflection of the situations

of Hong Kong people in Beijing.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30’ | Canto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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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2009 年於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畢業後，赴北京電影學

院攻讀導演系碩士課程，過去幾年經常來往中港兩地拍攝獨立

短片，2011 年於電影學院畢業後，他繼續奔波於香港和北京兩

地，從事電影創作。

Jeff Kwok was born and bred in Hong Kong. He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09, and then he took part in the master program

in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or in Beijing Film Academy.

Before and after he got his master degree in 2012, he

engages himself in film making and keeps travelling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to get materials.
郭 漢芬

Jeff Kwok

2011 《追靈》

北京電影學院第10 屆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

第19 屆大學生電影節第13 屆大學生原創影

片大賽

《生於一九八六》

1986 Born in 1986

《鄰》

Neighborhood

《廈門之音》

2012 《咖啡、香煙與中式按摩》 Venice Your Film Festival

2012

Cherry Film Festival

2012 銀獎

Tokyo Video Festival for

the People 2013 Selected Award

Coffee, Cigarettes and Chinese Massage

《弟兄》

《北京之夏》 2012 香港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競賽單元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7 《姊妹》

The Sister

《耶穌也瘋狂》

Jesus Pissed Off

《行為的提煉》

Refining of Physicality

《男性服務》

The Male Service

2009 《中環的馬尼拉》

The Manila in Central

2010 《回帶我城》

《守匙人》

The Keyholder

《信徒》

The Fol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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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張少馨 Sheila Cheung 麥志恒 MAK Chi

Hang

編劇 Script / 鐘柱鋒 Fean CHU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司徒一雷 SZETO Yat Lui Danny

錄音 Sound / 鄧學麟 TANG Hok Lun Cyrus

美術 Art / 馬可翹 MA Ho Kiu Heather

演員表 Cast / 陳彼得 CHAN Peter 顏卓靈 Cherry NGAN

出品機構/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流 放 地

Downstream

印裔貨車司機陳彼得在送貨時與鄰車發生輕微碰撞，對方

借機苛索賠償。就因為這千多元的賠償費，身無分文的陳

彼得落入了困窘的一天。

Peter Chen, a foreign citizen of Indian origin and a

truck driver, had a slight collision with another car

on his way to deliver goods.In order to pay the about

1000-yuan compensation, he got himself involved in a

seemingly endless string of troubles that da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4' |

Canto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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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 1985 年。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修导演。

二年级作品《一天》获第二十八届德国慕尼黑国际学生电影节最佳

电影及青年才华奖；毕业作《妈妈离家上班去》获第十五届香港独

立短片及录像比赛 (15th ifva) - 「公开组」金奖及入选第 34 届

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面面观 2009-2010 环节。曽获推荐到

东京参与 TOKYO FILMeX Next Masters 2010 工作坊。现为独立电

影导演及自由业者。

Born in 1985, and graduated from Film & Television School

(Directing major)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His workA Day in Lifetook Best Film & VFF Young Talent Award

at the 28th Munic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Film Schools.

Home Comingtook Gold Award in Open Category of The 15th HK

Independent Short Film & Video Awards (ifva) and was chosen

by the session “Aspects of Hong Kong movies 2009-2010” at

the 34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KIFF). In

2010, Zune was recommended to participate in TOKYO FILMeX Next

Masters(Tokyo, Japan). Currently he is a director of

independent films and a freelancer.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郭 臻

Zune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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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楊佳欣 Yang Jiaxin

編劇 Script / 郭晗 Guo Han 劉偉芳 Liu Weifang

鐘詩嬋 Zhong Shicha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王樂天 Wang Letian 郭晗 Guo Han

胡明洋 Qian Cicheng 郭漢芬 Jeff Kwok

錄音 Sound / 陳彩鳳 Chen Caifeng

剪輯 Editing / 楊佳欣 Yang Jiaxin 鐘詩嬋 Zhong Shichan

美術 Art / 蔡海媚 Cai Haimei

演員表 Cast / 郭飛雲 Guo Feiyun 何鳳秀 He Fengxiu

駱芯語 Luo Xinyu 韓玉婷 Han Yuting

出品機構/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製作機構/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風吹菩提

Wind Blowing Bodhi

生活是一條表面平靜內心洶湧的河流——涵涵生於一個普通的江西

礦工家庭，在 90 年代初期舉家遷入深圳，歷經十幾載時代變遷和生

活艱辛，終換得石岩湖邊的一家小店。然而，一段“金玉良緣”的

意外降臨，打破了平靜的生活……

本片根據真實故事改編，展現了一個深圳移民家庭的生活軌跡，我

們能從人物身上看到時代的縮影，如同每個人一樣，被時代所影響

所左右。作為深圳移民一員的我們，或多或少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

子。但它並不是一個說事的影片，而是一種生活狀態的體現。

影片以冷靜克制的敘述態度，希望給觀眾帶來一種真實生活的感覺。

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各種各樣的傷痛，沒有高潮也沒有結束，只是

悄無聲息地化在生活當中了。

Life Looks calm, while it is actually a raging river. Hanhan

is born in an ordinary family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his

parents are miners. In the early 1990s his family move to

Shenzhen, after changing times and life’s hardship, he has

his own mini shop by Shiyan Lake. However, the period of "The

Dream" accidental falls, breaking the quiet life......

This film is based on a true story, showing an immigrant

family's life trajectory in Shenzhen. We can see a microcosm

of the times. He is like everyone else affected by the times .

As one of the immigrants in Shenzhen, we can see ourselves from

him. It is not only a movie,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our

living conditions.

he film is calm and restraint, I hope to bring the audience

a feeling of authentic life. Everyone's life has a variety of

pain, no climax and no end. Gradually, our life is just immersed

in the mundane daily lif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37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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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益陽人，畢業於深圳大學傳播學專業，現於影視製作公司

任製片。曾受一家紀錄片公司的所托，創作紀錄片《阿朱》，講

述深圳大拆遷背景下在拆遷方和釘子戶的夾縫中生存的一個小

人物的故事。《風吹菩提》是導演的畢業作品，取材於真實故事，

並結合個人親身經歷改編而成。

She graduated from the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Shen Zhen

University and becomes a film producer in film production

company. Trusted by a documentary production company,

he creates the documentary film- A Zhu, which depicts a

small character pinched between the nail house and

demolition par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enZhen great

demotion campaign. Based on the real life and adapted in

light of his own experience, wind blowing bodhi, is his

graduation work. This film has taken part in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dustry fair and earthly firework college

students and youth film fair.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鐘 詩嬋

Zhong Shi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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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陳橙 Chen Cheng 羅遠昊 Luo Yuanhao

編劇 Script / 陳橙 Chen Che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羅遠昊 Luo Yuanhao

錄音 Sound / 徐鴻 Xu Hong

剪輯 Editing / 陳橙 Chen Cheng

美術 Art / 陳橙 Chen Cheng

演員表 Cast / 杜鑫 Du Xin

候 鳥

Winter Visitor

在外打工的燕子意外懷孕, 心事重重的她回到家鄉, 母

親失去聯絡下落不明, 父親則已經另有家庭。眼看春天來

了, 候鳥即將離開南方, 燕子也面臨啟程。

Yanzi (Swallow), who works petty jobs in a city,

finds herself accidently pregnant. Feeling uneasy,

she returns to her hometown. Her missing mother still

unfound, her father has already started a new family.

Now the spring is coming for migratory birds to

navigate north. And so is it for Swallow.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31’4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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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橙, 電子通信本科畢業轉讀電影，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

藝術碩士。影像沉穩細膩, 風格樸實內斂。“一部電影就像一

個人, 與之相遇、瞭解和喜歡都是天時地利促成的緣分。

Chen Cheng started learning film production with a

degree i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Her films are always

composed, exquisite, simple and introverted. ‘A film

is just like a person. To meet him, to know him and to

like him depends on the right place and right time. It

is Fat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蝸牛》

Snail

2010 《再見》

Goodbye

2011 《魚》

Fish

2011 《吞噬》

Devour

2011 《情書》

Love Letter

2012 《世界》

The World

著述&評論鏈接

陳 橙

Che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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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施淳仁 Shi Chunre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陳穎彥 Chen Yin Yen

製作機構/ 臺南藝術大學

起 風 的 樣 子

The Way We Are

友情與愛情的模糊地帶

看見? 看不見!

有時我們都處在同一種的世界

不分你我

他們是我的盲人朋友

生活切片的紀錄

A grey area between friendship and love

Can you see or not?

We are both in the same world

No difference between you and me

They are my blind friends.

Records of pieces in life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B&W | 5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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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就讀社工，對於人的存在價值，進行省思與探

索。研究所念紀錄片，希望能透過攝影機與更多的人產

生連結。曾參與劇團、舞蹈、廣播等製作與演出。主要

作品有紀錄片《紅毛港 家變》《強制執行》《尋找》。

Bio-filmography of director Chen Yin Yen

worked during the college . He thinks hard of the

value of the human. He used to take part in the

production and shows of operas, dances and

broadcast. His major achievements include

documentaries: A family’s change in Hongmaogang

Enforcement and Looking For.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穎彥

Chen Yin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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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韓帥 Han Shuai

編劇 Script / 韓帥 Han Shuai

攝影 Cinematography / 趙福臣 Zhao Fuchen

錄音 Sound / 邵帥 Shao Shuai 王雪瑩 Wang Xueying

剪輯 Editing / 韓帥 Han Shuai

美術 Art / 張博翀 Zhang Bochong

演員表 Cast / 劉愛雯 Liu Aiwen 李昊宇 Li Haoyu 郭華麗 Guo Huali

項洪 Xiang Hong

出品機構/ 中央戲劇學院

製作機構/ 中央戲劇學院

一九九九

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

1999 年夏天，十三歲的晾影愛上了與隔壁女人偷情的修車廠

的小夥子螞蟻。在跟隨螞蟻瘋狂玩鬧的夏日裏，癱瘓在床的

姥姥成了累贅。直到姥姥突然離世，晾影才悲哀地發現死亡

和長大一樣，不是一瞬間，而是一個過程。螞蟻曾說，有人

預言 1999 年是世界末日，2000 年根本就不會有，可晾影卻

在跨年夜裏，等來了騰空而升的煙火。生命在世紀的更迭中

此消彼長，好似已經結束，好似剛剛開始。

The story began in the late summer of 1999. Liang Ying ,a

thirteen year’s old girl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Ma Yi, who had affairs with her neighbour. During the

crazy summer days with Ma Yi,Liang Ying regarded her

paralytic grandma as a burden, until grandma left her

suddenly. It occurs to her that death has no difference

with growth, because they are process rather than a

moment. Ma Yi once told her that someone had predicted

1999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re would not be

a new era. However, in the New Year’s Eve, Liang Ying

watched the fireworks sparkling in the sky The life

cherished its waxing and waning. It seems that

everything has finished, or has just started.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9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競賽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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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2010 年拍攝短片《蘇麗珂》，入圍中國—

昌平國際青年影像季 2009-2010 年度國際大學生影像節、臺北縣

電影藝術節國際短片金獅獎國際觀摩單元。創作短片《恐怖分子》

榮獲第五屆公州-申相玉青年電影節優秀亞洲短片獎。長片劇本

《糖》《漢南夏日》入選廣電總局電影局青年優秀劇本扶持計畫。

Gratuated from Film and TV Department,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In 2009, her feature film script Sugarwas selected

by the Support Program for Outstanding Youth Play of SARF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In 2010, her short film Sulikowas selected by 2009-2010

International Youth Audiovisual Festival, Student Film

G-Lion Award of Taipei Country Film Festival, the 3rd First

Film Festival and won the screenplay award of the 6th CAD

Student Short Film Exhibition. In 2011,her feature film

script The Summer of HanNan was selected by the Support

Program for Outstanding Youth Play of SARFT. Her Short film

RECwon the Excellent Asian Shorts of the 5th Korea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韓 帥

Han S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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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馬樹豪 Shuhao Ma

編劇 Script / 馬樹豪 Shuhao Ma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彭偉琦 Weiqi Peng

錄音 Sound / 劉明輝 Minghui Liu

剪輯 Editing / 何遠傑 Yuanjie He 李沐翰 Muhan Lee

美術 Art / 顧林峰 Linfeng Gu

演員表 Cast / 馬樹豪 Shuhao Ma

出品機構/ 浙江傳媒學院電視藝術學院

製作機構/ 459 實驗電影工作室
喬治與村民

Tumbleweed

這部短片講述了一位年輕白領對於現實的殘酷與內心絕望的掙扎。

故事的靈感來源於阿比查邦的《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與導演自

己對未來的迷茫與對生活的觀察。導演試圖通過阿比查邦的視角去

分析自己的生活狀態，去尋找自己的森林效果。藍色的調子貫穿整

部影片，這是導演刻意安排。主人公是憂鬱的，在他眼裏房屋是憂

鬱的，森林也是憂鬱的。在面臨理想與生活的落差時，他陷入的自

己的象牙塔。不甘平凡與現實帶來的種種壓力，讓他在這個泥淖中

越陷越深。一聲聲打樁機的聲音仿佛是死神敲擊的喪鐘。房價，就

業是死神給他的宣判書。那天，他只能用“破”來做最後的掙扎。

在生命的最後他依然不甘平凡的告別這個世界，那也一定要光鮮亮

麗的走。影片的最後導演也用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因為導演相信

每大家都還不曾放棄過得更好的希望。

Inspired by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s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this film tells a story about the inner

tangle of a young white-collar worker, towards the cruel

reality he is living in. Combines with his own observation

of life and uncertain future, the director tend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living situation from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s perspective, to figure out forrest effect.

Blue tone that goes throughout this film is also a

deliberately arrangement by the director under this purpose.

The hero is blue, in whose eyes the house is blue, forest is

blue, and the total world is blue. He fails to face the true

life and gets trapped deeper and deeper when there exists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dream and reality. Pressed by growing

prices of real estate and failures in job, he seemingly hears

bell tolls, seeing his death sentence from God. Eventually,

he has to make a final struggle by damaging himself. Leaving

an open-ending, the director believes that everyone still

holds the faith of living a better lif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6’47” | Non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短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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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於浙江傳媒學院。自大二下開始接觸實驗電影，《喬治與

村民》第一部導演作品。

Born in 1992, Ma is now a junior, studying a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Tumbleweed is

his first feature fil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茶韻·龍井》

Longjing Tea

《尋找》

Searching

《小食光》

Edible

著述&評論鏈接

馬 樹豪

Ma Shu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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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韓暉 Han Hui

編劇 Script / 丁世偉 Ding Shiwei

合成 Cy / 範振奇 Fan Zhenqi

錄音 Sound / 薛博元 Xue Boyuan

剪輯 Editing / 郭耀先 Guo Yaoxian

美術 Art / 丁世偉 Ding Shiwei 盧晨 Luchen

出品機構/ 中國美術學院

製作機構/ 定格動畫實驗室

雙 簧

Double Act

在荒誕不經且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空間裏，展示著光鮮華麗的現代工

業外衣，充斥著催眠社會的烏托邦理想，但民族的群落卻被隔離在政

治之外，有著某種不可言說的規則與束縛。冷漠的公眾，文學化的廣

場政治，瘋狂起落的斷頭臺，歷史總是以否定的形式焊接著貌似相反

的時代。我們臆想會得到新生，但暴力與輪回會獲得真正的自由嗎？

In the fantastical space fully colored with ideology, the

glamorously gorgeous outerwear of modern industry was exhibited

and the utopian ideal that hypnotizing the society was filled.

However, the ethnic communities were separated from politics,

which has certain unspeakable rules and constrains. From the

indifferent public, literary mass movements, and crazily raised

and dropped scaffold, the history always welds the seemingly

opposite times with negative forms. We imagine that we will have

new birth. But, can we obtain the real freedom from violence and

metempsychosis?

作品規格

2013 | B&W | 4’3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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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生於黑龍江,2012 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

1989 Born in Heilongjiang.2012 graduated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 《迷途》

Cold Heart

著述&評論鏈接

丁 世偉

Ding Sh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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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ninety-nine

一段旅程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5'5''|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國際動畫電影節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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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潔，女，生於 1983 年 5 月；蔣海明，男，生於 1981 年

6 月。現居昆明。畢業於雲南藝術學院。2002 年成立森林

數字藝術工作室，幾乎每年，森林數字藝術工作室都會出

一部自己的非商業動畫，對於他們來說這意義不僅僅是練

習和總結，也是生活的見證，動畫中那些動聽的旋律寄託

了一些些浪漫和對時間流逝的感傷之情。希望人們在他們

的動畫裏可以觸及不同的情感，能像清風拂面，把煩惱吹

遠。作品參展獲獎：2011 柏林電影節中國單元入圍動畫短

片、動畫入圍第八屆法國巴黎中國電影節、世界野生動物

精英邀請賽優秀作品、世界 CG 作品年鑒《Expose》入選多

期、繪畫作品收錄在中國原畫人年鑒 1、2 冊、Wacom 全國

繪畫大賽，三等獎、Wacom 全國動畫大賽，二、三等獎、

Wacom 全國西南動畫大賽一等獎、2009 年美國邁阿密火烈

鳥電影節，動畫單元銀獎。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何 潔

He Jie

蔣 海明

Jiang Ha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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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導 演

Director Li

著名歌手馬飛的人氣單曲《李導演》MV。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4'18''|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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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濤，男，出生於 1983 年 5 月，現居西安。漫畫編劇、動畫編導。

綜合材料繪畫專業出身，愛好不務正業，混跡動漫行業多年，各

方面都會一點，各方面都比較糙。對未來的期望嘛……就是希望

能把“糙風格”發揚光大，糙出風格，糙出魄力，糙出靈魂。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侯 濤

Hou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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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史傑鵬 黃香 徐若濤

j.p. sniadecki, Huang Xiang, Xu Ruotao

攝影(Cinematography)：史傑鵬 j.p. sniadecki

錄音(Sound)：黃香 Huang Xiang

剪輯(Editing)：史傑鵬 黃香 徐若濤

j.p. sniadecki, Huang Xiang, Xu Ruotao

主演(Cast)：陳學花 陳琪 周騫 黃香 徐若濤

Chen Xuehua, Chen Qi, Zhou Qian, Huang Xiang, Xu Ruota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16毫米膠片 16mm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DVCAM

玉門

Yumen

面對空城，一段虛構的真實，無限接近而遙不可及。在混沌中，城把

人丟了，人也會把城忘了。2012 年春節我們三人帶著一部 16 毫米攝

影機來到被稱作“鬼城”的甘肅玉門。在這座廢墟面前，我們試圖以

外來者的方式介入玉門這座被遺棄的城市。當三位當地的女性進入我

們的視野之後，才得以完成這部關於玉門空城、關於記憶和幻想的影

片。

This is an empty city. It is a fictional truth which seems

infinitely close but unattainable. In confusion, people are lost

in the city whereas people would forget the city. In 2012 Spring

Festival three of us took a 16mm video camera to the ghost city

- Yumen in Gansu. In front of this wasteland, we attempted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deserted city as outsiders. When three local

women entered into our vision we finished this film about the

empty city Yumen, memory and imagination.

作品規格

2013 | 6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關於一座城市的漫遊、圖示、記憶和幻想。

《玉門》這部影片的主角就是這座曾經的城市。

It's about roaming in a city, pictures, memory and imagination.

The theme of Yumen is a city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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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傑鵬 j.p. sniadecki's 導演 哈佛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博

士研究生。主要影片《人民公園》，《黃埔》，《拆－遷》，《外來

零件》。獲得洛迦諾電影節 Best First Feature Pardo D'oro 和

CINE CINEMA Special Jury Prize.獎項。

J.P. Sniadecki is a filmmaker and a PhD candidate in

anthropology at Harvard University. His main films

include: People’s Park, The Yellow Bank, CHAI – QIAN

(DEMOLITION) and Foreign Parts. His documentaries have

won many international awards, include the Best First

Feature Award and the Special Jury Prize at 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CINE CINEMA Special Jury

Prize.

黃香 藝術家，導演。1974 年生於廣東湛江，理科出身。

主要電影作品《烤雞》，《玉門》。《玉門》獲得 2013 年墨西哥電

影節特別獎。

Huangxiang is an artist and filmmaker, was born in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74. He did science in

university.

His main works include: Roast Chicken, Yumen. Yumen won

the Special Prize at Mexico Film Festival.

徐若濤 藝術家，導演。作品涉獵繪畫、影像、塗鴉和電影等藝

術形式。

主要電影作品：《反芻》，《建築考》，《折線》，《玉門》。《反芻》

獲得 29 屆溫哥華電影節龍虎獎最佳提名獎。

Xu Ruotao is an artist and filmmaker. The forms of his

works include painting, video art, Graffiti and film.

His main films include Rumination, ARCHITECTURE, BROKEN

LINE and Yumen.

Rumination won the Award Nomination of Dragons & Tigers

Awards at the 29th Vancouver Film Festival.

史 傑鵬

J.p. sniadecki

黃 香

Huang Xiang

徐 若濤

Xu Ruo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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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311

311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編劇(Screenplay)：吳超 夏維倫 Wuchao, Xia Weilun

導演(Director)：吳超 Wuchao

錄音(Sound)：吳超 Wuchao

音樂(Music)：吳超 Wuchao

發 生

HAPPEN

作品中一場場日常動作的緩慢重複，似乎充滿預兆的儀式，每一

個細節的未來都如同迷霧，難以捉摸；一種種植物生滅的起伏連

續，仿佛流水不斷的時間，每一個瞬間切片都被敍述得無邊無際，

使知覺無限膨脹；不受邏輯和時空限制的、偶然隨意的場景調度

安排，又似不可定義的命運，每個生命在意義的懸絲上搖擺不定，

直至一切漸漸隱入黑暗。

作品似乎在無常、無奈、平庸、苦痛中，總伴隨著恒定、遊戲、

情趣、歡喜；在糾纏于文明社會的理性思考中總伴隨著赤裸生命

的簡單快感；將抒情、執著、不由自主和節制、遊戲、冷靜旁觀

並置。

The slow and repeating everyday actions resemble a

prognostic ritual, with every small detail evolving into a

confusing and unpredictable future. The circle of birth and

death of the plants is like the flow of time, the description

of every brief moment is boundless, making consciousness

infinite. The random mise-en-scène, free from logic, time

and space, indicates the uncertain fate, where every being

struggles for meaning till the darkness falls.

In the work, uncertainty, helplessness, mediocrity and

suffering is accompanied by stability, joy, uniqueness and

happiness. The rational thinking, entangled in a civilized

society, is echoed by an immediate pleasure of life itself;

while sentiment, attachment and the uncontrollable is

juxtaposed to temperance, indifference and restraint.

作品規格

2013 | 23'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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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發生》，一個作者本來意圖、觀者在場感受相互交織、相互分叉的作品。

《發生》嘗試實現一個生效現場，通過多屏動畫影像、聲音、觀者的選擇性閱讀與重組，喚醒對生命日常

細節及其關係的原初的感受力和想像力。

作品捨棄創造鮮明獨特的視覺風格，而採用較客觀、自然的方法來觀察描繪事物，讓事物本身與它們之間

的相互關係變化成為重點。

作品探索劇場式語言，這種語言不光體現在影像的場景設定、敍事方法，還體現在現場裝置：現場由四屏

主影像、根據空間結構不定而加入的自迴圈影像、聲音藝術、實體裝置和在其中可自由遊走的觀者構成。

如此，虛擬空間、物理空間、內在空間以及各自時間軸間相互糾纏，共同發力。觀眾不再被動、慣性的收

看，而是主動、尋找其中的意味。

《發生》也融合了線性敍事和非線性敍事：嘗試在隨意調度場景的同時，又不失連貫和諧；在模糊、斷裂、

多向發展時間的同時，又不失自然流暢。“場的相互力量與變化”成為空間、時間、情緒、節奏等調配組

合的關鍵因素。

《發生》創作的過程成為一個自我探索的人生練習過程，借由個體的探索完成對群體命運的思考。

《發生》不只是由作者個人完成的物品，它試圖成為一種生活之道。

HAPPEN is a work that creates a space where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author and the on-site

feelings of the viewers mutually intertwine and bifurcate.

It tries to generate a viewer-stimulating site where multi-screen animation, sounds and the

sel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ewers are used to arouse the original

sensibility and imagination to details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s.

HAPPEN gives up on creating an unprecedented and unique visual style, instead adopts a rather

objective and clear-cut way to observe and depict things, thus making the things themselve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 work.

It tries to explore the theatrical language, which not only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design of

the scenes and the narrative methods, but also on the installation on the spot. It consists of

four screens of images, self-circulating images (affiliate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venue), sounds, installations and the viewers who wander amid. Therefore, the virtual space,

the actual space, the internal space and other time and spaces intertwine and take effect. The

audience is not passively being led, but actively looking for the meanings.

The work also tries to integrate linear and nonlinear narrative. It attempts to weave consistency

and harmony into its random mise-en-scène, definiteness and fluency into vagueness, along with

rupture and multi-directional movement. The ‘mutual effect and change between the scenes’became

the key of assembling and choreographing the space, the time, the emotions and the tempos.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HAPPEN became my probation period of self-exploration of life. The

self-exploration of an individual became a reflection on destiny for all human kind.

HAPPEN is not just a personal art work of its author, it strives to become a way of life.

313

313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吳超， 1977 年生於四川。2000 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2007

年畢業於法國南錫國家高等藝術學院，獲造型藝術碩士學位。

現為高校專業教師，工作生活于廣州。

主要研究方向為實驗動畫、影像裝置、聲音藝術。作品曾在多

個國內外電影節與動畫節上獲獎與展映，並在多個當代藝術展

上展出。

主要作品：2011 年《追逐》、2007 年《樂園》等。

Chao Wu was born in 1977，Sichuan Provence

Bachelor degree of visual art at Fine Art College of

Sichuan in Chine in 2000.，

Master degree of visual art at Ecole National Superieur

d’art de Nancy in France in 2007，

Professor of Art College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 Chine,

Main in digital art，animation art and video art，from 2007

until now.

Works are awarded by som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and

animation festivals, and exposed in some Large-scale

multimedia group by exhibitions.

Main works: Chasing, 2011; other side, 2007, etc.

吳 超

Wu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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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1 年 10 月獲得首屆中國獨立動畫論壇“論壇基金獎”，並在尤倫斯 UCCA 當代藝術中心和伊比利亞當

代藝術中心展映。北京。

2011 年 10 月，第六屆北京獨立影像年度展，並被栗憲庭電影基金會收藏。北京。

2011 年 10 月，第八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開幕式影片。南京。

2011 年 11 月，柏林國際短片節國際競賽單元。柏林。

2011 年 12 月，中華世紀壇數字藝術館“化身世外”動態影像互動媒體展。北京。

2012 年 5 月，11 屆捷克國際動畫節評委特別獎。布拉格。

2012 年 11 月，第三屆大聲展。北京。

2012 年 11 月，巴黎影子（shadow）獨立電影節。巴黎。

2012 年 12 月， 深圳首屆中國獨立動畫雙年展。OCT。深圳。

2013 年 3 月，荷蘭國際動畫節競賽單元。荷蘭。

2013 年 5 月，“無差別 II- "浮游" 當代藝術展。荔空間。北京。

2013 年 5 月，“生成二維現實”實驗影像展。藍頂美術館。成都。

2013 年 6 月，“形變——一種當代藝術的視角”。53 美術館。廣州。

2011-10 Awarded "Forum Foundation Award" in the 1st China Independent Animation Film Forum,Beijing

2011-10 Screened in the 6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Beijing

2011-10 Screened as opening ceremony film in the 8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Nanjing, China

2011-11 Selec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Interfilm 27th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Berlin,

Germany

2011-12 Selected in the CMoDA Dynamic images interactive media exhibition, Beijing

2012-5，Awarded Jury Special mention by the 11th AniFest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Czech

2012-11, Screened in the 2012 Getitlouder Show, Beijing

2012-11, Screened in the Paris Shadows Film Festival, Paris

2012-12, Screened in the 1st Shenzhen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Biennale, Shenzhen, China

2013-3, Selec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Holland InternationalAnimation Film Festival,

Netherlands

2013-5，“No Difference II- FUYOU"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SPACE-LI. Beijing

2013-5，"Generate two-dimensional reality" experimental video exhibition. Blue Roof Gallery. Chengdu.

2013-6，"Deformation - a contemporary art perspective" 53 Art Museum. Guangzhou.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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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張一品 Zhang Yipin

導演(Director)：張一品 Zhang Yipin

製片人(Producer)：張一品 Zhang Yipin

攝影(Cinematography)：張一品 Zhang Yipi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張一品 Zhang Yipin

錄音(Sound)：陳雅 Chenya

音樂(Music)：陳雅 Chenya

剪輯(Editing)：張一品 Zhang Yipi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中國美術學院 China

Academy of Art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MPEG/AVI

在哪兒

How

將自己安放在哪里，在高空的樓層的房間裏，水泥牆壁可以透明的像

床只是在四處飄移，樓下的人又在幹什麼，是否有個人隔著牆壁正在

和我說悄悄話，我伸出手摘顆星星，關掉了整座大廈的燈，星星它住

在樓上。夢裏的床漂流到何處，在枕邊還是漩渦進了咖啡杯的泡沫裏。

在哪里，我上不去也下不來，努力想接觸地面，地面在眼底卻不停在

逃離，我在哪里，上不去也下不來，縱身一躍，離開這裏，不離開自

己。

Where could I place myself? In the room of high-rise building,

we don’t know what the people are doing downstairs. Is it has

someone talking to me quietly to me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I try to pick stars and turn off the lights, let starts living

in upstairs. Where are the bed of dream flowing to？To the

bedside, or to the foam of coffee? I try to touch the ground,

but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o up or go down. In the end, I

have to jump to leave here, but not leave myself.

作品規格

2012 | 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不安全感。

An insecurity of do not know wher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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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品於 1986 年 9 月出生於浙江舟山。2009 年畢業於中國美

術學院，獲學士學位。2012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獲碩士學

位。

Zhang Yipin was born on Sep. 2, 1986, in Zhejiang Province

B.A. Animation, 2009,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M.A Animation, 2009-2012,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著述&評論鏈接

張 一品

Zhang 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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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全國大學生原創動畫大賽 金獎

全國大學生原創動畫大賽 最佳導演獎

首屆中國動畫藝術大展 評委大獎

中國學生原創動漫大賽 優秀動畫作品獎

第十四屆大學生原創影片大賽 實驗單元 絲路最佳視覺效果獎

入圍第三屆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節金鵬獎 INMSF 主競賽單元

入圍第十五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手機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單元

入圍第十六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手機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單元

“我們的獻禮”8090 浙江當代青年美術大展 優秀影像作品

遊與藝”今日美術館第 8 屆——凱撒藝術新星：今日美術館 2013 當代藝術院校大學生年度提名展 最

佳影像

濱海國際微電影節最佳動畫獎

入圍 2012法國巴黎 PANAMANIM 動畫節

入圍 2013法國 PanamAnim2013 上海學生動畫電影節

Main Films include:

2009 Animation short film MISS CLOUD

2011 Animation short film The Daydreaming

2012 Experimental Animation short film How

Main Awards include:

2011 National Collegiate Animation Competition Gold medal, Best Director Award

The first Animation Art Exhibition in China, The jury awards

China College STUDENTS Comics & Animation Contest, Excellent Works

The 20th Beijing College Student Film Festival, Award for best visual effects

The 3rd China International (King Bonn) New Media Shorts Festival, Runner-up

15 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bile SIFF, Runner-up

16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obile SIFF, Runner-up

8090 Contemporary Zhejiang Youth Art Exhibition, Excellent Works

'Roam and Art' the 8th Today Art Museum2013 CAISSA Rising Artists: Exhibition for Nominated

Students from Art Academy, Best Works Experimental film

2012 Panam Anim Animation Festival, Runner-up

2013Panam Anim Shanghai Studengt Animation Festival, Runner-up

Binhai International MicroFilm Festival Best Animation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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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胡彥 羅永森 曹天璐 周雪璐 駱德鑫 石人月 周

焅煒 陳海鵬 謝之儀 袁星雨 張煜昊 溫新芮 龔清慧 甘新強 易雨瀟

Huyan, Luo Yongsen, Cao Tianlu, Zhou Xuelu, Luo Dexin, Shi Renyue,

Zhou Kuwei, Chen Haipeng, Xie Zhiyi, Yuan Yuxing, Zhang Yuhao,

Wen Xinrui, Gong Qinghui, Gan Xinqiang, Yi Yuxiao

導演(Director)：易雨瀟 Yi Yuxiao

製片人(Producer)：易雨瀟 Yi Yuxiao

攝影(Cinematography)：易雨瀟 Yi Yuxi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易雨瀟 李靜遠 楊嘉華

Yi Yuxiao, Li Jingyuan, Yang Jiahua

錄音(Sound)：易雨瀟 Yi Yuxiao

音樂(Music)：易雨瀟 Yi Yuxiao

剪輯(Editing)：易雨瀟 李靜遠 Yi Yuxiao, Li Jingyuan

主演(Cast)： 胡彥 羅永森 曹天璐 周雪璐 駱德鑫 石人月 周焅煒

陳海鵬 謝之儀 袁星雨 張煜昊 溫新芮 龔清慧 甘新強

Huyan, Luo Yongsen, Cao Tianlu, Zhou Xuelu, Luo Dexin, Shi Renyue,

Zhou Kuwei, Chen Haipeng, Xie Zhiyi, Yuan Yuxing, Zhang Yuhao,

Wen Xinrui, Gong Qinghui, Gan Xinqia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WM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PAL-DVD我想對你說

Please Listen to Me

13 部由兒童自己編撰的故事，涉及：夢想。恐懼。噩夢。教育。

未來世界。外星人。公益。心理。家庭關係。留守兒童等等。

Thirteen stories compiled by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which

involve: dream, horror, nightmare, education, future world,

extraterrestrial,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family

relations, left-behind children, etc.

作品規格

2012 | 13'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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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我想對你說》構思起源于支教，是一個新穎的嘗試，將動畫與兒童的心理研究，社會調查，紀錄片，公

益活動等元素結合在一起進行了整合創作。探索了動畫參與藝術心理治療的可能性。《我想對你說》中收

錄的故事都是由兒童自己想像和編撰的。我採用紀錄片的方式，由作者本人闡述，講解，而導演則作為旁

觀者將這一切客觀呈現。我幫助他們呈現出他們的想法。它涉及到我們對世界的初步認識，心靈世界，

權力，是非觀，世界觀，價值觀等等。聚焦弱勢群體兒童，試圖在幫助他們表達，傳遞自己的聲音。通過

瞭解，思考，到改變我們的世界。通過不同的童年，以及現在式和過去式的童年認知來反觀現在的社會生

活。

The idea of the Please Listen to Me comes from a supporting education. It’s a novel attempt

to combine animation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t put Social Survey, documentaries,

public service activities and other elements together,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art of animation in psychotherapy. The stories in “please listen to me” are collected and edited

based on children’s own imagination. I used the documentary way to record the process of story

telling by the authors themselves. I help them present their ideas. It relates to our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e spiritual world, power, right and wrong, worldview, values, and

so on. Focus on vulnerable groups of children, trying to help them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thoughts. Trying to change our world through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I want to reflect

the nowadays social life through different childhood, as well as the present and past tense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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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2008-2012 四川美術學院影視動畫學院

2012 至今四川美術學院新媒體藝術系碩士在讀。

Born in Chengdu, Sichuan, 1989

2008-2012 Animation department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2012, Graduate student of new media art department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易 雨瀟

Yi Yu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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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獲得的獎項及參加的展覽包括：

繪本《桔梗》獲得首屆四川美術學院銀杏獎最佳繪本獎

動畫片合集《我想對你說》獲得 2012屆四川美術學院優秀畢業創作學院獎。

論文《論動畫與兒童心理疏導》獲得 2012北京電影學院學院獎論文獎

四川美術學院第九屆研究生年展優秀獎

第三屆張曉剛當代藝術創作獎學金入圍

2012 年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華僑城，深圳，中國

2013 第三屆張曉剛當代藝術創作獎學金，CAEA，重慶，中國

2013 中國動畫在荷蘭——AT鹿特丹動畫之夜，Worm Rotterdam，鹿特丹，荷蘭

2013 細胞加工廠，成都當代美術館，成都，中國

2013 ∞兒童藝術展 ，A4 當代藝術中心，成都，中國

2013 新聲，華僑城，深圳，中國

illustrated book Balloon Flower won the best illustrated book of the firs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ginkgo award.

Animation series Please listen to me won the 2012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outstanding

graduation creation academy award.

The essay animation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treatment”2012 animation school of BFA,

Award for essay.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graduate Ninth Annual Exhibition of Excellence Award

Third “Zhang Xiaogang contemporary art scholarship” finalists.

Participated exhibitions includes:

2012 Shenzhen Biennale of independent animation, OCT, Shenzhen, China

2013 Third Zhang Xiaogang contemporary art scholarship, CAEA, Chongqing, China

2013 Chinese animation in the Holland ，Rotterdam “AT animation night “，Worm Rotterdam，

Rotterdam，Holland

2013 Cell processing, MOCA, Chengdu, China

2013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A4 Contemporary Arts Center, Chengdu, China

2013 New Echo，OCT, Shenzhen, China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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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遊 動 物 園

SLEEPWALKING TO THE ZOO

一個男孩一心一意要去動物園，而雙眼失明的他，只有作夢的時候可

以看的見。於是他讓自己夢遊到動物園，去找跟他約定見面的父親。

而當他終於成功夢遊到動物園，卻發現動物園已經搬家，只剩下一只

大象的鬼魂被遺留在那兒。於是一童一象踏上了幻夢旅程前往新動物

園，城市裏貧窮的孩子們，也都從夢遊加入他們……他們最後被夢中

的動物管理員擋了下來，男孩必須要面對他內心最深處的悲傷，才能

走進動物園裏。而那是他最不堪回首的回憶……

One night, A blind boy dream walks to the zoo. When he arrives,

he discovers the zoo has moved. Only the ghost of an elephant,

once the zoo's star attraction, who got sick and died, remains.

The elephant also wants to find the new zoo, so the child and

elephant begin a journey together in the boy's dream. The poor

children of the city leave their beds and dream walk to join them.

At the new zoo, they are stopped by the Zookeeper. The boy must

face his deepest sorrow before they can enter the zoo, a memory

he cannot bear to face.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4'57''|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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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現居臺北。畢業於臺灣科技大學工業與商用設計學系，目前

在共玩創意擔任資深動畫師及導演。曾經參與過多部格拍動畫的

製作，包括：《二男》（臺灣公共電視）、《廚房裏的戰爭》（臺灣公

共電視）、《雪人要回家》等。2009《二男》提名第 44 屆金鐘獎、

最佳創新技術獎；2010《廚房裏的戰爭》入選 2011 年芝加哥國際

兒童影展、入圍 2011 新加坡亞洲電視節大獎、入選 2012 英國 KIDS

FOR KIDS 國際兒童影展、入選 2012 釜山國際兒童電影節；2011

導演《雪人要回家》；2012《夢遊動物園》獲得中華民國行政院新

聞局短片輔導金、入選關渡國際動畫節、入選英國 2013 Animated

Eden 動畫節；2013《瞌睡熊》入選 2013 年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

入選英國 2013 Animated Eden 動畫節、入選 2013 年 Anibar 國際

動畫影展。

Li Wenjing now lives in Taipei.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sig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ently serves as

Art Director at We-Together Studio. Ltd. Ms. Lee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stop-motion animation

works, including: "Two Men", "Fruity Ice Cream", "Happy

Harbor", "Snow Boy's Adventurous Journey Home",

etc.2009"TWO MEN"Nominated for "Best Innovative Technique

Award" at the 44th Golden Bell Awards; 2010"FRUITY ICE

CREAM"Selected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cago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Nominated,

2011Asian Television Forum Award, Singapore, Selected, 2012

KIDS FOR KID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British, Selected, 2012 Bus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Korea; 2011"HAPPY HARBOR"; 2012"SLEEPING WALK TO

THE ZOO"Awarded a government fund from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Taiwan, Selected, Kuan-Du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Selected, 2013 Animated

Eden, United Kingdom; 2013"SLEEPY & MANIC"Selected, 2013

Animated Eden, United Kingdom, Selected, 2013 Anibar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Selected, 2013 Chicago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ilm Festiva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9《二男》

2010《廚房裏的戰爭》

2011 導演《雪人要回家》

2012《夢遊動物園》

2013《瞌睡熊》

著述&評論鏈接

李 文靜

Li We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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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娑 羅

Samsara

對生死輪回的思考。取材於原始的祭祀儀式-將死者挖出並進行祭奠活

動。以死者與生者共舞為高潮。其中穿插以意象的精子卵子結合，魚

的誕生、流曆、回歸的過程，以及死者的複生起舞，來表達生生世世

輪回不止的命題。以及對生命的敬仰之情。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4'15''|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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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動畫系，現居北京。他們一直從事藝術動畫，

商業短片的創作。短片是他們的畢業作品。製作過程中伴隨著痛

苦，也伴隨著歡樂。更有不少遺憾的地方。但是他們為有幸一起

合作，一起做出一個完整的動畫作品感到欣慰。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李貞汗 Li Zhenhan

陳博文 Chen Bowen

劉鄧尉 Liu De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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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炭歎 Tan Tan

導演(Director)：炭歎 Tan Tan

製片人(Producer)：炭歎 楊聃 Tan Tan,Yang Dan

攝影(Cinematography)：炭歎 周旋 李良 劉軼龍 Tan Tan，

Zhou Xuan, Li Liang, Liu Yilo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炭歎 Tan Tan

錄音(Sound)：李派 Li Pai

音樂(Music)：Eric Bribosia

剪輯(Editing)：炭歎 Tan Tan

主演(Cast)：龔妍 方玉蕾 甄鶴 Gong Yan,Fang Yulei,Zhenhe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炭歎工作室 Tan Tan Studi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HD

咸安一夢

Lost In Home

《咸安一夢》以正在拆改中的武漢百年社區“咸安坊”為場景，試圖用個人視角、藝術手段與社會環境進

行互動。

作品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包含了攝影照片、錄影裝置、現場表演、紀錄片的多媒體藝術版本；一個是實驗

電影版本。

兩個版本都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三個部分。“過去”是咸安坊及武漢的新舊面貌對比。“現在”

是一個孕婦和一個老婦沿著胡同兩邊行走的雙頻影像。“未來”是一場真正的現場表演紀錄——我召集了

一些年輕人在廢墟裏開了一場 Party，他們談論中了幾十億的彩票後怎麼把這裏改造成世界級的奢侈大學，

談論歐美的明星和時尚；他們在搖滾演出中大聲唱著：“我已忘了來時的路 不知該怎麼回去 是誰把我帶

到這裏……”

The work has two versions, one is a multi-media art version consisted of pictures, a video

installation, and a documentary of live performances. The other version is an experimental film.

Both of the two versions have three parts "Past, Present, Future". "Past" mixes the current photos

of many details of the community with the historical photos. The audience will see a little history

look of European concession in the 20s and 30s. "Present" is a 2 channel video art, in one channel

is a pregnant woman going out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other is an old woman entering into the

community. "Future" is a recorded real party in the community. I arranged a party of some young

people, in which they acted a fake TV show talking about how to a build new luxury school in

this area, and they also made a rock music concert and a dance party at night...They shouted

with the lyrics "What the hell I'm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forget how did I come

here from my home...Who took me here..."

作品規格

2012 | 29'35''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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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咸安一夢》以正在拆改中的武漢百年社區“咸安坊”為場景，打亂了紀錄與創造的界限，試圖用個人視

角、藝術手段與社會環境進行互動，在中國的現場空間中截取和改造出另一個平行宇宙般的魔幻時空。

離武漢漢口江灘不遠的小巷裏，在拆遷施工的重重圍牆內，藏著大武漢被封存已久的民國記憶，混雜著百

年來的中西碰撞、時局變遷、風花雪月、悲歡離合，濃縮著武漢最“洋氣”的時刻和最“市井”的故事—

—這裏就是武漢市掛牌的歷史優秀建築、曾經在國內最完好的石庫門建築群、百年前漢口的高等裏巷住宅

區“咸安坊”。如今，這裏正在進行著大規模的拆遷改造，一百年的記憶即將成為灰燼。

然而，《咸安一夢》卻不想表現拆遷本身，更多地是想討論時代和社會怎樣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和思想，和人們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

Xian An Fang is an old community in Wuhan City built from 1910 to the 30s, when was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ime it was the living area for the rich class, like financiers,

traders, film stars and European foreigners. It had ever been the best-preserved stone-ringed

door community in China till this year, but now it's being demolished and rebuilt for a commercial

project.

However, the point of this film is not really about demolition, which is more relative to how

time and society could change people's life style and mind, and how can people find their own

spiritual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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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歎是近年來活躍於國內外的當代藝術展和國際電影節的青年

藝術家。現工作、生活在北京/武漢，任湖北美術學院教師。

她的創作目前為止有實驗電影和錄影藝術，以及集合各種媒體

的綜合性作品（VJ 表演、行為藝術、聲音&音樂、圖片、裝置、

紀錄片等）。作品多表現時間和空間的錯位，外在現實與內在精

神的矛盾。

作品曾入選第 2013 年 43 屆坦佩雷國際電影節、2012 年第 25

屆 Images Festival 影像藝術節（加拿大）、2012 年第 35屆哥

德堡國際電影節、2011 年第 40 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2010 年

第 60 屆柏林國際電影節、AATS2010 亞洲藝術博覽會影像單元、

2009 年第 28 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等。

除藝術創作之外，她還經常做電影節、展覽、活動的策展，並

且發表藝術批評，主持講座和研討會、工作坊。如 2013 年她策

劃了芬蘭坦佩雷國際電影節的中國影像藝術單元"China

Experience"，包括一個錄影裝置展覽及放三場放映，並受邀擔

任電影節國際競賽單元評委。

Tan Tan is a contemporary artist, curator in China.

Currently living and working in Beijing and Wuhan.

Teaching contemporary art in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Her art works so far include experimental film/video art,

and multi-media art with performance art, VJ, music &sound

art, photo, documentary, etc. These works show the distort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reality and soul.

She has participated many film festivals and art

exhib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ex. 2013 43rd Tampere

Film Festival, 2012 25th Images Festival（Canada）, 2012

35th Götebor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011 40t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IFFR), 2010 60th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sian Art Top Show

2010,2009 28th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esides the art works, she also curated some important

exhibitions and film festivals, published arts criticisms,

gave lectures, and chair workshops. For example, she

curated a Chinese experimental film/video art program

"China Experience" in 43rd Tampere Film Festival, which

contains 1 video installation exhibition and 3

screenings.

炭 歎

Tan Tan

329

329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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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er

動畫講述的是一部關於家與選擇的故事。屠狗場的看門狗對主人忠心

耿耿，但是當他不斷地看到自己的同類在恐懼中等待死亡，最終還是

在屠夫的小屋裏被殘忍地殺死時，他猶豫了，一面是自己的主人，是

自己的歸宿，一面是自己面臨死亡的同類，他該如何選擇？最終他選

擇了背叛了自己的職責，撲倒了主人，拯救了本該死在屠刀之下的狗

群。這部動畫中的看門狗，實際上就是社會中的一個矛盾的個體，很

多人都有過這樣矛盾的經歷，我們在自己的職責與良心中選擇，在利

益與道德中選擇，這個選擇或許就決定了自己今後的人生軌跡。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9'30''|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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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90 年 6 月出生，現居河南鄭州。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舞

美前期美術設計師，仍然擁有動畫夢的孩子。2012《Watcher》榮

獲金拴馬樁獎 Wacom 年度最佳影片。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熊 明亞

Xiong Ming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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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進，達 瓦 裏 希

Forward, comrades

20 世紀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中國某個平凡的小村莊，小女孩如同

千千萬萬的同齡人一樣在社會主義的環境下成長起來。她玩的遊戲也

極具時代特色，紅色花紋的老式積木，家養的小動物貓兒弗拉基咪爾、

小雞費裏克斯和淘氣的小鴨子貝利亞，即使日常也時不時蹦出幾句俄

語單詞。面對犯了錯誤的貝利亞，小女孩無比自然地冠以“社會主義

害蟲”等罪名，並以人民的名義予以審判。她樂在其中，完全不知外

部的世界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在此期間，動物同志們接連離她而去，

蘇聯老大哥也出現了影響深遠的變動。女孩的心靈面臨前所未有的蛻

變…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8'21'|

Chinese&Russian&English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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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 2013 屆電腦動畫本科班學生。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王 一琳

Wang Y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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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 狂 奔！！

Ruuuun!!

主角到點下班，剛一出門兒就趕上天崩地裂，感覺世界末日到來了。

不過他才不在乎這些，趕緊回家吧！於是在一路的躲閃跳躍後，終於

回到了家中，儘管大地分裂開來，但家家還是燈火通明，一片祥和。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3'|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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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於 1986 年 1 月，現居北京。AnimeTaste 網站聯合創始人，

冰糖葫蘆兒集體動畫組織、策劃、管理者，製片人，利用業餘時

間做動畫的人。2012 創作《GoGoGo!!!》、《大椰子》、《瘋狂的進度

條！》、《Oooop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GoGoGo!!!》

2012《大椰子》

2012《瘋狂的進度條！》

2012《Oooops!!!》

著述&評論鏈接

王 天放

Wang Tian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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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The World

作品規格

2007 | Color | 4'40''|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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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景 三 十 六 點 五

Thirty Six Point Five

Centidgree Secner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5'23''|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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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樂 頌

Ode to Jo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9'56'|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我想探讨虚假的快乐和真实的痛苦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消费和欲望

时代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在宇宙中正在快速的消耗自己，我们还能快

乐多久？动画中的乐园小岛是人们心灵的避难所？还是人们真正寻找

的天堂？还是一场世界末日前放纵的狂欢聚会？不同观众可能会有不

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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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秋

Sping and Autumn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52''|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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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了

Nothingness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37''|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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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系

Relation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11'7''|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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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出生于北京。200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数码媒体专业，

学士学位，现生活于北京。

在现实世界中造梦不易，在电脑中却给我了上帝般的自由，有些

造物主的快感，唯有不停的加入想象力构建虚拟的世界。电脑技

术是我的手段，这种技术扩展了我的视野，我更感兴趣作品给人

带来的思考，因为思考给人带来的乐趣更加长久。我的作品灵感

一部分来自我的生活经验，一部分来自我对未知的事物的胡乱猜

想，把他们扭曲变形，在电脑中糅合新的世界，乐在其中。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7《世界》

2011《风景三十六点五》

2010《乐园》

2012《欢乐颂》

2012《春秋》

2012《空了》

2013《关系》

著述&評論鏈接

田 曉磊

Tian Xiao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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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票 亭

In The Ticket Booth

故事講述了一個女人和一條狗的故事。女人開始不接受狗狗，到最終

與狗和睦相處的同時，自己的內心也被打開，並開始熱愛這個世界。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8'35''|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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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1990 年 11 月，現居北京。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現為美術師、

動畫愛好者。2012 年《綠蔭島》負責美術、原畫，榮獲第十二屆

動畫學院獎（持永只仁獎）、第十二屆動畫學院獎（歐雷新宇獎）、

第十二屆動畫學院獎（最佳視覺獎提名）、第七屆中國（北京）國

際大學生動畫節白楊獎（萬豪卡通最佳美術風格提名）、2012 年美

猴獎（新人獎）、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第二屆全國電影短片邀

請展優秀作品獎、2012 北京朝陽大學生藝術節最佳故事獎、入圍

2012 金鵬獎、入選美國 NW Animation Festival 2012、2012 廣電

總局優秀學院短片一等獎。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白 晰

Bai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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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ook Can Monsterize

主人公生活在一個狹窄擁擠壓抑的混凝土森林裏，窗外的輕軌搭載著

他游離的神志呼嘯而過。你可能也夢見過飛出車窗外，高處墜落，家

門前的街道被黑暗吞噬，滿地的小怪追著到處跑。走投無路時一下驚

醒，發現一切已經消失在東邊山頭的朝霞之中。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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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出生於 1989 年 4 月，現居上海。畢業於倫敦聖馬丁藝術設計

學院 Moving Image 專業。設計師。由於喜歡各種形式的影像創作，

不可自拔地為畢設搞了一個偶動畫，一個 2D 動畫還有一個短片。

從冰冷的科技到炙熱的情感，她的喜愛得甚為氾濫。這也並不算

壞事，讀書時玩過瘋過熱烈過，而後慢慢地沉澱和研習。目前在

一家廣告公司供職，加班到嘔血，然後回家洗個澡開始折騰她的

偶動畫。2011 年創作《Circus Montmartre》；2012 年創作《Avici》。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1《Circus Montmartre》

2012《Avici》

著述&評論鏈接

蔣 晨琪

Jiang Che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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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衛詩磊 Wei Shilei

導演(Director)：衛詩磊 Wei Shilei

製片人(Producer)：衛詩磊 Wei Shilei

攝影(Cinematography)：劉恪 Liuke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衛詩磊、王丹 Wei Shilei, Wangdan

錄音(Sound)：劉海洋 Liu Haiyang

音樂(Music)：劉海洋 Liu Haiyang

剪輯(Editing)：衛詩磊 Wei Shilei

主演(Cast)：任少懷、王碩 Ren Shaohuai, Wangshuo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avi

補 色

Complementary Color

這是一部真實的影片。在無數個平行宇宙中，一定存在這一個屬

於動畫人物的宇宙，在那個宇宙中的某一個行星上，一個動畫電

影人正在獨立製作一部描述自己多重人格的動畫片，這部虛構的

動畫片卻無意之中記錄了那個叫做“地球”的宇宙行星上發生的

三角關係，也許生活在你人格中的“他們”也來自某個未知的宇

宙。

This is a film that showcases reality. It presents an

infinite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one specifically belongs

to animation characters. On a planet in this universe an

animation filmmaker is working independently on a film

depicting his multiple personalities. Unconsciously he

records on 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on the planet called

"Earth". Whether you believe this to be fiction or

non-fiction, there is an unknown universe that co-exists in

your own personality.

作品規格

2013 | 9' | Chinese

348

348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這是一部真實的影片”這句話在本片的海報上十分醒目，讓我來解釋一下這句話。

在做這部片子之前曾在 Discovery 科學紀錄片上看過關於平行宇宙的理論，大概是說我們生活中任何一個

時間點所發生的任何可能性，都有一個真實存在的宇宙。一個最簡單的比喻就是在這個宇宙我是個男的，

那麼一定存在一個宇宙，在那裏我是一個女的。簡直不敢相信這樣荒誕的理論居然是科學的！那對於我這

樣一個獨立動畫導演來說，一定會存在一個宇宙是屬於我筆下的動畫角色的，而那個動畫角色沒准也是一

個獨立動畫導演，而他也許正在製作一部自己的獨立動畫作品，那將會是一件什麼樣的作品呢？這樣的瘋

狂想法就是我的創作初衷。對於那個困於二維世界的動畫角色，最棒的動畫一定是一部 3D 動畫，而那個

所謂的 3D 動畫風格也許正來自於我的宇宙，在我的宇宙裏那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實拍電影，準確地說更像

是實拍電影的早期實驗，這便是我發明的這種實拍影像的動畫技法。

也許有些混亂，但“這部真實的影片”正是我對自己多重人格、多重宇宙、多重生活狀態的紀錄，對於我

來說這是比紀錄片更加真實的影片。

“This is a film that showcases reality”. This sentence is showed on my poster. Let me explain

it first.

Before making this film, I have seen a Discovery Channel’s documentary film which is about the

theory of parallel universe .It probably means that there is lots of possible choices in every

time-point of our life, and every possible choice have a real universe exist. For example, if

I am a man in my universe that must exist a universe where I am a woman. Can you believe that

is a scientific theory?

As this theory, there must be a universe belongs to my animation characters, who might also

be an independent animation film maker, and he might be making an animation film. What would

a kind of film be? This crazy idea is my creative original intention. For that poor gay living

in 2D animation universe, 3D animation must be the best animation style, that so-called 3D

animation style is perhaps from my universe, where it is a veritable real shot film. And the

style of this film is mixed both animation and real shot, which is an unimaginable animation

techniques invented by myself.

Perhaps there is a little confusion, however, this showcases reality’s film is recorded my own

multiple personalities, multiple universe and multiple living conditions. It is more realistic

than the documentary film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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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詩磊，生於 1985 年，原籍山西太原。

獨立動畫導演、短片導演，現任教於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新媒體

藝術與設計學院。

代表作品：《痣》、《電梯一日》

Shilei Wei, teacher of Beihang University, animation

director, filmmaker, illustrator and visual designer.

Born in China, March 12, 1985. Live in Beijing

衛 詩磊

Wei Sh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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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HAFF 2012，荷蘭國際動畫電影節“中國地下獨立動畫”展映單元，2012 年，荷蘭；

ITFS11，德國斯圖加特國際動畫電影節主競賽單元，2011 年，德國；

Animac 2011，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國際動畫電影節主競賽單元，2011 年，西班牙；

Computer Space 2011，保加利亞國際動畫電影節主競賽單元，2011 年，保加利亞；

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心靈世界：作為虛擬藝術工程，2012 年，中國；

中國西安國際動畫電影節，2012 年，中國；

CIFVF 2011, 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2011 年，中國；

第四屆新人電影節，2011 年，中國；

第七屆北京獨立影像展，2010 年，中國

Winner Bing Xiong awards, 5th National Collegiate Animation Competition, 2010, China.

Winner Best Special Effects, 6th FIAM International Digital Arts Awards, 2010, China

Official selection “Independent China” HAFF2012 HOLLAND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2012,

HOLLAND

Official selection ITFS11 18 Stuttgart Festival, 2011, Germany

Official selection Animac Catalonia Festival, 2011, Spain

Official selection Computer Spac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Computer Art Forum, 2011, Bulgarian

Official selection The 4th First Film Festival, 2011, China

Official selection 5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2010, China

Official selection 5th Chongqing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 2011, China

Official selection First Xian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2012, China

Official selection First Shenzhen Independent Animation Biennale, The World of Soul: As Virtual

Artistic Engineering, 2012, China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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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陳沛炫 Chen Peixuan

導演(Director)：陳沛炫 Chen Peixuan

製片人(Producer)：陳沛炫 Chen Peixuan

攝影(Cinematography)：陳沛炫 孫笑涵 Chen Peixuan, Sun Xiaoha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陳沛炫 孫笑涵

Chen Peixuan, Sun Xiaohan

音樂(Music)：楊勳濤 Yang Xuntao

剪輯(Editing)：陳沛炫 Chen Peixua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集美大學誠毅學院

Ji Mei University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PAL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PAL

影 響

Illusion

單純的一個白色人在五顏六色的繁亂世界中誕生，一顆象徵新事物意

味的彩球將他

從原本淡淡的色彩環境中帶到一個嶄新的世界，隨著經歷的越來越多，

這些人事物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地對他產生影響，隨之身上開始變

色……

A purely white person was born in the colourful world. A

colourful ball which represents innovation brings him to a new

world. With more experience in this world, he is gradually

influenced by the colourful world and starts to change colour.

作品規格

2013 | 5'1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借這個短片我們想表達的是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隨時都在接收

訊息，這些訊息無論來自於人，事或者物，都可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我

們，可能給我們指名道路或者引入歧途，我們需要對外來的影響進行思

考，瞭解我們喜歡的，想要的到底是什麼，不要那麼輕易地被同化。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e are constantly receiv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which potentially influences us. It might lead us to

a bright future or mislead us. We should think what we need and

our preference and cannot be easily assimi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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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學誠毅學院 09 屆動畫專業畢業生，于 2012 年獨立創作動

畫短片《拯救》，於 2013 年創作動畫短片《影響》。

2009 graduated from animation programme at Chengyi College,

Ji Mei University.

His main works include:

Save, short animation

Illusion, shout animatio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沛炫

Chen Pei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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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類型（Type）：實驗 Experimental Film

編劇(Screenplay)：陳鏹 CHENQIANG

導演(Director)：陳鏹 CHENQIA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蒲粵梅 PUYUEMEI

音樂(Music)：陳鏹 CHENQIANG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avi mpg mov

懸城 2

Concrete Heaven

一座混泥土天堂，不知道根在哪裏，一家人在這個空曠的城裏的故事！

This is a concrete heaven. No one knows the roots. The film tells

the story of one family in an empty city!

作品規格

2012 | 24'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導演闡述

08 年起妻子開始創作《懸城》系列作品，在不斷的交流中我的思緒已

經被懸城裏的畫面慢慢帶離地面 5萬公里，懸城裏的故事一幕幕在我腦

海裏被向上的火車，被流浪的飛機，被不知道終點的漂流者講了出來。

In 2008, my wife started drawing Concrete Heaven series.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 my thoughts have been taken away 50000

kilometers above the ground by Concrete Heaven painting gradually.

The scenes of Concrete Heaven gradually turn up in my mind with

upward moving train, the wandering aircraft, and aimless

wan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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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鏹,1977 年生於成都，1998 年畢業於四川美院 2012《第九屆北

京獨立影像年度展》北京宋莊美術館，《第九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

展》南京大學，《又見——懸城》成都西村藝術中心，《二子乘舟

——北村獨立工廠第七季展》成都廊橋藝術空間，《SEE——SWE>

北京尤倫斯美術館，2013《ifva——第十八屆香港短篇屆》香港

藝術中心

Chenqiang was born in 1977 in Chengdu. In 1998, he graduated

from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His main participated exhibition include:

2012 The 9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Nanjing

The 9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The season 7 of the north village independent workshop solo

exhibition, Chengdu,“SEE,SWE” Beijing UCCA

2013“ifva”incubator for film & visual media in Asia, Hong

Kong arts centr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鏹

CHEN 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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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悟之旅

一個關於人生必經的關於迷思與頓悟的旅程。教室與老師是教育與禁

錮的矛盾組合。男人與女人對食色與愛的區別對待。珍惜時間卻被時

間追趕的人。失去才懂得珍惜的人性。被流言所困的無力。代表大眾

的水怪（水同“誰”，每個人都是“誰”）暗示個人被大眾的道德取向，

行為標準所影響的必然。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8'58''|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西安國際動畫電影節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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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22 歲，西安人，2009 年考入西安美術學院影視動畫系動畫專

業進行本科學習。在校期間成績優異，專業突出，2012 年被學院

保送研究生繼續進行動畫藝術的學習與研究。2012 年進入影視動

畫系二維動畫藝術工作室進行畢業創作，隨後完成獨立手繪實驗

動畫《迷悟之旅》。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黃 雯睿

Huang Wen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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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丁曉萌 熙弦 Ding Xiaomeng, Xixian

導演(Director)：丁曉萌 熊娟 Ding Xiaomeng, Xiongjuan

製片人(Producer)：丁曉萌 熊娟 Ding Xiaomeng, Xiongjuan

攝影(Cinematography)：王元滔 Wang Yuant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丁曉萌 Ding Xiaomeng

錄音(Sound)：金澤達瓦 JINZEDAWA

音樂(Music)：金澤達瓦 JINZEDAWA

剪輯(Editing)：丁曉萌 Ding Xiaomeng

主演(Cast)：丁曉萌 Ding Xiaomeng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丁丁工作室 DING DING STUDIO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422

代碼 4

Code 4

欲望像噬人的網，於無聲處靜靜展開，神秘的電話，誘惑的聲音，

狂喜背後的真相在兇殘地覬覦著渺小的角色，一步接著一步，開

始了夢幻般的圍獵。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方式，描繪人心的葬地。

Like a network swallowing people, desire spreads out quietly

in the silence. Mysterious phone call, seductive voice, the

truth behind ecstasy, are coveting brutally at the

insignificant role, step by step, a fantastic hunting is

coming. By the way of Magical Realism, the film depicts a

burial ground of heart.

作品規格

2013 | 3'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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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導演經過多年對社會的觀察、挖掘、思索和總結，並以抽象化的方法和魔幻現實主義的表現形式，詮釋當

代人性中存在的某些問題和矛盾，力求通過作品來分享自己的發現，和大家一起探索人性中難以察覺的灰

色瞬間。本片在攝製過程中曾得到了英國 public image ltd樂隊（後朋樂隊始祖，主唱來自著名的性手槍樂

隊）成員 Lu Edmands 的支持和啟發。在創作中心人物時，並沒有設置一個確定的名字和身份，而是通過

這樣一個符號，來象徵人性中的某些不太明亮的部分：好奇、貪婪、衝動、縱欲、膽怯、自負⋯ ⋯ 等等。

故事發生的環境亦設定為一個相對密閉的空間，來表現物質世界的局限與不可逃脫。極度精簡的臺詞也給

觀眾更為廣闊的想像空間。

After years of social observation, excavation, thinking and summary, I tried to use abstract

and Magical Realism to explain som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in modern humanity, to share

it through the film, to explore the gloomy mom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detect in humanity.

During the making of Code 4, we were supported and inspired by Lu Edmands, the member of

P.I.L(founded by Sex Pistols). When I wrote the leading role, I did not give it a definite name

and identity, but make it a symbol to symbolize the gloomy part in the humanity: Curious, greedy,

impulsive, lust, fear, ego, etc. And the story was set to be in and relatively confined space

to show the limit and inescapable of the material world. The lines were extremely streamlined

to bring the audiences a wider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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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曉萌，80後，祖籍山東，師從北京電影學院周傳基，導演專

業；曾拍攝廣州車展寶馬 7系宣傳片等商業作品；剪輯電影《麻

局》入圍第 27屆波蘭華沙電影節，並獲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電影

節獨立精神獎。

Ding Xiaomeng was born in 1980s, ancestral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graduated from Zhou Chuanji, whose professor

of Beijing Film Academy and major in film director. He used

to shoot BMW 7 series promo for Guangzhou Auto Show and

other promos. He worked as the film editor of Close

Encounter of Mahjong, which was in the finalist of the 27th

Warsaw Film Festival in Poland, and also won the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 of University of Colorado Film

Festival.

熊娟，1983 年出生，2006 年雲南藝術學院電影電視藝術系畢業

後，在電視臺以及廣告公司擔任導演的工作。《代碼 4》是她嘗

試做的第一部獨立短片。

Georgia Xiong was born in 1983. Since graduation from the

Yunnan Art Institute Filmn and Television Arts

Department,

Ms. Xiong has worked as a director at various television

stations and advertising agencies. Number 4 is her

first independent narrative fil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丁 曉萌

Ding Xiaomeng

熊 娟

Xio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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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何煥源 劉堯卿

He Huanyuan, Liu Yaoqing

導演(Director)：何煥源 劉堯卿 He Huanyuan, Liu Yaoqing

製片人(Producer)：屠圖 Tutu

攝影(Cinematography)：劉堯卿 Liu Yaoqi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董航 黃一川 黃冼俊 Donghang,

Huang Yichuan, Huang Xianjun

錄音(Sound)：黃其宏 Huang Qihong

音樂(Music)：黃其宏 Huang Qihong

剪輯(Editing)：劉堯卿 劉麗鶯 Liu Yaoqing, Liu Liying

主演(Cast)：黃一川 劉堯卿 Huang Yichuan, Liu Yaoqi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OV

湖

Lake

影片所有情景生髮于一個森林中，已知和未知，現實與夢幻在這

裏交融碰撞，因由一片清泠的湖水將它們連接呈現，共同上演。

影像由湖生畫：慌張穿梭在森林裏男子，張慌地在湖邊數錢，將

錢包丟入湖中；漣漪恍然間一個赤身的男子從水中浮出，在水面

梳妝打扮，以致西裝革履；三個划船的女子隱現，她們面色冷傲，

停留在湖上；森林中出現幾個兔女郎，她們若隱若現躲躲藏藏，

鏡頭難於捕捉；一位領導打扮的男子在講臺上演講藝術史；隨後

是午夜打鬥的畫面以及一場森林中的聆聽……最後以藝術家的自

我游走狀態結束，湖面回歸到初始的平靜。

All the scenes are originally from a forest. The known and unknown,

reality and dream mixed and collided in there. All of the things are

presented by a clear lake.

Images come from the lake, which include a panic man goes across a

forest, counts money by the lake, and then throws his wallet into the

lake; A naked man emerges form the lake and putting on formal

clothes; Three boating women appear indistinctly and stand in lake

with cold faces; Several Bunny girls appeared gleamingly in front of

the camera; a man in leading cadres dresses standing on the stage to

make an art history speech. And then the scene turns into a fighting

at night… At last, the film ended with a wondering artist, and the

lake returned to its original peace.

作品規格

2013 | 20' | Chinese

361

361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這個影像行為創作始於 2011年，完成於 2013年 6月，這期間的過程有如懷胎一般，我們志在表現一種存

在的狀態，一種藝術家的存在狀態。從影像當中詮釋我們這一代藝術家對自身的出身，進入社會後的迷惘，

對藝術與理想的追求，信仰的懵懂在片中表現，沒有給出答案，沒有明確的中心思想。以夢境、荒誕般的

記錄呈現出來，虛無與現實的鏡頭在片中交替切換。劇組由我們的身邊的大學同學自覺組成，注重原創獨

立精神。

This video and performance work has been created from 2011, and finished in June 2013. This process

is something like pregnant. We aim at expressing artists’ condition of existence from video

art, explaining their dilemma in nowadays society, and their pursuit to art and ideal. There’

s no specific main idea of this work. All the scenes are presented by dream and absurd way.

Nothingness and reality mixes together.

The crew of this work is constituted by my classmates in university. We are focus on the spirit

of orig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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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煥源，89 年出生於南方的一個小縣城新會，2009 年就讀於華

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2012 年與劉堯卿等人騎行滇藏線，歷時

兩個月，2人在校期間創作《稻香園現場行為》。

劉堯卿，福建安溪人，90 生人，2009——2013 就讀華南農業大

學，自由攝影人，2012 年騎行滇藏線。

He Huanyuan was born in Xinhui, a small town in south of

China, in 1989. He has been studying in Art Department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since 2009.

In 2012, he spent two months riding a bicycle from Dian

Zang line to Lhasa with Liu Yaoqing and other people. He

Huanyuan and Liu Yaoqing create a work which title is

Half-past Eleven.

Liu Yaoqing was born in 90s, Anxi,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3, he studied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A freelance photographer. He rode a bicycle

from Dian Zang line to Lhasa in 2012.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何 煥源

He Huanyuan

劉 堯卿

Liu Yaoqing

363

363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製片人 Producer / 羅彤 Luo To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劉佳 Liu Jia 顧驥 Gu Ji

章程 Zhang Cheng 林航 Lin Hang Paul Shubsky Joe Nafis

剪輯 Editing / 劉佳 Liu Jia

出品機構/ 上海羅家文化藝術交流有限公司

製作機構/ 上海羅家文化藝術交流有限公司

串線

Crossed Line

影片借助紐約著名樂隊 The Books 的作品 Thirty Incoming，以延時攝

影的手法為觀眾展現了一個褪去斑斕色彩和華麗修飾後的魔都，黑白

世界中的上海憑藉最純粹的色調散發出自身獨特的魅力。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Books, the hip New York band, we have

made a short film called Crossed Line, featuring their famous

track Thirty Incomingand lots of beautiful black and white

time-lapse shots of Shanghai.

作品規格

2012 | B&W | 5’01’’| Non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實驗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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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年加盟羅家文化成為全職攝影師,同時也是羅家文化旗

下延時攝影品牌“中國定時拍攝”的首席攝影師。劉佳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他的旅行風景片在世界範圍內得到認可。他的

延時攝影作品Italian Pavilion榮獲2010上海世博會“My Expo

Movie”競賽特別大獎。

Joined Lost Pensivos Films in 2009 as a full time cameraman,

He is also the lead photographer for China TimeLapse, a

sub brand of Lost Pensivos Films, specialized in time

lapse video production. Liu Jia has travelled all over the

world for both work and pleasure, and his travel

photography and landscape films have a worldwide

following. His time lapse video Italian Pavilionwon the

Special Prize of My Expo Movie competition during the

Shanghai EXPO in 2010.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劉 佳

Liu 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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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演 論

Origin of Species

一場革命，一場演變，一只二十幾億年前的鞭毛蟲戰勝了人言的世界。

細菌寄居在人體內迂回流轉，細胞產生病變，人類的身體解構再重組。

細菌從生物身上逃脫，重新加入到物質解構中，在存在與虛無裏潛行，

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Through a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a flagellate of more than

two billion years ago triumphs over the world we conjecture.

After inhabiting and circulating round the human body at enough

long period of time, bacteria cause cytopathic effects and

eventually led to decomposing and reprogramming of human body.

They detach themselves from creatures and involve in the

circulation of material decomposition, flowing between

nothingness and reality. Everything comes true in a dream, while

everything comes to nothing in the waking world.

作品規格

2013 | B&W | 5’2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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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生於浙江寧波

2009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附中

2013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

2013 年中國美術學院研究生在讀

1990 Born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2009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3 Graduated from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3 Master candidate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劉 毅

Liu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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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包建 Baojian

編劇 Script / 包建 Baojia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包建 Baojian

錄音 Sound / 袁思翰 Yuan Sihan

剪輯 Editing / 雷麗雲 Lei Liyun

美術 Art / 包建 Baojian

出品機構/ ZAZA 包建藝術工作室

製作機構/ ZAZA 包建藝術工作室

我們從未相遇

We’ve Never Met

作品主要是想表達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在靈魂上的孤獨和精神上的空

虛。

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們每天就像某種甲蟲一樣不停的在奔波，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但其實是在不斷的重複著一樣的生活，重複著一樣的工作，

下班回到家後對著電視看著無聊的節目。毫無樂趣。

而另一些人會暗自較勁，期待著看對方的笑話。而這一切努力只是讓

自己得到一件看上去體面一點的外衣。從而進入到另一個無聊的群體。

看似繁華的都市，人來人往，人們無數次擦肩而過，但最終可能誰也

不認識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很淡泊。人們只是年復一年的活著，

直到微不足道的死去。

This film mainly wants to express the loneliness of souls and

emptiness of spirit life of people who live in a big city.

They live like beetles, running and working endlessly, sunrise

and sundown. But actually, everything and everyday are just

repeats. They watch the same silly and boring TV show every day

after work. It is not fun at all, not the least fun.

Moreover, there are some others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hoping

to have a good laugh at the other one. But in fact, all the efforts

they made are just for being a decent person, which can lead them

into another boring group.

In the seeming bustling city where people come and go, we brush

past with numerous guy. But you could know no one in the end,

and you’ll see how indifferent the relationship is. Year after

year, people just live a dull life till the humble death come

to them.

作品規格

2013 | B&W | 8’08’’| Non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實驗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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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包觀陸。定居上海的浙江人。藝術家、設計師。2005 年

創作以“zaza”為名的藝術形象，並開始制做獨立動畫作品。

作品試圖表現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下的中國當代年輕人的迷茫

和生活狀態。作品入選過多個國家的短片電影節和動畫電影節，

並在中國內地各城市以及臺灣，香港，日本東京，倫敦，希臘，

荷蘭，芬蘭等地方舉辦過放映展覽。

Jian Bao is a artist and designer who created artistic

image “ZAZA”in 2005, and started to make the independent

animation film. There’re confused state of spirit and lif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youth under western culture in his

production. He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varies of

Short Film Festival and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Besides,

his production were also put into art exhib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Taiwan, Hongkong, Tokyo of Japan,

Greece, Netherlands Finland, and Londo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包 建

Bao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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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 Script / 吳超 Wu Chao 夏維倫 Xia Weilun

錄音 Sound / 吳超 Wu Chao

剪輯 Editing / 吳超 Wu Chao

美術 Art / 吳超 Wu Chao 張文彥 Zhang Wenyan 林濱

Lin Bin

林靜霞 Lin Jingxia B 譚和平 Tan Heping

黃鬱森 Huang Yusen 冼梓君 Xian Zijun

發 生

Happen

《發生》，一個作者本來意圖、觀者在場感受相互交織、相互分叉的作品。

《發生》嘗試實現一個實驗動畫劇場，，通過多屏動畫影像、聲音、觀者的

選擇性閱讀與重組，喚醒對生命日常細節及其關係的原初的感受力和想像

力。

作品中一場場日常動作的緩慢重複，似乎充滿預兆的儀式，每一個細節的未

來都如同迷霧，難以捉摸；一種種植物生滅的起伏連續，仿佛流水不斷的時

間，每一個瞬間切片都被敘述得無邊無際，使知覺無限膨脹；不受邏輯和時

空限制的、偶然隨意的場景調度安排，又似不可定義的命運，每個生命在意

義的懸絲上搖擺不定，直至一切漸漸隱入黑暗。

作品似乎在無常、無奈、平庸、苦痛中，總伴隨著恒定、遊戲、情趣、歡喜；

在糾纏於文明社會的理性思考中總伴隨著赤裸生命的簡單快感；將抒情、執

著、不由自主和節制、遊戲、冷靜旁觀並置。

HAPPEN is the work which the author original purpose intertwined and

split with the audience present.

HAPPEN tries to achieve a experimental animation, it awakes the

day-to-day details of life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riginal

sensibility and imagination by images, sounds, the viewer's screen

animation more selective reading and restructuring.

A series of daily actions slowly repeat, seems to be full of foreboding

ceremony, the future of every detail just like fog that is elusive.

Ups and downs in a row with a variety of plants of birth and death,

as if running water time, every moment slices were recount endless,

perception of infinite expansion; Without the logic and the space and

time limited, the casual scene scheduling, is like a fate which can’

t be defined, each lif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uspension wire swing,

until it faded gradually into the darkness.

The work seems to be capricious, helpless, mediocre, pain, always

accompanied by a constant, games, fun, joy. In 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entanglement civilization society with naked in the simple

pleasure of life; It puts lyric, persistent, involuntarily, games,

calm and restraint on the sidelines.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22’4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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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生於四川。2000 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2007 年畢業

於法國南錫國家高等藝術學院，獲造型藝術碩士學位。現為高

校專業教師，工作生活於廣州。

主要研究方向為實驗動畫、影像裝置、聲音藝術。作品曾在多

個國內外電影節與動畫節上獲獎與展映，並在多個當代藝術展

上展出。

Born in Sichuan province in 1997. Graduated from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in 2000. In 2007 graduated from the

French Nancy national higher school of the arts,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plastic arts. Presently for the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college, work and life in

Guangzhou.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for the experimental

animation, video device, voice art.. Works are awarded and

screening in a numbe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animation festival , and in a number of

contemporary art on display.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吳 超

Wu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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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周忠源 Zhou Zhongyuan

編劇 Script / 周忠源 Zhou Zhongyua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郭凱 Guo Kai 於吉浩 Yu Jihao

錄音 Sound / 賀益強 He Yiqiang

剪輯 Editing / 周忠源 Zhou Zhongyuan

美術 Art / 翟耀東 Zhai Yaodong 張懿萍 Zhang Yiping

廖雅雯 Liao Yawen

演員表 Cast / 崔英傑 Cui Yingjie

出品機構/ 中央美術學院

製作機構/ 中央美術學院蹤 跡

Trace

在一片城市廢墟上長出的森林迷宮中，老人拖著一條破船，尋找一條

傳說中的河；一群城裏人攜著承重的傢俱行李在荒廢的大地上徘徊、

相遇，而這時，一條不該出現的魚出現了…… 在乾燥的環境裏，人和

魚一樣活得奄奄一息，生命顯現出一種無力的掙扎。迷茫，乏力，活

著的動力僅僅是一些虛無的希望。在另一個時空裏也許才會有別的希

望……

Upon the ruins of the city, there grows a forest. An old man,

with a shabby boat, was looking for a legendary river in this

forest labyrinth. A group of people from the city, wandering with

heavy furniture and luggage, met each other on this deserted land.

In the meantime, there appeared a fish, which is not supposed

to be in this dry environment …like the fish, human beings are

living on the verge of death. The attempt to struggle for survival

is meaningless. Fragile and confused, the only motivation for

survival is some dashed hope. Perhaps there is some hope in

another planet.

作品規格

2013 | B&W | 23' | Non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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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今年於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影片《蹤跡》是作為導演

的第一部實驗短片。

Born in Hunan Province. Graduated from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 Traceis his first experimental short

fil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周 忠源

Zhou Zho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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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寇路陽 Kou Luyang

導演(Director)：寇路陽 Kou Luyang

製片人(Producer)：寇路陽 Kou Luyang

攝影(Cinematography)：寇路陽 Kou Luya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寇路陽 鵬博 Kou Luyang Peng Bo

錄音(Sound)：寇路陽 Kou Luyang

音樂(Music)：朱晨玲 Zhu Chenling

剪輯(Editing)：寇路陽 Kou Luyang

主演(Cast)：懷義 殿武 國盛 俊英 裕美 艾纖等

Huai Yi, Dian Wu, Guo Sheng, Jun Ying, Yu Mei, Ai Xian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鳳凰

Phoenix

影片是對三場看似沒有聯繫的戲劇現場記錄拍攝。三段劇場中，

第一段是在一個古舊戲樓裏戲劇化的燈光下，一位身著中山裝的

老人從板凳上摔在地上，雙手捂著額頭花了許久才蹩腳地從地上

爬起來，離去後又轉身蹣跚到板凳旁。第二段是在一段老牆的兩

側的長鏡頭調度，壯年們奮力拉著繩索，老人們安樂地享受夜晚

的時光。第三段是在一片如仙境般但又透露出荒蕪之感的土丘和

池塘邊。穿民間節日喜慶秧歌服飾的人們，有的裝扮成老虎，有

的裝扮成羅漢，還有坐在旱船上的娘子和划船的公子書生。拍攝

的視角像是他們在彩排中場歇息的場景，一種類似偷窺的視角。

This film is a recording of different settings of three

dramas. The first setting is an old theatre where an old man

in Zhongshan suit falls from a chair. It takes him quite a

while to stand up and limps back to the chair. The second

setting is an old wall by which young men pull rope very hard

and the elder is enjoying the evening. The third setting is

nearby a pond and an earth mound. The people who dress up

with festival clothes play tigers, arhats, brides and

intellectuals. The shooting angle is like peeping.

作品規格

2013 | 7'40'' | Chinese

374

374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影片的構思源自多個戲劇場景作為影像中的敍事元素的嘗試，通過影像剪輯手段和雙視頻空間呈現方式，

使戲劇情節之間產生某種對應，同時也產生某種疏離。開放性的敍事方法使觀眾參與主觀構建，通過個人

的觀影經驗組織自己腦海中的意向。

三個戲劇化的場景經過某個視角記錄成為三段影像。然而這三段影像在不同空間位置，不同時間順序，不

同聲音效果可以產生多少種敍事？這是影像內部的問題，戲劇空間是無法被記錄的。在影片中戲劇化的符

號特徵變成了什麼？符號間的蒙太奇會產生什麼樣的力量？影像主題連續性的喪失抵消掉了什麼？生成

了一些什麼？這些是我要探究的，是我認為有意思的。通過剪輯，一些即興抓拍的甚至是常規來講穿幫的

鏡頭也會在影片中變得合理，並可能產生新的表達。

This is an attempt to use several drama settings as narrative elements. Through editing and two

panels different settings actually respond to one and another. This is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

of video. Drama space cannot be captured. What do the dramatic symbols represent in the video?

What kind of power can the montage of the symbols generate? What can the vanishing of thematic

continuity offset and generat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explore in this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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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路陽，1990 年 10月生於河南平頂山。2013 年 6 月畢業於中

國美術學院。主要創作形式有實驗電影，攝影，裝置和劇場。

Kou Luyang was born in 1990 in Pingdingshan，henan Province.

June 2013 graduated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Main creative forms Include experimental film,

photography, installation and theater.

寇 路陽

Kou Lu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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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等待戈多》 攝影 “中國麗水國際攝影展” 2011 年 11 月 麗水

《臨摹》 影像裝置 “三文魚沒有夏天” 2012 年 5 月 杭州

《他山》 單屏錄影 “有限的知識” 2012 年 9 月 杭州,2013年 3 月 香港

《河上》 單屏影像 “連州國際攝影年展” 2012 年 11 月 連州；“綠盒子：重繪形貌—媒體現

實的空間“ 2013年 1 月 杭州

《一日之計》 定格動畫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2012 年 11 月 南京

2011 Waiting for Godot, Photography “Lishui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Lishui

2012 Copy, Video & Installation “Salmon without a Summer", Hangzhou

2012 Out of Mountain, single-screen video “limited knowledge”,Hangzhou;

March 2013, Hong Kong

A River single-screen video “Lianzhou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2012 Lianzhou;

"Green Box: Redraw topography - media reality space." 2013, Hangzhou

Daily Plan, Animation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2012, Nanjing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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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張一品 Zhang Yipin

編劇 Script / 張一品 Zhang Yipi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張一品 Zhang Yipin

錄音 Sound / 陳雅 Chen Ya

剪輯 Editing / 張一品 Zhang Yipin

美術 Art / 張一品 Zhang Yipin

風 語

Whisper Wind

品影像空間與建築空間中的意象交疊，試圖勾勒出某一時刻日常生活中仰

望“物”所產生的心理圖像。

作品衝動最初源於林風眠畫中的意象，結合林風眠故鄉梅州當地建築特

色：受江水水位的影響，房子常常要在原基礎上進行一些必要的加建，以

維持正常生活。當洪水退去後，在建築外立面上所形成的種種不同規格、

大小不一的各類門窗的拼貼，呈現並還原出人們各個時期的生活場景，形

成一種異質時空的綜合再現。

運用對於“風”這種可感可聽不可見的媒介的演繹，來表達畫家或者說是

每個觀者的心理圖像。裝置中大小不一高低錯落的門窗也同時作為一種自

由觀看的方式任觀者選擇，繼而產生專屬個人的觀察視角和體驗。

The combined image between portrait space and architectural space

in the work endeavors to depict the psychological picture occurs

from objects in daily life.

The compulsion of the work originated from the image of Lin

Fengmian’s painting, which combines with the local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his hometown, Mei Zhou. Affected by the water

level of the river, houses are often expanded with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sustain people’s daily life. When the flood recedes,

the collages of doors and window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size

which form in the outside architectures come to present and revert

the scenes of people’s daily life in distinguished periods, which

form a sort of reappearance of heterogeneous space.

To express the psychological images of painters and every observers,

we take advantage of “wind”, this kind of sensible, audible and

invisible medium. Scattered doors and windows installed in device

are regarded as a disengaged way of viewing chosen by the viewers

as well, which accordingly generate observing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that only belongs to few peopl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B&W | 1'50''

| Non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實驗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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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9 月出生於浙江舟山。

2005-2009 就讀於中國美術學院 動畫系 （學士）。

2009-2012 就讀於中國美術學院 動畫系（碩士）。

Zhang Yipin, bron in China, in Sep. 02, 1986.B.A.

Animation, 2009

China Academy of Art , Hangzhou M.A .Animation, 2009-2012

China Academy of Art , Hangzhou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張 一品

Zhang 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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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張陽傳 Zhang Yangchuan

導演(Director)：張陽傳 Zhang Yangchuan

製片人(Producer)：柯秋菊 Ke Qiuju

攝影(Cinematography)：鐘小靈 王丹 Zhong Xiaoling, Wang Da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柯秋菊 鐘小靈 He Qiuju, Zhong Xiaoling

錄音(Sound)：王丹 Wang Dan

音樂(Music)：張陽傳 王丹 Zhang Yuanchuan, Wang Dan

剪輯(Editing)：張陽傳 Zhang Yangchuan

主演(Cast)：張陽傳 Zhang Yangchua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四川美術學院 新媒體藝術系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MOV

安·所歸

Ann Had To

片子主要內容利用在水裏建房子，再現住過的“家”的每一件物

品，最後“家”又被融化在水裏，從重建到毀滅，代表了我們對

回不去的“家”的一種依依不捨和精神寄託的地方。影片分成三

部分，第一部分通過主人公在水裏找家，不斷地尋覓，有像嬰兒

在羊水裏，在感受母體的溫暖，有噩夢般驚醒的一刹那，有在傾

聽熟悉的聲音；第二部分是在水裏建房子；第三部分是建造的家

被水融化。大膽、浪漫又有點超現實。

This film is mainly about building a house in water. It

represents a home and how the home dissolves eventually. From

reconstruction to deconstruction, it represents our

attachment and nostalgia for the unattainable home.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first part, the protagonist is looking

for home like fetus swimming in womb;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building in water; and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how the home

dissolves.

作品規格

2013 | 8'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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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今天,"人,詩意地安居"已不僅僅是詩人的夢想,而成為了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居住是存在的基本原理或根本

特性。自古以來中國人都有一種故土難離的情懷深入骨髓，不願意背離他鄉，居無定所。作品主要是引用

了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三峽移民大拆遷以後大規模的返流事件來討論關於家，和歸宿感的話題，在經歷了三

峽移民大拆遷之時，我看到故人們抱著傢俱哭天喊地的拒絕政府的挖掘機，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廢墟堆裏撿

回自己沒來得及搬完的殘殼，看到渾濁的江水一步一步的逼近自己的家門，我也看到了整座城市在短短數

月化為炮灰和以滿地蒼穹作為背景新起的高樓。作品中之所以看不到三峽的痕跡，是因為我覺得這已經不

僅僅只是三峽移民才出現的問題，在這個大的社會圈子裏面，在中國傳統的情懷裏面都存在。在片子裏，

我撿起那些爛泥把它捏成每一個有故事的傢俱，而這是徒勞無功的，隨著水的侵蝕會再次融化這一切，剩

下的還是一灘爛泥和一灘渾濁的死水，而從這個行為本身中抽離出來客觀的說，它是荒誕的，可笑的，毫

無意義的。作為一個參與者，片子中的融化坍塌述說了我自己的立場和個人情感，通過這樣一個自己親身

經歷的事件，我看到了人們對家，對歸宿感的一種訴求。

Living poetically is not only the dream of poets' but the spirit of the commo

n pursuit of mankind nowadays. Living is a basic principle or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ence.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Chinese have a kind of sentimentally attached feelings

to homeland, unwilling to leave away from his home. The film mainly refers to my own experience

of the Three Gorges migrants after return events to discuss topic about home,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 after the big demolition Three Gorges immigrant ,I saw people holding furniture crying

bitterly to rejected the government excavators , I saw parents retrieving their residual shell

which have no time to move, I saw the muddy river approaching my own front door step by step,

I also saw the whole city become a rubble in just a few months ,and build new buildings with

the sky as background. The reason why we can’t see the Three Gorges traces in the film, I think,

the issue is more than the Three Gorges migrants, but also in this huge society,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eelings. In the film, I picked up the mud made it into the furniture of

every story , which is prove futile, all this will be melted again as the water erosion ,and

the rest is still a mud and muddy water. From that behavior itself, objectively speaking, it

is absurd, ridiculous, meaningless. As a participant, the melt and collapse in the film tells

people my own position and personal emotion, through such a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event,

I saw people pursue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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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陽出生於 1990 年 2 月。

2013 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

主要參展經歷包括：

2013 年 2 月 作品《歸》 成都“高戈”藝術展

2013 年 6 月 四川美術學院新媒體藝術展

2013 年 6 月 《安·所歸》獲四川美術學院優秀畢業創作獎

2013 年 9 月 千里之行·中國重點美術院校 2013 屆畢業生優秀

作品展

2013 年 受上海《藝術世界》全國藝術高校優秀畢業創作個人

採訪、《安·所歸》作品專訪

2013 年 11 月 上海 OCT 年輕藝術家新媒體藝術展

Yangchuan Zhang was born on February 1990, Graduated from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in 2013.

His main exhibitions include:

February 2013, Back on art exhibition of Chengdu Gaoge

June 2013, New media art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June 2013, Where to Belong awarded Excellent Graduation

Creation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September 2013, The Start of a Long Journey: the First

Exhibition of Outstanding Works by 2013 Graduates from Key

Ar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2013 ，by the Shanghai art world national art college

graduation creation personal interviews, the Where to

Belong is to interviewOctober 2013, Shanghai OCT Young

Arts’ New Media Art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張 陽傳

Zhang

Yang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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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王子月 Wang Ziyue

編劇 Script / 易連 Yi Lian

剪輯 Editing / 胡偉 Hu Wei

美術 ART / 張海深 Zhang Haishen

演員表 Cast / 陳陳陳 Chen Chenchenm 魏臻 Wei Zhen

出品機構/ 江南布衣服飾有限公司

製作機構/ 江南布衣服飾有限公司

低溫

The Low Temperature

影片試圖在真實與虛幻，親密與疏離，幻境與現實等情境中找到一種

對話的可能。在我們熟知的日常和非日常的夾縫中尋求到或許還能挑

動我們對於距離的絲絲感動，正如片中輪番出場的各色人物，彼此保

留他們不為人知的故事，但又帶著這些好奇互相交織，碰撞，呼吸，

直至最終離去，消失，然後繼續。這一切，他們只是彼此的過客而已。

The whole movie endeavored to seek a possibility of dialoguing

in some contexts including real and illusion, intimacy and

alienation, fairyland and reality. Traces of touch from the

distance may occur to us when we search things in the crevices

of the familiar routine and non-routine. Just like different

characters appearing in the movie, every one of them kept their

own unknown secrets. While they still kept curiosity in mind to

melt, collide and breathe and continue until they departed and

disappeared. All of these are just passengers of each other.

作品規格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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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生於江西宜春

2005 年考入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系獲學士學位

2009 年考入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就讀研究生並獲碩

士學位

Yi Lian was born in 1987 in Yi Chun, Jiang Xi province.

In 2005, he was ad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New Media

in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and gained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2009, he was admitted to the Art Faculty of the

cross-media in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and gained his

master’s degre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易 連

Yi 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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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朱昶全 Zhu Changquan

導演(Director)：朱昶全 Zhu Changquan

製片人(Producer)：朱昶全 Zhu Changquan

攝影(Cinematography)：朱昶全 Zhu Changqua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朱昶全 Zhu Changquan

錄音(Sound)：朱昶全 Zhu Changquan

音樂(Music)：朱昶全 Zhu Changquan

剪輯(Editing)：朱昶全 Zhu Changquan

主演(Cast)：唐潮 曹子林 白清文 Tang Chao, Cao zilin, Bai Qingwe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

實驗影像工作室

Studio of Experimental Image, Institute of cross-media

Experimental of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TS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我想像爸爸一樣成功

I Imagined My Father as Successful

本片講述的是兩位男士在閱讀報紙，低聲他們感興趣的標題或句

子。報紙的資訊被打亂重組，使本來雜亂的社會資訊變的很荒誕。

同時主演用身體語言講述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問題。

Two men are reading newspaper. They are reading the titles

and sentence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with a low voice. The

order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ewspaper is disrupted and

re-organized, and the social information originally in

disorder and becomes very absurd. In the meantime, the actors

are talking about the social problems in another form with

their body languages.

作品規格

2013 | 4'14''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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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本片是關於普通人日常生活與報紙資訊的聯繫進行創作的。每日的世界各地大事小事不斷發生，新聞報紙

信息量巨大無比。大多數資訊進入後很短時間內就被人忽略遺忘。留下的也只是些感興趣的還不一定能辯

真偽的資訊。我抽取報紙新聞關鍵字或句子打亂重組，由演員的低聲朗讀製造一個無力的場，主演荒誕的

肢體表演也許是社會生活的縮影。為景別中物體加上文字闡釋使物體帶有一種攻擊性，我認為的新聞也許

就是像闡述日常物品這樣。在影片中分別以多種角度完成此影片的敍事結構。

I created this film through relating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to information in newspaper.

Events happen around the world every day, so information in newspaper is enormous. But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would be forgotten and ignored very soon, and the remained is just what one is

interested in but not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fact from fiction. I selected some key words or

sentences from newspaper, disrupted the order and re-organized them. The actors are reading the

information in a low voice, which makes a powerless field. The actor’s absurd physical

performances could be seen as the microcosm of social life. I added interpreting texts for the

objects in the scene to make them with aggressive nature. I think news might be like stating

objects in everyday life. The narrative in this film is finished in different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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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昶全，1989 年生於山東菏澤，2010 年考入中國美術學院，2011

年 就讀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後進入實驗影像工作室。

現生活工作於杭州。

Zhu Changquan was born in 1989 in Heze of Shandong Province

2010, started studying in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1, started studying in Experimental Image Studio,

School of Intermedia Art, CAA

Currently working in Hangzhou.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1/ 11，參與創作表演《理想國 2：華西村》中國美術學院，杭州

2012/11，第八屆連州國際攝影展 “存在的驚奇”影像單元， 廣東

2013/1 ,《綠盒子·重繪形貌：媒體現實的空間》天鴻美合苑 杭州

2013/ 4,第十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節 , 浸會大學 ，香港

2013/5, “ 一米劇場” 想像力學藝術空間，杭州

2013/4, 動畫作品《蓮花 秧歌》獲第十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最佳動畫獎”

2011/11,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on team of Utopia 2: Huaxi Village,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2012/11, “Surprise in the Existence” Section, the 8th Lianzhou Foto 2012, Lianzhou, Guangdong

2012/1, Green Box: Remapping—The Space of Media-reality, Tianhong Meihe Yuan, Hangzhou

2012/4, The 10th Global Chinese Universities Student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2013/5, One Meter Theater, Imago kinetics art space, Hangzhou

Award

2013/4, animation work, Lotus, Yangko, won the “ Best Animation Award” in The 10th Global Chinese

Universities Student Film and Television Award

著述&評論鏈接

朱 昶全

Zhu Cha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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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王瑞 Wangrui

導演(Director)：王瑞 Wangrui

製片人(Producer)：王瑞 Wangrui

攝影(Cinematography)：王瑞 王林 Wangrui, Wanglin

美術(Production Design)：王瑞 Wangrui

錄音(Sound)：王瑞 Wangrui

音樂(Music)：王瑞 Wangrui

剪輯(Editing)：王瑞 Wangrui

主演(Cast)：王瑞 Wangrui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H.264 QuickTime

氣

PRESSURE III

作品規格

2013 | 2'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導演闡述

《氣 , Pressure III》這件錄影作品完成於 2013 年。時間兩分鐘,前

部分是我站在一組龐大的液化氣罐前悠然自得的吹著氣球,當氣球越來

越大時,我抬起手臂直接摧毀掉它。瞬間, 節奏緊密的氣球爆破聲一聲

聲的刺激著觀者的感官,我重複的在不同的環境下主觀的毀掉著被我吹

鼓的氣球。這其中隱藏的情感不言而喻,回國後的迷茫、焦慮以及對未

來的不確定性，對我而言, 自我情感的無限制壓抑,必然導致我需要用

另外一種方式去釋放。

Pressure III, Video, 2', 2013. It has always been a struggle

trying to make my way through life. The unforeseeable future,

changing environment,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precarious

relationships I hold seem to plague my mind at all times. The

anxiety these issues cause build an emotional pressure inside of

me. The video presented is a phys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invisible pressure and the release I c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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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出生於 1979.1

2012 年獲得美國阿爾弗雷德大學(Alfred University)主修電子

媒體藝術，獲碩士學位,

2009 年獲得中央美術學院主修數字媒體藝術，獲碩士學位

2003 年實驗動畫作品《Line》獲得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實驗類短片

優秀獎

2009 年視頻裝置作品《秤,Scale》獲得 2009 年 WACOM 獎學金大獎

Wang Rui was born at Jan 9, 1979, China.

2012 Graduated from MFA Program (Electronic Integrated Arts),

Alfred University, USA

2009 Graduated from MFA Program (Digital and Multi-Media

arts), School of Design, CAFA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2003 Excellent Prize (Experimental Short Film),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 Movie

Festival, her experimental animation LINE

2009 Win Scholarship of WACOM Prize for Excellent Graduate

Work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參加的主要展覽包括：

2012 年 4 月,《我相信,我能做到;你 應該相信,我能做到》（個展）,

Turner Gallery, Harder Hall Building, Alfred, NY, USA

2012 年 6 月,Present Tense: 來自阿爾弗 雷德大學的錄影與紙

上藝術,魯迅美術 學院美術館,大連

2013 年 3 月 , 雜七雜八-青年一代的視 覺修辭,金雞湖美術館,

蘇州

The main exhibitions include:

2012“ I Believe, I Can Do It. You Should Believe, I Can

Do It.”Turner Gallery, Harder Hall Building, Alfred, USA

(solo exhibition)

2012 Present Tense: Video and Print Works from Faculty

and Students from the Division of Expanded Media, Alfred

University, LAFA Gallery, Luxun Academy of Art, Dalian,

China

2013 The Visual Rhetoric of The Young’s Generation,

Suzhou Jinji Lake Art Museum, Suzhou, China

著述&評論鏈接

王 瑞

Wang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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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白清文 Bai Qingwen

編劇 Script / 白清文 Bai Qingwe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白清文 Bai Qingwen

錄音 Sound / 薛博元 Xue Boyuan

剪輯 Editing / 白清文 Bai Qingwen 高雨亭 Gao Yuting

美術 Art / 白清文 Bai Qingwen

劇務 Grips / 薛博元 Xue Boyuan

燈光 Lighting / 白清文 Bai Qingwen 高雨亭 Gao Yuting

音樂 Music / 寒鷹 Han Ying 張佺 Zhang Quan

演员表 Cast / 张家翔 Zhang Jiaxiang
山

Mountain

我兒時生活的家鄉，城市被兩座巨大的山脈擠壓著。在我的童年生活

中，大山充滿了神秘,我曾經常常幻想著山的後邊會有另一個美好的世

界。現在，我終於有機會把這樣一段童年往事搬上螢幕，作品描述一

個生活在山麓老城區的少年登上自己憧憬的大山，追尋自己的夢想。

然而當他真正站在山頂時，等待著他的卻是一層接著一層的黃土山。

My hometown is between two huge mountains, on the feet of them.

When I was a child, mountains are mysterious to me, and I usually

wondered whether there is another beautiful world beyond them.

Now, I finally got the opportunity to put my childhood memories

onto the screen. This film tells about a young boy, who lives

in an old town on the foothills, tried to reach the summit of

mountain and achieved his dream. When he actually standing on

the top, however, he just saw numbers of loess hills.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16'4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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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生於甘肅蘭州, 2010 年考入中國美術學院,現就讀於中

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是學校“實驗影像工作室”的一

員。曾拍攝錄影作品《忘川》、《一》。在 2013 年參與杭州想象

力學實驗室舉辦的《一米劇場》展覽。

Born in 1989,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Being a

student of the School of Inter Media Art in China Academy

of Art, and one of the members in the “Experimental Film

Studio” in the school. He shot video Wangchuanand Yi. He

also participated the exhibition One Meter Theaterhold by

Hangzhou Imagokinetics Show Room.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白 清文

Bai Qi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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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蔣文勇 Jiang Wenyong

導演(Director)：蔣文勇 Jiang Wenyong

製片人(Producer)：蔣文勇 Jiang Wenyong

攝影(Cinematography)：蔣文勇 Jiang Wenyong

錄音(Sound)：蔣文勇 Jiang Wenyong

剪輯(Editing)：蔣文勇 Jiang Wenyo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avi

我們走在路上談論靈魂時談論什麼？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Soul When

We Walking on the Road?
無數次地走在路上關於現實所見和自己的想像。在現實影像中尋找

非現實的東西。

I have countless walked down the street thinking about the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I try to find out the unreality in

real video.

作品規格

2012 | 18'21''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導演闡述

對自己方向明確卻不知道怎麼走過去，時常在住的周圍閒逛，看到每

天看到的東西，就拍了下來，在路上，感受影像本身，也感受周圍的

生活和事物，尋找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用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表達非現

實的夢境和回憶。

I know the direction but don’t know how to go there. I often

wander near my home, and film the things which I can see on the

street. In the process, I experience the image and the surround

life and objects as well. I try to find things which other people

may not see, and express the unreal dream and memory through

my own experience and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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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文勇，1983 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葫蘆島市

Jiang Wenyong was born in Hulu Dao, Liaoning

Province in 1983.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4 年遼寧省葫蘆島市青年藝術聯展

2005 年中韓藝術交流展

2007 年 7 月參加“動靜”聯展(四合苑畫廊)

2008 年 7 月中央美術學院實驗電影系畢業展,作品獲學院

三等獎.

2008 年 8 月"天安門----光華門,中韓當代藝術交流展"

2009 年 7 月“藝術東北”，青年藝術家聯展

2009 年 9 月 GREEN當代藝術展

2004 Youth Art Group Exhibition in Hulu Dao, Liaoning

Province

2005 China and South Korea Exchange Exhibition

2007 Dynamic and Static Exhibition in Courtyard

Gallery

2008 the Third Prize of the graduating works

exhibition of experimental film department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2008 Tian An Men – Gwanghwamun, China and South

Korea Exchange Exhibition

2009 Northeast Art, Youth Art Group Exhibition

2009 Green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著述&評論鏈接

蔣 文勇

Jiang Wen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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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袁可如 Yuan Keru

導演(Director)：袁可如 Yuan Keru

製片人(Producer)：袁可如 Yuan Keru

攝影(Cinematography)：袁可如 Yuan Keru

美術(Production Design)：燭迷子 Zhu Mizi

錄音(Sound)：施政 Shizheng

音樂(Music)：施政 Shizheng

剪輯(Editing)：袁可如 Yuan Keru

主演(Cast)：不不 燭迷子 王瀟儀 王梓暄 沈灝 宋晨波

Bubu, Zhu Mizi, Wang Xiaoyi, Wang Zixuan, Shenhao, Song Chenbo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中國美術學院實驗影像工作室

Experimental Image Studio, China Academy of Art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翎音

Sound of The Deity

“唱崩山,舞霖雨; 風迴旋,水漣漪”——

影片中的人物如同我精神的鬼魅,我肉身的羽翎;她們遠離塵囂,在

青山浣溪之間,用異化的軀體和即興的肢體行為,尋找自己本源的

能量,去回歸到生命該有的神秘和靈動。

影片由幾個 90後靈修者的舞蹈和肢體表演，進行一場和精神神靈

的對話。

整部影片沒有設定的劇情，只是一次在天地山水間的邂逅，關於

神性、靈魂和自我救贖。

Characters in the film represent the ghosts and goblins in

my mind, and the feathers from my body. Far from the hubbub

and stay in a quiet nature place, they find out the original

energy, return to the mystery and activity of life that

should have from impromptu dance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dance and performance of several post 90’s

spiritualists, the film try to conduct a dialogue with

spirit.

The film has no setting plot, but just about divinity, soul

and self-salvation.

作品規格

2013 | 19'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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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本片中的主演都是我的好朋友，出生于 90 年後，而他們的另一個身份是靈修者，他們打坐、素食和放生，

與精神神靈對話，感悟自己的生命體驗。這也決定了他們的與眾不同之處，他們比同齡人更為獨立、純真

和敏銳，在我們初次認識的時候我就被她們的狀態所吸引，並深受感動——我想是因為和佛的親近而讓她

們的磁場充滿了神秘和靈性的一面。

於是我在和他們相處一個月後拍攝了這個作品，我把他們帶到遠離塵囂的地方，根據他們自己想要的模樣

製作服裝和道具，讓他們在山水中即興本真的發揮，來表達他們當時的狀態——身體和情緒永遠是最富有

感染力的影像語言。而我用相機跟隨，記錄下了這些帶著赤裸、苦行、捆綁或巫術式的片段，原始而鬼魅，

並通過重新剪輯，來展現自己對生命的疑問以及那些自然生成的回答。

Actors in the film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post-90’s. But another identity of them is

spiritualists. They often sit in meditation, eat vegetarian food, buy captive fish or birds and

set them free. And they dialogue with gods, feeling their own life all the time. It determines

their unique place. They are more independent, pure and keen than their peers. The first time

we met I was attracted by their status, and was deeply moved. I think it was because they get

close to the Buddha that makes their magnetic field full of mystery and spirituality.

So I got along with them for a month, and made this film. I took them away from the hubbub, and

according their preferences to making costumes and props, let them have an improvised performance,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al state. Body and emotion is always the most charismatic image language.

And I use the camera to record these naked penance, bundled or sorcery style fragments, and through

re-editing to show their questions about life, as well as those naturally occurring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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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如，1990 年 7 月出生於中國杭州。

2009 年 本科生就讀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

2011 年 進入實驗影像工作室

2013 年 考入本工作室研究生

現生活工作於杭州

Yuan Keru was born on July 14, 1990, Hangzhou Province,

China

2009 BFA, New Media Arts Department,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1 Experimental Image Studio,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3 MFA, Experimental Image Studio, China Academy of Art

Living and working in Hangzhou 袁 可如

Yuan K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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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升旗儀式》,錄影,“出曲陽”裝置藝術展,中國杭州

2011 《夜讀人》,聲音裝置,“夜讀”計畫,中國杭州

《閉》,攝影,麗水國際攝影展,中國麗水

2012 《界/蟲子》,錄影,“有限的知識”,中國杭州

《軌雀》,短片,大聲展,中國北京

《軌雀》,短片,連州國際攝影節,中國連州

2013 《蟲子》《軌雀》《青烏》，錄影/短片，“有限的知識”，香港城市大學

《木蘭辭》《剎那風煙》，劇場短片，“一米劇場”，杭州

“鑽石一代”，香港藝術巴塞爾沙龍，89plus，香港

2010 Raising Flag, Video, “Chu Quyang” Art Exhibition, Hangzhou

2011 Reading You At Night, Sound Installation, ”Reading At Night”, Hangzhou

Close, Image,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Lishui

2012 Limit, Video, “Limited Knowledge”, Hangzhou

Peacock, video, GetItLouder, Beijing

Peacock, video, Lianzhoufoto, Guangzhou

2013 Limit, Peacock, The blue bird, video, “Limited Knowledge”, City U, Hong Kong

Ode of Mulan, Dreaming Life, video, “One Meter Theater”,Hangzhou

“The Diamond Generation”, Art Basel Hong Kong Salon, 89plus, Hong Kong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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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許家玲 Hsu Jia Ling

導演(Director)：許家玲 Hsu Jia Ling

製片人(Producer)：許家玲 Hsu Jia Ling

攝影(Cinematography)：廖捷凱,이미사,許雅婷,許家玲

Liao Jie Kai, Misa Lee, Hsu Ya Ting, Hsu Jia Li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王姿涵 Emily Wang Tzu Han

錄音(Sound)：오홍근, Ricky Yust, 김도연, Jonah Rubash,

Jerzy Rose

（Brian Oh, Ricky Yust, Angela Kim, Jonah Rubash, Jerzy Rose）

音樂(Music)：Yao Chen

剪輯(Editing)：許家玲 Hsu Jia Ling

主演(Cast)： 薑濤,羅雅,蕭國廷,許家玲,CarolinaGonzalez,

Gonzalo Escobar Mora, Sebastian Alvarez

Jiang Tao, Laura Luo, Tim Hsiao, Hsu Jia Ling,

Carolina Gonzalez, Gonzalo Escobar Mora, Sebastian Alvarez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16mm, DV, HD, iphone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iniDV, Digital Betacam

一日

One Day

一個房間、一面牆、一隻拖負殘翼的蝶、一抹伊甸園的吻……女

人在告別前夕，腦中浮現記憶的碎片，將虛實拼貼、重組，隨著

意識流展開一場蛻變的旅程。

A room, a wall, a butterfly with broken wing, and a kiss in

the Garden of Eden…. A woman collects the fragments of

memory that arise in her mind. She interweaves the fantasy

with reality, and by rearranging them, she starts a journey

of metamorphosis under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作品規格

2013 | 21'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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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我喜歡用影像紀錄夢境、紀錄回憶、紀錄平日的行為……而每次完成一件作品，心中總有些糾結：一方面

需要仰賴期限、設定結局，同時卻捨不得她就此打住，畢竟她所表達的“那個我”已經相形遙遠，不足以

描述活生生的“這個我”。某天發呆的時候，過去的影像在眼前排開，包含了從 2008 到 2012 年之間所拍

攝的影片、日常生活的錄像，以及在別人的舞臺上扮演的角色……腦海中，我像翻閱相簿般地反芻她們，

重新排列出一幅成長的軌跡。這次，想帶著她們再往前走，哪怕只是小小一步。

It is a visual diary composed of scripted images, poetry, fragment of performance in theater,

and documentary of personal activity and observation. They were captured during 2008 to 2012

and arranged into a collage that tra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 parents and m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ng and editing the footages, I hope to create an organic way for the narrative

that could keep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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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玲，生長於臺北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法律系雙學士；

芝加哥藝術學院學士（BFA, 2009），主修電影製作與表演。實

驗短片《雲想》曾入圍日本“紀念黑澤明國際短片競賽”，描繪

潛意識裡對婚姻的矛盾感受。作品藉由回憶展開自省的旅程，

讓當下與過去對話，並為既成的歷史做夢，尋找一種超越事實

的真實。

Hsu Jia Ling, born and raised in Taipei, is a Taiwan-based

experimental film and performance artist. She earned a B.A.

with double major in law and sociology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later a BFA degree from 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specializing in film,

video,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filmmaking,

she embraces the bewildered inner state of mind, and

conveys both her desire and struggle for love and freedom.

Her works explore the synergy between image and sound that

bridges the presence and memory as well as the sensibility

and fantasy.

許 家玲

Hsu Jia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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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3 On the Way，導演

2009 I Am， 編劇、製作、導演、音效設計

2009 How I Learned to Fly，編劇、製作、導演、演員、剪接、音效設計

2010 “加拿大國際電影節”電影製作優等獎

2009 “More Than Intimacy--芝加哥大學 台灣學生電影暨動畫展”

2008 Best Wishes （雲想）編劇、製作、導演、演員、剪接、音效設計

2009 “More Than Intimacy - 芝加哥大學 台灣學生電影暨動畫展”

2008 “紀念黑澤明國際短片競賽”日本

2008 “芝加哥藝術學院影展”第二名

On The Way (2013)

Director, Cinematography, Editor

I Am (2009)

Producer, Script, Director, Performer, and Sound Design

How I Learned to Fly (2009)

Producer, Script, Director, Performer, Editor, and Sound Design

Best Wishes (2008)

Producer, Script, Director, Performer, Editor, and Sound Design

536 W. Addison (2006)

Director, Cinematography, Performer, Editor

Portrait #002 (2006)

Director, Performer, Editor, Sound Design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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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譚荔潔 Tan Lijie

導演(Director)：譚荔潔 Tan Lijie

製片人(Producer)：譚荔潔 Tan Lijie

攝影(Cinematography)：譚荔潔 Tan Lijie

美術(Production Design)：倪小語 譚荔潔 Ni Xiaoyu Tan Lijie

錄音(Sound)：譚荔潔 Tan Lijie

音樂(Music)：白水 Bai Shui

剪輯(Editing)：譚荔潔 Tan Lijie

主演(Cast)：陳嵐圓 譚荔潔 周玉鉉 唐潮 Chen Lanyuan, Tan

Lijie, Zhou Yuxian, Tang Chao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中國美術學院實驗影像工作室

Experimental Video Studio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廿二

22

試圖從影片中描述現階段年齡狀態，以及在擔憂的一些遙遠且荒謬的

事。一個女孩和一位老婦：女孩——花一樣的年紀，不倦地在尋找一

種窒息的狀態，直到出現了幻覺。老婦——像是從科勒惠之銅版畫走

下來的飽經滄桑的藝術品，她憂傷地自言自語，不知道在等待著誰地

歸來。

The film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state of a certain age and

anxiety about some ridiculous things in the future. A girl in

her puberty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suffocative state until

she has illusion. An old woman like an art talks to herself sadly

and waits for someone coming back.

作品規格

2013 | 3'4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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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 1991 年深圳。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系實驗影像工作室在

讀生。2012 合作作品《世界》獲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最

佳創意獎（劇情片）”；作品《蠟》入選首屆深圳獨立動畫雙

年展競賽單元。

Born in Shenzhen in 1991.

Studying at China Academy of Arts, experimental image

studio, cross-media Department. Her collaborated work

The World won the Best Creative Award (Fiction Film) of

Universities Student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Awards in 2012.

Works Wax was selected by Competition Section of the

first Independent Animation Biennale of Shenzhe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譚 荔潔

Tan 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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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賣賣 Mai Mai

導演(Director)：賣賣 Mai Mai

製片人(Producer)：賣賣 Mai Mai

攝影(Cinematography)：賣賣 Mai Mai

剪輯(Editing)：賣賣 Mai Mai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video file

五部昆蟲默片

Five Silent Films about Insects

透過昆蟲，我們能看見自己：日常，生死，政治。

From insects, we can see ourselves: daily life, death, and

politics.

作品規格

2012 | 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我陸陸續續拍攝了一些關於昆蟲的短片，這些短片有的經過設計，有的

隔了很久直到再次觀看的時候，發現其內在的一些可能的意義。尤其在

把這五個短片組合排列在一起之後，一些新的意義又凸顯出來。

I shot some short films about insects one after another, some of

them have been designed, and some haven’t. Sometimes I got back

to them and watched them again. New meaning comes. Especially

after the combination arrangement of these five clips together,

some brand new meaning 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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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賣，電影編劇、導演，實驗音樂人。

原名李曉亮，1982 年出生於江蘇徐州，2002 年進入上海戲劇

學院，學習戲劇影視文學，2006 年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

Mai Mai, film screenwriter, director, theater artist,

experimental musician.

Formerly known as Li Xiaoliang, 1982, was born in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In 2002, he admitted to the Shanghai

theater Academy, graduating BA in 2006.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1 《膽小鬼們》劇情/記錄短片。入選第六屆北京獨立

電影展（BIFF 6th），第八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CIFF 8th）、

以及歐洲三大短片電影節之一的芬蘭坦佩雷短片電影節國

際競賽單元。

2012 《子非水母：八分鐘約會》2012，實驗短片,錄影裝置。

2012 《五部昆蟲默片》，實驗短片。

2012 《桃花源：厭世解決方案》2012，劇情/記錄/實驗短

片.入選第九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CIFF 9th）

2011 "Four cowards" short film, writer \ director \

music. This short film selected by 3 film festivals:

The Six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BIFF 6th);

the Eigh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CIFF 8th);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the 43th Tampere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2013.

2012 “You are not jellyfish：Speed dating”2012,short

film/video art.

2012 “Five silent films about insects” 2012, short

film.

2012 “The peach blossom land: for a rich man”2012,

short film. selected by the 9th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CIFF 9th)．

著述&評論鏈接

賣 賣

Mai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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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遊正裕 Yu, Cheng-Yu

導演(Director)：遊正裕 Yu, Cheng-Yu

製片人(Producer)：遊正裕 Yu, Cheng-Yu

攝影(Cinematography)：遊正裕 Yu, Cheng-Yu

音樂(Music)： 李婉菁 Sandra Li

剪輯(Editing)：遊正裕 Yu, Cheng-Yu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 H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 DVD,AVI formate file

想我這男身

My Male Body

於是我就男人了

我就眼、耳、鼻、舌、身地

男人了

可是心裡還有一個孩子，沒有性別

在心之暗角佇立

他眼角淌著淚，安靜而沉默

渴求愛

於是他創造了一個父親

一個玩具般陪伴他的父親

同樣安靜而沉默

在他潦潦草草就結束了童年

在他倉倉皇皇就開始了少年

當他長大，慾望的玩具成為戀人

與鏡子─

他要繼續長大再長大成為同樣的男身

然後愛上鏡中的自己

And then, I become a man

I was grew by eye, ear, nose, tongue, and body to

be a man

but there is a child in my mind, no gender

It stays at the dark corner of my hear

It tears, is peaceful and silent

It eager for love

so it created a great father

a kind of daddy like toy strung along with it

the same as peaceful and silent

It ends its childhood without concern

It starts its teenager in a hurry

When it grew up, its Toy as desire became a lover

and a mirror

It wants to go on gowning to be a male body like

its father

and then fell in love with itself

作品規格

2012 | 3'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詩人醫師陳克華在《善男子》詩集裡的《想我

這男身》這首新詩談的是作者對同志身分認同

的體驗，但在我的延伸閱讀裡，其實比較像一

種信仰，一種陷入癡狂的北京流浪漢面對毛主

席的信仰關係。

Chen Kehua is a poet and Doctor, in his poem

collection "Good Man" there’s a poem which

title is Think about My Man's Body. This new

poem is about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f gay

identity. But in my extended reading, the

fact more likes a belief. A fall crazy

wanderer in Beijing faced to be relating

with Chairman Mao'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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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遊正裕 Yu, Cheng-Yu

導演(Director)：遊正裕 Yu, Cheng-Yu

製片人(Producer)：遊正裕 Yu, Cheng-Yu

攝影(Cinematography)：遊正裕 Yu, Cheng-Yu

音樂(Music)：李婉菁 Sandra Li

剪輯(Editing)：遊正裕 Yu, Cheng-Yu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DVD,AVI format file

尋找三叔

Looking for Myself, I guess

三叔一直是家族裡一位神秘人物，16歲即隻身投入傳說中的臺北夢土，在那個壓抑的 60年代，他與家人疏

離，沒有人知道他哪來的勇氣決定自己離開這令他失望的世界。我在三叔離世之後出生，也在差不多的年紀

離家來到臺北追尋夢想，10 多年來跌跌撞撞，我逐漸可以體會，三叔一個異鄉人必須面對的宿命與孤獨感……

My uncle has been a mysterious figure in our family. He ran away from home and roamed about for

16 years old in Taipei alone .For that depressed 1960s, Uncle did not keep in touch with his family,

no one knew why he was easy to decide to leave this disappointed world. I was born after the death

of my Uncle, and also came to Taipei to look for my dream in the same age, stumbled over a decade,

I can understand my Uncle gradually - a stranger must face the destiny and loneliness in the strange

land...

作品規格

2012 | 9'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

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已經習慣一個人的生活，在擁擠的臺北城，我總是特別關注跟我一樣落單

的身影。每到過年，總是家人們回顧過去一年的甘苦，在那個肅殺的戒嚴

時代，16 歲的三叔懷著失學的苦悶，一個人在臺北找尋生存之道，儘管外

面的街車繁華喧囂，三叔始終孤單一個人，不跟親朋好友連絡。在臺北一

個人生活 10 多年的我，其實也習慣性一個人宅在家裡，活在網路世界。我

們不喜歡擁擠的城市，卻又離不開城市。我始終不相信失學的苦悶可以給

三叔這麼大的勇氣。雖然我不曾跟他謀面，他俊美的臉龐卻常常在夢裡浮

現。於是，我開始在城市裡，尋找每個落單的身影，希望有一天可以偶然

遇見他……

I was used to live alone in my life in the crowded city. I have always

paid specially attention to many solitary figures on the street.

In that Martial law era, my uncle roamed about and looked for survival

alone in Taipei. He did not conta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I stayed

In Taipei for over 10 years. In fact, I was used to be alone and always

stayed at home all day long to depend on the online world. We did

not like the noisy city but couldn't live without city.Though I have

never met my uncle, his handsome face was often emerged in my dream.

So I started to watch and search for each solitary figure. I wish

I could meet him someday occasionally in any noisy city.

407

407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 台灣藝術大學應用

媒體藝術研究所畢

曾任職智威湯遜廣告、上奇廣告、蕃薯藤、

公共電視從事藝術指導、影音多媒體製作，

現為影視工作者，專科學校專任講師。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Master of Fine Art in Graduate

school of applied media. He is a video

and film maker, art designer,

multimedia producer and basic film

education teacher in junior colleg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07短片《我不是臺北人》獲第一屆勞工金像獎短片競賽優

選獎

2007 紀錄短片《依戀羊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第十屆短片大

賽手機短片類入圍

2008 短片《第二人生》第四屆德國科隆錄像影展 CologneOFF4

正式競賽單元入圍、義大利米蘭國際實驗錄像影展入圍，法

國馬賽國際實驗錄像藝術節入圍

2009 短片《帶你去逛街》第三屆兒童人權影展入圍、北京大

學生電影節第十屆短片大賽劇情類入圍

2009《垃圾裡的電影》獲第三屆北京全球華人非常短片影展

最佳劇本獎、第 10屆四川電視節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影展 最

佳編劇獎、2010 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短片競賽最佳編劇

2011 《回首迷途》獲第二屆數位內容加值短片競賽首獎、高

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入圍、北京獨立影像展入選

2007 I am not a Taipei people、Amniotic Fluid

2008 Switch、 the following soul、 These three tobaccos

2009 Dust in the river、 the recycled movie

2011 Back to memories

2012 My male body、 Looking for myself, I guess

遊 正裕

Yu Che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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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正傑 Jay Brown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陳曉歌 Chen Xiaoge

剪輯 Editing / 那穎禹 Na Yingyu

演員表 Cast / 和雪梅 He Xuemei 和恒光 He Hengguang

出品機構/ 麗江工作室

邊寨烽火

Smoke Signals from the Border

原影片《邊塞烽火》拍攝於 1957 年雲南西雙版納州，故事講訴的是 50

年代初期共產黨政權的解放軍部隊團結景頗族頭人，在中緬邊境粉碎

退入緬甸境內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入境反攻的陰謀。

專案的同名作品，即是來自於對這部電影的等比例翻拍。

在影片中，作者感興趣的並非電影中所敘述的故事本身，只是這個電

影契合了作者關注的倆個研究方向:在人類學科和民族學科上關注的

是共產黨政權建國初期的民族識別工作，在歷史學科和電影學科上關

注的是中國十七年電影史（1949-1966）。

The original filmSmoke Signalsfrom the Border is filmed at

Sipsongpanna of Yunnan in 1957, which talking about the

Liberation Army of Communist Party regime solidifies the leaders

of the Jingpo nationality to smash the immigration counterattack

plot of the remaining Kuomintang troops retreated to Burma at

the China-Burma border in the early 50s.

The work of the same title is remade from the original one in

equal proportion. But my interest is not in the story talking

in the film, just because the film exactly fits two researches

I concerned. There is the Work of 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nd the 17 years (1949-1966) history of Chinese

film in History and Film subjects.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0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實驗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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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生於黑龍江省伊春市。以錄影，電影，攝影，現場視頻

（VJ）媒介創作。最近的展覽包括在紐約 LOCATION1 空間和布

朗大學的個展。他的作品在以色列，巴西，荷蘭，奧地利，立

陶宛，美國，加拿大，泰國，德國等地展出。

Na Yingyu, a Chinese artist, born in 1973 in Yichun,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ves and works in Beijing. His

works take the form of video, film, photography and live

video. His recent exhibitions include the solo shows in

LOCATION1 and in Brown University. Na Yingyu has exhibited

extensively in Israel, Brazil, Netherlands, Austria,

Lithuania, USA, Canada, Thailand, Germany and elsewher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那 穎禹

Na Yi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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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金育 Jin Yu 劉鵬 Liu Peng

編劇 Script / 金育 Jin Yu 劉鵬 Liu Peng

攝影 Cinematography / 戴曙明 Dai Shuming

剪輯 Editing / 金育 Jin Yu 錢成志 Qian Chenzhi

美術 Art / 吳厚挺 Wu Houting

演員表 Cast / 葉淩瀚 Ye Linghan 蔣琳 Jiang Lin

朱力 Zhu Li 林晶 Lin Jing 文漉 Wen Lu 賀飛 He Fei

馮飛 Feng Fei 徐世君 Xu Shijun

出品機構/ Whofilm 電影團隊

制作机构/ Whofilm 电影团队

龍涎香

The Ambergris

影片分為三段講述有關龍涎香的故事。第一段是一個漁民去海上尋找

龍涎香。第二段是民國時期一位姑娘要暗殺掉一位自己喜歡的將軍後

取得龍涎香。第三段是在一個島上散發奇異香味，有一個瘋子在那建

立起自己的王國。

The story of the ambergris was depicted in three sections in this

movie. A piscatory who sailed to sea to seek for the ambergris

was the first part of the whole movie. The second part portrayed

a young lad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o managed

to get the ambergris by assassinating her attached admiral.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movie, a maniac established his own kingdom

in a island which diffused a particular spiciness.

作品規格

2013 | B&W | 6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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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出生，現在工作生活於杭州。

Jin Yu, who was born in 1982, now works and lives in

Hangzhou.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 《天鵝絨》

The Velure

著述&評論鏈接

金 育

Ji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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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計

Kong Cheng Ji

《空城計》是一個完全憑藉無意識完成的片子，沒有預算，沒有劇本

和分鏡,也沒有拍攝計畫。描述了過去與現在,並試圖預知未來。

“Kong Cheng Ji” is a film completely with unconsciousness.

There is no budget, script, storyboard or shooting plan. It

describe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ry to predict the future.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4’ | Non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實驗片展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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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居杭州。

2005 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

2008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藝術系

Zhong Su, currently lives in Hangzhou.

Graduated from the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in 2005;

Graduated from the New Media Art Department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鐘 甦

Zhong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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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類型（Type）：實驗 Experimental Film

編劇(Screenplay)：陳映 Chenying

導演(Director)：陳映 Chenying

製片人(Producer)：陳映，華棟 Chenying, Huadong

攝影(Cinematography)：華棟，蘇曉超 Huadong, Su Xiaochao

美術(Production Design)：華棟，蘇曉超 Huadong, Su Xiaochao

錄音(Sound)：馬金龍 Ma Jinlong

音樂(Music)：“金剛經”頌文 The Diamond Sutra (read by Faye Wong)

剪輯(Editing)：陳映，華棟 Chenying, Huadong

主演(Cast)：陳祈充，何曉璿，曹直美

Chen Qichong, He Xiaoxuan, Cao Zhimei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Sint-lukas Film Production

(比利時聖盧卡斯電影製片部)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或 blu-ray雙魚座

PISCES

這是一個游離在現實與虛幻之間的故事

夜晚，某醫院的急症室裏正在為一名女子急救，與此同時，一名

年輕男子悠閒地走在深圳的街頭天橋，突然感到胸口一陣劇痛，

倒地不起。

自此之後，男子感到自己的記憶甚至身邊的人與事物都發生了奇

妙的變化。白天，他對一個女孩講了一個關於魚跟海的故事，可

女孩卻問了他一個奇怪的問題，接著他去了醫院，可醫生告訴他

這已經是他第二次來做相同的檢查，夜晚，他帶了櫻桃去女孩家

裏，可女孩告訴他她從來就沒吃過櫻桃，深夜，他走進了牆的另

一邊……

原來，魚跟海的故事尚未講完……

影片最後的 4.5分鐘的經文朗誦，是無聊還是感動？

Night, a young man suddenly fell down in the street by a heart

pain, after it many things began to happen and change.

He felt something, he met someone, he talked a long story

about sea and fish, and after all he broke into a space and

heard a voice:

- Are you watching at me? Or I’m just watching at you?

The rooms on the stage, the scenes in the reality, what's

the real and, what's not real?

Or maybe there is no 'real' or 'not real' at all? What about

the doctor? The fishes? And the water and cherry?

4.5 minutes woman's recital at the end, being touched or

being bored?

作品規格

2012 | 31'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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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1 魯汶國際電影展（IKL），

2012根特 OFF-OFF 藝術影院實驗電影展

2012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Het Grote Ongeduld!

XTRA” 實驗視覺藝術展

2013瓦倫西亞中長片電影展實驗電影單元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此片是我的碩士畢業作品，也是我的個人代表作。

在創作上我從不刻意地去追求某種手法或者實驗效果，整個創作過程相對比較即興，很多人覺得我的東西

很實驗或者很藝術，在此我想表明我個人從不給自己的作品去定義什麼，當我想到什麼覺得有意思我就會

去做，當然我會有我自己的邏輯，方式及風格，我會盡我可能在我所能及的範圍裏去完成它完善它。

在我看來當我們刻意去思考一個創意的時候往往出來的創意都很難真正讓自己滿意，我覺得藝術就是真實

的東西，而真實與否跟現實與否沒有關係，對我而言真實與否得看真誠與否，只要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東

西就是真實的，很多畫家的畫很抽象，但是那就是畫家在畫畫時當下的一種感覺一種情緒，不管它是具象

還是抽象，只要是能表達作者當時的心境，那就是真實的，那就是我所謂的藝術，所以生活中有多少真誠

就有多少藝術，真正的藝術創作是來自個體真實的經歷，體驗及感知，也許那就是一種感覺，對於一部作

品來說那就是靈魂，這就是我一切作品創作的基礎。

I never gave any subjects or definitions of my films before I started, actually neither after.

What I think what I do, I don’t know what exactly it will be but I know very well what kind

of things or rather the feelings I wanted. I don’t have much word of “Pisces”; maybe the best

words should be left to the audiences, whatever what they got from this film, that’s all the

real parts of this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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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於 1980 年 2 月生於南京。1989 年隨父母移居深圳。2003

年遠赴歐洲比利時

2004 年考入比利時 Sint Lukas 藝術學院電影系電影導演專業

2009 年獲得比利時 Sint Lukas 藝術學院，故事片電影導演，

本科學位

2011 年獲得比利時 Sint Lukas 藝術學院，電影導演，碩士學

位

Chen Ying was born in 1980 Nanjing China. Chen Ying

graduated from Sint-Lukas Brussels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he got her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 both

of Film Director in 2009 and 2011.

So far she’s the second Asian who got the Film Master

degree from Sint-lukas Brussels.
陳 映

Chen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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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2 年正式出品 | 自編自導 | “PISCES"/“雙魚座" | 實驗劇情電影 | 31分鐘 | 拍攝地深圳 |

首映： 2011,10 月布魯塞爾 Beausschouwburg 藝術中心影院金色大廳 由 SINT-LUKAS FILM PRODUCTION

2012 正式出品

入選：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2012 “Het Grote Ongeduld! XTRA” 實驗視覺藝術展

魯汶 2011國際電影展（IKL），根特 OFF-OFF 藝術影院 2012實驗電影展

瓦倫西亞 2013中長片電影展實驗電影單元

2010 自編自導自剪 | “ASYLUM"/“精神病場" | 實驗視覺電影 | 製作於布魯塞爾 |

首映： 2010,1月布魯塞爾 Beausschouwburg藝術中心影院金色大廳

入選：法國 Lanquedoc roussillon cinema 2010 藝術影展

法國Montpellier的“soirée Flare”2010 現代視覺藝術展

布魯塞爾 NOVA藝術影院 2010放映

西班牙視覺先鋒藝術家 Dora Garcia 巴賽隆納個人視覺藝術展

比利時先鋒視覺藝術家 Herman Asselberghs收藏

2010 “The Passengers” | 90分鐘紀錄片| 擔任導演助理 | 拍攝地點比利時 |

此片由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資助，首部關於比利時華人的記錄片，在多個歐洲影展上放映。

首映： 2010,10月比利時魯文大學影像館

入選：Millenium 2010 國際紀錄片影展

根特 2010電影節紀錄片單元展

So far she’s the second Asian who got the Film Master degree from Sint-lukas Brussels.

Her Representative experimental film “Asylum” was premiered in Brussels Beursschouwburg

cinema 2009 by Sint-lukas film Production, and presented in France “soirée Flare”Audio-Visual

art exposition 2009, France Lanquedoc roussillon cinema projecting 2010, personally collected

by the well-known Spanish audio-visual avant-garde artist Dora Garcia. Her last film “Pisces”

was pre-premiered in the Leuven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2011 while she haven’t done

the whole editing of it, in 2012 Chen Ying finished the whole editing of this film and officially

released by Brussels Sint-lukas Film Production. So far it was already selected and projected

in several European film expositions which including the old history Gent OFFoff art cinema

from Belgium in 2012.

著述&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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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陳晶晶 Chen Jingjing

導演(Director)：陳晶晶 Chen Jingjing

製片人(Producer)：陳晶晶 Chen Jingjing

攝影(Cinematography)： 陳晶晶 Chen Jingji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陳晶晶 Chen Jingjing

錄音(Sound)：陳晶晶 Chen Jingjing

音樂(Music)：陳晶晶 Chen Jingjing

剪輯(Editing)：陳晶晶 Chen Jingjing

主演(Cast)：楊政 Yang Zhen

製作機構(Production Company)：中國美術學院

China Academy of Art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呼吸

Breathe

整個片子圍繞“與孔雀散步”展開的，我試圖將這個雌性的孔雀

歸咎與這些空靈裏，它似歸塵，似放恣，最終歸向於人們，他以

行走來獻媚，來反抗。它終究還是停留在原處呼吸。

Entire film starts around "with peacock walks", and I tried

to blame the female peacock with these ethereal years. It

‘s like dust, like indulgence eventually turning for people

to walk to flatter him to resist. It is after all still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to breathe.

作品規格

2013 | 5'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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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呼吸》這個片子，是我在三年級去紹興上虞的一個國慶寺廟，為期兩周的體驗後，獲得的靈感，為之創

作的一個片子。該片子的核心點，圍繞“與孔雀散步”展開。我想通過多螢幕的形式，來打破空間的敍事。

通過“雲霧”“馬桶”“枯枝”“面雕”這些符號來異化當下我的情緒。我不想直接對孔雀這個符號直接植

入，我在片子中拋離舞蹈部分，我想通過行走的肢體語言來表達反思。片子多為空鏡頭，這些靜謐的鏡頭

與“雌孔雀”構成，空間上的博弈。我著迷於影像的儀式感，因此，我沒有刻意去在情節上的把關，而是

想通過，這只“雌孔雀”來表達對當下景觀的沉思。

I was in third grade to a National Day temple Shangyu, Shaoxing. Two weeks after the experience,

I got the inspiration about Breathe. The film's central point begins with "walk with peacocks".

I want to use multiple screens to break the form of narrative space. The "cloud", "toilet",

"deadwood", "face carved", these symbols alienate my emotions. I do not want direct implantation

of the symbol peacock. I stripped dancing part of the film. I want to walk through body language

to express the reflection. The film is made up of mostly scenery shots. The shots of these quiet

scenes and "female peacock" are composed into a space game. I am fascinated by the images of

ritual sense, so I did not bother to check in on the plot, but would like to pass this "female

peacock" to express views on the current contemp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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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晶晶

1992 年生於福建福州，

現大三學生

2010 年考入中國美術學院圖像與新媒體系

2011 年進入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

2012 年進入跨媒體藝術學院實驗影像工作室

Chen Jingjing was born in Fuzhou, Fujian, 1992, is a junior

in university

2010 admitted to the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New

Media Department of the image

2011 to enter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ross-media Arts

2012 Art 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images into

cross-media studio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代表作品：2010,《建構》，紙本繪畫

2011,《基督天國》裝置錄影

2012,《詩歌劇場》錄影

2013《呼吸》錄影

群展

2010年參加中國美術學院基礎部留校作品展，杭州，浙江

2012年參加“理想國”之夜，杭州，浙江

2012年參加“今天下午著火”杭州，浙江

2010, "construction", Paper Painting

2011, "Jesus heaven" recording device

2012 "Poetry Theatre" Video

2013 "Breath" video

2013 " Room is theater" Photography

Group Exhibition include:

2010 to participate in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Basic stayed exhibition, Hangzhou, Zhejiang

2012 to participate in "Utopia" night, Hangzhou, Zhejiang

2012 to participate in "fire this afternoon," Hangzhou,

Zhejiang

著述&評論鏈接

陳 晶晶

Chen Ji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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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陳曦 Chenxi

導演(Director)：陳曦 Chenxi

製片人(Producer)：陳曦 Chenxi

攝影(Cinematography)：陳曦 Chenxi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陳曦 Chenxi

音樂(Music)：陳曦 Chenxi

剪輯(Editing)：陳曦 Chenxi

主演(Cast)：呂雲哲 陳小廣 Lv Yunzhe, Chen Xiaoguang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HD1080i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DVD

年年有餘

liberation day

城市邊緣的河。一群人在岸邊等待著通往城市的船，而在河床上坐船

的人則想儘快靠岸停止 漂泊。

The river which is located beside the city. A group of people

waiting for boats to the city on the shore. People who on the

boats are eager to pull in to shor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stop

wandering

作品規格

2012 | 5'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2013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本片拍攝於 2011 年 6 月，正值畢業之前。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狀態是

片中要離開船的人（即，在河上漂泊著。）2012 年底，離開原有的工作

單位，將素材整理剪輯完成。

This film is filmed on June, 2011, just before graduating from

school. I suddenly aware my condition is same as the people on

the boat in the film.

In the end of 2012, I left my former work unit, and continue

finishing editing this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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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曦，1987 年生於河南，2011 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電影與影像

藝術工作室。畢業後供職于旅遊衛視，從事欄目導演職務。於 2012

年底離職。現自由職業。

Chen Xi was born in Henan Province in1987. In 2011, he

graduated from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Film and

Media Arts department. After graduation, he worked as TV

director in Travel Channel. At the end of 2012, he quit his

job and became a freelance.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曦

Chen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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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曲科傑 Qu Kejie

編劇 Script / 陳軸 Chen Zhou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陳曉蒙 Chen Xiaomeng 於堯 Yu Yao

錄音 Sound / 範文瑞 Fan Wenrui 王倜 Wang Chou

剪輯 Editing / 陳軸 Chen Zhou

美術 Art / 陳軸 Chen Zhou

演員表 Cast / 魏選中 Wei Xuanzhong

馬志強 Ma Zhiqiang 馬志勇 Ma Zhiyong

出品機構/ 魔金石空間

製作機構/ 魔金石空間
I am Not Not Chen Zhou

這是一個由多位“陳軸”分裂在一起的影片，這些“陳軸們”來自他

在朋友身上的投射，那些與身邊的藝術家好友：李明，李然，尉洪磊

的真實對話，發生在生活中的“陳軸式”的對話，被一對雙胞胎（兩

個一樣的陳軸）演繹。那個大街上偶遇的穿白色衣服的瘋子，在片中

的即興表演，像是一個不可控的內部的陳軸。那個虛擬的傑克，甚至

是戈達爾，那個“偶像化的陳軸”。所有這些“碎片”拼合成了一場“悲

傷的葬禮”。更是一面赤裸的鏡子，讓你在看到影片的同時看見你心中

的那個“陳軸”。

This is a film which is made from multiple cut-and-spliced

versions of ‘Chen Zhou’. The creations of ‘Chen Zhou’ are

derived from his projections on his friends. By using examples

of authentic conversations with artist friends nearby such as

Li Ming, Li Ran, Yu Honglei, they explore his daily life, a ‘Chen

Zhou’ form of dialogue, which is then interpreted by two twins

(the same Chen Zhou). A maniac dressed in white and met on the

street by chance carries out an improvised performance during

the film – he is like the uncontrollable Chen Zhou inside. The

fictional Jack, and even Godard conveyed iconographic versions

of Chen Zhou. All of these fragments were spliced into a sorrowful

picture of a ‘burial’. More accurately speaking, it is more

like a bare mirror that helps you to see both the film as well

as a ‘Chen Zhou’ that could be somewhere in your heart.

作品規格

2013 | Color | 67'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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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出生於浙江,目前工作生活在北京。2009 年獲中央美術

學院數碼媒體藝術系學士學位。從事電影和當代藝術創作。陳

軸的創作時常陷入某種帶有孤獨感的絕望之中,對個體身體的

強暴始終是陳軸關注的主題,這也決定了他作品中的悲觀基調。

He was born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1987 and now he works

and lives in Beijing. He got his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Art Faculty of the Digital Media in Central Academic

of Fine Arts in 2009. His works are tend to be in solitary

desperation. Personal violence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part of his focus, which decides the pessimistic chord in

his works as well.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陳 軸

Chen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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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雷磊 Lei lei

編劇 Script / 雷磊 Lei lei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雷磊 Lei lei

錄音 Sound / 馮夢 Feng Meng

剪輯 Editing / 雷磊 Lei lei

美術 Art / 雷磊 Lei lei

音樂 Music / 張安定 Zhang Anding

照片回收

Recycled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從北京附近的垃圾站回收老百姓丟棄的相機膠

捲，多達五十萬張左右的 35 毫米彩色膠片記錄了過去三十年首都老百

姓的居民生活。

我們從中選擇了三千張左右的照片製作為動畫。

In recent years,we collected abandoned films in the scrap

stations around.Up to almost 500 thousand 35 mm color films

recorded people’s lives during past thirty years.We chose 3000

of them to make an animation.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5 ’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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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動畫導演，多媒體藝術家。2010 年渥太華國際動畫最佳動

畫短片獎。作品曾獲 2013 年荷蘭國際動畫節最佳動畫短片獎，

捷克國際動畫節最佳實驗動畫片。

Lei lei is an independent animation director and

multi-media artist.2010 Ottawa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Best Short Animation.2013 Netherland I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Best Animation.Czech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Best Experimental Short Animation.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雷 磊

Lei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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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Screenplay)：韓婧 Han Jing

導演(Director)：韓婧 Han Jing

製片人(Producer)：韓婧 Han Jing

攝影(Cinematography)：韓婧 Han Jing

美術(Production Design)：韓婧 Han Jing

錄音(Sound)：王浙輝 Wang Zhehui

音樂(Music)：王浙輝 Wang Zhehui

剪輯(Editing)：韓婧 Han Jing

主演(Cast)：周統政 王閩南 侯劍威 Zhou Tongzheng，Wang

Minnan，Hou Jianwei

拍攝格式（Shooting Format）：mov

播出格式(Screening Format)：mov

葉埠梧橋

Looking for Her in Vain

整個以霧氣環繞的樹林作為片子的序幕從而拉開一系列人物之間

的關係，音樂也以相同的節奏走完整片。利用兩個反差較大的時

空和造型來構建一個跨度，試圖講述自找煩惱的自我躲避，遇見，

猜測，以及到最終矛盾激發後的自我面對與解脫。

As the prologue of the film, a grove full of mist appears

to lift the veil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 series of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background music

accompanies the whole film synchronously. This film uses two

extremely different spaces and modeling to construct a span．

And from the span, the film tries to use three different

actors to express one person’ mental activity．From the

person’s hiding from himself as a result of his self-imposed

troubles, to the later meet, guess, suspicion, and

eventually, the internal conflict break out. The three

different souls has to face themselves and finally get free．

作品規格

2013 | 8'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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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獲獎記錄

2013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評論鏈接

導演闡述

我做這個作品在形式上以雙屏錄影呈現，試圖探索多屏錄影間屏與屏並列互置以及對於下兩個屏之間不可

或缺的關係。多屏錄影決不是畫面的並列呈現，在前期拍攝和後期剪輯時也需要以不同于單屏的方式去思

考，需要提前考慮更多的元素才能做到後期剪輯時螢幕間不可或缺的存在，以及對長鏡頭在片中的重新思

考。

內容上以兩個不同時空和造型貫穿全片，意在表現片中的三個不同形象的演員其實均為一人存在，是自我

的矛盾的不同側面，從前期的猜測，懷疑，熟悉，對峙，自我的逃避再到最後矛盾矛盾碰撞後不得不對自

我進行的面對。

This film is shoot in double channel video way．It tries to explore the screens that placed side

by side among the multi-channel video, and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two screens．

Multi-channel video never just present the pictures side by side．In the early shooting time

and the anaphase of editing，it also need a new thinking 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ought

when you shoot in single channel way．Only to be considered more thorough can it be presented

perfect among the screens during the anaphase of the editing, and make people think the long-lens

views in the film．

In substance, the whole film run through by two different spaces and modeling to express that

the three different actors in the film are just one people’three different mental activities．

From their early guess, suspicion, knowing, struggle and escape, eventually, the internal

conflict breaks out. The three different souls has to face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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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婧，出生於 1989 年， 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學院實驗

影像工作室。現工作居住於浙江杭州。

主要作品包括：《羅克蘭》，單屏錄影 彩色 2011；《夢緣》，單

屏錄影 黑白 2012；《就是這麼個》，單屏錄影，黑白 2012；《葉

埠梧橋》雙屏錄影，黑白 2013

Han Jing was born in 1989.Graduated from the Experimental

Image Studio, School of Cross-media, China Academy of Art.

Now working and residing in Hangzhou, Zhejiang

Major Works include:

Rockland, Single Channel Video, Color, 2011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Single Channel Video, Black and

White, 2012

Just This Way, Single Channel Video, Black and White, 2012

Looking for Her in Vain, Double Channel Video, Black and

White, 2013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2010 鼓浪嶼專案社會實踐與調查，廈門 鼓浪嶼

2012 麗水國際攝影展，浙江 麗水

2012“有限的知識” —— 行走中的影像計畫，甘肅 敦煌

2012 《三文魚沒有夏天》影像裝置展，中國美術學院 地下影棚

2012“離真相有多遠”第八屆連州國際攝影節 廣東 連州

2013“有限的知識”展覽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2013“一米劇場”想像力學 浙江 杭州

2013“上手的青春”中國美院畢業展 浙江 杭州

2013中國美術學院畢業作品銅獎

Social Practice and Investigation of Gulangyu Program, Gulangyu,

Xiamen, 2010

Lishui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Lishui, Zhejiang,

2012

Limited Knowledge - the Walikng Plan of Image， Dunhuang,

Gansu,2012

Salmon Has no Summer Imaging Device Exhibition, Underground

Studio,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2

“How Far Are We From the Truth”The 8th Lianzhou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Lianzhou, Guangdong,2012

The Exhibition of “the Limited Knowledge”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2013

“ One Meter Theater ” Imagination speace Hangzhou ，

Zhejiang,2013

“Master Our Youth”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CAA, Hangzhou，

Zhejiang,2013

Bronze Award of the CAA Graduate Works

著述&評論鏈接

韓 婧

Han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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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 Producer / 楊玉梅 Yang Yumei

編劇 Script / 馬海蛟 Ma Haijiao

攝影 Cinematography / 馬海蛟 Ma Haijiao

錄音 Sound / 楊玉玲 Yang Yuling

剪輯 Editing / 馬海蛟 Ma Haijiao

美術 Art / 馬海蛟 Ma Haijiao

演員表 Cast / 董秉昊 Dong Binghao

出品機構/ 中央美術學院

製作機構/ 中國美術學院實驗影像工作室

如果，我把它忘記

Perhaps, I Forget It

一個樂器，一種藥物，一把鑰匙可能會成為敘事的引子，我要做的是

展現家人和家庭的環境，以期有天它會成為一部非文字的影像傳記。

同時，謹以此片獻給我的家人。

I often start my narratives with a musical instrument, a medicine

or a key to present my family and its environment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come a biography of video rather than words some

day. And this film is dedicated to my family.

作品規格

2012 | Color | 26'06'' |

Chinese

參展&獲獎記錄

CIFF10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

映單元

評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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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6 月生於河北省保定市易縣。

2013 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獲學士學位。

現就讀於楊福東主持的實驗影像工作室，並攻讀碩士研究生。

June 1990 Born in Yixian, Hebei Province, CHINA.

June 2013,Graduated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gained

abachelor's degree;

now studying at YangFudong chaired Experimental Image

Studio,pursuing graduate studies.

作品年表&參展&獲獎記錄 著述&評論鏈接

馬 海蛟

Ma Hai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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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目

中國新銳動畫單元-學生作品

《盲生》/譚程陽

《像我們一樣的人》/龐磊

《花生》/尤婉、耶路

《bird》/朱曉婧、趙超

《DARK CANDY》/薑俊堯

《開飛機的雞》/餘子昊

《最後的家園》/黃卉欣

《失戀的貓》/王一琳

《回憶回憶的回憶》/王善揚

《True Me》/劉子佳

《孟薑女》/李詩芸

《隆阿隆，騎馬去海豐》/羅絲佳

《Let it be》/張文彥

《小黃人瑞考特》/肖芝一

《莫爾鎖的一天》/沈佳微

《美院跟前兒》/伊沙貝拉

《兔裁縫》/宋思琪

《謀殺》/吳玥琪

《七日夢》/萬晉玥

《我的蹭課記》/於小青

《TRISTA》/鄧峣祎

《獨裁》/劉保鑫

《喃喃之地》/林銳博

《河神之鼓》/林旭茂

《電梯口》/王若姍

《迷醉》/劉書亮

《奇異生物》/劉書亮

《自畫像》/劉書亮

《Handi & V》/範緯

《The Last Key》/王迪

《See Life》/李子翬

中國新銳動畫單元-工作室作品

《挖坑》/侯濤

《入學考試》/唐伯卿

《鞋》/毛啟超

《閃耀》/何潔、蔣海明

《夏花》/何潔、蔣海明

《聖誕老人野史》/北緯 39 度工作室

《蛇年吉祥》/北緯 39 度工作室

《自食其果的猴子》/Edsenses

《櫻絆》/seenvision

《卡》/seenvision

《nothing happened》/seenvision

《大過龍年》/LXU

《紀念日心情》/LXU

《你不知道的避孕史》/鯨夢文化

《雙面中國人》/鯨夢文化

《大學生就業生存戰》/鯨夢文化

《海岸線上的漫畫家》/好傳動畫

《彎刀大馬賊》/好傳動畫

《短片合輯》/好傳動畫

《貓，女孩和夢》/定格動畫應勳

《十年》/定格動畫應勳

《夢遊動物園》/共玩創意李文靜

《瞌睡熊》/共玩創意陳宏旭

《天籟村 ID 動畫》/蔡雨明

中國當代青年獨立創作人單元

《HAIR》/沈傑

《RUN!》/沈傑

《流水》/沈傑

紀錄片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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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放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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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百工·民間藝術】公益紀錄片影展是臺灣陳悅記傳統文化基金舉辦

的首屆活動，活動地點為上海圖書館，2013 年 12 月 7 日開幕，旨在支持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助學行動。該影展由上海電視臺、東森電視臺、

中國文化促進會協辦。

這次活動希望通過影展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展現傳統文化的無窮魅力，同時

闡述傳統文化傳承的艱辛與困惑，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鳴，一起投身於傳承

和複興傳統文化中來。

活動分為影展區、義賣區和傳統文化展演區。影展之外的活動有竹林古典

生活館的古琴曲表演【愛江山更愛美人】、【臥龍吟】以及琴劍舞【梧葉

武秋風】、【鷗鷺忘機】；上海漢未央傳統文化促進中心的漢服展示；傳

統文化與創新媒體講座等。

網站及網頁鏈接

陳悅記傳統文化基金影展頁面：

http://www.annacf.org/zhuanxiangjijin/c

yjctjj/info/360.html

幽篁裏活動速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18f71a

0101fjpf.html

影展圖片：

http://hanweiyang.cn/yang/dispbbs.asp?b

oardid=2&id=90784

豆瓣同城活動：

http://www.douban.com/event/2040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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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悦记【筑梦百工·民间艺术】影展节目单

1、乾旦路（CNEX）

2、老祖的声音（CNEX）

3、龙船（CNEX）

4、玉扣纸（鬼叔中）

5、老族谱（鬼叔中）

6、疆（HNU School of Design）

7、侗锦织布芦笙记录（HNU School of Design）

8、剪纸（HNU School of Design）

9、幽篁古韵（古琴基金会）

10、苏州木板年画（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博物馆）

11、中华一绝（九州音像）

1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九州音像）

13、脸子（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14、那天（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15、苏州织造官府菜（苏州昆曲见习所）

16、祭红釉瓷艺（新广文化传媒）

17、彰化制香王（东森亚洲台）

18、台湾制墨王（东森亚洲台）

19、圆梦龙舟（东森亚洲台）

20、天灯亮幸福（东森亚洲台）

21、木活字印刷术（温州市北大方印务）

22、东巴文化（传统文化艺术基金）

23、酉歌行之阳戏

24、酉歌行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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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女性影展是一群愛電影的朋友共同發起的，致力於促

進中國全國性女性影像推廣的非營利組織，我們通過展現國內

外女性主義電影藝術，激發更多中國女性主義的討論以及中國

女性主義的影像實踐，讓更多中國人能夠重視女性的影像“書

寫”，加強中國社會的女性意識以及對女性的尊重。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filmsforwomen

Facebook

http://t.cn/z80UKWm

豆瓣小站

http://t.cn/zQI0Yyl

博客

http://t.cn/8k7SX6R

導演肖像

http://site.douban.com/217092/widget/pu

blic_album/1427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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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單元及影片

反性別暴力單元

吳漫《遺書》

丹尼爾•約格《面子》

楊荔鈉《家庭錄像帶》

茶之味：華人女性導演作品精選

陳安琪《三世三生聶華苓》

陳安琪《愛與狗同行》

季丹《哈爾濱·回旋階梯》

季丹《危巢》

楊荔鈉《老安》

何式凝《香港廿二春：師奶列傳》

杜曉雨《豬肉與月亮》

吳漫《一種孤獨》

心之火：第三只眼看世界的朱莉戴許

Julie Dash《愛之頌》

Julie Dash《塵埃的女兒》

Julie Dash《羅莎帕克》

Julie Dash《隱姓埋名》

Julie Dash《另類情人節》

月之暉：女性與身體

我謝京子《母親的包袱，女兒的選擇》

崔明霞《姓越名南》

我謝京子《311 生生長流》

崔明霞《第四維》

島之貝：臺灣新銳導演專題

陳惠美《縱行囝仔》

陳惠美《超越愛》

陳惠美《墨魂》

陳惠美、陳怡妤《當家花旦》

沙之影：香舍麗法國專題

克萊爾·丹尼斯《35 杯朗姆酒》

米婭·漢森-洛夫《我孩子們的爸爸》

Renaud Barret 《勝利終點金沙薩》

克萊爾·丹尼斯《影舞者馬德》

第一屆中國民間女性影展北京站：

【11月 22 日 星期五】 @中間劇場

18:00~19:00 開幕酒會

19:00~21:00 開幕影片：《三世三生聶華苓》（香港/98min）+導演陳安琪

Q&A

【11月 23 日 星期六】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10:30~12:00[論壇] 女性回聲—世界女性導演論壇

主持：薑娟 參與者：茱莉黛許、陳安琪、吳漫、羅佩嘉、廖雯

13:00~15:30《塵埃的女兒》（美國/112min）+導演茱莉·戴許 Q&A

16:00~18:00《姓越名南 》（越南/108min）

19:00~20:20《35 杯朗姆酒 》（法國/100min）

@文津清影放映

13:00~15:00《311 生生長流》(日本/73min)

15:00~17:00《母親的包袱，女兒的選擇》(日本/85min)

【11月 24 日 星期日】 @中間劇場

10:00~12:00[論壇]女影書寫—不只關於女人

主持：張真 參與者：楊惠、呂頻等

13:00~15:00《隱姓埋名》（美國/95min）+導演茱莉·戴許 Q&A

15:00~17:00《第四維》（越南/97min）

19:00~20:00《豬肉與月亮》（26min）+《一種孤獨+ 遺書》（15min+15min）

+導演吳漫 Q&A

【11 月 25 日 星期一】@雜家 Zajia lab

19:00~21:00《危巢》（中國/144min）

【11 月 26 日 星期二】@雜家 Zajia lab

19:00~21:00《勝利終點金沙薩》（法國/80min）

【11 月 27 日 星期三】@雜家 Zajia lab

19:00~21:00《我孩子的父親》（法國/110min）

【11 月 28 日 星期四】@雜家 Zajia lab

19:00~21:00《影舞者馬德》（法國/85min）

【11 月 29 日 星期五】@雜家 Zajia lab

19:00~21:00《35杯朗姆酒》（法國/100min）

【11月 30 日 星期六】 @文津清影放映

13:00~16:00《超越愛》（臺灣/92min）

14:00~16:00《墨魂》（臺灣/78min）

16:00~18:00《縱行囝仔》（臺灣/99min）

19:00~21:00《當家花旦 Prima Donna》/陳惠美 Vivien Hui Mei CHEN /

臺灣 Taiwan/94min

【12 月 1 日 星期日】@ 706 青年空間

13:00~15:00 《愛與狗同行》（香港/98min）

15:00~17:00《愛之頌》（美國/88min）

18:00~20:00 閉幕影片：《老安》（中國/87min）+導演楊荔鈉 Q&A

20:00~21:00 閉幕酒會

438

438 of 542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site.douban.com/205522/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site.douban.com/ucca/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site.douban.com/tsingyingfilm/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site.douban.com/205522/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site.douban.com/124288/
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site.douban.com/143466/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439

439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第一屆中國民間女性影展廣州站：

活動地點：風眠藝術空間、時代美術館、木每茶舍、北京路 225 號歌莉婭生活館、坊間

【11月 28 日 】地點：風眠藝術空間（二沙島 二沙匯二樓）

14:00~17:00 影展開幕+開幕影片《塵埃的女兒》（美，朱莉黛許）展映

【11月 30 日】 地點：木每茶舍（越秀區解放中路 410 號，公園前匯二樓）

14:00~17:00 影片放映+導演交流會：哈爾濱•回旋階梯 /季 丹 /大陸/2009/109 分鐘

19:00~21:30 影片放映+導演交流會：香港廿二春•師奶列傳 /何式凝 /香港/2008/ min/紀錄片

【12月 1日】 時代美術館 一樓展廳

10:30~12:30 影片放映+導演交流會：超越愛 (Transcending Love) /陳惠美/臺灣/2012//92min/紀錄片

15:30~18:30 “女性電影，女性表達”影人交流論壇

【12月 5日】 學而優新港店 四樓

19:00~21:30 電影展映+ 導演見面會：《三生三世聶華苓》

【其它展映活動】

第一單元 反性別暴力單元 【11.28 周四－12.2 周一 】

【12月 2日 】地點：坊 間（地鐵四號線大學城北站，全發商場旁）

19:00~19:15 影片放映：遺書•吳漫 Last Words•Jenny Man Wu /2013/14 mins

19:20~20:00 影片放映：面子/丹尼爾•約格/美國、巴基斯坦 2012/40min/紀錄短片

20:00~21:00 影片放映：家庭錄像帶/ 楊荔鈉 Li-Na Yang/ 北京/

第二單元 沙之影▪法國專題 【12 月 3 日 周二 －12 月 7 日 周六】

【12月 3日 】地點：北京路 225 號歌莉婭生活會館（地鐵二號線公元前站）

19:00~21:00 影片放映：影舞者馬德 (Vers Mathilde)/克萊爾•丹尼斯 Claire Denis/法國/2005/84min/

紀錄片

【12月 4日 】地點：北京路 225 號歌莉婭生活會館

19:00~21:00 影片放映：35 杯朗姆酒 (35 Rhums)/克萊爾•丹尼斯 Claire Denis/法國/2008/100min/劇

情片

【12月 5日 】地點：北京路 225 號歌莉婭生活會館

19:00~21:00 影片放映：我孩子們的爸爸 (Le Père de mes enfants)/米婭•漢森-洛夫 Mia Hansen-Løve/

法國、德國/2009/110min/正劇

【12月 5日 】學而優新港店

19:00~21:00 影片放映 + 導演見面會三世三生聶華苓 (One Tree Three Lives) /Angela (On-Kei)/陳安

琪/香港

【12月 6日 】地點：北京路 225 號歌莉婭生活會館

19:00~21:00 影片放映：勝利終點金沙薩 (Victoire Terminus)/BARRET Renaud, de la TULLAYE Florent/

法國/2007/80min/紀錄片

第三單元 月之暉▪女性與身體 單元【12 月 8 日 周日 －12 月 12 日 周四】

【12月 8日 】地點：木每茶舍 （越秀區解放中路 410 號，公園前匯二樓）

14:00~15:30 影片放映：母親的包袱，女兒的選擇(Mother's Way, Daughter's Choice)/我謝京子/日本

/2009/85min//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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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0 日】 地點：木每茶舍

19:00~21:00 影片放映：311 生生長流 (311-In The Moment)/我謝京子/日本//2011/73min/紀錄片

【12月 11 日】 地點：木每茶舍

19:00~21:00 影片放映：姓越名南 (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崔明霞 Trinh T.Minh-ha/美國

/1989/108min/實驗片

【12月 12 日 】地點：木每茶舍

19:00~21:00 影片放映：

第四維 (The Fourth Dimension)/崔明霞 Trinh T.Minh-ha /美國 2001/87minn/實驗片

第四單元 心之火▪第三只眼看世界的朱莉戴許單元【12 月 13 日 周五 －12 月 13 日 周日】

【12月 13 日】 地點：木每茶舍

19:00~21:00 影片放映：Daughters of the Dust (feature)塵埃的女兒/ Julie Dash/美國 1991/112min/

劇情片

【12月 14 日 】地點：風眠藝術空間

14:00~16:00 影片放映：羅莎帕克/ Julie Dash/美國 2002/97min/劇情片

16:10~19:00 影片放映：另類情人節/ Julie Dash/美國 1999/108min/劇情片

【12月 15 日 】風眠藝術空間

10:30~12:00 影片放映：愛之頌/ Julie Dash/美國 2000/88min/劇情片

第五單元 島之貝▪臺灣新銳導演單元
【12月 15 日 周日 －12 月 18 日 周三】

【12月 15 日 】地點：風眠藝術空間

14:00~15:30 影片放映：墨魂 (Inky Soul)/陳惠美/臺灣/2012/78min/紀錄片

15:40~17:20 影片放映：縱行囝仔 (Trekking the Way Home)/陳惠美/臺灣/2013/99min/紀錄片

【12月 17 日 】地點：坊間

19:00~21:00 影片放映：超越愛 (Transcending Love) /陳惠美/臺灣/2012//92min/紀錄片

【12月 18 日 】地點：坊間（大學城全發市場旁邊）

19:00~21:00 影片放映：當家花旦 (Prima Donna) /陳惠美、陳怡妤/臺灣/2013/ 94min/紀錄片

第六單元 茶之味▪華人女性導演作品專題
【12月 19 日 周四 －12 月 22 日 周日】

【12月 19 日】 地點：坊間（大學城全發市場旁邊）

19:30~21:00 影片放映：老頭 (Old Men) /楊荔鈉/北京/1999/94min/紀錄片

【12月 20 日 】地點：木每茶舍

19:30~21:00 影片放映：老安 (The Love of Mr. An) /楊荔鈉/北京/2007/87min/紀錄片

【12月 21 日 】 地點：風眠藝術空間

15:00~17:00 影片放映：香港廿二春•師奶列傳 22 Springs: The Biography of 22 Married Women/何式

凝/香港/2008/ min/紀錄片

【12月 22 日】 地點：風眠藝術空間

14:30~14:50 影片放映：一種孤獨 Some Sort of Loneliness/吳漫/2012/14 mins

15:00 ~17:00 影片放映：危巢 When the bough breaks /季丹 /2011/110min

17:00~18:00 影 展 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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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國際女性影展 致力於向

觀眾呈現影視敘事中多樣化的女性視角。同時支

持並促進女性導演的影像創作。

首屆北京國際女性影展展映三部不同類型的女導

演的作品，這三部作品也都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

首映。

時間:

2013 年 04 月 19 日 ~ 2013 年 04 月 21 日 每天

20:00-20:30

地點:

北京東城區舊鼓樓大街豆腐池胡同宏恩觀前殿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

http://www.douban.com/event/18646260/

開幕影片放映+ 荷蘭導演薩沙•波拉克見面會：

薩沙•波拉克(Sacha Polak)導演作品

《赫默爾》HEMEL （荷蘭）

展映影片：

曾翠珊導演作品

《大藍湖》Big Blue Lake（中國香港）

閉幕影片：

荻上直子（Naoko Ogigami）導演作品

《吉貓出租》（又譯《租賃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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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北京女性影展活動介紹

首屆北京女性影展於 2013年 5月 25日至 26日在 UCCA舉行。期間展映 6部來自國內外新銳女導演創作

的優秀電影作品。同時影展也邀請影片導演及業界知名嘉賓就電影創作中的女性視角、中國女性電影的發

展、女性導演的參與等話題展開討論，並與觀眾進行現場互動與交流。

參與本次影展的女導演們分別處於不同的創作發展時期，她們中既有剛剛入選“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

並獲得過洛迦諾電影節金豹獎，兼具作家、編劇、導演數種身份於一身的旅英電影人郭小櫓；曾憑《雞蛋

和石頭》在第 41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獲得“金虎獎”的黃驥；初涉影壇便出手不俗的新秀楊明明；也有已頗

具行業資曆的比利時紀錄片導演瑪麗 • 曼迪，以及從電視臺體制內走出的獨立電影推廣人劉姝，她在 2012

年創作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作品《小荷》將作為影展閉幕片首映中國大陸。

透過這些不同背景、國籍的女性導演的作品，本次影展希望將影像敘事中的女性視角呈現給本土的觀

眾，並邀請觀眾與影人們一起參與關於女性電影人創作的討論，從而支持並給更多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

中國本土女性影人的影像作品提供展現、交流的平臺與機會。同時，也希望借由觀影與交流，引發觀眾對

於這些影像作品裏所集中呈現的女性相關社會議題投入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排片表】 2013.05.25 周六 13:00

開幕影片：《三頭鳥村記事錄》（德國，110分鐘）+ 主創見面會

15:30 開幕酒會

16:30《我的乳房——一本治療日記》（比利時，90分鐘）+ 導演瑪麗 • 曼迪見面會

19:00《盲》（比利時，100分鐘）

2013.05.26 周日 14:00 《雞蛋和石頭》（中國，101分鐘）+ 導演黃驥見面會

16:30 《女導演》（中國，42分鐘）+ 影人論壇：電影創作中女性導演的“邊緣”處境（免費活動，憑票入場）

19:00 閉幕影片：《小荷》（中國，90分鐘）+ 導演劉姝見面會

【主辦方】北京女影放映

【聯合主辦】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

les+
【協辦方】比利時王國駐華大使館瓦隆-布魯塞爾代表團

布魯塞爾女性影展

【語言】原聲配中文字幕或翻譯

北京女影放映將舉辦一年一屆的北京女性

影展、定期女性影人作品的放映會、沙龍討

論等活動，我們的使命在於：立足本土、支

持並展現女性導演的影像創作；不局限於性

別，深入挖掘影像中的女性視角；從影像出

發，關注社會女性議題；搭建華語及國際女

性電影與本土大眾間的溝通平臺。

北京女影放映

聯系方式

郵箱：

bjwomens@gmail.com

新浪微博：

@北京女影放映

影展豆瓣鏈接

http://www.douban.com/event/1884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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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栗憲庭電影基金主辦的北京獨立影像展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BIFF）於每年 8月在北京宋

莊舉辦，至 2013年已舉辦十屆。影展涵蓋劇情片、紀錄

片、試驗片等多種形態的華語獨立影像，有競賽單元和展

映單元，並設有國外獨立影像的展映交流單元。

網站及網頁鏈接

LFF栗憲庭電影基金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lixiantingfilmfund

豆瓣頁面 http://movie.douban.com/doulist/2774827/

鳳凰網頁面 http://culture.ifeng.com/whrd/detail_2013_08/22/28908142_1.shtml

http://culture.ifeng.com/gaoqing/detail_2013_08/22/28907814_0.shtml#p=1

北 京 獨 立 影 像 展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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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The 10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展映時間

2013年 8月 23日至 8月 31日

Dates

August 23 -31, 2013

展映地點

天津影迷幼稚園

叢林

深圳圓筒

元典美術館

藍色畫廊

現象藝術中心

96咖啡館

重口味觀影會

Venue

Theater Joker, Tianjin

BUSH DEFINITION

Art De vivre, Shenzhen

Yuan Art Museum

Blue Gallery

FanHALL Center for Arts

96CAFF

Something Weird Cinema

主辦

栗憲庭電影基金

Organizer

Li Xianting's Film Fund

贊助人

毛同強

王子璿

Sponsor

Mao Tongqiang

Wang Zixuan

協作機構

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Collaborator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Taipei Documentary Filmmakers' Union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由紀錄片、劇情片和實驗影像 3個競賽單元、

1個紀錄片展映單元、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同名項目“走進伊朗”單元、

印度尼西亞特別放映單元，以及 4個主題論壇組成，入選影片近 90

部，其中包括紀錄片競賽單元 15部，劇情片競賽單元 22部，實驗片

競賽單元 30部，以及紀錄片展映單元 20部。這些電影於 2013年 8

月 23至 31日在天津、成都、深圳、北京等地共九個放映點聯合放映。

446

446 of 542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The 10th Beiji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所設單元及片目

紀錄片競賽單元

賈之坦《“一打三反”在白雲》

顧桃《犴達罕》

胡新宇《芻狗》

郭海濤《大衛與帕翠西》

叢峰《地層 1：來客》

謝戎《芙兒與詩詩》

沈潔《鬼節》

吳傑《虎頭山》

蘭則《牛糞》

艾未未 《平安樂清》

陳穎彥《起風的樣子》

陳東楠《偷》

陳長清《亞當之子》

沈可尚《築巢人》

何小培《寵兒》

紀錄片展映單元

李有傑《阿佬的村莊》

陳素香《彩虹芭樂》

王爾卓《彩雲之南》

韋佩欣《陳琳》

斯那尼瑪《蟲草》

王雲龍《代言人》

劉柏林《公園記事》

羅文傑《活著》

孟子為《檸條子》

肖成剛《棄考》

道爾巴《我的老同學》

林偉欣《午朝門》

李文燕《鄉親們》

妖妖《兄弟》

孟小為《匈牙利相機》

郭宇《粵 B 85C13》

羅湛《中國式遊行》

鄒猷新《阿鼻》

陳若菲《排灣人撒古流 15 年後》

毛晨雨《擁有》

劇情片短片

文牧野《Bettle》

郭漢芬《北京之夏》

唐承骎《擋道》

王飛翔《公園》

寇路陽《河上》

陳橙《候鳥》

張亨如《撿影》

郭漢芬《咖啡、香煙與中式按摩》

謝庭菡《斂財》

郭臻《流放地》

戴宗《迷途》

郭海濤《母與女》

白斌《蘋果樹》

韓帥《一九九九》

吳漫《一種孤獨》

胡藝川《衣錦還鄉》

劉子佳《有了光》

劇情片長片

張金楠《艾山》

楊瀟《動物園》

馬翔《流氓》

李珞《唐皇遊地府》

王曉振《田園將蕪》

實驗長片

陳軸《Im not not not Chen Zhou》

那穎禹《邊寨烽火》

馬海蛟《畫家與草民》

史傑鵬 黃香 徐若濤《玉門》

實驗短片

何煥然《LAKE》

張陽傳《安·所歸》

丁曉萌 熊娟《代碼 4 》

寇路陽《鳳凰》

陳晶晶《呼吸》

袁可如《翎音》

陳曦《年年有餘》

譚荔潔《廿二》

王瑞《氣》

陳映《雙魚座》

蔣文勇《我們走在路上談論靈魂

時談論什麼》

朱昶全《我想像爸爸一樣成功》

賣賣《五部昆蟲默片》

遊正裕《想我這男身》

遊正裕《尋找三叔》

韓婧《葉埠梧橋》

許家玲《一日》

實驗動畫

衛詩磊《補色》

吳超《發生》

鐘甦《空城計》

丁世偉《雙簧》

易雨瀟《我想對你說》

炭歎《鹹安一夢》

陳鏹《懸城 2》

陳沛炫《影響》

張一品《在哪兒》

雷磊《照片回收》

選片人 紀錄片單元：馮豔，徐蓁，張獻民

劇情片單元：李宏宇，楊瑾，王宏偉

實驗片單元：張海濤，炭歎，董冰峰

評委 紀錄片單元：張真，周浩，黃文海

劇情片單元：郝建，張一凡，萬瑪才旦

實驗片單元：劉旭光，孫松榮, 曹愷

“走進伊朗”單元：陳翠梅，葛江祝鴻

印尼特別放映：張真

論壇主持：張真，董冰峰，叢峰

論壇協調：董冰峰

工作團隊主要成員：

總監：栗憲庭 藝術總監：王宏偉、董冰峰 統籌：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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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The 10 th Bei j ing Independent Fi lm Festival 所設四個論壇

論壇：《電影作者》的工作

主持：叢峰，導演

論壇簡介：

從 2012 年《電影作者》編委會成立至今一年間，已推出三期正刊，一期特刊，並即將推出第四期。初衷是建立一個

作者自己發聲與交流的平臺，展現不同作者對電影的思考及創作理念，讓很多議題、理念成為顯性存在，亦可為中

國獨立電影提供豐富、紮實的文獻。

尤其 2012 年下半年至今，國內影展生存環境迅速惡化，《電影作者》的努力具有了另一層意義：在這樣的環境下，

獨立電影作者可以做些什麼，來主動改善惡劣的電影生存-傳播環境？必須開闢新的可能、新的交流空間、傳播方式，

來對抗環境的擠壓。期待與會各位自自由展開討論。

The Work of Film Auteur

Moderator: Cong Feng, Film Director

Introduction:

Since 2012, the editorial board of Film Auteur has established for a year. It issued 3 journals and 1

supplement, and will issue the 4th. The intention is to build a platform where the auteur can voice and

communicate their opinions, and show their working ideology and thoughts towards films, so that more

subjects and concepts are available. Meanwhile, more diversified and solid documentations will be provided

to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The environment of domestic film festivals deteriorate rapidly, particularl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2012

till now, which gives the effort of Film Auteur another sense: what can independent film makers do to

proactively change the adverse living and transmission condition in such context? A new means of

dissemination, communication and possibility need to be created to cope with pressures. Hope every

participant join the discussion freely.

論壇：跨亞洲獨立影像

主持：張真，紐約大學教授

論壇簡介：

近十多年來亞洲尤其東南亞地區獨立電影和民間影像群體的湧現令世界矚目。本論壇探討在社會變革和數碼科技社

交傳媒普及的大背景下，印尼、泰國、印度等地的非主流影像實踐及其美學和政治涵義，希望通過跨亞洲或亞洲間

的比較視角來打破習以為常的東西比較模式預設框架，同時也為理解和扶植華語地區的民間影像生態提供參照維度。

The Cross-Asian Independent Film

Moderator: Zhang Zhen - Professor of NYU

Introduction:

The emergence of Asian, especially South-east Asian, independent and nongovernmental film has made

prominent achievements in more than a decade. The forum intends to discuss the alternative of video practice

and its meaning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India, etc.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 and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We expec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ventional default framework of east-west comparison through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outside and

inside Asia, and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fostering the ecology of independent film

in Chinese-speak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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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從電影到當代藝術：栗憲庭電影基金的出版計畫

主持：董冰峰

論壇簡介：

2013年8月，栗憲庭電影基金的首個年度出版計畫正式發佈，分別以臺灣蔡明亮、中國楊福東、印度Raqs媒體小組為

研究個案，以“電影與當代藝術”為出版計畫的主題，試圖由此應對當下電影／電影學日益跨領域的實踐與前沿理

論的現狀。論壇希望以栗憲庭電影基金的出版計畫為基礎議題，考察和延伸至更為廣泛的當代活動影像藝術的動態

發展和展／映現狀。

From Film to Contemporary Art: The Publication Plan of Li Xianting’s Film Fund

Moderator: Dong Bingfeng

Introduction:

In August, 2013, the first publication plan of Li Xianting’s Film Fund is officially issued, which takes

Cai Mingliang from Tai Wan, Yang Fudong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Indian Raqs media group as case studies,

and “Film and contemporary art” as its theme. The plan attempts to deal with the status quo of practice

and frontier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inema/ filmology, which is crossing boundaries increasingly.

論壇：未來電影:當代亞洲的活動影像藝術——暨栗憲庭電影基金系列新書發佈

主持：董冰峰 策展人和製作人，栗憲庭電影基金藝術總監

論壇簡介：

自2012年起，栗憲庭電影基金的出版計畫，就正式以“電影與當代藝術”為主題，展開和邀請一系列的研究、寫作

和出版計畫。至2013年，首度推出第一個系列，出版了分別來自臺灣、內地和印度的三個個案研究成果：《蔡明亮：

從電影到當代/藝術》、《楊福東：似水留影》和《Raqs 媒體小組：動力沉思》。

本次論壇，與栗憲庭電影基金出版計畫相關嘉賓將落座 UCCA，以跨領域、跨學科的當代電影藝術實踐與理論研究的

可能性為談論重點，以“亞洲”視角，區別電影、藝術歷史中的“西方”，闡釋全球論述中的邊緣化角色和主動的動

態的演變。

Future Cinema：Moving Image in Contemporary Asia - Li Xianting’s Film Fund New Book Launch and Forum

Moderator: Dong Bingfeng - curator, producer, and Art Director of Li Xingting’s Film Fund

Instruction:

The Li Xianting’s Film Fund has been officially carrying out and inviting a series of research, writing

and publishing projects with a theme of “Film & Contemporary Art” since 2012. By 2013, the first series

is published, including three case study results from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India, namely,” “Tsai

Ming-liang: From Cinema to Contemporary/Art” “Yang Fudong: Like Water Leaving Traces” ”Raqs Media

Collective：Kinetic Contemplations”

The forum will focus on the feasibi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fil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ia”, they will distinguish “the west” in film and art

history and interpret the evolution of marginal roles and active dynamics in global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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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酷兒影展 於 2001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學影視協會的一群大學生創辦，之

後在 2005、2007 和 2009 年分別舉辦了另外 3

屆。多年來幾次更名，從最初的中國同性戀電

影節（China homosexual Film Festival）、

北京同性戀電影節（Beijing Gay&Lesbian

Film Festival）、北京酷兒電影論壇(Beijing

Queer Film Forum) 最終定名為北京酷兒影展

(Beijing Queer Film Festival)。它是目前

中國大陸唯一一個通過電影放映、交流活動來

展開性與性別身份探討的民間主題影展。在並

不輕松的國內社會政治環境下，北京酷兒影展

曆經諸多波折，在眾多民間團體和個人的聲援

和支持下，影展組委會頂著多方壓力艱難前

行，堅持為少數派酷兒群體發聲。從最初只放

映大陸本土影片，如今已發展為包括兩岸三地

最新華語作品以及多個海外影片展映單元的

國際化影展，每次舉辦都會接待國內國際嘉賓

數十位，並有相當數量的觀眾從全國各地專程

趕來觀影。在國際上，北京酷兒影展也越來越

受到關注，近年來曾與巴西、比利時、意大利

等多個國家的酷兒影展合作舉辦展映交流。從

2009 年起影展組委會代表在柏林電影節<全

景>（Panorama）單元的“泰迪大家族”(Teddy

Award section) 正式報到，成為酷兒影展國

際網絡的一員。

第六屆北京酷兒影展 2013 年順利舉辦。從

2014 年開始北京酷兒影展改為年展並實行雙

主席制。新一屆年展主席是：李丹+朱日坤。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525303247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22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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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北京酷兒影展組委會

Organizer：Beijing Queer Film Festival Organization committee:

範坡坡 Fan Popo (輪值主席 Chairman on duty)

崔子恩 Cui Zi’en

李丹 Li Dan

塗建平 Stijn Deklerck

魏建剛 Xiaogang Wei

楊 洋 Yang Yang

朱日坤 Zhu Rikun

贊助機構 Sponsors:

荷蘭駐華使館 Netherlands Embassy in Beijing, China

美國駐華使館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Beijing, China

支持機構 Co-organizers:

北京紀安德咨詢中心 Beijing Gender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e

同志亦凡人 Queer Comrades

中國酷兒獨立影像小組 China Queer Independent Films

東珍人權教育與實踐中心 Dongje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Action

同語 Common Language

場地支持 Support：

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法國駐華使館 French Embassy in Beijing, China

北京美國中心 Beijing American Center

文津清影放映 Tsingying Film

現象工作室 Fanhall Studio

雙城咖啡 Two Cities Cafe

天井越洋 Culture Yard

妾 Chill

夥伴電影節 Partner Festival:

關西酷兒影展 Kansai Queer Film Festival

組委會秘書 Sectary：

吳漫 Jenny Wu

客座選片人 Guest Curator:

福永玄彌 Fukunaga Genya

網絡媒體合作 Internet media partener：

淡藍網 www.idanlan.com

女權之聲 http://weibo.com/genderinchina

拉拉風向標 weibo.com/les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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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青年影像論壇（CYGF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ilm Forum）是由

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電影藝術雜志社承辦的業

界品牌活動，誕生於2006年，目前已經成功舉辦

八屆。華語青年影像論壇旨在推介華語電影新

人，鼓勵華語原創作品，整合華語青年電影創作

力量，在優秀的青年影像創作者與華語電影投資

人之間打造優質平臺，努力實現人才和資金的接

軌、創意和實體的結合，讓年輕的創意真正成為

帶動電影工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論壇將以更多更

具有實踐價值的活動促進中國電影產業的繁榮

與發展，力塑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價值的未來東亞

電影新格局。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www.filmart1956.com/chinese_forum/

豆瓣 http://movie.douban.com/doulist/3007640/

（第八屆展映片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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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展映地點及片目

金雞百花影城

《摩登年代》（93m）

《唐皇遊地府》（71m）

《美姐》（91m+見面）

《流著的夜》（82m）

《青春小說》(87m)

《狗十三》(119m)

《詞與物》（114m）

《親愛的奶奶》（臺灣，117m+見面）

《焚屍人》（90m+見面）

《錘子鐮刀都休息》(52m+見面)

《鵝凰嶂逸事》（98m）

《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臺灣，83m+見面）

《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100m+見面）

《愛拼北京》(93m+見面)

《孫子從美國來》(90m+見面)

《鋼琴木馬》(93m+見面)

《甜秘密》（臺灣，114m+見面）

《老哨卡》(95m+見面)

《我的影子在奔跑》(92m+見面)

《甘二》4m+《一則新聞》5m+《某天某個》5m《江

小迪的夏天》22m+《候鳥》31m（見面）

《豬肉與月亮》28m+《衣錦還鄉》43m（見面）

MOMA 百老匯電影中心

《親愛的奶奶》（臺灣，117m+見面）

《狗十三》(119m+見面)

《甜秘密》（臺灣，114m）

《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臺灣，83m+見面）

朝陽規劃藝術館

影展開幕式+放映《狗十三》（119m）

《我的影子在奔跑》(92m)

《美姐》（91m+見面）

《親愛的奶奶》（117m）

《甜秘密》(114m)

第八屆華語青年影像論壇活動日程

2013 年10 月11 日（ 周五）17:11

內容：論壇開幕式

地點：北京朝陽規劃藝術館

形式：小型紅毯儀式、放映開幕影片《狗十三》

2013 年10月12 日（ 周六）14:11~16:31

內容：年度傑出青年導演暨女性導演專場峰會

地點：亞洲大酒店多功能廳 主持人：戴錦華

2013 年10月13 日（ 周日）14:11~16:31

內容：藝術院線專題峰會

地點：亞洲大酒店多功能廳 主持人：吳冠平

2013 年10月14 日（ 周一）14:11~16:31

內容：青年影評人圓桌會

地點：亞洲大酒店錦和廳 主持人：吳冠平

2013 年10 月17 日（ 周四）14:11~18:11

內容：第八屆華語青年影像論壇閉幕式暨年度新銳

影人頒獎盛典

地點：北京電影學院中放

形式：頒獎禮， 放映閉幕影片《她們的名字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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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新人電影節新晉導演作品展展映安排

日期 放映影片 時間 場地

10月 19 日 《青春小說》 15:00-17:30 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 G層

《面包情人》 18:30-21:00 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 G層

《鵝凰嶂逸事》 18:30-21:00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2樓報告廳

10月 20 日 《青年人打遊戲，老年人打太極》 15:00-17:30 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 G層

《楊梅洲》 18:30-21:00 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 G層

《青春小說》 18:30-21:00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2樓報告廳

10月 25 日 《愛神》 18:30-21:00 青年政治學院果園報告廳

10月 26 日 《青年人打遊戲，老年人打太極》 18:30-21:00 青年政治學院果園報告廳

10月 28 日 《面包情人》（臺灣） 18:30-21:00 中國戲曲學院多媒體活動中心

10月 29 日 《楊梅洲》 18:30-21:00 中國戲曲學院多媒體活動中心

《笑過 2012》 21:00-22:30 中國戲曲學院多媒體活動中心

10月 30 日 《歲月無聲》 18:30-21:00 中國戲曲學院多媒體活動中心

《我的母親》 21:00-22:30 中國戲曲學院多媒體活動中心

新人電影節 是由傳奇影業聯合北京大

學創辦，目前在北京和天津兩地共26所高校設立分

會場，如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北京電影學院、中

央戲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天津大學、天津外國

語學院等。新人電影節堅持根基於高校，傳播電影

文化，2011 年，新人電影節延伸到上海、天津、濟

南、南寧等省建立成為了一個全國性高校電影節，

同時建立了與中國電影資料館，萬達院線和百老匯

電影院線以及多個使館的文化機構一個網狀性的展

映體系。新人電影節自08 年舉辦之初就堅持著“自

由創作，平等生活”的口號，致力於為青年導演提

供一個自我表達和交流以及與觀眾接觸和溝通的平

臺，助力於中國電影發展新方向。第六屆設有主展

映單元（新晉導演作品展）、主題單元（大師回顧展）、

海外交流單元、微電影競賽單元等。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主頁 http://www.douban.com/location/people/xrdyj

土豆網 http://zone.tudou.com/2013xrdyj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xrdyj/profile?s=6cm7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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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7.19-2013.8.26

地點：

北京市朝陽區/草場地藝術區/艾荷華農莊

北京市朝陽區/黑橋藝術區/金鳳藝術區

北京市朝陽區/南影路 9 號

北京市朝陽區/黑橋藝術區/我們說要有空間於是就有了空間

紀錄片：

李凝《身體的歸途》

馬莉《京生》

傅秀良《殺不死》

安斌《棲居》

實驗影像：

陳心中《舊城》

炭歎《鹹安一夢》

黃榮嶸《風竹圖》

楊晨《瞬間》

葉秋生《登月》

陳鏹《懸城》

王靜偉《面孔》

李波《收放自如》

薑文勇《我們走在路上談論靈魂時談論什麼？》

戴陳連《世界》

翁羽《兵馬對話兵馬俑》

胡亞楠《期》

第一屆草場地獨立影像雙年展

策展人：李有傑、宋田

8月 20日 黑橋藝術區 “我們說要有空間於是就有了空間”

實驗影像放映

8月 22 日 中國電影博物館

露天放映

8月 26日 黑橋藝術區 瓢蟲劇社工作室

紀錄片展映

網站及網頁鏈接

策展人新浪微博放映資訊：

http://weibo.com/u/2392517547#!/p/1005052392517547/weibo?is_search=0&visible=0&is_ori=1&is_tag

=0&profile_ftype=1&page=1#feed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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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CIFF）創辦於 2003 年，致力於成為中國最純粹的電影節，

提倡自由創作、藝術探索和社會責任承擔，以自由精神、開放性、新樣態、前

瞻性這四個維度，選拔年度最優秀的中國電影展示給觀眾和業內人士。

CIFF 立足南京，包括影展，學術論壇，青年講習班，雙周放映，巡展等多類活

動。經過 10 年的發展，CIFF 已經成為展示中國新銳電影、發現中國新銳電影人

最重要的平臺之一，也是國際專業電影界了解中國電影真實生態，發掘真正值

得重視的中國電影和電影人的主要窗口。

網站及網頁鏈接

CIFF官網 http://www.chinaiff.org/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29499/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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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展映時間

2013 年 10 月至 12 月

展映地點

中國南京

中國廈門

中國大連

主辦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組織委員會

聯合主辦

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

廈門 M.T.影視會所

大連蛋生空間

策劃

影弟工作室（北京）

辟邪工作室（南京）

鳴謝

南京大學文學院“蔣公的面子”話劇組

合作機構

TINGOO 青果（南京）

大峽穀影視公司（廈門）

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

廈門大學

廈門思明電影院

廈門夢露影院

大連回聲書店&回聲圖書館

大連藝術影像展

組織機構

組織委員會

曹愷，韓琳琳，沈曉平，王小魯

張獻民，曾雲輝

組委會主席

張獻民

藝術總監

曹愷

企劃總監

沈曉平

行政總監

錢婷婷，李恒（廈門），韓琳琳（大連）

顧問

呂效平，李小山

第十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選片委員會在 300 餘部報名作品中挑選

出 71 部佳作，共 9個單元。

廈門分場：2013 年 10月 25 日---10 月 31 日 年度十佳實驗片單元，

短片展映單元，特別展映單元在廈門拉開了 CIFF10 的大幕。

大連分場：11 月 20--11 月 24 日年度十佳紀錄片，紀錄長片展映單

元在大連舉行。

南京主場：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 CIFF 回到南京，期間展映劇情長

片競賽單元的 10 部作品，並舉辦一場關於獨立劇情片的論壇以及各

獎項的頒獎。每晚的電影人聚會為大家提供輕松的交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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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所設單元及片目

CIFF 劇情長片競賽單元

陳敏郎《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

崔允信《無花果》

金也《今天我媽要嫁人》

李珞《唐皇遊地府》

王曉振《田園將蕪》

薛鑒羌《殘廢科幻》

楊平道《鵝凰嶂逸事》

楊正帆《遠方》

鄭闊《南風》

俎松松《枕頭》

CIFF 短片競賽單元

安 斌《棲居》

陳 橙《候鳥》

陳穎彥《起風的樣子》

杜曉雨《豬肉與月亮》

郭漢芬《北京之夏》

耿軍《錘子 鐮刀都休息》

郭瑧《流放地》

韓帥《一九九九》

胡偉《酥油燈》

劉 強、於樹耀 《夏天》

歐陽傑《女工》故事

沈潔《鬼節》

沈可尚《築巢人》

文牧野《BATTLE》

王小偉《死水》

短片展映單元

諶楊綠茵《孤單南國》

馬樹豪《喬治與村民》

牛小雨《魚花塘》

王丹妮《家事》

鐘詩嬋《風吹菩提》

張姍姍《白夜》

趙守偉《童年往逝》

朱瀅心《民間影帝》

CIFF 年度十佳紀錄片展映單元

陳小雨《傍海村民》

傅瑜《藍綠對話實驗室》

顧桃《犴達罕》

胡新宇《芻狗》

林偉欣《午朝門》

李有傑《阿佬的村莊》

毛晨雨《擁有》

沈潔《我為故鄉的死寂舉行了一個

良辰吉日》

邵攀《Bike 與舊電鋼》

謝戎《芙兒與詩詩》

紀錄長片展映

陳小雨《走起！》

李文燕《鄉親們》

許慧晶《媽媽的村莊》

葉祖藝《拾穗》

周浩《急診》

朱聲仄《虛焦》

民間記憶計劃單元Ⅲ

郭睿《爺爺的饑荒》

賈之坦《我要當人民代表》

羅兵《羅家屋：永別落江橋》

李新民《花木林，小強啊小強》

舒僑《雙井，我要嫁給你》

王海安《信仰張高村》

章夢奇《自畫像：47 公裏做夢》

鄒雪平《垃圾的村子》

CIFF 年度十佳實驗片展映單元

白清文《山》

陳軸《I am Not Not Chen Zhou》

丁世偉《雙簧》

金育《龍涎香》

雷磊《照片回收》

劉毅《天演論》

馬海蛟《如果，我把它忘記》

吳超《發生》

易連《低溫》

周忠源《蹤跡》

實驗片展映單元

包建《我們從未相遇》

劉佳《串線》

那穎禹《邊寨烽火》

鐘甦《空城計》

張一品《風·語》

CIFF 特別展映

方剛亮《我的影子在奔跑》

郝傑《美姐》

宋方《記憶望著我》

章明《她們的名字叫紅》

張僑勇《千錘百煉》

選片委員會

彭韜，水怪，王飛，楊北辰，楊城，趙珣

評審委員會

短片競賽單元評審：曹斐，曹寇，趙曄

長片競賽單元評審：歐陽江河，楊荔鈉，張培力

評委會名譽主席：周傳基

策展人

楊城，王飛

執行策展人

水怪

特邀策展人

高文東（大連），沈朝方（廈門），鄭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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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獨立影像展 相關活動

廈門：“淺表層考古”2013 廈門實驗影像論壇

時間：2013 年 10 月 26 日

地點：廈門 MT 影視會所

大連 “土地與人”紀錄片論壇

時間：2013 年 11 月 20 日-24 日 周三-周日

12:00-22:00

場館：大連回聲書店、大連回聲圖書館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十周年回顧展

於 2014年 5月 12日至 5月 15日在英國紐卡斯爾舉辦。此處活動由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組
委會，紐卡斯爾大學共同舉辦，由諾丁漢大學,華語視像藝術節聯合承辦。
除展映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的獲獎影片，本次活動還包括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文獻回顧展和

關於中國獨立電影節和中國當代動畫片的兩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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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紀威尼斯雙年展(Biennale di Venezia)創建以來，造型藝術方面的雙年展活動越辦越多，據

不完全統計，全世界大約有 250 個左右的城市舉辦雙年展，而且每年還都在增加。中國目前有四個城市

舉辦了雙年展，分別是廣州、北京、上海、成都。1992 年廣州舉辦首屆 90 年代藝術雙年展(油畫部分)。

1996 上海雙年展、2001 年成都雙年展、2003 年北京雙年展陸續舉辦，這幾個雙年展成為中國乃至亞洲

制重要的視覺藝術最高級別的展示活動，是推出各國新藝術的重要窗口，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和藝術品交易市場，也使這幾個城市在亞太地區擁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南寧市作為國家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建設的核心城市及中國東盟博覽會舉辦地。理應在中國以及東

南亞的視野中，成為一座開放的先進的國際大都市、中國與東盟地區的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那就需要一

個高水准的能輻射到東南亞乃至世界的藝術雙年展。中國東盟藝術雙年展對於南寧，可以理解為一種時

代的需要，城市的需要，文化的需要。

藝術影像展映單元展映近些年來中國及東盟國家 20 餘部優秀的紀錄片、劇情片和實驗短片。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www.china-aseanbienna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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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國-東盟藝術雙年展（2013）

特別邀請展

邀請了包括方力鈞、葉永青等數十位代表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進程中各個階段卓有成就的藝術家參展；

主題展

集合中國和東盟國家及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共計 20 餘名藝術家參展；

新銳展

集中展示 30 餘位中國青年新銳藝術家的作品；...

影像展映

展映近些年來中國及東盟國家 20 餘部優秀的紀錄片、劇情片和實驗短片。

第一屆中國-東盟藝術雙年展藝術影像展映單元排片表

*放映地點：東盟文化廣場（南寧市青秀區桂雅路96號）

序號 導演/藝術家 片名 影片類型 時長

1

蔡明亮（臺）、陳翠梅（馬）、許紋鸞

（新）、陳子謙（新）、趙德胤（緬）、

雅狄也·阿薩拉（泰）

《原鄉與離散》

劇

情

片

98’

2 萬瑪才旦 《老狗》 88’

3 郭奎永 《青春小說》 85’

4 楊平道 《鵝凰嶂逸事》 98’

5 楊瀟 《動物園》 75’

6 陳橙 《候鳥》 31’

7 畢贛 《金剛經》 21’

8 徐若濤、黃香、史傑鵬 《玉門》

紀

錄

片

65’

9 李有傑 《阿佬的村莊》 75’

10 叢峰 《地層Ⅰ-來客》 68’&58’

11 孟小為 《匈牙利照相館》 75’

12 焦朦 《請你們看展覽》 12’

13 王瑞 《氣》

實

驗

片

1’58”

14 張錳 《青豆天堂》 12’

15 童笑 《隔》 2’21”

16 炭歎 《鹹安一夢》 29’35”

17 劉憲標 《時光旅行》 23’10”

18 周菲 《迷失》 3’02”

19 丁世偉 《雙簧》 4’37”

20 田曉磊 《歡樂煩》 9’56”

21 衛詩磊 《補色》 9’31”

22 吳超 《追逐》 22’26”

23 陳學剛 《微動畫系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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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青年電影季 & M.T.電影沙龍

2010 年 6 月，為響應廈門集美集文創園開園，作為廈門市文博會活動

項目之一“第一屆 M.T.青年電影季”成功舉辦，電影季展映了來自中

國大陸、港臺地區及海外送展的電影、紀錄片、實驗短片等，期間開

設多個論壇交流活動。曆時四屆，M.T.青年電影季展映作品定位為文

藝片、實驗電影、錄像藝術、紀錄片等四個類型。吸引了眾多影人、

藝術家的參與和關注，在中國的影像藝術展中逐見影響。每年十月金

秋在廈門如期舉辦。

2012 第三屆 M.T.青年電影季 ，擴大與國內及國際各類電影活動組織

的廣泛合作，與中國新人電影節、華語短片傳媒大獎、廣州（中國）

國際紀錄片節、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福建省大學生“帕斯卡”微電

影節等全面合作。並與眾多專業媒體及新浪網新浪微博全程合作，開

設 M.T.電影論壇專欄，對本屆論壇進行全程深入報道。

2013 年第四屆電影季展映國內外最新的文藝片、實驗電影、錄像藝術、

紀錄片等，並舉辦專場展映交流活動，對 2012 年以來中國新影像藝術

進行全面的介紹和學術總結。全部放映將在 2－3個放映廳同步展開，

80％以上場次安排導演與現場觀眾互動交流。並增設電影巡展環節，

在廈門市思明電影院、集美區福南堂劇院、廈門地區各大院校影劇院、

廈門文化據點等地展映優秀作品，擴大本屆影展的影響力及參與度。

M.T.電影沙龍是 M.T.青年電影季常設的一個活動。每月舉辦一次，已

經成為廈門一個常態化的影像藝術展映交流活動。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380748

9464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mts

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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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四屆 M.T.電影季暨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排片表

10 月 25 日 周五

15:00—16:00 地點：M.T.影棚

開幕式

16:00—18:30 地點：M.T.影棚

錄像藝術：湯南南《居凰》5min 吳超《發生》23min

19:30—22:00

The Night of M.T.Film（酒會）

10 月 26 日 周六

9:00—12:00 地點：M.T.放映廳

孟向東《郵戳的背面》30min 王苗霞《走馬水》112min

14:30—18:00 地點：M.T.影視會所

栗憲庭、張培力“淺表層考古“2013 廈門實驗影像

論壇 180min

19:30—22:00 地點：M.T.放映廳

曾煥光實驗短片《占領倫敦》《放置詩人》

紀錄片：鄭闊《暖冬》103min

10 月 27 日 周日

9:00—12:00 地點：思明電影院

章明《她們的名字叫紅》93min 導演 QA

14:30—18:00 地點：M.T.放映廳

王育麟《龍飛鳳舞》110min

李會《詞與物》60min"

19:30—22:00 地點：M.T.放映廳

實驗電影：陳鏹《另一種心跳》75min 導演自由研

討沙龍

10 月 28 日周一

9:00—12:00 地點：思明電影院

宋方《記憶望著我》87min 衛西諦 主持 QA

李瞻良《少年孫悟空》41min

14:30—18:00 地點：M.T.影視會所

紀錄片：鬼叔中《羅盤經》109min

19:30—22:00 地點：思明電影院

郝傑《美姐》91min QA with 女主角 葉蘭

地點：M.T.影視會所

葉錦添“新東方美學主義“自由研討沙龍及新書共

享會”

10 月 29 日周二

9:00—12:00 地點：M.T.放映廳

呂祖松《鋼琴木馬》93min

廈門影視同業公會龍

14:30—18:00 地點：夢露影院

方剛亮《我的影子在奔跑》 97min 導演 QA

張僑勇《千錘百煉》94min

19:30—22:00 地點：廈門大學

陳軸《i am not not not chenzhou》34min

馬海蛟《如果，我把它忘記》26min

周忠源《蹤跡》23min

易連 《低溫》12min

雷磊《照片回收》

湯南南《填海》《居凰》11min"

10 月 30 日周三

9:00—12:00 地點：M.T.放映廳

實驗短片：

金育 《龍涎香》 67min

丁世偉《雙簧》4min

周天《幽靈》7min

駱少《對話》2min

林冉《在皮膚下》5min

黃林《金魚》13min

陳澤斌《遊泳池》6min

劉毅《天演論》5min

白清文《山》17min

14:30—18:00 地點：M.T.放映廳

劉旭光、沈朝方《驚鴻一瞥》 60min

秦儉《荷蘭一分鐘影像》60min

19:30—22:00 地點：M.T.放映廳

周天《遺書》20min

魏雲《詭捌樓》88min

電影出品公司推介會

10 月 31 日周四

14:30—18:00 地點：M.T.放映廳

朱瀅心 《明間影帝》 24min

牛小雨 《魚花塘》37min

馬樹豪 《喬治與村民》7min

諶楊綠茵《孤單南國》

19:30—22:00 地點：福南堂

王丹妮《家事》30min

趙守偉《童年往逝》33min

張姍姍《白夜》12min

鐘詩嬋《風吹菩提》3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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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23 日，第二屆華潤橡樹灣獨立電影

展開幕。開幕影片《玉扣紙》在合肥華潤橡樹灣

營銷中心影廳“拾光裏”放映。詩人祝鳳鳴，《碧

山》主編左靖、複旦大學博士、紀錄片研究者羅

鋒，導演、詩人鬼叔中一同和觀眾媒體們進行了

題為“詩歌、紀錄片與鄉村建設”的專題討論。

合肥華潤橡樹灣於 2012 年 3 月舉辦過第一屆獨

立影展，名為“橡樹灣‘齊放’獨立電影展”，

影展內容為吳文光作品回顧。

網站及網頁鏈接

影展新聞：

http://hefei.house.qq.com/a/20130323/00

0012.htm

http://news.house365.com/gbk/hfestate/s

ystem/2013/03/23/021551447.html

豆瓣同城口袋電影院：

http://www.douban.com/event/15917713/

2013 年影展片目：

鬼叔中《玉扣紙》、《老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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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 年 10 月 4 日--6 日

地點：塞尚咖啡

費用：預售 10 元 現場：15元

片源均為導演直接提供

所有收益用於影展及導演路費食宿

排片表：

10月 4日

臺灣單元

1、10:00--11:30 尋情曆險記 （臺） 類型：紀錄片

主放映單元

2、12:30--16:30 京生 （中） 類型：紀錄片

3、18:00--19:30 木幫 （中） 類型：紀錄片

10月 5日

主放映單元

4、10:00--11:05 玉門（中、美） 類型：紀錄片、實驗片

酷兒單元

5、12:00--13:15 女同遊行 （中） 女人 50 分鐘

我們要結婚 *導演石頭和她的女朋友到現場 類型：紀錄片

6、13:20--15:30 論壇：性•戀 嘉賓：石頭、明明

介紹中外同性戀概況，主要討論異性戀、同性戀、無性戀、

雙性戀，會放映相關視頻。

7、15:30--17:00 藏在我身體裏的少女（日） 類型：劇情

片

8、18:00--20:10 T 婆工廠 彩虹芭樂 類型：紀錄片

10月 6日

主放映單元

9、10:00--11:00 畫在牆上的夢 *導演到場 類型：紀錄片

短片單元

10、12:30--14:15 中外短片

本土單元

11、14:30--16:00 消磨哈爾濱 *導演到場 類型：紀錄片

12、17:00---不知道 大聚餐

新月哈爾濱獨立紀錄片放映社是哈爾

濱第一個獨立紀錄片、獨立電影的非營利民間放映機構，旨在為哈爾

濱的觀眾提供更多更好的、無法公映的影片，也會不定期的邀請導演

或與導演連線。新月放映社保證不複制不上傳所映作品，每次放映都

經過導演允許。“新月”名字来自徐志摩在其主編的《新月》月刊創

刊號发刊词：“我們舍不得新月這個名字，因為它雖則不是一個怎樣

強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64842/

微博：http://weibo.com/haerbinxinyue

人人小站：http://zhan.renren.com/xinyueharbin?from=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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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片目

顏蘭權、莊益增《無米樂》

毛晨雨《擁有，新中國農民戰爭：修

辭學的正義》

鄧伯超《餘光之下》

柯金源《退潮》

鬼叔中《礱穀紀》

吳來星《培田土地記憶》

1999 年，世界銀行調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 1美元的 6萬名貧民，影

響他們發展的最大障礙是什麼。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醫療衛生，而

是自我發聲的渠道。如何在媒介結構性失衡的當下，給弱勢群體尤其

是農村弱勢群體一種聲音，改變傳播的不平衡狀態，是近年國內鄉村

文明建設關注的熱點之一。

獨立電影作為一種新的媒介形式介入到鄉村建設學術界及前線 NGO

組織，在國內漸成趨勢，不過主要集中在偏遠的西部少數民族地區。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沿海發達地區向內陸縱深往往只需百公裏，其實

就是霓虹餘光之下同樣被扭曲被忽視的農村，城鄉之間的遲疑、遙望

故土的歎息亦從未停止過，但他們發出的聲音與他們龐大的人群、如

山的背負相比，微弱得實在太多。

培田春耕節特別策劃鄉土影像展部分，選映了海峽兩岸 6部鄉土電影

作品，以圖呈現面朝土地生存的人們最本真最自覺的狀態。讓與會者

能從另一個維度傾聽到他們的聲音，闡發更大範圍的討論。兩岸電影

作者，首次在鄉村文明建設的語境之下，與學術界、NGO 組織共同聚

集在閩西培田古村落，不可謂不是開啟了一場跨界的濫觴。第二屆培

田春耕節舉辦於 2013 年 4 月 12 日到 15日。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博客：

http://m.blog.sina.com.cn/u/34803

23627

豆瓣同城活動：

http://www.douban.com/event/18578

789/

影像展詳細資訊請見電子刊：

《電影作者》特輯

《培田鄉土影像展文獻-祥瑞之潰》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

hareid=561304&uk=25873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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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順第二屆鄉村國際藝術節

許村國際藝術公社是一家非盈利藝術機構，是以 “弘揚

世界人文理想，創造當代精英藝術”為目的創辦的，這是

中國第一家在傳統文化的腹地，山西的古村落建立的國際

當代藝術創作基地。

許村國際藝術公社由社團法人和順縣民間藝術協會團隊運

營，定期的舉行各種國際藝術創作活動、國際藝術家駐村

創作計劃、青年藝術家扶植計劃，以藝術村的形式提供跨

國及多元化的藝術合作平臺，促進各國藝術家之間的藝術

交流與創作，促進跨文化跨領域的對話，促進本地區的文

化知名度與文明的提升，傳達人與自然、人與藝術之間的

無限可能性的藝術實踐。

2013 中國·和順第二屆鄉村國際藝術節由和順縣民間藝術

協會和許村國際藝術公社主辦，以“魂兮歸來”為主題，

以保護古村落和鄉村建設為主線，曆時 15 天，來自美國、

法國 、英國、加拿大、德國、丹麥、澳大利亞、捷克、波

蘭以及香港地區的 23 名中外藝術家在許村進行了藝術創

作和交流，留下了 40 餘幅作品。

網站及網頁鏈接

許村國際藝術公社

http://www.xucunartcommune.com/

和順第二屆鄉村國際藝術節活動日程表

http://www.heshun.gov.cn/tongzhigonggao/2013

0715183337345694.html

和順第二屆鄉村國際藝術節紀錄片展映

《那個喇嘛》展映及謝升皓導演見面會

時間：2013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

19:00-21:00

《然後風向變了》澳大利亞紀錄片展映

時間：2013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

19:00-21:00

《早春二月》、《尋找伊文思》——伊文

思電影回顧放映

導演見面會：Rene Seegers（法國）、顧

仁權（旅法編劇、導演）

時間：201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

19:00-21:00

紀錄片展映：《玉扣紙》、《老族譜》

導演見面會：左靖（主持人）、鬼叔中

時間：8月 2日（星期五）19:00-21:00

展映地點：山西和順

許村國際藝術公社大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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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

創辦於2003年，每年12月的第一周在中國廣州市舉行，

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環球

瑞都國際文化傳播機構運營統籌。通過十一年的發展，

紀錄片節從幼苗破土成長為植根於中華大地的參天大

樹，實現了學術研討會、紀錄片大會、紀錄片節的華麗

轉身。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專業紀錄片節!紀錄片節已

從當初僅有14個國家、100多部作品參會的活動，發展

成今天有65個國家與地區、1488部紀錄片參會的國際化

影視節展，並與國際上著名紀錄片專業電影節建立了友

好合作關系，融入到國際紀錄片的市場體系中，現今已

成為國際國內具影響力的具有交易功能的紀錄片節之

一。2013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於12月8-12日在

中國廣州舉行，作為中國唯一國家級紀錄片年度盛會，

逾百家最具影響力的中外紀錄片播放媒體、制作機構的

買家、供片商和制片人聚首廣州。期間日程設置包括：

紀錄片評優、紀錄片公眾展播、紀錄片市場信息交流與

培訓、紀錄片專業論壇、紀錄片項目投融資推介、紀錄

片媒體發布會、開幕式、頒獎典禮，各國駐穗總領館和

國內紀錄片播放媒體舉辦的主題活動等。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www.gzdoc.com/index!record.action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gzdoc

2013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活動框架

1、評優單元

2、國際紀錄片公眾展播

3. 國際紀錄片市場信息交流與培訓活動

（1）紀錄片方案選片會

（2） 國際制作人日活動

（3）紀錄片商店

（4）與國際買家面對面

4、國際紀錄片高峰論壇

5、中國紀錄片媒體發布

6、紀錄片專業培訓

7、國際紀錄片節公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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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國（廣州）紀錄片節評優複選入圍影片

（華語作者及涉及中國內容部分）

中國名片——杭州 郜南 中國 11 分鐘 x 1 集

美麗傳說 陳乾章、潘晨虹、丹尼爾 中國 24 分鐘 x 2 集

下南洋 周兵、祝捷 中國 45 分鐘 x 10 集

行走於荒原 熊強 中國 10'25 分鐘 x 1 集

河邊的孩子 寧業斌 中國、泰國 38 分鐘 x 1 集

一個人的環法 黎國明 中國 48 分鐘 x 1 集

鄉村裏的中國 焦波 中國 99 分鐘 x 1 集

王品蘭移民記 滕玉虹 中國 52 分鐘 x 1 集

蒼狼 孟紀原、費翔 中國 52 分鐘 x 1 集

岡仁波齊 黎濤 中國 28 分鐘 x 1 集

吾守爾大爺的冰 何明、李光華 中國 42 分鐘 x 1 集

王洛賓 陳晨 中國 55 分鐘 x 1 集

北京凹頭蟻 劉海忱 中國 37 分鐘 x 1 集

大魯藝 王森、曹海濱 中國 50 分鐘 x 5 集

國脈：中國國家博物館100年 徐潔 中國 52 分鐘 x 1 集

大愛如山 吳京 等 中國 15 分鐘 x 1 集

殤城 趙琦 中國、美國 89 分鐘 x 1 集

廣州女孩凱凱 布魯諾·索倫蒂諾 英國 48 分鐘 x 1 集

王洛賓 徐冠群 中國 50 分鐘 x 1 集

白舞裙 周洪波 中國、澳大利亞 56 分鐘 x 1 集

第200枚金牌 陳明澤、朱欽文 中國 90 分鐘 x 1 集

中國維和行動 尚昌儀 中國 30 分鐘 x 20 集

馬文探秘海南 奈傑爾-馬文、劉曉霖 中國、英國 30 分鐘 x 2 集

面包情人 李靖惠 中國臺灣 96 分鐘 x 6 集

臺灣醫療奇跡 蔡侑勳 中國臺灣 47 分鐘 x 1 集

洪拳大名堂（上集） 吳日初 陸瀚恩 中國 58 分鐘 x 1 集

問道樓觀 金鐵木 中國 35 分鐘 x 8 集

熊貓--野性回歸 李勁峰 中國 68 分鐘 x 1 集

別了，我的喀納斯 王寒凝 中國 26 分鐘 x 5 集

琴弦上的家園 關暉 中國 25 分鐘 x 1 集

水果獵人 張僑勇 加拿大 93 分鐘 x 1 集

造雲的山 朱宇 中國 85 分鐘 x 1 集

民間戲班 趙 剛 中國 62 分鐘 x 1 集

終極的黑帳篷 索多、東主才讓 中國 45 分鐘 x 2 集

羊 謝宇斌 法國 20 分鐘 x 1 集

我想活到100歲 唐鳳華 中國 58 分鐘 x 1 集

三姐妹的故事（續集） 郝躍駿 中國 45 分鐘 x 4 集

黃埔軍校 梁碧波 中國 30 分鐘 x 12 集

勞師來施 梁浩倫 中國香港 13 分鐘 x 1 集

469

469 of 542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129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1182&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1179&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1165&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1162&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56&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50&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42&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39&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37&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1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16&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10&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09&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0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05&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901&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884&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870&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757&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703&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95&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67&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60&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51&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40&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3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29&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623&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557&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540&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48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422&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41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400&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39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395&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332&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http://www.gzdoc.com/index!film.action?id=188&contitle=%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good.action%22%3E%E7%BA%AA%E5%BD%95%E7%89%87%E8%AF%84%E4%BC%98%3C/a%3E%20%3E%20%3Ca%20href=%22http://www.gzdoc.com:80/index!check.action%22%3E%E5%A4%8D%E8%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先鋒光芒藝術影展

是立足廣東、曆經七年孵化並以展映優秀國產電影為

主的藝術影展，由廣東濟德文化公益服務中心和南方

都市報聯合主辦，聯結全媒體、影片方、電影院、美

術館等各界資源共同協辦承辦。

先鋒光芒藝術影展秉持前瞻性的姿態，以其新銳進取

及特立獨行的藝術品位獲得公眾認可，日益成為目前

中國電影行業有口碑、有影響力的文化公益品牌。

同時，“先鋒光芒”還率先在廣州設立相對固定的

“先鋒光芒藝術影廳”，每隔1個月在影院推薦放映至

少一部藝術電影，以饗影迷。

先鋒光芒力求所推薦的影片富有個性、強調獨立思考，

充滿朝氣和批判力，有出人意表的藝術表現，在影迷

心目中建立獨樹一幟、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品牌形象。

知名電影導演賈樟柯寄語先鋒光芒：先鋒精神，光芒

不滅！

2013年 先鋒光芒藝術影展 第七回

12月18日 “紀·憶”·開幕式

暨曹保平導演《狗十三》放映交流會

12月19日 《蘭亭》放映及交流

12月20日 張僑勇導演紀錄片《千錘百煉》放映

12月21日/22日 方剛亮導演《我的影子在奔跑》

放映及交流

12月22日 劉傑導演《馬背上的法庭》放映

12月22日 《走路上學》試片會

12月23日/24日 唐曉白導演《愛的替身》

放映及交流

12月24日 宋方導演《記憶望著我》放映

12月27日 焦點導演劉傑系列之《青春派》放映

12月28日 焦點導演劉傑系列之《碧羅雪山》

放映及交流

12月28日 焦點導演劉傑系列之《透析》

放映及交流

12月29日 王競導演《大明劫》放映及交流

12月30日 《無用》放映·擬閉幕式

地點:廣州天河區珠江新城花城匯廣場

負一層 UA 國際影院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主頁

http://site.douban.com/screenout/

新浪微博 @先鋒光芒藝術影展

http://weibo.com/xianfengguangm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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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之南紀錄影像展是一項集觀摩、競賽與研討為一體的紀錄影像活動，本活動為雙年展，其宗旨是推動國

內紀錄影像交流，鼓勵新進紀錄影像創作人，並促進國內紀錄影像與國際的交流。作為國內最具規模與影

響力的紀錄片雙年展和當代中國獨立紀錄片最主要的展映平臺，雲之南紀錄影像展一直致力於使紀錄片抵

達觀眾。雲之南影展由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創辦。

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 成立於2004年，現為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指導的研究－行動

組織。該中心的影像教育部是一個專業的紀錄影像培訓、制作和交流機構，影像教育部的主要人員構成為

專業紀錄影像工作人員，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以及參與式影像教育的社區工作者。

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影像教育部建立在以民族、文化和生態多樣性著稱的雲南，它立足於地方性的社區

影像工作，並向雲南及國內外紀錄影像工作人員、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社區工作者以及對影像有興趣的

公眾開放。基於雲南獨特的區位優勢，我們的合作與交流不僅僅局限於雲南，同時拓展到中國內地以及東

南亞大湄公河次區域。目前影像教育部已經與國內外紀錄影像工作者和相關機構（教育、制作、研究等）

建立了廣泛的聯系。

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影像教育部在2003年成功創辦了雲之南人類學影像雙年展，我們希望該影展可以成

為中國及東南亞大湄公河次區域紀錄影像工作者、視覺藝術家與大眾進行多向度交流的平臺。我們的主要

工作是不斷完善影像資料館的建設，逐步建立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影像教育部的培訓機制，繼續影展策

劃，推動影像作品的制作與發行。我們的目的是將影像媒體引入到鄉土教育工作中，與中國西南高山大河

流域地區的當地人合作，促進社區環境和文化的保護。同時我們也希望把影像媒體引入到社區工作更廣泛

的領域，成為不同地區社區工作可借鑒的方式。
網站及網頁鏈接

雲之南官網 http://www.yunfest.org/

雲之南紀錄影像展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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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雲之南 穀雨 入选片目列表

昂保《黑帳篷》

蔡傑《雲上佛童》

查曉原《虎虎》

陳小雨《走起！》

陳長清《亞當之子》

次裏卓瑪《婚禮》

叢峰《地層 1：來客》

寸炫《我的姓氏我的家》

道巴爾《我的老同學》

東噶加《旅遊者》

爾青《為了永遠的懷念》

範坡坡《彩虹伴我心》

格榮《弦子故事》

顧桃《犴達罕》

鬼叔中《羅盤經》

郭思宇《<花溪的公路>排練記》

郭思宇《最後的排練》

哈樂夫（胡林平）《晴朗的天空》

何春、黎夏《白褲瑤人的葬禮》

何春《白褲瑤銅鼓安名儀式》

侯文濤《蘆笙》

胡新宇《芻狗》

華旦年紮《白玉小學孩子們的生活》

華澤《這是垃圾嗎》

賈之坦《“一打三反”在白雲》

康世偉《垂死之家》

黎夏《瑤紗》

黎小鋒、賈愷《遍地烏金》

李佳蓓《2012 柏林彎夏令營》

李佳蓓《2012 柏林灣端午節活動》

李佳蓓《2012 年柏林彎社區中秋節活動》

李佳蓓《一起走在社區藝術的路上》

李衛紅《葡萄》

李有傑《阿佬的村莊》

林鍵軍《那些魔鬼是誰》

林鑫《瓦斯》

劉柏林《公園記事》

魯茸農布《我的父親是牧人》

陸朝明《取粘膏》

羅兵《羅家屋：天地無情》

羅麗梅《啊，SAM》

馬莉《京生》

馬求實《喚醒綠色虎》

普哇加《黑耗牛牛奶》

邱炯炯《萱堂閑話錄》

秋果《糌粑》

秋加、索日《雪豹和我的故鄉》

仁瓊《狼與牧人》

沈潔《二》

沈潔《鬼節》

史傑鵬、徐若濤、黃香《玉門》

斯那尼瑪《蟲草》

斯那紮西《聽爺爺講故事》

譚紅宇《泥中有我》

田波《走馬水》

王兵《三姐妹》

王爾卓《彩雲之南》

王一惠《拴娃娃石獅獅》

王中榮《我們身邊的塑料垃圾》

韋青山《鹹面制作》

魏曉波《生活而已 2》

吳永坤《水鼓老人》

許慧晶《媽媽的村莊》

尋增《雪山監測》

岩坎三、岩章往《章朗人的桑衎節》

葉雲《對看》

遊靜《壞孩子》

於廣義《光棍》

餘孟庭《二十歲的夏天》

紮巴《故鄉的森林》

紮西《永芝村的神山》

張曉時《索巴多傑》

張子木《我是你流浪過的一個地方》

章夢奇《自畫像：47 公裏》

鄭闊《暖冬》

鐘健《白漢場英雄傳》

鐘江明、王英傑《尋找袁學宇》

鄒雪平《吃飽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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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之光”青年短片競賽單元 之 華語作者影像片目

馬翔《流氓之小流氓》（剧情片）

廖克發《雨落誰家》（剧情片，中國臺灣）

陳橙《候鳥》（剧情片，中國香港）

韓帥《一九九九》（剧情片）

黃胤毓《夜晚的溫度》（紀錄片，中國臺灣）

柯永權、侯佳希《2306》（紀錄片）

劉嘉圭《尋找大面粳》（紀錄片，中國臺灣）

陳陳陳《願你此在》（紀錄片）

杭州亞洲青年電影節鏈接

官网 http://haff.asia/2013/zh/
好戲網 http://www.mask9.com/node/128452
土豆網 http://zone.tudou.com/HAFF2013

豆瓣主页 http://www.douban.com/event/19960666/

杭州亞洲青年影展 HAFF（HANGZHOU

ASIAN FILM FESTIVAL-HAFF）是一個經由“長三角高校影像文化
節”、“杭州大學生電影節”的策展，逐步過渡而來的立足亞洲的

青年電影節。杭州亞洲青年電影節旨在促進和介紹來自亞洲國家或

地區以及亞裔青年電影人極富創造力和想象力，並忠於我們多元的

世界和生活真相的影像作品，一方面致力於漸進地培育杭州本地觀

眾的觀影素養，另一方面也致力於為亞洲背景的青年電影人（尤其

是中國大陸的青年電影人）提供一個傳播與交流的機會。第五屆杭

州亞洲青年影展於2013年10月18日至26日在杭州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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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青年影像展是一個經由“武漢獨立電影高校巡映”，逐步過渡而

形成的青年影像展。本影展立足於武漢高校，旨在匯聚來自中國、亞

洲乃至世界的優秀獨立影片，一方面提供一個交流與溝通的平臺，激

發武漢熱愛電影青年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創造出更多記錄生活、忠於

真實的優秀影片；另一方面培養武漢本土獨立電影的觀影素養，為優

秀的獨立影片提供更大的展示平臺。2012 年 5 月舉辦第一屆武漢青

年影像展。

網站及網頁鏈接

人人網小站 http://zhan.renren.com/whqnyxz?from=template&checked=true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20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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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方： 武漢青年影像展組委會

聯合主辦方： 方寸文化實驗室 大夢電影部落

執行合作方： 青年武漢影像促進交流會

協辦單位： 在武漢

戰略合作夥伴：天堂映畫 愛微 齊放民間放映聯盟 荒島圖書館

杭州亞洲青年電影節 CNEX CIFF

學術交流機構：香港演藝學院

支持機構： 羅克慢遞 武漢牧羊人咖啡館 武漢探路者國際青年旅舍

視頻媒體： 土豆網 網易視頻

合作媒體： 新浪湖北 荊楚網 長江商報 大武漢 長江網

活動時間

第二屆：2013 年 4 月 12日至 5月 17 日

第三屆：2013 年 11月 15 日至 12月 21 日

活動地點

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南民族大學、武漢紡織大學、

華科武昌分校，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華師傳媒學院等十餘高校的禮堂、劇場及多功能報告廳

展映片目：

青蛙君《呵呵 DOTA 君》

徐衍《夢澤影戲館》

陳為軍《出路》

魏曉波《生活而已 1》、《生活而已 2》

武帥《三鎮三秋》

楊雪《競技人生》

475

475 of 542

http://www.douban.com/event/20113374/#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海南紀錄片影展 “海口影像盛宴 紀錄

夢幻中國”活動暨《望海南》紀錄電影的全球首映禮儀式，

作為海航集團跨年迎新活動的四部曲之一，於2014年1月8

日-12日在海口的中影南國影城舉行。海航重視扶持中國

新銳紀錄片創制力量，關注當代中國在價值觀重塑、信仰

探索、文化複興的過程中人的力量，旨在引發全社會對於

時代的反思與凝望，以紀錄片形態為中國社會發展輸出正

向能量。通過此次活動推進記錄片電影事業在海南的發

展，對於重塑海南文化生態建設，打造優秀有深度的海南

精神文明均具有積極而重要的意義。

展映時間：2014年1月8日-12日

展映地點：海口中影南國影城、海南大學

網站及網頁鏈接

天涯網主頁

http://yingxin2014.tianya.cn/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hnahdyx

參展影片

劉軍衛《望海南》 顧桃《犴達罕》 謝戎《俄查》

鄧伯超《餘光之下》 張僑勇《千錘百煉》 張僑勇《水果獵人》

範立欣《歸途列車》 朱宇《造雲的山》 陳小雨《傍海村民》

賈樟柯《無用》 賈樟柯《東》 賈樟柯《海上傳奇》

趙亮《在一起》 王爾卓《彩雲之南》 邵攀《Bike 與舊電鋼》

張同道《小人國》 袁菲、曹雷、李恒烈《超越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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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中文簡稱：雙城雙年

展)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個以城市或城市化作為固定主題的兩年一度的展

覽。雙城展由深圳與香港這兩個邊界相連、互動密切的城市協作舉辦，

立足其所在的珠三角地區急劇城市化的地域特點，關注全球普遍存在的

城市問題，用當代視覺文化的呈現方式，與社會公眾廣泛交流互動，具

備國際性、先鋒性、公益性。至今，深港雙方先後舉辦過四屆展覽：首

屆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由張永和擔任總策展人，主題為“城市，開門！”；

2007年，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首次與香港攜手聯合辦展，改名為深圳.·

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展覽演變為雙城互動、一展兩地的獨特類型，

深圳展由馬清運策展，主題為“城市再生”(香港展由王維仁策展，主題

為“城市再織”)。2009年，深圳展由著名跨界文化人歐寧策展，主題為

“城市動員”(香港展由姚嘉珊策展，主題為“城市動員：自備雙年展”)；

2011年，深港雙城雙年展首次與非華裔策展人合作，邀請了國際著名建

築主題展策展人、建築師、博物館專家、教授及評論家泰倫斯·瑞萊策

展，主題為“城市創造”(香港展由金光裕、李亮聰策展，主題為“三相

城市： 時間?空間?人間”)。

網站及網頁鏈接

雙城雙年展官網

http://www.szhkbiennale.org/

【B 館-文獻倉庫】邊緣影像館放映片目 （注：A、B、C、D館有更多作者影像展映，請點擊下面鏈接）

F1-紀錄片《痕跡》黃驥、大塚龍治

F2-紀錄片《地層1:來 客》叢峰

F3-紀錄片《人民公園》導演：張莫、史傑鵬

F4-紀錄片《亞當之子》導演：陳長清

F5-紀錄片《飄》導演：黃偉凱

F6-《南方公路》李巨川，中國武漢

F7-《日常生活的一天》黃孫權

F8-《表象》史文華（拙時）

F9-《一束來自影像的光》蔣志

影片介紹鏈接：http://www.szhkbiennale.org/Exhibits/vanuesB.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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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節 2010年

在深圳創辦，包括金鵬獎競賽活動、國際短片展映系列

活動、金鵬學院 Workshop（工作坊）活動、新媒體產

業論壇、短片交易市場五大板塊。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

節於每年5月在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

（簡稱“文博會”）期間舉辦。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節

金鵬獎是目前中國唯一國家級、國際性短片獎。作為中

國國際新媒體短片節主體活動之一，每年接受國內外短

片創作者參賽，組織國內外影視藝術和新媒體行業領軍

人士、專家學者和著名導演、編劇、演員等影視創作專

業人士擔任評委評選並獎勵優秀新媒體短片創作，發

現、扶持和激勵有理想、有激情、有創造力的新媒體短

片影視團隊和人才，促進新媒體短片文化藝術發展。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www.kingbonn.cc/index.asp

第四屆中國國際新媒體短片節內容框架

（一） 金鵬獎競賽活動

1.參賽作品類型

劇情短片、動畫短片、紀實短片、網絡系列短片。

2.參賽作品時長要求

主競賽單元參賽作品時長30分鐘以內；

最佳網絡劇獎參賽作品要求3集以上，

每集時長15分鐘左右；

最佳手機短片獎參賽時長5分鐘以內；

最佳網絡短片獎參賽作品時長20分鐘以內。

（二） 短片展覽展映

（三）新媒體產業論壇

（四）短片交易市場

（五）新媒體項目投融資洽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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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灣藝穗節

強調創意、城市驚喜和“藝術無界”的 FRINGE 藝穗，以其獨立的

姿態發展至全世界 300 多個城市，形成了影響全球的城市文化節日

品牌。2010 年藝穗風潮首次席卷深圳，讓世界看到這座城市的創

意魅力。

2013 年 11 月，第四屆深圳灣藝穗節，繼續散發著“人人藝術”的

精神，感染和鼓勵所有市民隨時隨地的參與自由、隨意的藝術活動，

釋放這座城市更多公共藝術的可能性。

網站及網頁鏈接

深圳灣藝穗節官網：

http://www.szfringe.org/2013

/index.php/cn/index

豆瓣小站：

http://www.douban.com/locati

on/people/szfringe/

新浪微博：

http://www.douban.com/people

/szfringe/

影展頁面：

http://www.szfringe.org/2013

/index.php/cn/program/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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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月/日) 時間 節目名 類型 場地

11/23 14:00 彼岸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3 16:30 青蛙&唐皇遊地府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3 19:30 三生三世聶華苓 影展 愛水館

11/23 15:00 透析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23 10:30 秉愛 影展 愛水館

11/24 19:30 雨果的假期&北京彈匠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4 14:00 這些樹那些人&不能戳的秘密 II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4 16:30 金門銀光夢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4 19:30 綠洲&我的老同學 影展 愛水館

11/24 14:00 馬大夫的診所 影展 愛水館

11/24 15:00 青春派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24 10:30 生命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4 21:15 萬箭穿心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24 10:30 淹沒 影展 愛水館

11/25 21:15 碧羅雪山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25 19:30 地層 I：來客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5 19:30 在高速公路上遊泳&美麗的魂魄 影展 愛水館

11/26 19:30 金妹&蟲草&蘋果樹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6 21:15 馬背上的法庭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26 19:30 世界末日 影展 愛水館

11/27 21:15 十七歲的單車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27 19:30 無花果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7 19:30 雨果的假期&北京彈匠 影展 愛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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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19:30 雜菜記&黑晝記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8 19:30 無花果 影展 愛水館

11/28 21:15 向陽坡傳說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28 18:30 去死來活 戲劇 藝穗黑匣子

11/29 19:30 金妹&蟲草&蘋果樹 影展 愛水館

11/29 19:30 淹沒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29 21:15 透析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30 14:00 綠洲&我的老同學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30 19:30 青蛙&唐皇遊地府 影展 愛水館

11/30 19:30 在高速公路上遊泳&美麗的魂魄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30 10:30 青春派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30 16:30 生命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1/30 21:15 向陽坡傳說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1/30 10:30 地層 I：來客 影展 愛水館

12/01 19:30 秉愛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2/01 14:00 邊界移動 200年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2/01 19:30 雜菜記&黑晝記 影展 愛水館

12/01 10:30 這些樹那些人&不能戳的秘密 II 影展 愛水館

12/01 14:00 彼岸 影展 愛水館

12/01 10:30 金門銀光夢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2/01 16:30 三生三世聶華苓 影展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12/01 10:30 萬箭穿心 影展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12/01 16:30 犴達罕 影展 愛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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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 2012年創

辦，由深圳華僑城創意文化園主辦，首屆展覽以“心靈

世界：作為虛擬藝術工程”為主題，由王春辰、張小濤、

何金芳共同策展, 由吳秋龑展覽空間設計，於 2012年

12月 22日在深圳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北區 B10 藝術空間

開幕，並展至 2013 年 3 月 22 日；展出國內外共五十

多位藝術家、近一百件獨立動畫藝術作品，並通過研討

會、講座、獨立動畫創作競賽等系列活動開展學術交流

和公眾參與，為觀眾提供一次難得的獨立動畫盛宴，並

揭開當代藝術史中獨立動畫的新篇章。

首屆雙年展分為七個板塊：

1)心靈世界的超驗圖像：

蔔樺、段天然、劉茜懿、王茜濡、吳超、吳秋龑、周明；

2)網絡世界的信息與編碼：

代化、黃麒霏、唐茂宏、周嘯虎；

3)走向真實的虛擬工程：

陳卓&黃可一、曹斐、田曉磊、繆曉春、張小濤、皮三；

4)複活的水墨世界：

陳劭雄、陳海璐、黃洋、林俊廷、邱黯雄、吳俊勇、張

錳、徐冰；

5)青春的意志：

曹操小姐、柴覓、馮薇、雷磊、王維思、王欣、王展、

溫淩、易雨瀟、張永基；

6）全球化視野：

劉健、孫遜、譚奇、王海洋、衛詩磊、葉淩瀚、包建；

7)國際動畫：

近藤聡乃（日）、金垠亨（韓）、Chris Sullivan（美）、

Phil Mulloy（英）、AES+F 小組（俄）、Diego Zuelli（意）、

Federico Solmi(意)、Sky David(美)、Carlos Santa（哥）、

Cecilia（哥）、David Fain（美）、Grace Nayoon Rhee

（美）、Michèle Lemieux（加）、Vera Neubauer（捷）

等。

展覽時間：

2012年12月22日至2013年3月22日

展覽地點：

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北區 B10藝術空間

網站及網頁鏈接

崇真藝術網

http://yiker.trueart.com/20113351

好戲網

http://www.mask9.com/node/72247

豆瓣主頁

（附有競賽單元作者及片目）

http://site.douban.com/19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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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 研討會安排

被遮蔽的實驗-2000以來中國獨立動畫的實驗之旅

主講嘉賓：張小濤（藝術家，四川美院新媒體藝術

系主任）

時間：2012年11月29日18:30

地點：中央美術學院七號樓地下一層數碼工作室大

廳

一個人的動畫電影

主講嘉賓：劉健（動畫導演）

時間：2012年12月21日15:00

地點：廣州美術學院教學大樓0120（昌崗東路校區）

故鄉的時間

主講嘉賓：張獻民（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時間：2012年12月21日19:30

地點：廣州美術學院教學大樓0120（昌崗東路校區）

獨立動畫之路

時間：2012年12月22日15:30

主持人：王春辰

與會嘉賓：董冰峰、馮峰、何金芳、李楊、劉旭光、

王遲、王六一、張獻民、張培力、張小濤、吳秋龑、

張海濤

地點：深圳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北區 A3+

菲爾·莫洛伊(Phil Mulloy)，作為一個電影人

主講嘉賓：菲爾·莫洛伊（Phil Mulloy 英國藝術家）

時間：2012年12月23日10:00

地點：深圳市南山區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北區 A3+

動畫中的版畫藝術

主講嘉賓：戈本·斯荷爾姆（Geben Schermer 荷蘭

動畫電影節主席）

時間：2012年12月23日14:30

地點：深圳市南山區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北區 A3+

走向世界的中國動畫創意及作品分析

主講嘉賓：王六一（亞太動漫協會秘書長）

時間：2012年12月24日14:30

地點：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會議廳

藝術的開放與獨立動畫

主講嘉賓：王春辰（著名藝術批評家、策展人，中

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學術部主任）

時間：2013年1月10日19:00

地點：四川美術學院新校區小劇場

自由自在的動畫片

主講嘉賓：雷磊（藝術家）

時間：2013年1月22日20:00

地點：深圳市南山區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北區 A3+

動畫是一層皮（深圳/廣州）

主講嘉賓：孫遜（藝術家）

時間：2013年2月26日20:00

地點：深圳市南山區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北區 A3+

主講嘉賓：孫遜（藝術家）

時間：2013 年 2 月 27 日 15:00

地點：廣州美術學院教學大樓 0120（昌崗東路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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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紀錄片大獎
是由鳳凰視頻和鳳凰衛視共同主

辦，聯合 CNEX 等專業紀錄片機構

及多家媒體共同打造的優秀記錄

片評獎活動，它突出體現了鳳凰

的人文關懷精神，和專注於紀錄

片領域的專業態度。大賽旨在發

現優秀的紀錄片和導演，促進紀

錄片行業的健康發展。2012 年舉

辦第一屆。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v.ifeng.com/documentary/special/2013doc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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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二屆鳳凰紀錄片大獎 入圍名單及獲獎名單

最佳紀錄長片獎：共 13部入圍

《我為故鄉的死寂舉行一個良辰吉日》、《彩雲之南》、《玉門》、《芙兒與詩詩》、《急診》、《牛糞》、《殤城》、

《遍地烏金》、《“一打三反”在白雲》、《犴達罕》、《面包情人》、《傍海村民》、《唐老師》

最佳紀錄短片獎：共 6部入圍

《鬼節》、《偷》、《新娘》、《落腳》、《小嶽同志》、《小號大造馮滿記》

最佳微紀錄片獎：共 5部入圍

《女人和》、《有福的人》、《甜蜜的街頭探戈》、《2306》、《吾家有女》

綠色中國獎（時代紀錄和亞洲協會特別贊助）：共 7部入圍

《牛糞》、《喚醒綠色虎》、《遠去的家園》、《扭轉的力量》、《畫在牆上的夢》、《鹿殤》、《我的高山兀鷲》

注：其中《牛糞》同時入圍了最佳紀錄長片獎及綠色中國獎

備注：入圍作品，排名不分先後

最佳長片 《犴達罕》

特別獎 《我為故鄉的死寂舉行一個良辰吉日》

最佳短片 《新娘》

人文關懷獎《唐老師》

綠色中國獎《喚醒綠色虎》

最聚人氣獎《甜蜜的街頭探戈》獲244萬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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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公益映像節
是壹基金自2012年起聯合新媒體平臺發起的

網絡公益視頻大賽，旨在鼓勵公眾用自己的鏡

頭記錄身邊的公益人物和故事，傳播“盡我所

能，人人公益“的理念。第二屆公益映像節於

2013年7月至11月間舉行，以“Mini Hero，

Action！”為主題，倡導“發現和行動”，尋找

那些勇於用行動去改變困境、扭轉現狀的個人

和群體，用鏡頭記錄和傳遞公益力量。活動面

向全國征集公益視頻，根據大眾、專家和專業

機構的評選結果，對優秀作品予以嘉獎。“公

益映像節”舉辦期間，壹基金攜手騰訊、優酷、

人人等最具影響力的網絡平臺，聯合可口可

樂、萬達院線，及全國超過100所高校、100家

國內外權威媒體和各類社會愛心組織，通過線

上線下平臺的協同呈現，實現廣泛參與的公益

行動和公益理念傳播，形成具有重要社會意義

和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公益事件。第二屆映像節

經過4個月的征集、投票和評選，總共收到各

類參賽作品282部，入圍15部。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gongyi.qq.com/zt2013/yiji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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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短片《迷失的家園》獲網絡投票

第一名，榮膺“最具人氣獎”和“公

益力量傳播獎”；《小老頭和電影院》

獲“媒體聯合推薦獎”和“最佳劇

本獎”；紀錄片《山河之殤》獲“最

佳公益故事獎”，該片主人公孫冕

（關愛老兵公益項目發起人）獲組委

會今年特設的“最佳行動者獎”。此

外，還有最佳剪輯獎《拾荒少年》、

最佳攝影獎《不度》、最佳導演獎《牛

糞》（相關連結鄉村之眼看《牛糞》

有感）、最具潛力獎《唐老師》和評

委會大獎《陽光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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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 是由文化部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數字影像委員會主辦，由陝

西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陝文投集團”)承辦

的大型國際性影像作品評選賽事和文化交流活動。影像節創辦於2010

年3月，在全球範圍征集各類原創影像作品，每年一屆,永久落戶西安。

影像節致力於激發民間影像創作活力，為國內外影像愛好者提供展示

與交流平臺，通過整合海量原創資源，在陝西打造全國一流的影視節

目制作基地。通過四年努力，影像節已逐漸成為被業界廣泛認可的國

際性文化盛事，成為了我省最具代表性的現代文化品牌活動之一。

第四屆民間影像節 於2013年3月19日正式啟動，影像嘉年華於10月28

日至11月3日舉行。第四屆民間影像節共征集到16074部作品，其中海

外作品3260部。

獎項設置：

1.綜合大獎： 最佳影片 評委會獎

2.專業獎

最佳導演獎、最佳編劇獎、最佳攝影獎、

最佳人文關懷獎、最佳技術制作獎。

3.單元獎（各1名）

最佳微電影、最佳紀錄片、最佳動畫片、

最佳探索獎、最佳傳播獎。

4.青年導演扶持計劃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www.folkvideo.net/

騰訊微博 http://t.qq.com/XAIFVF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folkvideo

人人小站

http://zhan.renren.com/yingxiangjie?check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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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民間影像年度展（XAFF）是中國西安國際

民間影像節重點國際展映活動，自 2012 年起舉辦。亞洲民間影像

年度展（XAFF）宗旨是促進民間電影的創作與交流，鼓勵陝西及國

內的新銳影像創作人，為本地觀眾提供高水平民間影像作品，為各

地影像作者創造自如表達空間，在觀眾與作者、市場之間搭建一個

寬松、自由、平等的交流與溝通平臺, 推動陝西影視的全面發展，

培養發掘創意人才，助力鍛造陝西文化新品牌。

2013 亞洲民間影像年度展（XAFF）分為“亞洲世界：ISAAS 第三季”、

“中國新銳電影”、“本土力量”三個單元和“韓國主題展”、“多面

向臺灣”兩個專題，以及學術研討會。預計共放映二十餘部電影，

邀請到數十位國內外影展負責人、導演到場參與活動，意在促進民

間電影的創作與交流，鼓勵和推動西安及國內的新進影像創作人，

重塑亞洲民間影像格局與地圖。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u/2801637130

豆瓣 http://www.douban.com/event/20067733/

中國·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介紹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336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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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日（星期四）

西安曲江太平洋影城 2號廳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The Cat That Lived a Million Times》

《查爾……無人之島/

CHAR… the No-Man’s Island》

Sourav Sarangi 導演到場交流 Q&A

希·雅布什卡嫩系列

《沒有飯吃的人》《面對惡靈》

《持攝像機的男人/

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

張淑蘭 導演到場交流 Q&A

林建享 導演到場交流 Q&A

《換城/Where Should I Go》

李軍虎 導演到場交流 Q&A

中國新銳導演單元開幕影片：

《她們的名字叫紅/China Affair》

章明 導演及制片人等主創到場交流 Q&A

《記憶望著我/Memories Look At Me》

11月 1 日（星期五）

西安曲江太平洋影城 2號廳

《孫子從美國來/

A Grandson From America》

《不眠夜/Sleepless Nights》

《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

Fly With the Crane 》

李睿珺 導演到場交流 Q&A

《楊梅洲/Song of Silence 》

陳卓 導演到場交流 Q&A

《雞蛋與石頭/Egg and Stone》

黃驥 導演到場交流 Q&A

閉幕影片

《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

Don’t Expect Praise》

楊瑾 導演到場交流 Q&A

第二屆亞洲民間影像年度展

（XAFF2013）排片表

10月 30 日（星期三）

西安曲江太平洋影城 2號廳

《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

An American and His Harem》

《煙·花》

許冰 導演到場交流 Q&A

《處女 Virgin》

《落地再生根/MOVING》

韓國主題展（4號廳）

《蝴蝶之海/Sea of Butterfly》

樸培日 導演到場交流 Q&A

《加裏峰/GARI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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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國際動畫電影節（又名國際動畫電影年

度展，XIAFF)是中國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的重點國際展映活動。

國際動畫電影年度展(XIAFF)的宗旨是在國際視野中促進原創動

畫的創作與交流，鼓勵本土動畫作者，拓展青年群體的藝術視野

與想象力。盡力為觀眾提供高水平原創動畫作品，為各地影像作

者創造自如表達空間，多維度升級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鍛造陝

西文化新品牌。

2013國際動畫電影年度展(XIAFF)內容包含國際和國內兩部分，國

際分為“坦普雷國際短片電影節獲獎作品”和“芬蘭大師 Hannes

Vartiainen&Pekka Veikkolainen 專題”兩個單元；國內分為“當

代中國青年獨立創作人”和“中國新銳動畫”兩個單元。每個單

元又按照作者或主題劃分為若幹作品，其中既包含動畫大師回顧，

同時強調新創作者的力量，希望在一種曆史和當下兼顧的維度裏，

盡量全面的展現動畫創作的面貌與活力，並在不同區域的創作間

展開多維度的交流和對話。2013西安國際動畫電影年度展(XIAFF)

放映動畫作品百餘部，以作品展映為依托，每場放映都有現場對

話和交流。邀請數十位國內外動畫節策劃人、動畫作者到現場參

與整個活動。旨在促進民間動畫的創作與交流，鼓勵和推動西安

及國內的新進動畫創作人，及拓展青年創作群體的視覺格局與地

緣力量。

網站及網頁鏈接

土豆網預告片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

HbJ1PtgHGA/

好戲網

http://www.mask9.com/node/132239

中國·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官網

http://www.folkvideo.ne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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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國際動畫電影年度展(XIAFF)展映單元與片目（中國作品）

中國新銳動畫單元-學生作品

《盲生》/譚程陽

《Watcher》/熊明亞

《像我們一樣的人》/龐磊

《花生》/尤婉、耶路

《bird》/朱曉婧、趙超

《DARK CANDY》/薑俊堯

《開飛機的雞》/餘子昊

《最後的家園》/黃卉欣

《失戀的貓》/王一琳

《前進，達瓦裏希》/王一琳

《售票亭》/白晰

《回憶回憶的回憶》/王善揚

《True Me》/劉子佳

《孟薑女》/李詩芸

《隆阿隆，騎馬去海豐》/羅絲佳

《Let it be》/張文彥

《小黃人瑞考特》/肖芝一

《莫爾鎖的一天》/沈佳微

《美院跟前兒》/伊沙貝拉

《兔裁縫》/宋思琪

《僧娑羅》/李貞汗、陳博文、劉鄧尉

《謀殺》/吳玥琪

《七日夢》/萬晉玥

《我的蹭課記》/於小青

《TRISTA》/鄧峣祎

《獨裁》/劉保鑫

《喃喃之地》/林銳博

《河神之鼓》/林旭茂

《電梯口》/王若姍

《迷醉》/劉書亮

《奇異生物》/劉書亮

《自畫像》/劉書亮

《Handi & V》/範緯

《The Last Key》/王迪

《See Life》/李子翬

《If Look Can Monsterize》/蔣晨琪

中國新銳動畫單元-工作室作品

《李導演》/侯濤

《挖坑》/侯濤

《入學考試》/唐伯卿

《鞋》/毛啟超

《閃耀》/何潔、蔣海明

《夏花》/何潔、蔣海明

《99》/何潔、蔣海明

《聖誕老人野史》/北緯39度工作室

《蛇年吉祥》/北緯39度工作室

《自食其果的猴子》/Edsenses

《櫻絆》/seenvision

《卡》/seenvision

《nothing happened》/seenvision

《大過龍年》/LXU

《紀念日心情》/LXU

《你不知道的避孕史》/鯨夢文化

《雙面中國人》/鯨夢文化

《大學生就業生存戰》/鯨夢文化

《海岸線上的漫畫家》/好傳動畫

《彎刀大馬賊》/好傳動畫

《短片合輯》/好傳動畫

《貓，女孩和夢》/定格動畫應勳

《十年》/定格動畫應勳

《夢遊動物園》/共玩創意李文靜

《瞌睡熊》/共玩創意陳宏旭

《天籟村 ID 動畫》/蔡雨明

《一路狂奔！！》/王天放

中國當代青年獨立創作人單元

《HAIR》/沈傑

《RUN!》/沈傑

《STAMMER》/沈傑

《流水》/沈傑

《雙簧》/丁世偉

《迷悟之旅》/黃雯睿

《世界》/田曉磊

《樂園》/田曉磊

《歡樂頌》/田曉磊

《春秋》/田曉磊

《風景三十六點五》/田曉磊

《空了》/田曉磊

《關系》/田曉磊

場館地址：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曲江新區雁塔南路大唐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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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青年電影展 前身為創辦於

2006年的國際大學生影像節，第五屆起改稱 FIRST 青年

電影展，該影展一直激發大學生關注社會熱點，用影像

的方式記錄快速發展的世界。“FIRST”一直堅守使命，

為最不安於沉默的，最富於革新精神的青年電影提供一

個放聲歌唱的舞臺。FIRST 崇尚自由，旨在擺脫體制與意

識形態的枷鎖，推動電影現實主義精神的重生。為了呈

現並推動青年電影人的藝術創造與原創精神，“FIRST”

積極發現優秀的處女作電影，並提供挑戰的平臺，為當

代青年電影的發展提供趨勢參考。與此同時，象征著倔

強與頑強的生命力的“青禾”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

而 FIRST 的“水晶板磚”已經成為青年電影人無限向往

的榮耀。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www.firstfilm.org.cn/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firstyouthfilm

豆瓣主頁

http://site.douban.com/12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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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 FIRST 青年影展（第七屆）獲獎名單：

最佳劇情片：《美姐》

最佳紀錄片：《藍綠對話實驗室》

最佳短片：《華麗緣》

最佳動畫片：《老鼠、貓和人》

最佳導演：《美姐》郝傑

最佳演員：《美姐》馮四

最佳編劇：《美姐》郝傑、葛夏

最佳攝影：《甜蜜十八歲》徐偉

最佳美術：《美姐》栗存旺

最佳剪輯：《目擊者》高則豪

最佳配樂：《我們永遠在這裏》藤原尚紀

評委會特別獎：《目擊者》

2013年度大學生電影競賽單元獲獎名單：

最佳影片：《周日早上》

最佳紀錄片：《沉漁》

最佳動畫片：《約瑟芬與蟑螂》

最佳實驗片：《它的故事》

評委會特別獎：《BATTLE》

第七屆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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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鳴知了電影工作室 創辦於

2012年6月，是上海新生的藝術電影公益放映平臺。主

要進行藝術電影放映、獨立電影放映交流、其他各類

藝術交流等。旨在給愛看藝術電影的影迷觀眾多一處

觀影駐集地，同時也給大陸的獨立電影人多一處放映

交流他們電影的空間平臺。

上海楊浦創訓基地，蟬鳴知了電影工作室位於上海楊

浦區國定東路200號1號樓2樓沙龍區。（地鐵10號線，

五角場站，翔殷路出口）

2013年放映片目（中國部分）

第2期 《唐老師》張新偉

第3期 《三鎮三秋》武帥

第4期 《遍地烏金》黎小鋒 / 賈愷

第5期 《798站》 鄭闊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neeplus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67286/

上海蟬鳴知了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網址

http://www.ruhuawenhua.com/

495

495 of 542

http://weibo.com/neeplus
http://site.douban.com/167286/
http://www.ruhuawenhua.com/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東莞卡夫卡咖啡館藝術空間

東莞首家電影主題咖啡館，致力於原創現代藝術的傳播，包

括電影、文學等。

2013 年吳文光紀錄影像回顧展全國齊放東莞站由卡夫卡咖啡

館承辦。

2月 24 日 晚上 19:30(周五)

《流浪北京》卡夫卡咖啡館三樓藝術空間

3月 02 日 晚上 19:30(周五）

《江湖》莞城圖書館四樓多功能報告廳

3月 09 日 晚上 19:30(周五)

《你的名字叫外地人》卡夫卡咖啡館三樓藝術空間

3月 17 日 晚上 19:30(周五)

《治療》 卡夫卡咖啡館三樓藝術空間

地址：莞城區向陽路文化廣場(近文化周末劇場門口）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主頁：

http://www.douban.com/event/15940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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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

2013年01月02日 高雄傑《王良的理想》

2013年05月12日 “5 ▪ 12”紀錄片《活著》

2013年06月01日 李尚龍 “在路上”放映

2013年06月15日 “放肆造夢”：微電影現象沙龍

2013年06月16日 “再見，青春”主題

紀錄片《碎片》特別放映暨交流

2013年07月12日 黨巍 《每個人一條路》影片放映

2013年07月26日 蒙古紀錄片《哭泣的駱駝》

2013年12月01日 中國民間女性影展

《愛與狗同行 This Darling Life + Visit》

/陳安琪 Angela Chan /香港 Hong Kong/98min

《愛之頌 Love Song》

/朱莉戴許 Julie Dash/美國 USA/88min

《老安 Lao An》

/楊荔鈉 Yang Lina/87min/Q&A

706 青年空間是由青年人自發組織的公共交流空間，在這裏會舉

辦主題豐富的沙龍、青年分享燴、公開課、獨立電影放映、民謠

演奏等等活動。2011 年底創辦至今，目前每周活動數量達到十餘

場。706 的目標是成為一個開源創新的思想平臺，在這裏青年人

呈現出不同的思想、故事、經曆和價值觀，讓每個人向內自我探

索，發現更多可能性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同伴，找到歸屬感。

地址：北京海澱區五道口華清嘉園 15 號樓 2006

（“甲 15 號”樓斜對角）

工作電話：010-56142817

Qingniankongjian706@163.com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706 青年空間

人人主頁：706 青年空間

豆瓣小站：706 青年空間

微信公眾平臺：qingniankongjian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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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

1月 5日《垃圾人》、《愛的樂章》

1月 12 日《邊境少女》

及陳富導演交流會，重映《垃圾人》

1月 19 日吳鈦紝《尋情曆險記》

1月 26 日《迷牆》 重映《尋情曆險記》

2月 2日鬼叔中《羅盤經》 重映《迷牆》

2月 23 日《虎虎》 重映《羅盤經》

4月 27 日鄭闊《798》 重映《窯洞》

5月 11 日首屆鳳凰紀錄大獎提名作品《二》 重映《798 站》

5月 12 日《殤城》及導演趙琦交流會

5月 18 日《天堂 地獄 人間》 重映《二》

5月 25 日於廣義《光棍》 重映《天堂 地獄 人間》

6月 15 日《大象進行式》 重映《光棍》

7月 6日《唐老師》 重映《世界上最聰明的孩子》

7月 20 日《青春致敬青春》及主創團隊見面會

7月 27 日《追尋愛情的遠行》

及导演刘铉见面会 重映《青春致敬青春》

8月 3日《跑酷少年》及郝智強導演交流會

8月 17 日《小站》 重映《數字 1的故事》

9月 7日《鄉村醫生》 重映《食物的秘密—吃出健康》

9月 21 日《喚醒綠色虎》 重映《人類家譜》

10 月 12日《俄查》 重映《如果石油不在》

10 月 26日於廣義《小李子》 重映《領袖密碼》

11 月 9日《新娘》及導演陳天交流會 重映《神秘的印度》

11 月 16日《2306》及導演柯永權、侯佳希交流會 重映《新娘》

11 月 30日《鬼節》 重映《寂靜的獵手：貓頭鷹》

12 月 14日《二十歲的夏天》及導演餘孟庭交流會

12 月 21日《帶孩子上班去》 重映《二十歲的夏天》

【一畝三分地】紀錄片放映活動是广州纪录片制作协会、中国（广

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和北京 MOMA 百老汇电影中心共同发起的一个

旨在以展映国内外纪录片作为窗口，建立纪录片导演和观众之间相

互沟通的活动，從 2010 年 3 月開始，長期放映国内外制作机构及

导演提供的擁有展映版權的各类型題材紀錄片，希望通過觀看和相

關的討論，和大家分享紀錄片以及紀錄片人的生活態度。

【一畝三分地】通过豆瓣小站、好戏网、良友纪录网、生活便签等

公共平台发布每周的展映信息，并采用郵件群組的方式將所有活動

提前通過郵件形式发送给紀錄片业内人士作为信息分享。

放映場地 1：東直門北京 MOMA 百老匯電影中心二層圖書館

放映時間：每個星期六晚上 19:00

放映場地 2：西四環杏石口路中間劇場&中間影院。

放映時間：每個星期六下午 14:30。

合作機構：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大會、東直門 MOMA 百老匯電影

中心、、中間劇場&中間影院、搜狐視頻紀錄片頻道、大陸橋傳媒、

傳奇劇場、《大眾 DV》雜志、良友紀錄網、CNEX、美國大使館文化

教育處、法語國家電影節、HAFF 杭州亞洲青年電影節、好戲網、

雞米 App 團隊、生活便簽。

劇場、《大眾 DV》雜志、良友紀錄網、CNEX、美國大使館文化教育

處、法語國家電影節、HAFF 杭州亞洲青年電影節、好戲網、雞米

App 團隊、生活便簽。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gda/

一畝三分地

紀錄片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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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排片表】

3月 27日（周三）

19:00 《俄查》放映+主創見面會

3月 28日（周四）

19:00 《萱堂閑話錄》放映+主創見面會

3月 29日（周五）

19:30 《飛越老人院》放映

3月 30日（周六）

13:00 《羅盤經》放映+ 主創見面會

16:30 《萬箭穿心》放映

19:30 《浮城謎事》放映

3月 31日（周日）

13:00 《雨果的假期》放映 +主創見面會

16:30 《邊境風雲》放映

4月 2日（周二）

19:00 《活著》放映+主創見面會

4月 4日（周四）

13:30 《遍地烏金》放映

16:30 《我 11》放映

19:30 《殺生》放映

4月 5日（周五）

13:00 《生活而已 2》放映+主創見面會

19:30 《搜索》放映

4月 6日（周六）

13:00 《晴朗的天空》放映+主創見面會

16:30 《孫子從美國來》放映

19:30 《楊梅洲》放映

2013 年 3 月 27 日至 4月 6 日中國電影導演協會與 CMoDA 藝術影院

合作，隆重推出“第四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 2012 年度表彰大會年

度展映”。活動期間放映了 17 部知名導演的優秀電影作品，其中

包括多部獨立影像作品。

【地點】中華世紀壇數字藝術館 CMoDA 藝術影院 3號廳

【票價】20 元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主辦方：http://www.douban.com/event/18457923/

http://site.douban.com/cmoda/

第四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 2012 年度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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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紀錄片放映交流與學術講座活動

隱沒地：上圈組村民與藝術家的影像實驗

時間：2013 年 11 月 20日 周三 19:00-21:00

餘孟庭導演紀錄片《二十歲的夏天》放映及講座

時間：2013 年 11 月 13日

電影的鄉愁——前蘇聯時期鄉村電影放映及其文化影響

時間：2013 年 06 月 05日 周三 19:00-21:00

鏡頭下的廢墟與全球化

時間：2013 年 06 月 04日 周二 19:00-21:00

哈爾濱的回聲：哈爾濱的俄羅斯人、猶太人與波蘭人

時間：2013 年 06 月 03日 周一 19:00-21:00

數字時代的紀實影像：《二十四節氣》、《城市微旅行》。民大展

映 No.6

時間：2013 年 05 月 22日 周三 19:00-21:00

電影女性觀眾的崛起與女性主義問題—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侯克明教授講座

時間：2013 年 05 月 15日 周三 19:00-21:00

法國民族志紀錄片《窯洞：另一種營造法式》

時間：2013 年 05 月 08日 周三 19:00-21:00

消逝與永恒：孫曾田民族志電影創作談

時間：2013 年 04 月 10日 周三 19:00-21:00

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導演劉執戈民族志電影放映暨交流會

代表作《當舞曲響起的時候》（藏族少女的舞蹈之夢）、《放鷹》

（新疆葉城的放鷹運動）

時間：2013 年 03 月 25日 周一 19:00-21:00

中央民族大學·叢峰《地層 1：來客》電影放映籍導演交流會

時間：2013 年 03 月 18日 周一 19:00-21:00

民族志紀錄片《俄查：黎族最後的船型屋聚落》中央民族大學

放映會

時間：2013 年 03 月 11日 周一 19:00-21:00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主頁

http://www.douban.com/doulist/2462

218/

中央民族大學

影像民族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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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典美術館

前身是2008年8月由穀燕女士創辦的“元藝術中心”。2010年3

月取得北京市民營非企業機構法人資格後正式更名為元典美

術館。開館至今已成功舉辦了《文化之後的文化》、《春分》、

《偉大的天上的抽象》、《反芻》等二十餘個極具影響力的展覽

以及各類文化活動。

位於北京望京區的元典美術館建築面積3200平方米，設有多個

展覽廳、影像放映及會議室；美術館還附設“視覺藝術與腦認

知實驗室”及“元典會”俱樂部，是全世界藝術家和藝術愛好

者的樂園。

元典美術館將為大眾提供獨立電影觀看平臺，每月播放一次，

觀看這些影片，體會電影給人帶來的獨特魅力。

地址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利澤西園112號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http://www.yuanart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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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典美術館@“EXiN 亞洲實驗電影與錄像藝術論壇”中國大陸板塊（2013）

元典美術館總監：穀 燕、梁克剛

EXIN 組織委員會總監：曹 愷、張獻民

策 展 人：張海濤、沈朝方、王泊喬

主 辦：元典美術館、南視覺美術館

媒體支持：藝術檔案網（www.artda.cn）

開幕時間：2013年3月23日（周六）下午3點

展覽時間：2013年3月23日—2013年4月7日

中國大陸板塊之一（兩個單元）

策展人：沈朝方

“從紀錄到觀念”單元藝術家：張培力、張洹、汪建偉、 劉旭光、管懷賓、李一凡、肖雄、吳達新、裴麗、

王思順 、賈宇明、葉甫納 、張次禹、劉波＋李鬱 、歐陽溪雲

“當代藝術思維中的新電影“單元藝術家：楊福東、曹斐、高世強、 周依、 陸揚、 陳軸、 化鵬、宋梅、

王魯、劉曉宇、孟祥龍 、劉丹姝、 張景涵、 袁輝 、寇路陽、劉毅。

中國大陸板塊之二（一個單元）

策展人：王泊喬

《屏幕美學》單元藝術家：繆曉春、張小濤、劉茜懿 、蔔樺、劉健 、孫遜、王海洋、葉淩翰、趙曄+黃洋、

周嘯虎 、王維思 、田曉磊 、王茜濡

中國大陸板塊之三（四個單元）

策展人：張海濤

“記憶物象”單元藝術家：劉暢、李山、袁智超、郭維+趙伯祚+郝樹人、孫磊、孫楠、王琳慧、宋松、汪東

升

“生命寓言”單元藝術家：方昊、許成、包建、易連、鈺柯、孫祎童、黃思穎、鄧尚、趙域“日常異常”單

元藝術家：楊正帆、楊迪、李隆、許慧晶、王展、王旭龍+謝筱禹、賀東昕、陳鏹、周飛、張敏捷、徐雄

“曖昧空間”單元藝術家：史廣智、史傑鵬+黃香+徐若濤、叢峰、武權、徐若濤+薛利、烏青

元典美術館@第十屆北京獨立影像展 聯合放映：實驗單元精選作品展映（2013）

實驗片單元選片人：張海濤，炭歎，董冰峰

實驗片競賽終審評委：劉旭光，曹愷，孫松榮

展映時間：2013年8月23日下午1點半至5點半

展映地址：元典美術館（北京朝陽區望京廣順北大街利澤西園西門112號）

展映片單：

《空城計》/kongchengji 鐘甦/4'16" /Q&A

《我想對你說》/ Please Listen to Me 易雨瀟 Yi Yuxiao/13min

《安•所歸》/Ann Had To 張陽傳 Zhang Yangchuan/8min

《我想像爸爸一樣成功》/I Imagined My Father as Successful 朱昶全 Zhu Changquan/4'14"

I'm not not not Chen Zhou 陳軸 Chenzhou/34min/Q&A

《發生》/HAPPEN 吳超 Wuchao/23min

《我們走在路上談論靈魂時談論什麼？》/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Soul When We Walking on the Road?

蔣文勇 Jiang Wenyong/13'39"

《鳳凰》/Phoenix 寇路陽 Kou Luyang/7'40"

《湖》/Lake 何煥源 劉堯卿 He Huanyuan, Liu Yaoqing/20min

《雙簧》/Double Act 丁世偉 Ding Shiwei/5min

《葉埠梧橋》/Looking for Her in Vain 韓婧 Han Jing/8min

《雙魚座》/PISCES 陳映 Chenying/31min （注：該展映活動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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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藝術品收藏家之一，UCCA 創始人尤倫斯

夫婦出於對中國濃厚的感情，以及對中國藝術的熱愛，收藏了

數量龐大的中國藝術品。 在為家族產業工作了40年後， 尤倫

斯先生自2000 年起致力於文化活動與慈善事業。尤倫斯夫婦

在尼泊爾開展人道主義援助工作，並建立“快樂家庭基金會”

來援助孤兒院、兒童救護中心，以及尤倫斯中學等。2004 年，

作為法國抗癌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尤倫斯夫人在比利時成立

“米米基金”，幫助癌症病人減輕化療帶來的痛苦，改善他們

家庭的生活。

工業包豪斯風格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空間，前身是

建造於上世紀50年代的工業廠房，在保留了原有建築風格的同

時，由建築師讓•米歇爾•維爾莫特和馬清運共同設計，大門外

立面由建築師張永和設計，改造為符合舉辦國際大型展覽、品

牌活動的藝術空間。UCCA 總面積達8,000平方米，具有大展廳、

中展廳、長廊和甬道等四個展示空間，還包括悅廊、劇場、報

告廳、大客廳、沙龍等多功能廳。專業的采光與恒濕恒溫環境，

在為展覽提供最專業支持的同時，全力支持商業活動的藝術呈

現。

UCCA 藝術影院每周六和周日持續組織觀影與講座活動，有時

周四和周五也有展映活動。UCCA 每年舉辦多種國內外影展。

地址

北京798藝術區

開放時間

周二至周日 10:00-19:00

網站及網頁鏈接

UCCA官網

http://ucc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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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A 2013年放映活動 （以下放映活動均可點擊鏈接查詢詳情）

自2013年9月起，UCCA 藝術影院推出“UCCA 選映”系列，展映最新出品的中外藝術佳片、探討話題之作，每

月聚焦一部紀錄片和一部劇情片作品。該系列由藝術影院節目策展人謝萌策劃呈現。

【藝術影院】 UCCA 選映：

《遠方》02月22日 周六 16:30-18:30

《地層1：來客》02月23日 周日 17:00-18:30

《犴達罕》2013年12月07日 周六 14:00-16:00

《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2013年10月26日 周六 17:00-19:00

《金夢》2013年10月13日 周日 14:00-16:00

《唐皇遊地府》2013年09月20日 周五 16:30-18:00

《人民公園》2013年09月19日 周四 16:30-18:00

【藝術影院】 第一屆中國民間女性影展@UCCA

2013年11月23日 周六 13:00-20:30

（排片詳見中國民間女性影展頁面）

【藝術影院】 天畫畫天新作展

8月 3日 16:30 《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導演楊瑾現場交流

19:00 《唐皇遊地府》

8月 4日 14:00 《美姐》

16:30 《焚屍人》+ 導演彭韜現場交流

8月 10日 14:00 《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 導演李睿珺現場交流

16:30 影人論壇：中國藝術影片的投資、制作、發行與挑戰（免費活動）

8月 11日 14:00 《靜靜的嘛呢石》

【藝術影院】 北京女性影展 2013

2013年05月25日 周六 13:00-20:30

2013年05月26日 周日 14:00-20:30

（排片詳見北京女性影展頁面）

【藝術影院】UCCA×LEAP×CIFA 《三姊妹》特別放映+導演見面會

2013年05月11日 周六 14:00-18:00

【藝術影院】謝萌導演紀錄片《ON | OFF: 中國年輕藝術家》放映

2013年04月06日 周六 19:00-20:30

2013年04月13日 周六 16:00-17:30

【藝術影院】 “ON | OFF”展覽藝術家影像作品放映會

2013年04月07日 周日 19:00-21:00

《從平淵裏 4號到天橋北裏 4號》（馬秋莎，2007）

《早！》（陳軸，2011）

《獸化》（陸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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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周滔，2007-2008）

《時間的胃》（吳俊勇，2011)

《戀愛的人就是藝術家》第一部分（方璐，2012）

《野鴿》（程然，2009）

《破壞性的欲望，鎮定劑，遺失的清晰》（黃然，2012）

【藝術影院】亞洲電影周@UCCA

2013年03月17日 周日 13:30--21:00

13：30-15：30《短片集錦》（由北京與上海制片人制作的最前沿、最特例獨行的短片。）

16：00-18：00“特別之聲論壇”

19：00-21：00《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

【藝術影院】焦點影人：呂樂

1月 18日

19:00 開幕放映：《趙先生》；導演呂樂出席，並與觀眾交流；

1月 19日

14:00 《山鄉書記》

16:00 《小說》

19:00 《十三棵泡桐》

1月 20日

14:00 《怒江，一條丟失的峽穀》

19:00 《山鄉書記》

1月 26日

14:00 “焦點影人論壇：呂樂——左手擊劍的人”（免費活動）

16:30 《小說》

19:00 《十三棵泡桐》

1月 27日

14:00 《怒江，一條丟失的峽穀》

16:00 《趙先生》

19:00 《美人草》

【藝術影院】實驗音樂紀錄片《聽聞》

2013年01月02日 周三 19: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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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家 zajia lab

在鐘樓北面，百年前曾有一個道教道場，即宏恩觀。文革時期它變身

國營北京市標准件二廠，改革開放後它再次變身為鐘樓菜市場。2011

年，我們將它已經停業的豆腐加工車間（宏恩觀前殿）改造為“雜家”

計劃空間和雜家咖啡兩個空間。

雜家，既是一個跨界的藝術空間也是一個可以喝酒聊天的小館子。我

們致力於推廣獨立電影、即興音樂、行為藝術、實驗戲劇等，也策劃、

舉辦當代藝術展覽和活動。目前，我們還在不斷探索家庭自制美食和

制作最純正的意式咖啡。

雜家的活動安排有單次性的，也有連續多次的。活動和展覽是當下的

轉瞬即逝的、革新的作品。“雜家”和北歐紀錄片電影節、草場地攝

影季、lab-Yit|意大利當代藝術展示平臺、Forget Art(藝術小組)、

IOIC(Institute of Incoherent Cinematography) 、 Cause of

Death:Woman 等文化機構和組織保持長期密切的合作關系。

網站及網頁鏈接

官網 www.zajialab.org

豆瓣 http://site.douban.com/124288/

微博 http://weibo.com/zajialab

雜家@中國民間女性影展

2013年中國民間女性影展首次與雜家

合作，於11月25日-11月29日期間在雜

家展映中國導演季丹的一部作品，以

及法國導演克萊爾丹尼斯等人的四部

作品。

11月25日 危巢 When the bough

breaks /中國

11月26日 勝利終點金薩沙 Victoire

Terminus./法國

11月27日 我孩子的父親 Le père de

mes enfants/法國

11月28日 影舞者馬德 Vers

Mathilde/法國

11月29日 35杯朗姆酒/法國

506

506 of 542

http://www.zajialab.org
http://site.douban.com/124288/
http://weibo.com/zajialab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清影放映”(曾用名“文津清影放映”)是由清華大學新聞

與傳播學院清影工作室（Tsingying Film）發起的影像放映

計劃。自 2009 年起，該計劃得到文津國際藝術中心、良友

文化基金的資助，每周末舉辦一次免費放映，以“多元、寬

容、溝通、思索”的態度，將那些難以進入商業院線的優質

紀錄片、學生作品和獨立作品，帶到觀眾的眼前，提供一個

觀影，溝通，分享的平臺。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主頁：http://site.douban.com/tsingyingfilm/

新浪微博：@文津清影放映

電子郵箱：TsingyingFilm@gmail.com

活動地址：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 G層多功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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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清影放映片目

陳富《邊境少女》

付勇《深呼吸》

Renaud Barret & Florent de la Tullaye

《剛果女拳手》

林宏傑《卡到啦》

李瑋訓《垃圾人》

傅瑜《百萬格子小富翁》

謝戎《俄查》

羅麗梅《阿 SAM》

吳汰紝《尋情曆險記》

Marie-Monique Robin《孟山都帝國》

田波《將令》

Andre Vltchek《盧旺達兵局》

鄭大聖《天津閑人》

鄭大聖《DV CHINA》

Otero Mariane《成事在人》

此裏卓瑪《小生命》

此裏卓瑪《朝聖者》

趙琦《殤城》

Christian Rouaud《捍衛拉爾紮克》

李衛紅《葡萄》

李政佑《韓留》

段祖賢《輕霧彌漫的 SPA》

孟欣楊《駕浪的人》

劉晶《葦客》

劉凱雲《老何》

柯永權《2306》

嶽廷《共產主義大廈》

索朗德吉《拉薩舊事》

趙苡丞《Lisa》

吳丹煒《布袋迷》

Michel Gondry《刺心》

葉雲《對看》

古濤《向大海走去》

章夢奇《自畫像：47 公裏》

奧利維耶·阿薩亞斯《侯孝賢訪談錄》

吳汰紝《日落大夢》

寸炫《我的姓氏我的家》

杜海朋《小站》

叢峰《地層 1：來客》

尼古拉·菲利伯特《重回諾曼底》

吳汰紝《生活在遠方》

範坡坡 鄭曉《紙房子》

陳惠儀《區議員》

程文青、劉威辰《阿蔔杜拉》

王靜、陳天、柳浩元《新娘》

藍琦、莫萃島《搖籃》

李浚、崔宰碩《老九》

田扶搖、許志宇《老葉的街》

胡新宇《男人》

屈詩航《劉立武》

Nicolas Philibert《長壽猩猩》

Agnès Varda《阿涅斯的海灘》

信誠天熙《每個人一條路》

信誠天熙《那裏》

梁君健、雷建軍《一張宣紙》

Namir Abdel Messeh《聖母、科普特人與我》

桑德裏娜•伯奈爾《她的名字叫莎賓》

莊孔韶《端午節》

莊孔韶《虎日》

李曼華《我的希望不是夢》

Davy Chou《金夢》

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紀錄片展映 3.27-4.6

謝戎《俄查》

邱炯炯《萱堂閑話錄》

鬼叔中《羅盤經》

顧桃《雨果的假期》

範儉《活著》

黎小鋒、賈愷《遍地烏金》

魏曉波《生活而已 2》

哈樂夫《晴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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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OX 北歐紀錄片節 5.18-21

Anders Østergaard

《緬甸起義——看不到的真相》

Gaukur úlfarsson《格納爾》

Mads Brügger《紅色禮堂》

Oliwia Tonteri《麗麗》

Svante Tidholm《就像逾越節》

Even Benestad《她是我爸爸》

Richard Solarz /Fredrik von Krusenstjerna《死人財》

Marcus Lindeen《後悔者》

Eric Gandini《超消費》

Asger Leth / Milos Loncarevic

《太陽城的幽靈》

Eric Gandini《電視政治》

David Kinsella《墮胎女》

Sonja Lindén《五星級生存體驗》

Iris Olsson《夏天的孩子》

裏奇·卡文德-科爾《艾哈邁德的童年》

酷儿影展 6.22

翁志文《異路同途》

嶽建波《小嶽同志》

徐欣羨《櫃裏孩》

“相處之道”人類學紀錄片專場

侯文濤《麻與苗族》

王一惠《拴娃娃石獅獅》

劉湘晨《獻牲》

李偉華 柯曉《克欽難民》

新人電影節 10.19-20

郭奎永《青春小說》

李靖惠《面包情人》

雷湧《青年人打遊戲，老年人打太極》

陳卓《楊梅洲》

CNEX 校园巡展 11.8-12

華天灝《不老騎士》

王文明《風沙線上》

陳為軍《出路》

Hugo Berkeley / Osvalde Lewat

《耕者無其田》

郝志強《跑酷少年》

吳皓《成名之路》

Mona Eldaief / Jehane Noujaim

《太陽能媽媽》

Bosse Lindquist《搖滾救貧窮》

周浩《急診》

許慧晶《媽媽的村莊》

王水泊《他們選擇了中國》

Gary Marcuse《喚醒綠色虎》

11.23-30 中國民間女性影展

我謝京子《311 生生長流》

我謝京子《母親的路，女兒的選擇》

陳惠美《超越愛》

陳惠美《縱行囝仔》

陳惠美《墨魂》

陳惠美《當家花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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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火車文化沙龍 成立於2003年，由文化推

廣人老賀創辦,以酒吧方式組織獨立影像放映。同時綜合藝

術，詩歌、音樂、舞蹈、設計等多項學科進行跨界嘗試與交

流。是民間放映的先行者，是北京地標性的文化沙龍之一。

2007年成立“猜火車影像獨立論壇”，堅持每周展映一個導演

（藝術家）的影像作品，目前已經做過300多個導演專場，擁

有大量的現場文字、錄音與視頻資料。2009年， 與藝舍盛造

投資有限公司暨設計師張瑾合作，以電影餐廳的形態進入了

匯集了古城文化，市井生活，工業遺址，時尚理念於一身的

方家胡同46號創意園區。2010年起8月舉辦每年一屆北京新青

年影像年度展。“猜火車”經曆了地下酒吧，家庭式咖啡館，

主題餐廳三個階段，始終保持著自由、獨立、開放的文化品

質,並努力嘗試著建構，“拋棄身份與學科，人與人交流”的

思想平臺。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雍和宮大街方家胡同46號 C1樓

2013年放映交流活動

3月17日 J.P. Sniadecki（美）、黃香、徐若濤聯合導演作品

《玉門》放映及導演交流活動

3月10日 鎖骨作品《電音在中國》《電鍍女孩》放映交流活動

3月3日 叢峰作品《地層1：來客》放映及導演交流活動

2月24日 《青年人打遊戲，老年人打太極》放映及交流活動

1月26日 哈樂夫作品《晴朗的天空》放映及導演交流活動

1月20日 陳卓作品《楊梅洲》放映及導演交流活動

1月 13日 彭韜作品《焚屍人》放映及導演交流活動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caihuoche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caihu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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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

07 月 20 日 叢峰紀錄片《地層 1：來客》

07 月 27 日 於廣義紀錄片《光棍》

08 月 03 日 劉姝劇情片《小荷》

“偶發與持續：楊瑾電影作品系列展映”

08 月 10 日《一只花奶牛》

08 月 17 日《二冬》

08 月 24 日《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

“80 後導演作品系列放映”

09 月 07 日 魏曉波紀錄片《生活而已》

09 月 14 日 魏曉波紀錄片《生活而已 2》

09 月 21 日 王曉振劇情片《田園將蕪》

09 月 28 日 吳傑紀錄片《虎頭山》

魏曉波紀錄片《生活而已 2》

10 月 05 日 薛鑒羌劇情片《殘廢科幻》

北京通州區宋莊鎮小堡藝術園區

現象藝術中心

（宋莊美術館北 500米）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2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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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眼睛工作室紀錄片放映

成立於2009年12月，由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主辦，到2013年共

舉辦44期、累計100多部紀錄片放映活動。較為重要的有“青

春-音樂”系列展映交流；“紀念5.12”系列展映交流；“BFA

紀錄片六十年”作品回顧展；比利時優秀紀錄片展映研討；“你

不屬於”印度紀錄片展映研討；叢峰、於光義、顧桃、耿軍、

吳昊昊、吳鈦紝等“導演專題系列”、“他山之石”高校紀錄片

創作展映交流活動等。“電影眼睛”強調導演在展映現場的深

度交流、紀錄片實踐與學術研討、拓展觀看者的思考視野。

電影眼睛第43期放映活動：臺灣映象•吳汰紝導演專場

2013年3月16日（周六）13：30～17：30放映：

《日落大夢》74分鐘

《夢遊境》10分鐘

《快不快樂四人行》63分鐘

2013年3月17日（周日）13：30～17：00放映：

《尋情曆險記》90分鐘＋導演交流90分鐘

場地：北京電影學院中放

電影眼睛第44期放映活動：鬼叔中紀錄片展映交流

2013年3月29日18:30-21:00放映：

《羅盤經》109分鐘＋鬼叔中導演現場交流

網站及網頁鏈接

北京電影學院官網活動鏈接

http://www.bfa.edu.cn/yx/node_102_2.htm

豆瓣主頁

http://site.douban.com/cinema-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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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華語部分）

策展方：瓢蟲映像 PURE MOVIES

王楊紀錄片《寂靜之聲》

2013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 14：00

贠子劍紀錄片《畢業後的大多數》

2013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 14：00

歐寧導演紀錄片《煤市街》

2013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 14：00

王清仁紀錄片《博弈》放映暨導演到場交流

2013 年 4 月 14 日

張亞璇、奧利維耶·梅斯紀錄片《前門前》放映暨交流

2013 年 4 月 21 日

策展方：愛記錄

周浩紀錄片《急診》放映及導演到場交流會

2013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 14：00

顧桃紀錄片《敖魯古雅.敖魯古雅》放映及導演到場交流會

2013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 14：00

張僑勇導演紀錄片《沿江而上》放映暨導演攝影師見面會

2013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 14：00

王兵導演紀錄片《三姊妹》放映及導演到場交流會

2013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14：00

鐘權紀錄片《正面迎擊》（中國臺灣）

201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 14：00

盒子咖啡館

Space for Imagination Cafe

盒子咖啡館受到人們的關注最早還是因為它的電影情結。成立於 2000 年

10月，盒子咖啡館開業以來一直關注中國獨立電影、藝術電影以及世界優

秀藝術電影的發展，提供自由交流與觀摩之平臺，曾先後舉辦過中國第一

屆獨立電影節、鳳凰衛視青年 DV大獎賽優秀作品展、香港——內地民間影

像交流展、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首映式、賈樟柯《站臺》試片觀摩會、

“雲之南人類學影像展”獲獎及部分入圍作品展映、珠三角影像展、奧地

利電影周、記錄草原電影周、以及 08 年 2月第一次和國外電影節直接合作

並成功舉辦的法國 FIFI 獨立電影節和 LES INATTENDUS 獨立電影節展映活

動等。

地址：北京市海澱區雙清路西王莊社區 5號樓

網站及網頁鏈接

盒子獨立影像空間：

http://www.douban.com/group/hz_cafe/

盒子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boxcafe

盒子騰訊微博：

http://t.qq.com/ibox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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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空間獨立放映聯盟
INDIE SCREENING ALLIANCE OF ART SPACE（ISAAS）

宗旨與目標

ISAAS 成立於2011年，旨在精選中國獨立電影以及世

界範圍內的藝術電影、紀錄片、實驗短片，統一策劃、

組織，聯合行動，降低成本、擴大傳播，改善目前國

內單調的電影文化局面，豐富各美術館、藝術空間的

活動。

實施方式

>策劃機構每年提供2-4套影展方案

>加盟藝術空間選擇影展方案，確定活動日期

>策劃機構進行前期的影片聯絡、印刷品編輯設計、

技術工作

>策劃機構協助藝術空間進行相關講座、討論、交流

活動的組織

加盟條件

>藝術空間需具備基礎的放映場地和放映設備

>藝術空間需負責活動的本地宣傳和觀眾的開發

>藝術空間需共同分擔活動的策展費及其他基礎費用

（包括編輯、印刷、辦公、技術費用等）

>藝術空間需保護影片的版權，防止盜版

>藝術空間需支付影片的放映費

網站及網頁鏈接

影弟 ISAAS主頁

http://www.indicine.org/cnactivitydetails.aspx?i

d=26

ISAAS第二季豆瓣主頁

http://www.douban.com/event/17365854/

ISAAS第三季@UCCA豆瓣主頁

http://www.douban.com/event/2062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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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紀錄片基金中國放映計劃暨 ISAAS 第三季（2013）

ISAAS（藝術空間獨立放映聯盟）走入第三年。本次影展由張獻民、左靖策劃，在北京、西安、合肥、

廣州、天津、大連等地巡回展映。這套節目包括由 AND 資助的17部電影作品，選自2003年之後15個亞

洲國家或地區，展現曆史變遷、地緣變換、藝術現狀、個人情感等多元話題。

亞洲世界：藝術空間放映聯盟第三季@UCCA

本季 UCCA 站的放映選擇來自西亞、東亞、南亞、東南亞的五部作品：《5臺破相機》、《激情》、《活了一

百萬次的貓》、《查爾……無人之地》和《Kano: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並邀請策展人張獻民和導演

邊姆巴•薩克亞、叢峰，以“紀錄亞洲”為題探討亞洲範圍內的紀錄電影創作。

【活動介紹】

“亞洲”作為一個文化概念，遠比地理概念更為複雜，人種及地緣構成、曆史、宗教、語言的多樣性，

使得任何試圖描繪完整亞洲圖景的工作變得難以完成。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創辦的亞洲紀錄片基金

(AND)自2006年起每年資助十餘部亞洲紀錄片制作，從影像的角度觀察人們熟悉又陌生的亞洲。

【排片表】

2014.1.4 17:00 《5臺破相機》

19:00 《Kano: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

2014.1.5 17:00 《查爾……無人之地》

2014.1.11 17:30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2014.1.12 16:30 論壇：紀錄亞洲——亞洲紀錄電影談，嘉賓：邊姆巴•薩克亞、叢峰、張獻民

19:00 《激情》

亞洲紀錄片基金中國放映計劃暨 ISAAS 第

三季@天津美術學院

展映片目：伊朗紀錄片《處女》

2013-11-19 18:30

天津美術學院新媒體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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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紀錄片基金中國放映計劃暨 ISAAS 第三季@大連回聲圖書館＋書店

放映時間：2014 年 1 月 4日-15 日 15:00-21:00

回聲圖書館

1月 4日 15:00 開幕式 放映《5臺破相機》 導演：埃梅德·伯耐特&蓋伊·戴維德（巴勒斯坦）；

1月 4日 19:00 放映《阿明》 導演：沙欣·帕哈米（伊朗）；

1月 5日 15:00 放映《不眠夜》 導演：伊蓮·拉赫（黎巴嫩）；

1月 5日 19:00 放映《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導演：小穀忠典（日本）；

1月 6日 19:00 放映《查爾⋯ 無人之地》 導演：薩拉夫·塞蘭奇（印度）；

1月 7 日 19:00 放映《紹德力的巴基斯坦》 導演：馬紮爾·紮伊迪（巴基斯坦）；放映《處女》 導演：塔

哈瑞·汗贊紮德（伊朗）；

1月 8日 19:00 放映《面包情人》 導演：李靖惠（臺灣）；

1月 9日 19:00 放映《安娜的道路》 導演：直井裏予（泰國）；

1月 10日 19:00 放映《蝴蝶海》 導演：樸培日（韓國）；

1月 11日 15:00 放映《激情》 導演：邊姆巴·薩克亞（蒙古）；

1月 11日 19:00 放映《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 導演：芒斯特·吉姆內茲（菲律賓）；

1月 12日 15:00 放映《請不要打我，長官》 導演：夏雪莉&傅可恩（印度）；

1月 12日 19:00 放映《面餅師傅》 導演：力培希·卡羅&齊藤麻美（尼泊爾）；

1月 13日 19:00 放映《皈依》 導演：帕努·阿裏（泰國）；

1月 14日 19:00 放映《再見，平壤》 導演：梁英姬（日本）；

1月 15日 19:00 放映《尋找裏亞爾》 導演：格桑才旦（尼泊爾）

回聲書店

1月6日 19:00 放映《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 導演：芒斯特·吉姆內茲（菲律賓）；

1月7日 19:00 放映《再見，平壤》 導演：梁英姬（日本）；

1月8日 19:00 放映《不眠夜》 導演：伊蓮·拉赫（黎巴嫩）；

1月9日 19:00 放映《5臺破相機》 導演：埃梅德·伯耐特&蓋伊·戴維德（巴勒斯坦）；

1月13日 19:00 放映《紹德力的巴基斯坦》 導演：馬紮爾·紮伊迪（巴基斯坦）；放映《處女》 導演：塔哈

瑞·汗贊紮德（伊朗）；

1月14日 19:00 放映《面包情人》 導演：李靖惠（臺灣）；

1月15日 19:00 放映《請不要打我，長官》 導演：夏雪莉&傅可恩（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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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場地工作站及民間記憶計劃（2013年7月修訂）

草場地工作站

草場地工作站，一個自然聚合獨立影像作者與劇場作

者的創作工作室，2005年開門，同年策劃組織“村民

影像計劃”，有“草根背景”村民參與其中，在自己

村子拍攝紀錄片， “嘗試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該

計劃持續過程中，村民作者拍攝采訪的村子老人講述

曆史影像，啟發一些年輕紀錄片作者和學生返回自己

村子，拍攝采訪老人。

民間記憶計劃

2010年，民間記憶計劃開始（開初叫“饑餓計劃”），

20多人參與，參與者各自返回到自己（或與自己有關）

的村子，拍攝采訪老人，采訪內容由1959年至1961

年發生的“三年饑餓”曆史為開端，並延伸到“土改”、

“大躍進”、“文革”等不同曆史時期。所有記憶講述

絕大部分來自村裏老人，也是他們第一次面對攝像機

的記錄。

參與者除“村民影像計劃”中的村民作者，主要為年

輕的紀錄片作者、劇場或其它藝術創作者、及在校學

生，他們返回的是自己的村子或與自己有關的村子，

大部分是“85後”年輕人。在采訪和記錄過程中，他

們也同時在拍攝創作自己的紀錄片和劇場作品。

【摘自草場地工作站新浪博客】

草場地工作站

Caochangdi

Workstation

地址：北京朝陽區草場地 105號

網站及網頁鏈接

草場地工作站網站

http://www.ccdworkstation.com

草場地微博

http://weibo.com/u/2181292250

@caochangdi

草場地工作站豆瓣小組

http://www.douban.com/group/ccdworkstati

on/?ref=sidebar

草場地工作站郵箱：

ccdworkstation2010@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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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地工作站 2013 年纪录片创作

草場地工作站，以駐站方式聚合獨立影像作者之地，2010 年開始，以民間記憶計劃方式創作紀錄片，2013 年，

有 11 個作者創作完成紀錄片 11 部。

鄒雪平《垃圾的村子》

章夢奇《自畫像：47 公裏做夢》

李新民 《花木林，小強啊小強》

舒僑《雙井，我要嫁給你》

王海安《信仰張高村》

郭睿 《爺爺的饑荒》

羅兵《羅家屋：永別落江橋》

賈之坦《我要當人民代表》

吳文光《因為饑餓：吳日記之 1》

胡濤《山旮旯》

張煥財《我的村子 2011》

草場地工作站 駐站作者紀錄片 2013 年在國內外的放映

3月，章夢奇創作的《自畫像：47 公裏跳舞》入選真實電影節“國際競賽”單元（巴黎）。

4月 25—28日，瑞典隆德大學，民間記憶計劃四部紀錄片《吃飽的村子》（鄒雪平）、《自畫像：47公裏》（章

夢奇）、《雙井，我是你孫子》（舒僑）、《治療》（吳文光）放映和交流。

4月 29日，哥本哈根大學，《吃飽的村子》（鄒雪平）放映和交流。

5月 8 日，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中國現實/記錄視覺”（Chinese Realities/Documentary Visions）

影展，《吃飽的村子》（鄒雪平）放映。

5月 9 日，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中國現實/記錄視覺”（Chinese Realities/Documentary Visions）

影展，“村民影像計劃”（10個村民作者短片）.放映。

5月 9 日，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中國現實/記錄視覺”（Chinese Realities/Documentary Visions）

影展，《操他媽電影》（吳文光）放映。

7月 20日，北京市清華大學“文津·清影”，《自畫像：47 公裏》（章夢奇）放映及討論。

8月，天津影迷幼兒園，《爺爺的饑荒》（郭睿）、《進攻張高村》（王海安）、《垃圾的村子》（鄒雪平）、《花木

林，小強啊小強》（李新民）、《雙井，我要嫁給你》（舒僑）、《自畫像：47公裏做夢》放映及討論。

9月 15日，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羅家屋，我和任定其》（羅兵）放映。

11月 18 日，慕尼黑戲劇節，《進攻張高村》（王海安）、《自畫像：47 公裏跳舞》（章夢奇）放映。

11月 15 日，蘇州“首屆全國曆史會議”，《爺爺的饑荒》（郭睿）放映及討論。

11月 30 日，深圳藝穗節“山形紀錄片獲獎紀錄片專題放映”，《我的 1966》（吳文光）放映。

12月 2日—6 日，西安美院影視攝影專業“民間記憶計劃紀錄片課程”，放映《進攻張高村》（王海安）、《垃

圾的村子》（鄒雪平）、《花木林，小強啊小強》（李新民）、《雙井，我要嫁給你》（舒僑）、《自畫像：47 公裏

做夢》（章夢奇）及討論。

12月 19 日，天津泰達美術館“獨立影像展”，放映《進攻張高村》（王海安）、《垃圾的村子》（鄒雪平）及討

論。

12月 9日—14 日，杭州，中國美院跨媒體學院“民間記憶計劃紀錄片課程”，放映《自畫像和三個女人》（章

夢奇）、《羅家屋：我和任定其》（羅兵）、《吃飽的村子》、《垃圾的村子》（鄒雪平）、《花木林，小強啊小強》

（李新民）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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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場地工作站 放映活动

1、 草場地工作站作者作品放映

10 月 1 日—6 日（“交叉”活動期間）：《垃圾的村子》 （作者：鄒雪平）、《自畫像：47 公裏做夢》（作者：

章夢奇）、《信仰張高村》（作者：王海安）、《花木林，小強啊小強》（作者：李新民）、《雙井，我要嫁給你》

（作者：舒僑）、《爺爺的饑荒》（作者：郭睿）、《羅家屋：永別落江橋》（作者：羅兵）、《我要當人民代表》

（作者：賈之坦）、《因為饑餓：吳日記之 1》（作者：吳文光）。

2、 其他影像作者作品或專題放映

7月 7日，專題放映，毛晨雨最新創作紀錄片《擁有，新中國農民戰爭：修辭學的正義》

7月 13日，影像專輯“影像，以史傑鵬之名—史傑鵬、及與他的合作者影片”放映，放映影片有史傑鵬作品

《拆－遷》，《外來零件》，與藝術家黃香、徐若濤合作的《玉門》，及與另一個美國作者張莫合作拍攝的《人

民公園》。

10月 6日（“交叉”活動），胡新宇最新作品《芻狗》放映及討論。

10月 22 日，作家張慈的影像作品《哀牢山的信仰》初剪版本放映及討論。

3、 國外作者作品放映

5月 28日至 5月 30 日，瑞士紀錄片導演盧卡·謝德勒特輯放映：《香港制造》（Made In Hong Kong）、《憤怒

的僧侶》（Angry Monk – Reflections On Tibet）、《水韻：三封來自中國的信》

6月 2日，日本作者久保田桂子的《祖父的日記和我的錄像筆記》

7月 27 日，法國導演克裏斯·馬克影片專題放映《日月無光》。專題討論“法國電影作者克裏斯·馬克的電

影方式及藝術研討”，主講：郝敬班；嘉賓：謝萌。

8月 10日，實驗短片專題放映：炭歎的實驗影像，炭歎七部實驗短片放映並討論。

9月 24日—27 日，瑞士紀錄片導演皮埃爾·易威斯·鮑格德特輯放映：《返回戈裏》（Return to Goree）、《內

陸》（Inland）、《家庭音樂》（Family Music）、《一個囚徒的日記》（iXième, A Prisoner's Diary）

草场地工作站 工作坊及讲座等活動

1、 紀錄片工作坊

紀錄片工作坊之一：瓦盧卡•謝德勒（瑞士）主持

時間：5月 28日至 6日 1日

有 10 個年輕紀錄片作者帶自己的新作品初剪參加。

紀錄片工作坊之二：皮埃爾·易威斯·鮑格德（Pierre-Yves Borgeaud瑞士）主持

時間：9月 24日至 30 日

有 7 個年輕紀錄片作者帶自己的新作品初剪參加。

2、紀錄片講座及專題討論

5月 27日—6 月 2 日（草場地工作站“五月”活動期間），專題討論：個人影像表達與民間記憶計劃。主持：

吳文光。

9月 14 日，講座“紀錄片的倫理和主體：海外學術觀點介紹”，主講：張英進（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文學

系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教授）。

10 月 4 日（草場地工作站“交叉”活動期間），專題討論：民間記憶計劃中的紀錄片方式及可能性。主持：

吳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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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地點：

北京 朝陽區 CCD300當代藝術與設計中心(草場地點)

北京 西城區 地安門 舊鼓樓大街與鼓樓西大街交口

2013年觀影片目：

12月8日：【邱剛健】女“性”異色紀念專場《阿嬰》

11月24日：【永不入睡：猛鬼街】傳奇專場

11月10日：【異教徒】焚炙傳統的力量！郭亞非主持

7.20（周六）：香港【 李小龍】40周年忌辰紀念專場

7.13（周六）：【 泰國鬼片】專場

7.07（周日）：香港功夫【劉家良】紀念專場

6.23（周日）：德國早期經典【默片】專場

6.15（周六）：【吸血鬼】專場

5.26（周日）：恐怖新秀詹姆斯·溫專場

4.28（周日）：日本怪談【小林正樹＋木下惠介】

4.27（周六）：怪獸【哥斯拉】專場

3.24（周日）：【大島渚紀念】專場，免票

1.13（周日）：【特瑞吉列姆】專場，免票

北京重口味觀影會

創辦人：水罌粟、柳飛華、乖乖的鬼魂。

【重口味觀影會】高級粉屍 QQ群：101719311

“入群謹慎”之注意事項：

①重口味觀影會的主題是：重口味+觀影。

純屬刺激眼球的發圖族勿擾！

發言內容以看片&拍片&觀影會活動為主，拉家常泡面請私聊。

②不歡迎索取下載資源者。

③不歡迎沒有活躍度的純死屍。

④入群請說明出處，並報上自己喜歡的一部電影片名。

⑤最好在入群後簡單自我介紹，有作品的分享作品不管品質如何都會

得到鼓勵；有一技之長的（特技化妝、特型演員表演、邪影編劇、攝

影或燈光、服裝道具等）請大膽展示你的才能！臥虎藏龍的群裡高人

會依次把你們收編！哈哈。

⑥小清新的討論命題可能導致被殺，請留意。

⑦雖然說來去自由，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道理是明顯的。不合氣場

的就看清規則不要誤闖，踢人和被踢者都不爽。實在誤入地盤了，請

文明自退。

⑧辱駡和互相攻擊的言論請私下操作。打架鬥毆難免，但也要分場所。

而且重口味的影迷素質都挺高，雞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值得我們算計。

要來就來點狠的，切中要害。

⑨本觀影會非淫媒。求包養求泡妞求濫交求 SM求群 P求性 par 求各種

滿足獸欲的，一律勿入……

網站和網頁鏈接

微博

http://weibo.com/cultmovie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25007/

豆瓣小組

http://www.douban.com/group/SWC/

時光網群組

http://group.mtime.com/S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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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

“齊放”電影聯映趙大勇作品展

（廈門站）

《南京路》

《廢城》

《下流詩歌》

《尋歡作樂》

「看不懂」影像工作室成立於 09 年初夏的福州。一群熱愛生活、

喜歡電影的年輕人，在經曆了「海洋·時光」大學生原創影像展的組

織與籌備工作之後，迫切地希望成立一個這樣的工作室來搭建一個有

效的交流平臺，從事獨立電影的常規放映與交流活動的推廣，並致力

於將更多真實的影像通過一張簡單的幕布傳達給更多的人。

2013 年，「看不懂」影像工作室實體運營中心正式落地廈門市

思明區沙坡尾，我們將一如既往的舉辦各種影展、常規性放映及藝文

活動。

“看不懂”影像工作室有一間小小的茶堂，兼“錄像廳”功能，

影迷可以自己選擇想看的影片進行觀摩。

網站及網頁鏈接

微信/Wechat：straitfilm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straitfilm

豆瓣小組：http://www.douban.com/group/straitfilm/

放映場地

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大學路 162-16 琥珀書店（近廈大西村）

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禾祥西路 2號 122 店面 Cho’s Coffee（近

嘉美花園站）

“看不懂”自助錄像廳 @古早茶堂（沙坡尾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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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聲文化 從 2008 年開始試圖在大連 做一個開放

的空間，讓創作者可以展示和交流，讓愛好者找到志趣相投的夥伴，

讓不同的思想和觀點碰撞出新鮮的意義。現在的回聲以書店和圖書

館為載體，已經組織過幾百場活動，包括創作者沙龍和講座、獨立

影片放映、音樂演出、藝術展覽等。接下來回聲將把當代藝術帶到

新開放的蛋生空間，而更多不同形式的演出也將從明年春天開始在

第四個場地呈現。在回聲，沙龍活動拓寬了我們的想象，閱讀使我

們回歸獨立的精神成長，最終我們要重建一個文化故鄉。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17597/

豆瓣小組

http://www.douban.com/group/297444/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inlinhere

回聲網店

http://echobooks.taobao.com/

微信公共平臺

echo_book

回聲書店

大連市中山區港灣廣場港灣街 1號

（原客運碼頭旁），15庫 2樓

開放時間：10:00am-11:30pm

問詢電話：0411－82622862

回聲圖書館

大連市甘井子區燕南街 20號，理工

大學北門正對面東方聖克拉售樓處

旁邊

開放時間：10:00am-10:00pm

問詢電話：0411－8471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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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回聲放映

他們是藝術家？

1.05-2.24

羅丹的情人 Camille Claudel (1988)

莫迪裏阿尼 Modigliani (2004)

弗裏達 Frida (2002)

梵高傳 Lust for Life (1956)

阿基裏斯與龜アキレスと亀 (2008)

卡拉瓦喬 Caravaggio (1986)

與安德烈晚餐 My Dinner with Andre (1981)

光之夢 El sol del membrillo (1992)

河流與潮汐 Rivers and Tides (2001)

故城草木深 Over Your Cities Grass Will Grow (2010)［紀錄片］

裸體漂流記 Naked States (2000)

愛德華•蒙克 Edvard Munch (1974)［紀錄片］

安德烈•盧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 (1966)

東（劉曉東）(2006)

電影中的孩子們

5.12-6.16

《四百擊》弗朗索瓦.特呂弗（1959）

《紮齊坐地鐵》路易.馬勒（1960）

《煙花》岩井俊二（1993）

《壓路機和小提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61）

《無人知曉》是枝裕和（2004）

“現象——回聲”中國獨立電影放映之女性導演系列

6.16-8.11

《玲玲的花園》（大塚龍治導演，黃驥編劇）、

《橘子皮的溫度》（黃驥導演，大塚龍治攝影）

《雞蛋與石頭》（黃驥導演，大塚龍治攝影）

《京生》（馬莉導演）

《無鏡》（馬莉導演），

《長江之夢》（馮豔導演），

《秉愛》（馮豔導演），

“齊放”電影聯映“流浪的中國人”：趙大勇作品展

8.18-9.08

《尋歡作樂》（93 分鐘）

《南京路》（98 分鐘）

《廢城》（1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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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詩歌》（48 分鐘）

“齊放”電影聯映 2013 年第一輪:CIFF9 短片十佳

9.15-9.29

《二》（沈潔）（56min）

《關於張科長的日常》（楊平道

《金剛經》（畢贛）

《飛機》（耿軍）（24min）\

《獵人與骷髏怪》（白斌）(26min)\

《年輕有罪》（呂磊）(21min)\

《吞噬》（楊正帆）(29min)

《女導演》（楊明明）（42min）\

《本命年》（王小偉）(17min)\

《性福來了》（張藝馨 林家億）(23min) 共 82min

第四屆大連藝術影像展

10.12-10.19

http://ww4.sinaimg.cn/large/8984d253tw1e9e07pwk9pj21991m8h2y.jpg 排片表

CIFF10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大連回聲站 •放映及論壇活動周

《急診》（導演：周浩）

《芻狗》(導演：胡新宇)

《我為故鄉的死寂舉行一個良辰吉日》(導演：沈潔)

《傍海村民》(導演：陳小雨)

《午朝門》(導演：林偉欣)

《媽媽的村莊》(導演：許惠晶)

《鄉親們》(導演：李文燕)

《虛焦》(導演：朱聲仄)

《擁有》(導演：毛晨雨)

《走起！》(導演：陳小雨)

《拾穗》(導演：葉祖藝)

《犴達罕》(導演：顧桃)

《Bike 與舊電鋼》(導演：邵攀)

紀錄片論壇：土地與人 嘉賓：沈曉平、趙珣

《芙兒與詩詩》（導演：謝戎）

《阿佬的村莊》(導演：李有傑)

《藍綠對話實驗室》(導演：傅瑜)

［回聲圖書館］中國民間女性影展（大連站）

西班牙電影《盯著你的眼睛》

奧地利電影《非法媽媽》

［回聲圖書館＋書店］亞洲紀錄片基金中國放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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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破相機》 導演： 埃梅德•伯耐特&蓋伊•戴維德 （巴勒斯坦）

《阿明》 導演: 沙欣•帕哈米 (伊朗)

《不眠夜》 導演：伊蓮•拉赫 （黎巴嫩）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導演：小穀忠典 (日本) 片長 91 分鐘、導演現場 Q&A；

《查爾⋯ 無人之地》 導演：薩拉夫•塞蘭奇 （印度） 片長 88 分鐘；

《紹德力的巴基斯坦》 導演：馬紮爾•紮伊迪 （巴基斯坦） 片長 22 分鐘 ；

《處女》 導演：塔哈瑞•汗贊紮德 （伊朗 ） 片長 44 分鐘；

《面包情人》 導演：李靖惠 （臺灣） 片長 96 分鐘;

《安娜的道路》 導演：直井裏予 （泰國） 片長 70分鐘；

《蝴蝶海》 導演：樸培日 （韓國） 片長 89 分鐘；

《激情》 導演：邊姆巴•薩克亞 (蒙古) 片長 83 分鐘；

《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 導演：芒斯特•吉姆內茲 (菲律賓) 片長 80 分鐘；

《請不要打我，長官》 導演：夏雪莉&傅可恩 （印度）片長 75 分鐘 ；

《面餅師傅》 導演：力培希•卡羅&齊藤麻美 （尼泊爾） 片長 88 分鐘、導演現場 Q&A；

《皈依》 導演：帕努•阿裏 （泰國） 片長 83 分鐘；

《再見，平壤》 導演：梁英姬 （日本） 片長 82 分鐘；

《尋找裏亞爾》 導演：格桑才旦 （尼泊爾） 片長 86 分鐘；

《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 導演：芒斯特•吉姆內茲 (菲律賓) 片長 80 分鐘；

《再見，平壤》 導演：梁英姬 （日本） 片長 82 分鐘；

《不眠夜》 導演：伊蓮•拉赫 （黎巴嫩） 片長 128 分鐘；

《5 臺破相機》 導演： 埃梅德•伯耐特&蓋伊•戴維德 （巴勒斯坦） 片長 95 分鐘；

《紹德力的巴基斯坦》 導演：馬紮爾•紮伊迪 （巴基斯坦） 片長 22 分鐘 ；

《處女》 導演：塔哈瑞•汗贊紮德 （伊朗 ） 片長 44 分鐘；

《面包情人》 導演：李靖惠 （臺灣） 片長 96 分鐘;

《請不要打我，長官》 導演：夏雪莉&傅可恩 （印度） 片長 75 分鐘；

《紹德力的巴基斯坦》導演：馬紮爾•紮伊迪， 2011 年， 片長 22 分鐘，烏爾都語。

《處女》導演：塔哈瑞•汗贊紮德 ，2009 年，片長 44 分鐘，伊朗語

《安娜的道路》導演：直井裏予

《蝴蝶海》導演：樸培日 （韓國），

《Kano:一個美國人和他的女眷》導演：芒斯特•吉姆內茲（菲律賓）

《請不要打我，長官》導演：夏雪莉&傅可恩（印度）

《面餅師傅》導演：力培希•卡羅，齊藤麻美（日本）

《尋找裏亞爾》導演：格桑才旦（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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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

張新偉《唐老師》

黃驥《雞蛋和石頭》

叢峰《地層 1：來客》

楊明明《女導演》

範坡坡《彩虹伴我心》

史傑鵬《玉門》

謝升皓《那個喇嘛》

羅麗梅《啊 SAM》

張莫、史傑鵬《人民公園》

餘孟庭《二十歲的夏天》

鄭闊《南風》

沈潔《二》

白斌《獵人與骷髏怪》

楊平道《關於張科長的日常》

楊正帆《吞噬》

王小偉《本命年》

畢贛《金剛經》

耿軍《飛機》

楊明明《女導演》

呂磊《年輕有罪》

張藝馨 林家億《性福來了》

郭睿紀錄片《爺爺的饑荒》

耿軍《錘子鐮刀都休息》

葉祖藝《拾穗》

王曉振《田園將蕪》

王雲龍《代言人》

薛鑒羌《殘廢科幻》

李有傑《阿佬的村莊》

天津影迷幼兒園成立於 2007 年 1 月。立足天津，聚集各類電影愛好

者、電影創作者、理論研究者，推廣優質獨特的影像，增進交流，促

進創作。2007 年 8 月，基於紀念楊德昌等電影大師的放映活動，幼

兒園正式開園，至目前為止，幼兒園已經放映過多種類型的影片，涵

蓋了文藝、Cult、獨立等多部電影，並請到了多位導演蒞臨現場與觀

眾進行交流。隨著青年學生群體及社會各界朋友不斷融入到觀影與討

論活動中，現天津影迷幼兒園已成為本地具有固定模式及穩定群體的

民間電影放映組織。宗旨和規劃：1. 推廣獨立電影人及獨立電影，

調查反饋。2. 為天津的觀眾帶來不一樣的影像，拓寬電影視野，促

進天津本地的電影交流與創作。3. 穿插專題式經典文藝或邪典電影

放映，觀摩學習行家手筆。4. 逐步形成“電影沙龍”，增進更多交

流與互動。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theaterjoker/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theaterjoker

微信公眾號：theaterjoker

活動地点：天影龍雲國際影城 www.tjlong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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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ure Movies，瓢蟲映像」為一非營利性質的民間組織，由青年

人文生活門戶北鬥網「new.ibeidou.org」於 2012 年 5 月發起並創立。

瓢蟲映像由來自不同地區的志願者跨域協作，致力於全球範圍內發現

和傳播反映中國人文生活的紀實電影。

瓢蟲映像在北京、西安、上海、廣州、大連、成都、南京、武漢、重

慶、廈門、深圳、杭州設有實體場所，截止目前已進行逾千場放映。

同時，瓢蟲映像還在哈佛大學、多倫多大學、曼徹斯特大學設置人文

紀實電影推介展映。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作為觀影者，

你擁有多少，你就能看見多少。”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77837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tarsalon

電子郵箱：

npo.ipm@gmail.com

微信公眾號：

puremovies

瓢蟲部分志願者合影 瓢蟲成都 ICC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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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放映片目

王楊《寂靜之聲》

贠子劍《畢業後的大多數》

Olivier Meys、張亞璿《前門前》

王清仁《博弈》

歐寧、曹斐《煤市街》

範儉《活著》

杜海濱《1428》

趙琦《殤城》

王光利《我畢業了》

顏俊傑《碎片》

林鑫《同學》

馮豔《秉愛》

劉元辰《煤路》

吳汰纴《尋情曆險記》

蔣樾《幸福生活》

徐童《算命》

鄭闊《暖冬》

莫妮卡《百萬之石》

高雄傑《王良的理想》

汪士卿《西站非典》

杜波《北京故事》

張紅峰《地壇醫院 60 天》

範 儉《反思非典》

郭熙志《喉舌》

鄭闊《798 站》

場地合作

北京：海澱區 雙清路西王莊小區 5號樓，盒子咖啡館

海澱區 五道口華清嘉園 15 號樓 2006 室，706 青年空間

西安：雁塔區 小寨東路 128 號百隆廣場萬邦圖書城 2F，關中大書房

雁塔區 科技路 195 號薈客館，萬邦書店

雁塔區 大雁塔北廣場慈恩鎮 C-108，花與愛麗絲咖啡館

上海：虹口區 哈爾濱路 160 號創意園 A301，河岸藝術空間

廣州：越秀區 恤孤院路 22號，古粵東山國際青年旅舍

海珠區 江南西紫山大街 12 號 102，木馬藝術空間

深圳：南山區 華僑城深南大道 9009 號，華·藝術沙龍

南山區 恩平路華僑城創意園 F3棟，一渡堂藝術空間

成都：錦江區 東大路二環路外沙河畔環貿廣場，ICC 展示中心

青羊區 草堂路 48號，re-C(廊橋)當代藝術空間

錦江區 紅星路三十五號文化創意產業園，兔腳展廳

武侯區 武侯祠大街 30號，蒸汽旅舍

南京：鼓樓區 廣州路 173 號，先鋒書店

秦淮區 大石壩街 32-3 號，青果

武漢：武昌區 曇華林藝術區 64號，半畝園美術館

洪山區 南湖江南村東十二 4-0102，吾相影像藝術中心

洪山區 光穀步行街下沉式廣場 G2-1050，參差咖啡書屋

重慶：沙坪壩 三峽廣場漢渝路 17號，過往咖啡館

廈門：思明區 碧山路 29號，碧山公共空間

思明區 大學路 162-16，琥珀書店

集美區 銀江路 132 號集美藝術區，M.T.影視會所

杭州：上城區 南山路 182-1 號，西湖當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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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放民間放映聯盟成員

深圳獨立電影社

上海影像現場

天津影迷幼兒園

杭州小眾電影會

昆明業餘電影社

成都叢林放映

洛陽電影資料館

廣州後樂園獨立電影工作室

泉州獨立電影社

大連艾書吧放映

成都八又二分之一水吧

大連光陰故事電影工坊

合肥悅術區

長春銀杏樹

濟南獨立放映

齊放 Cinephile Collective

既然有金雞，就該有獨立。既然有百花，就該有齊放。

——向陽花語

[齊放]是由影弟工作室和全國各地數十個民間放映團體、場地或組

織者共同發起、開放參與的一項獨立電影民間巡回放映的普及活動。

這將會是一個以常態長期開展下去的系列活動，目前已有深圳、廣

州、昆明、福州、泉州、杭州、濟南、沈陽、西安、洛陽、成都、

湖南鳳凰、合肥等十多個城市地區加盟。

The self-organized film screening program Qi Fang(Cinephile

Collective) was initiated by Indie Workshop and supported by

dozens of screening communities, venues and private

organizers across the country.

Qi Fang is an open film screening program that promotes

independent films by means of screening on tour. It aims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eneral audience to watch

independent films.

The organizers stated that this will be a long-term event that

will be held regularly in future. Currently it has reached more

than ten cities, including Shenzhen, Guangzhou, Kunming,

Fuzhou, Quanzhou, Hangzhou, Jinan, Shenyang, Xi'an, Luoyang,

Chengdu, Fenghuang and Hefei.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c

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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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

陳卓《楊梅洲》

鄭大聖《天津閑人》

楊瑾《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

萬瑪才旦《靜靜的嘛呢石》

李睿珺《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

袁菲 / 曹雷 / 李恒烈

《超越那一天》

宋方《記憶望著我》

王競《萬箭穿心》

章明《她們的名字叫紅》

郭奎永《青春小說》

鄭大聖《危城之戀》

蔣雯麗《我們天上見》

範立欣《歸途列車》

張僑勇《千錘百煉》

“後窗看電影”品牌，15 年中，影響影迷無數。“後窗放映”利用

自己的傳播模式模式和影院渠道，整合全國優勢媒體，將文藝影片

精准、高效的呈現給適應人群，為影片創造良好口碑，為影迷提供

上佳體驗。我們為藝術電影拓展影院放映空間，為青年導演分擔院

線競爭壓力，成為一個跨越現有院線體系的“藝術院線”。

後窗放映發起人：衛西諦、水怪、楊城、高達

主辦方：後窗文化

協辦支持:天畫畫天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211516/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window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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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BUSH DEFINITION]

是一個創建於 2011 年 4 月的非盈利獨立文化推廣組織，由一

群愛電影、愛藝術的年輕志願者協同運作，旨在通過展映、演

出、沙龍、出版和銷售等多種途徑，發現、整合和推廣有鮮明

個性的獨立文化。叢林致力於成為成都最具特色和最有活力的

獨立文化活動組織者。

叢林2013年共舉辦放映交流活動4場，其中兩場為自主策劃 ，

兩場為“齊放”成都站活動。

張新偉《老張》（導演現場交流會）

時間：2013 年 03月 30 日 周六 15:00-17:30

地點: 成都 武侯區 芳沁街 60 號 大象酒吧

【齊放•成都站】 “流浪的中國人”趙大勇作品展

趙大勇《南京路》

時間：2013 年 07月 20 日 周六 15:00-18:00

趙大勇《廢城》

時間：2013 年 07月 27 日 周六 15:00-18:00

地點: 成都 武侯區 芳沁街 60 號 大象酒吧

“故鄉的詩意，哲學和宗教”——柴春芽《故鄉的四種死亡方

式》（導演到場交流會）

時間: 2013 年 08 月 24日 周六 14:30-18:00

地點: 成都 錦江區 紅星路 35 號創意產業園 兔腳展廳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bushdefi

人人小站

http://zhan.renren.com/bushdefi

豆瓣主頁

http://www.douban.com/people/bushd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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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De vivre·圓筒

2013 年參與組織以下放映活動

2013 深圳灣藝穗節·電影+影像展

日期：2013年 11月 23日星期六——12月 1日星期日

地點 1：深圳市南山區 南海大道 2748號南山書城七樓

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地點 2：深圳市 南山中心區 海德一道

愛水館 Fringe Pavilion

地點 3：深圳市 南山區深南大道 10128號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一樓 數碼影院

http://www.douban.com/event/20315150/

華語紀錄片節 2013 深圳展映

日期：2013年 11月 9日星期六、10日星期日

16日星期六、17日星期日

地點：深圳市南山區深南大道 10128號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一樓 數碼影院

http://www.douban.com/event/20198444/

香港得獎短片展    

日期：2013年 10月 19日-20日

地點：深南大道 10128號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一樓 數碼影院

http://www.douban.com/event/20028396/

    華語民間影像展映

日期：2013年 9月 7日——15日

地點：深南大道 10128號

南山數字文化產業基地 一樓數碼影院

http://www.douban.com/event/19709543/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2013 屆畢業影展

日期：2013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6月 16 日星期日

地點：華夏星光國際影城

http://www.douban.com/event/19067543/

Art De vivre·圓筒

網站及網頁鏈接

Art De vivre·圓筒

豆瓣主頁

http://site.douban.com/artdevivre/?ref

=similar_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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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3 月，深圳獨立電影社成立，第一個論壇建立於深圳之窗網站的深圳

社區 BBS 裏。

2002 年 4 月 7日，在無心快語酒吧舉行第一場放映活動，到場人數約三十人，

放映影片為賈樟柯《小武》和日本導演薩布《盜信情緣》。2002 年 5 月 5 日，

放映地點換到老竇酒吧，正式開始每周一期的放映活動。2002 年 7 月，首次

采用按月為放映主題的活動形式，第一次為黑澤明電影主題月。2002 年 12

月 14 日，放映地點換到澄蓮閣書吧，其間嘗試了一元觀影的經費制，也制作

了一期獨立場刊。

2003 年 5 月，開始施行 10 元最低消費的場地合作模式。同年論壇也轉用舊

天堂網站。

2004 年 2 月，開始根據每月活動主題制作宣傳海報。2004 年 7 月，采取每期

提供免費場刊，印數為 25 冊；次年采取每月一冊，收取工本費 5元的方式提

供給觀眾。

2005 年 10月，社團 LOGO 正式確立使用，同時社團英文名稱暫定為 Shenzhen

Indie Movie Club。

2006 年 6 月，首次在海島沙灘上舉辦露天放映活動。2006 年 11 月，舉辦獨

立紀錄片《搖滾多多》放映及導演見面會，首次采用收費方式支付作者版權。

2007 年 1 月，因澄蓮閣書吧結業，放映地點換到中心書城尚書吧多功能廳，

開始嘗試每人每場收費 10 元，支付場租 500 元的放映模式。

2008 年 3 月，承辦環保紀錄片《我們能拯救地球嗎》的公益放映活動。2008

年 5 月，首次專程邀請獨立導演來深圳與觀眾見面，放映高文東作品《西海

村》和《美食村》。2008 年 11 月，與廣州先鋒光芒聯手，推出“你很難看見

的影像”系列活動，首次嘗試分賬模式，平衡場地費用及作者版權。

2009 年 3 月，《開往家鄉的火車》放映活動中止。2009 年 4 月，放映地點換

到城市客棧新僑店的城市咖啡，開始每月以導演為主題的“城市之光”放映

活動。2009 年 11 月 7 日，開展“追憶時光”活動，到電影院欣賞老膠片電

影《甜蜜蜜》，但之後未能持續。

2010 年 4 月 3 日，“齊放”活動啟動，首場在中影今典國際影城放映楊蕊電

影《翻山》。2010 年 6 月，獨立月刊《齊放》正式創立。2010 年 7 月，首次

獲得境外作品版權，舉辦丹麥電影展映活動。2010 年 11月，“城市之光”放

映活動的地點換到小津概念書房。

2011 年 1 月，新浪官方微博正式啟用。並發布公告，深圳獨立電影社作為主

辦方，以後將只公開舉辦已獲得版權許可的電影及公版電影的放映活動。2011

年 3 月，啟動“半世紀電影編年展”活動，首次開展以年為單位的常規放映

活動。2011 年 4 月，協助北京影弟工作室，推動“齊放”活動在全國聯映，

首輪 5 部影片在 11 個城市同期舉辦放映。社團英文名稱改為 Shenzhen

Independent Film Club，簡稱“SIFC”。“齊放”放映活動的地點固定在華僑

城創意園 OCT LOFT 的 F3棟墨客空間涼茶鋪周期舉行。2011 年 5 月，與 2M2UN

設計公司建立合作關系，獨立月刊《齊放》的版面設計交由該公司完成，並

暫定刊物英文名字為《Allpeno》。同月，實踐同一部電影兩場連映以及同一

部電影同時兩場放映。2011 年 6 月，“卡碟”活動啟動。2011 年 12 月 28 日，

“蒲公英劇場”活動啟動，活動頻率擴大到每周 2場，並新增“觀眾點播”、

“短片加映”兩大功能模塊。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szdld

ys

豆瓣主頁

http://site.douban.com/sun

flower/

小津概念書房豆瓣主頁

http://site.douban.com/ozu

book/?ref=similar_sites

深圳獨立電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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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導演電影雙周

西安美術館常設文化項目之一，與西安影像學

術研究推廣機構金色麥田影像藝術中心合作共

同策劃主辦。自2010年4月始，作為每兩周舉辦

一次的非贏利性民間獨立影像活動，致力於關

注中國獨立影像的發展進程，致力於獨立影像

的收集、展示、整理、研究，以促進獨立影像

工作者、觀眾及相關研究機構彼此間的交流和

互動。以獨立性、年輕化、新形態、前瞻性的

選片標准，以期用更開放、更嚴謹的姿態呈現

中國獨立影像的多元現實。 放映影片涵蓋劇

情、紀錄、實驗、動畫等不同類型。除影片放

映活動外，還設有各種相關主題論壇與學術講

座。

主辦機構：

曲江新區•西安美術館

金色麥田影像藝術中心

合作機構：

雲之南紀錄影像論壇（昆明）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南京）

影弟工作室（北京）

指定合作雜志：

《影像時代》

獨家手機媒體支持：

《12580生活播報》

特別合作媒體：

陝西電視臺《都市熱線》

策 展 人：董 鈞

展 委 會：吳穎欣 閔 韜 陳小松

特邀嘉賓：導演、制片人、學者、

評論家、教師、媒體等

活動形式：獨立電影放映，導演、專家或

其他嘉賓與會員及觀眾交流討

論、現場互動。

時 間：2010年4月10日起，

隔周周六15：00~17：00

地 點：曲江新區•西安美術館

學術報告廳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主頁

http://www.douban.com/event/19211638/

http://site.douban.com/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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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中國青年導演電影雙周 系列活動（2013）

《本地 Local》是一本立足西安，致力於挖掘本土文化的獨立雜志。“本地”立足西安，匯集平民的體溫、

思想，以手工制作的態度來打磨文字。或者是藝術、文獻，是攝影、詩歌；或者是過去、現在；不論觀念、

不論形式；不求敘事的宏觀，但求記錄的真摯、有趣。將民間個案、平民化思想以《本地》的名義帶入民間

編年史。

中國青年導演電影雙周自2013年6月始由“本地”主辦。作為每兩周舉辦一次的非贏利性民間獨立影像活動，

“本地”致力於關注中國獨立影像的發展進程，獨立影像的收集、展示、整理、研究，以促進獨立影像工作

者、觀眾及相關研究機構彼此間的交流和互動。

中國青年導演電影雙周依然以獨立性、年輕化、新形態、前瞻性的選片標准，以期用更開放、更嚴謹的姿態

呈現中國獨立影像的多元現實。2013年推出第一季活動，放映影片涵蓋劇情、紀錄、實驗、動畫等不同類型，

除影片放映活動外，還設有各種相關主題論壇與學術講座。

主辦：本地

協辦：薈畫廊、淩科智威文化傳播、萬邦書店、老物件工作室

友情支持：大都薈

咨詢電話：029-89349274

場館地址：西安市科技路與高新四路交匯處西北角，薈客館·薈畫廊

放映安排

第一場 6月30日 14:00

紀錄片《老唐頭》

導演：徐童

學術主持：董鈞

特邀：蘆葦

第二場 7月13日 14:00

紀錄片《同學》

導演：林鑫

學術主持：董鈞

第三場 7月27日 14:00

劇情片《小荷》

導演：劉姝

學術主持：董鈞

第四場 8月10日 14:00

紀錄片《大水》

導演：董鈞

學術主持：林鑫

535

535 of 542

http://www.mask9.com/node/60943
http://www.mask9.com/node/60943
http://www.mask9.com/node/60943
http://www.mask9.com/node/14486


【電影作者·特刊】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 贰零壹肆春节 1.1 版

白斌《獵人與骷髏怪》

2013 年放映

耿軍《飛機》

呂磊《年輕有罪》

楊正帆《吞噬》

楊明明 《女導演》

沈潔《二》

畢贛《金剛經》

楊平道《關於張科長的日常》

張藝馨《性福來了》

王小偉《本命年》

張新偉《唐老師》

粒子放映成立於 2012 年 2 月，由一群熱愛電影的朋友組成，他們曾

做過重慶獨立影展的志願者。粒子放映有日常放映與不定期專題放

映兩種形式。

粒子放映是重慶本土最積極的推廣獨立電影的小組，將難以見到的

優秀獨立電影分享給重慶的觀眾。

粒子放映駐地為黃桷坪“器空間”/大學城“花生院子”/MOON CLUB/

過往咖啡。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particle023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39893/

好戲網頁面 http://www.mask9.com/node/50606

人人小站 http://zhan.renren.com/particle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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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國語大學第三浪潮電影社

（The_ThirdWave)創立於2009年，由一群來自不同專業

卻熱愛電影的大學生創辦，為讓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學相

識相聚，每週舉辦一次放映，每年策辦一次影展，更有

與校內外組織合作拍攝微電影活動。從2012年起開始策

劃獨立電影放映，並在2013年成功舉辦第五屆影展——

川外青年影像展，以此來紀念那些過往的青春，永恒的

感動，以及讓我們積極地面對以後的人生。

2013年獨立電影放映：

10月11日 14:30 程小挑紀錄長片《馬克》

川外青年影像展：

短片單元——11月8日 19:00 白斌動畫《獵人與骷髏怪》

陳富紀錄片《邊境少女》

長片單元——11月15日 19:00 張新偉紀錄長片《唐老

師》（放映及導演現場交流會）

網站及網頁鏈接

新浪微博:The_ThirdWave

http://weibo.com/u/3071042241

人人小站：川外第三浪潮電影社

http://page.renren.com/601716680

放映地址：重慶市沙坪壩區烈士墓壯志路 33 號四川

外國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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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放映片目

第一期放映：日本獨立電影展長沙站

《美之術》劇情片 2009 年/90 分/DV

導演：大江崇允

《青澀之罪》劇情片/2010 年/83 分/HD

導演：平波亙

《激情》劇情片 2008 年/115 分/HD

導演：濱口龍介

《光之音》劇情片 2011 年/89 分/HD

導演：山崎樹一郎

《海浪之音》紀錄片 2011 年/142 分/HD

導演：濱口龍介，酒井耕

第二期放映：毛晨雨·稻電影專場

《擁有，新中國農民戰爭：修辭學的正義》

導演：毛晨雨

第三期放映：長沙青年導演作品展映

《草人》導演：歐陽龔平

《候鳥》導演：陳橙

第四期放映：“流浪的中國人”——趙大勇作品

展（長沙站）

《南京路》、《廢城》

《下流詩歌》、《尋歡作樂》

第五期放映：張新偉作品《唐老師》

第六期放映：範立欣作品《歸途列車》

第七期放映：葉祖藝作品《拾穗》

第八期放映：徐童作品《算命》

第九期放映：查曉原作品《虎虎》

第十期放映：三個湖南人的“民間記憶影像”

的放映及劇場演出

66號放映室是由长沙的一些年轻人自发组织的，是長沙一個非

盈利獨立電影興趣小組，大家因為共同的興趣聚集在一起，成立

的目的是在本地建立起獨立電影交流和學習的平臺。

迷影沙龍是長沙 66號放映室的一個分支，迷影沙龍期望通過持

續的、定期的電影分享，建立本土電影愛好者深度交流的平臺，

以鼓勵更多熱愛電影的人參與佳片推介。

網站及網頁鏈接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210143/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331934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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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目

【北京】蝸牛的家咖啡館

藍色畫廊

96咖啡館

雨楓書店

【深圳】舊天堂

自在空間（蛇口區）

【長春】QUEEN 咖啡館

【沈陽】沈陽獨立電影聯盟工作室

納紗空間

【石家莊】拾年咖啡館

【西安】婕妮花

【昆明】業餘電影社

原生坊

咖啡館

【濟南】我們和電影有個約會放映機構 “那裏”

【武漢】大夢電影部落

【重慶】門唱片

堅果酒吧

器空間

【成都】八又二分之一咖啡館

藝術影像中心

千高原畫廊

【南昌】立文化藝術節

【合肥】ONE THE ROAD 酒吧

【廣州】古粵東山青年文化交流活動中心

【無錫】徐霞客國際青年旅社

【杭州】凡人咖啡

【洛陽】電影資料館

【湘西】“抬高房梁”咖啡

【蘭州】青年旅社

【大連】DIFF 大連獨立影像展 http://site.douban.com/186875/

【北京】中國紀錄片學院獎 http://www.caadf.com/news/fi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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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毛晨雨

張獻民

北京獨立影像展 張琪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曹愷

亞洲青年電影節

中國民間女性影展

草場地工作室

瓢蟲映像 楊侑

後窗放映

文津清影放映

培田春耕節鄉土影像展

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年度紀錄片展映

橡樹灣獨立電影展

回聲書店

陳悅記“築夢百工·民間藝術”影展

深圳獨立電影社

粒子放映

66號放映室

一畝三分地

706 青年空間

中國·和順第二屆鄉村國際藝術節

西安影展

董鈞

圓筒藝術中心 馮宇

雲之南紀錄影像展

叢峰

成都叢林

深圳灣藝穗節

（编者注：致謝名單按提供協助時間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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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華語作者影像資訊指南》計劃每年春節推出一個新版本

這是一項殺時間、無報酬的公益工作

如果您願意加入我們編輯團隊

請私信 @張大民 tty http://weibo.com/u/1811809834

或致信我們的公共郵箱：chinese.independant.film.info@gmail.com

誠摯希望所有的影像作者

將你們的作者和作品信息匯總後發送給我們

我們將會錄入到“2015春節2.0版”中

誠摯希望影展&放映機構

將你們2014年的活動信息在年底匯總後發給我們

我們的公共郵箱是

chinese.independant.film.info@gmail.com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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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 董紫陽

公共郵箱，chinese.independant.film.info@gmail.com

恭祝

兒童節快樂

端午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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