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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最随⼼所欲的⽂学作品终于在监狱中诞⽣，在监禁的恐惧中诞⽣。 

──Maurice Lever《萨德⼤传》 

     

    谈到个⼈写作，必须追述到“⾃然⼈”（波德莱尔语。波德莱尔认为对于⾃然⼈的任何研究

必须⾃萨德开始，他是真正的“恶之花”。）萨德侯爵⾝上。写作对他来说，确是奴役的成果。

他经历过⼋次牢狱，三次死刑。萨德深受专制和强权的迫害，在逻辑上⼏乎⽆懈可击的哲学

却不反对强权的迫害和专制，因为他觉得专制和施虐的冲动是与⽣俱来的。既然是⾃然的东

西就不应该限制他。他根本否认存在“邪恶”这种东西。并认为谋杀和⾃然死亡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命的重新组合⽽已。这样，所有的社会道德标准、伦理统统失效。反过来正好解构了

权⼒的意义。 遭到加尔⽂迫害并最终被活活烧死的卡斯特⾥奥有⼀个著名的论断：“当我思考

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发现⼀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们的眼⾥都是异

端。” 

	 	 	 罗兰‧巴特在《萨德、傅⽴叶、罗耀拉》⼀书中这样写道：「正是由于处在⼀种极度的

孤独之中，令他感到恐惧，然后由恐惧转变为欲望，对他来说，这样的欲望就是⼀种⽆法抗

拒的想要写作的欲望，这样的欲望配上⼀种可怕⽽⽆法压抑的语⾔的⼒量，写作就成为可能，

他要说出⼼中压抑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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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谁来定义私影像？ 

 

   “第⼀⼈称影像”这个名称好像没有争议。这个名称很直⽩、具象，很像散⽂电影，或又不

全是。但是关于“私影像”却争议很多，似乎没有什么定义。 

    那谁来定义私影像？还是由我来定义这个“私影像”吧，谦虚点说，在我主编的这期⾥。离

开这⼀本书，每⼀个没拍过私影像的⼈也都可定义，这是“私”本⾝所赋予你的权利，它不仅限

于公民权，它完全是以⼀个⼩写的“⼈”给你的思考权。 

     “私影像”⽤我过⾼的眼光来看，定义它必须真正的了解其秘密所在，它藏在每⼀个⼈灵

魂的⿊暗处，它⾮昭⽰的流动摊贩，可以⼤声叫卖。实际上停滞、⻳缩、拒谈⾃⼰，已经不

在“私表达“这⼀层⾯。 “私表达”这⼀层⾯对环境、⼈群、⼈数来说有限制。这个“私”更深⼊的

是内⼼的东西，是限制在很⼩很隐秘范围，它多为反世间道德、伦理、规矩的。这个东西拿

到市⾯是要乱套的。然⽽，这恰是珍贵的东西，可动笔的东西，⼈类写作⼏千年了，竟还有

更多可写的东西，那是什么？如果谁明⽩，就可⽴刻直接成为作家，⽽不再只去研究别⼈。 

     很多⼈不愿⾯对⾃⼰，或不知道什么是⾃⼰。我给个建议：照镜⼦时间长都会被⾃⼰⼤

脑美化。还是找个⾼楼，或爬到悬崖上，往下看，这时你满脑袋就只有了⾃⼰。向前每迈出

⼀步，就超越⼀次⾃⼰。 

这就是我的答案。回家不要复习，补课。你的梦，你的欲望，你的不要脸的东西、脆弱

的、偷偷流怂的东西——它会告诉你。命⾥改不掉，运努⼒不来，它极私，可能极其影像！ 

或不必在乎谁定义谁，好像只有 Jonas Mekas 有资格可以定谁是第⼀⼈称影像⼀样。我

没有看过他的任何⽚⼦，我的处⼥⽚也没看过什么原⼀男，甚⾄任何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纪录

⽚（上⼩学、中学时看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河殇》，他们到底算不算纪录⽚？）。

然⽽让理论家感到异⿁的是：我就是这么的像⽯猴⼀样⾃⼰蹦了出来。当然，有⼀个伯乐发

现了我，他就是吴⽂光。我就是——中国私影像⿐祖：胡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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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quis de Sade 萨德侯爵 

全名：多拿尚·阿勒冯瑟·冯索⽡·德·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 

出⽣：2 June 1740  

卒于：2 December 1814 

国籍：法国  

职业：作家  

 

有关萨德的神话  

萨德⾃从⼆⼗世纪初逐渐浮上台⾯之后，慢

慢形成为⼀种所谓的「萨德现象」，罗兰‧

巴特甚⾄称之为「萨德神话」，这种现象如

何解释呢？道理很简单，⼆⼗世纪之前的萨

德，整整有⼀百年的时间都是活在地下，他

的作品始终都是处于不见天⽇的状况之下在

被传阅，因为他的作品所处理的不单是⾊情

题材的问题，⽽且还宣扬性暴⼒和性虐待以

及违反伦常的哲学，他是性变态的化⾝，他

像个魔⿁，⽆所不在，却必须躲躲藏藏。⾄

于⼗⼋世纪末和⼗九世纪初，在他所⽣活的时代⾥，⼤家只把他当作⼀个淫秽的⾊情作家，

甚⾄只是个不⼊流的⼩作家，迟早势必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当时绝没有⼈会想到他将

在法国⽂学史上（或甚⾄西⽅⽂学史上）占上重要⼀席之地。  

时序进⼊了⼆⼗世纪之后，多亏那批超现实主义的朋友，特别是阿波⾥涅(Apollinaire)，当然

还得拜时代思潮进步之赐，许多禁忌慢慢在解套，萨德竟然不知不觉浮上了台⾯。到了六○

年代中期他的作品全⾯解禁之后，加上⼀些名家如布朗秀(Maurice Blanchot)和巴岱伊(Georges 

Bataille)以及罗兰‧巴特等⼈为他著书⽴说，萨德此时终于咸鱼翻⽣了：他成为法国⽂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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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的作家之⼀！罗兰‧巴特在其《访谈录》⼀书中甚⾄拿他和普鲁斯特相提并论，在他

看来，阅读萨德和阅读普鲁斯特⼀样，其所带来的欢娱感觉是⽆与伦⽐的。  

萨德的神秘⾯纱揭开之后，在法国本地遂形成为⼀股热闹的萨德风潮，同时形成为两派极端

不同的对萨德作品的看法，⼀派视之为⽆聊胡闹，不可理喻，⽐如前法国总统庞毕度即抱持

此种看法，这⼀派⼈认为萨德不厌其烦反复在许多⼩说作品中描写猥亵的变态性⾏为，特别

是「恋屁狂」和「嗜粪癖」的鸡奸⾏为，实在是⽆稽透顶⽽令⼈倒胃⾄极，《索多玛⼀百⼆

⼗天》⼀书通篇读来，正是离不开这类淫秽⾏为的刻划描写，不但违反道德，事实上也违反

了⼈性，这能叫做⽂学吗？  

但是另外⼀派⼈并不这样看萨德，这必须从有关萨德的神话这个⾓度去看，萨德的神话如何

形成的呢？⾸先来⾃评论家克洛索斯基(Klossowski)的论调，他把萨德看成是个「绝对的作家」

(晹 crivain absolu)，是独⼀⽆⼆的，是⽆可⽐拟的，⽽且恐怕也会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作家

以⼀种⾰新精神和独特风格创造了⼀个异想天开⽽带有结构性质的封闭系统的世界，我把这

样的世界称之为「萨德种系」世界（如同「卡夫卡堥 t」或「巴尔札克种系」等世界的称谓，

普鲁斯特的世界亦可作如是观），在这个世界中固然⼀切以⾊情为依归，但我们必须越过⾊

情的层次去看这个世界的⼀切，好⽐我们必须超越现实的层次去看卡夫卡或普鲁斯特的世界，

道理是⼀样的。  

「萨德种系」的世界是⼀个⽆政府的世界，但相对也是⼀个乌托邦的世界，因为在那⾥⼀切

束缚都解除了，伦理道德或甚⾄法律的禁制也都不复存在，我们彷佛回归到⼀个原始状态的

⼼理学层次，⼀切都是⾚裸裸的，⼀切都可以被允许的，这好⽐精神分析领域⾥有关潜意识

作⽤漫⽆节制的发挥，任所欲为，不但是天马⾏空，⽽且简直就是完全没有界限。因此，萨

德就像是⼀个魔法师，创造了⼀个「绝对的世界」，⼀个⾃给⾃⾜⽽充满⽆⽐想象魅⼒的世

界。  

萨德神话的另⼀个来源则是前述著名评论家布朗秀和巴岱伊的「违禁」(la transgression)创作

观念，他们把萨德看成是⽂学创作的「违禁者」(le transgresseur)。在西⽅⽂学史上，没有⼈能

够像萨德那样⼤胆闯越理性的法则，完全以个⼈的尖锐情欲和暴⼒倾向为准则，不理会理性

的束缚，不顾道德法律的⼲预，⼀切只为了个⼈欲望之宣泄，并不服从「享乐原则」之规范，

这可说是疯⼦的⾏径，⽽这正是萨德的写照，他以疯⼈姿态，肆⽆忌惮闯越了世俗的「禁区」，



 4 

继⽽塑造了⼀个独特的，没有⼈能管制的⾃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切只听命于

⼀个⾄⾼⽆上之权威的主宰者，这个主宰者就是萨德本⼈，⽽他的⾏事律则就是：反其道⽽

⾏。巴岱伊就说过，萨德世界的中⼼，其⾄⾼权⼒的要求乃在于展现否定的⼒量，换句话说，

就是逆向⾏驶，也就是反其道⽽⾏的意思。傅柯(Michel Foucault)也这样说过：「在萨德的世

界⾥，性是没有任何规范的，有的话也仅服从于其⾃⾝本质的内在法则，此⼀法则除了其⾃

⾝之外不承认任何其它法则，它只听命于⾄⾼⽆上的权⼒主宰者。」因此，在萨德的作品⾥，

我们会不断反复读到对社会规范之破坏的描写，他的世界并没有天理和律法的存在。  

有关萨德的神话，最后⼀则也是最有分量的⼀则，⽆疑正是由罗兰‧巴特所建造，在他眼中

看来，萨德真正吸引⼈的地⽅，不是有关他的「绝对」和「违禁」的部分，当然更不会是⾊

情，⽽是有关他那独树⼀帜的语⾔所塑造⽽成的结构世界，就这⼀点⽽论，他认为这样的结

构世界在相当程度上很类同于《圣经》中的世界，同样都是充满符码⽽有待解构的复杂世界。

萨德长年在监狱中透过不眠不休的奋⼒写作（电影《鹅⽑笔》在这⽅⾯的描写算是很中肯周

到），透过对语⾔的巧妙掌握和运⽤，创造了⼀个极精彩的⼩说结构世界，这当然也是⼀个

别树⼀格的⾊情结构世界，其中的象征是⾊情的象征，五花⼋门，眼花撩乱，另⼀⽅⾯，同

时也是修辞学的象征，就某个⾓度看，萨德可以说是有关情⾊象征的伟⼤修辞学家。因此，

罗兰‧巴特在其《萨德、傅⽴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书中即如此说，萨德和傅

⽴叶及罗耀拉⼀样，他们都不约⽽同创造了⾃⼰的语⾔系统，他们的作品都结合了原创性的

符号⽽展现了不同凡响的独特意义，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热情（傅⽴叶）、情⾊象征（萨德）

及宗教精神（罗耀拉）的最颠峰境界。此外，罗兰‧巴特在他的《访谈录》⼀书中更如此肯

定地说：「阅读萨德，我向来即由此获得极⼤的乐趣，我并不认同于⼀般⼈所说的，认为萨

德是个⽆聊的作家……在我们（法国）的⽂学当中，真正能够带给我极⼤之阅读欢娱，并且

会想不断去重读的，除普鲁斯特之外，就数萨德⼀⼈，他们两⼈各站我们⽂学世界的两极。」  

我认为萨德和普鲁斯特最值得相提并论之处，除了如罗兰‧巴特所说，在于创造属于个⼈种

系的⼩说结构世界之外，那就是他们都是⽂字的风格⼤师。⼀位伟⼤作家除了必须是精彩故

事的编撰者之外，也就是说善于说故事，他同时更必须是杰出的⽂字创造者，萨德正是⼀位

这样的作家，他那源源不绝的与⾊情有关的故事，在他笔下写来即使带有暴⼒和恐怖⾊彩，

甚⾄不合常理和逻辑，我们读来还是会觉意趣横⽣，深深受其吸引，特别是他在从事⾊情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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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时，他所使⽤的法⽂句⼦结构都极优美洗练，⽽且是⽆懈可击的简洁扼要，他凸显了⽂字

运⽤上的风格问题，⼀位作家没有⽂字风格的展现就绝对算不上是个好作家。罗兰‧巴特说

得没错，⼀个作家的伟⼤与否，正是由此来加以判定，他因此更进⼀步看出，萨德在⽂学上

和修辞学上创造了⼀样极为罕见的东西：⼀种意义完美彰显的写作(une 晹 criture parfaitement 

d 晹 not 晹 e)。譬如他在描写的时候，特别是⾊情场⾯，他的句⼦绝不会拐弯抹⾓，他很直截

了当，这是⼀种透明的写作风格，以⾄于象征主义的东西竟毫⽆发挥之余地（这⼀点普鲁斯

特适巧相反），读者因此不会读到皱眉头，也不必去渲染想象，因为没有⼲扰。如果象征主

义是⼀种逃避⼿法，那么，萨德的⾊情世界显然是反象征主义的，倘若⾮得在他⾝上披上象

征主义⾊彩的话，我们毕竟还是为他创造了⼀个象征性词汇，那就是所谓的「萨德主义」(le 

sadisme)，这是⼀个意义⼗⾜的字眼，可惜今天已经成为性虐待的代名词，显然是被滥⽤了。  

不能否认的是，有关萨德的神话⽆疑拓展了我们看萨德⾊情⼩说的视野，萨德的世界如果抽

离了⾊情的部分固然就不能成⽴，但萨德真正吸引⼈的地⽅绝不是⾊情，我不相信任何⼀个

成熟的读者读《索多玛⼀百⼆⼗天》会挑起什么⾊欲的兴奋情绪，不，不可能的，书中多的

是猥琐和不堪的有关各式各样的性变态描写（⽐如中间光「嗜粪癖」⾏为的描写即⾄少占去

全书四分之⼀篇幅左右），然⽽，这类描写并⾮都是那么令⼈难堪，因为这⾥头竟然也包含

了许多令⼈发笑的成分，D.H.劳伦斯在《查泰莱夫⼈的情⼈》⼀书中就说过，男⼥性爱的动

作，没有⽐这个更滑稽可笑的了。这样的论调适巧可见证萨德对性爱⾏为的夸张描写，经常

会夸⼤到令⼈读来捧腹⼤笑，⽽且类似这样的喜剧效果还会是⼀波接着⼀波，谁说读萨德不

会是⼀种⽆与伦⽐的欢娱呢？  

萨德和他的时代  

⿍⿍⼤名的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活于法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的⼀个⼤变动

时代，他经历了从路易⼗五和路易⼗六的君主王朝，法国⼤⾰命的民主共和，还有拿破仑·波

拿巴的帝国时代等三个动荡骚乱的伟⼤历史时期，但他⼤多⽆缘能够真正躬逢其盛，因为他

的⼀⽣断断续续总共有⼆⼗七年的时间是在监狱⾥头度过的，他⼏乎住过当时法国所有⼤⼩

著名的监狱，其中还包括恶名昭彰的坐落于巴黎市区的巴⼠底监狱（《索多玛⼀百⼆⼗天》

即是在这⾥写成，从⼀七⼋五年的⼗⽉⼆⼗⼆⽇开始动笔，在三⼗七天之内写就）。我们曾

设想，萨德要不是有那么长时间被关在监狱⾥头，似乎就不太可能写出那么多充满性爱奇想



 6 

的⼩说作品。从《鹅⽑笔》这部有关萨德监狱⽣涯的影⽚看来，这位⾊情⼤师活在世上只为

做两件事情：性欲望和写作欲望的猛烈发泄，我们直觉感觉到，这是⼀个阳具随时都挺着⽽

且脑中随时都有意念要抒发的⼈。这么看来，性欲的发泄和创作欲望的发泄，在⽣理学和⼼

理学的层次看来，则是⼀样的现象，都是⼀种⽣命⼒的展现⽅式，这适巧印证了弗罗伊德有

关「利必多」(libido)的理论（荣格称之为「⼼灵能量」），「利⽐多」指的是⼀个⼈⾝上的性

欲能量，「利⽐多」越旺盛的⼈，他的⽣命⼒和性欲就越强，相对的，他的创造⼒有可能就

越活泼。性欲的发泄和创作⼒量的发泄，⼤抵⽽⾔是同⼀回事的。我们从萨德⼀⽣的⾏径和

他所创作的⽂学看来，他显然正是「利⽐多」的化⾝，他的⾝上时时刻刻都在燃烧着⽆穷尽

的性欲和创作欲。  

⼗⼋世纪可以说是西⽅放荡思想最为放任发展的黄⾦时代，⾃然也是有关⾊情⽂学最为发达

的⿍盛时期，⽣长在这个年代的萨德适巧躬逢其盛，能藉此发挥所长，成为这⽅⾯最为显赫

的⼈物，当时许多如汗⽜充栋的⾊情⽂学作品中，如今仍留传下来，甚⾄被肯定为上乘⽂学

作品的，除萨德⼀⼈之外，委实不多（有关这⽅⾯的事实，可参阅赖守正教授所译的《西洋

情⾊⽂学史》⼀书中的〈放荡思想的黄⾦时代〉⼀章）。我们知道，⼗⼋世纪是欧洲的启蒙

运动时代，在这个时代之中，⼈类正在从⿊暗中迎向光明，从束缚⾛向解放，从愚昧变为聪

明，⼈类开始思索⾃⾝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从⽽敢于开始挑战⾄⾼⽆上之神权和君权

的权威，⼀切诉诸理性，⽽启蒙正是迈向理性的唯⼀⼿段，也是为愚昧和束缚解套的唯⼀⽅

法。依哲学家康德的解释，启蒙的意思就是：不依赖他⼈的指引⽽达到认知。法兰克福学派

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他们所合着的《启蒙的辩证》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书中，即根据康德此⼀观点来诠释萨德的作品所展现的与启蒙思

想有关的哲学意义，他们认为萨德的作品见证了「不依赖他⼈指引⽽达到认知」的哲学事实，

简单讲，萨德解除了中产阶级的严酷束缚，启蒙的认知除了拥抱善，同时也见证了恶。  

萨德⾃从⼆⼗世纪初叶浮上台⾯以后，在法国研究他的作品和他的⼈竟⼀时蔚为风潮，许多

讨论⽂章和专著及传记纷纷出笼。⼀九九○年著名的「七星⽂库」(la Pl 晹 iade)开始陆续出版

他的⼩说作品全集，正式宣告了萨德伟⼤古典作家的地位。⼀九九⼀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

伟尔(Mau-rice Lever)出版《萨德⼤传》（Sade: une Biographie，此书⽬前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所出版简体字中⽂译本），公认是到⽬前为⽌写得最好也是最详实的⼀本萨德传记，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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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页篇幅的传记巨细靡遗记载了萨德⼀⽣所有的⾏径，这包括：他的贵族家世、他的⾊情

犯罪纪录、他的监狱囚禁⽣涯以及他那精⼒过⼈的惊⼈创作现象。这本传记⽐之前的⼀些传

记更权威也更具可读性的地⽅是，其作者能够取得萨德后代家族⼿中所拥有的珍贵⼀⼿资料，

⽐如许多从未⾯世的书信档案数据，读了这本传记之后，我们会了解，萨德除了是伟⼤的⾊

情犯罪者和伟⼤的⾊情⽂学作者之外，同时还是个极杰出的书信作者，这些宝贵的传记数据

为我们开启了⼀个了解萨德写作才华的全⽅位视⾓，我们更可以确定，萨德的确是个伟⼤⽂

体的创造者，他是个天⽣的作家。  

萨德虽然是个天⽣的作家，但他在写作上真正展露才华和风格，却是相当后来的事情，亦即

⼀七七⼋年⾄⼀七九○年之间，也就是在年龄上三⼗⼋岁到五⼗岁之间，他⽣平第⼆阶段⼊

狱长达⼗⼆年的期间。早在这段期间之前，萨德早已陆续写过⼀些东西，⾃⼰也以作家⾃居，

只不过并没有得到承认⽽已。他早在第⼀次⼊狱之前，就已经和当时⼀些贵族圈的朋友，还

包括他的⽗亲和他的神⽗叔叔，都不时动笔在涂涂写写了。然⽽，他这次长达⼗⼆年的坐监

期间，和妻⼦之间⼤量的书信往返，动笔写《索多玛⼀百⼆⼗天》，他真正建⽴了⾃⼰突出

的写作风格，他开始懂得运⽤独树⼀帜的语⾔去塑造⾃⼰的风格。长期的极度孤独和⼤量的

阅读（据说他在狱中拥有多达六百册图书的个⼈图书室），在写作风格上，将⼀个少不更事

的萨德推向⼀个成熟稳重的萨德，罗兰‧巴特在《萨德、傅⽴叶、罗耀拉》⼀书中这样写道：

「正是由于处在⼀种极度的孤独之中，令他感到恐惧，然后由恐惧转变为欲望，对他来说，

这样的欲望就是⼀种⽆法抗拒的想要写作的欲望，这样的欲望配上⼀种可怕⽽⽆法压抑的语

⾔的⼒量，写作就成为可能，他要说出⼼中压抑的⼀切。」显然《索多玛⼀百⼆⼗天》正是

此⼀情境下的产物，萨德之所以被肯定为伟⼤的风格作家，也正是从这⼀本作品开始，西蒙

‧波娃⼥⼠在《我们要不要烧掉萨德？》(Faut-il br 胲 ler Sade)⼀书中这样说：「他⼊狱之前

是个普通⼈，出狱时却已成为伟⼤的作家了。」这种说法很富传奇性，却适合于⽤在萨德⾝

上。他在极度孤独的百⽆聊赖之中，运⽤⾮凡的想象和语⾔，创造了⼀个⾮凡的和匪夷所思

的⾊情世界，他只活在⾃⼰所创造的语⾔当中，⽣命的各种冒险都已消失，⼀切都已被语⾔

的符号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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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s Mekas 乔纳斯·梅卡斯 
                                           翻译：胡倾宇 / 孛古⽉ 

                                  

  

Jonas Mekas (Lithuanian: [ˈjonɐs ˈmækɐs]; born 

December 24,[1] 1922) is a Lithuanian-American 

filmmaker, poet and artist who has often been called 

"the godfather of American avant-garde cinema." 

His work has been exhibited in museums and 

festivals worldwide. 

 

乔纳斯·梅卡斯⽣于 1922 年 12 ⽉，是⽴陶宛裔美

国电影制⽚⼈、诗⼈和艺术家，常被称为“美国先

锋电影教⽗”。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博物馆

和电影节上放映过。  

 

 

Biography 简历 

In 1944, Mekas left Lithuania because of war. En route, his train was stopped in Germany and he 

and his brother, Adolfas Mekas (1925–2011), were imprisoned in a labor camp in Elmshorn, a 

suburb of Hamburg, for eight months. The brothers escaped and were detained near the Danish 

border where they hid on a farm for two months 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After the war, Mekas 

lived in displaced person camps in Wiesbaden and Kassel. From 1946 to 1948, he studied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inz and at the end of 1949, he emigrated with his brother to the 

U.S., settling in Williamsburg, Brooklyn, New York. Two weeks after his arrival, he borrowed the 

money to buy his first Bolex 16mm camera and began to record moments of his life. He discovered 

avant-garde film at venues such as Amos Vogel’s pioneering Cinema 16, and he began cu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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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garde film screenings at Gallery East on Avenue A and Houston Street, and a Film Forum 

series at Carl Fisher Auditorium on 57th Street. 

1944 年，Mekas 因战争离开了⽴陶宛，途中他乘坐的⽕车在德国被截停，他和他的弟弟

Adolfas Mekas (1925–2011) 被投⼊汉堡市郊区埃尔姆斯霍恩劳动营囚禁长达 8 个⽉。兄弟俩

试图逃跑后被关押在丹麦边境附近，在⼀个农场⾥躲了两个⽉，直到战争结束。战争结束后，

Mekas 住在 Wiesbaden 和 Kassel 的难民营⾥。1946 ⾄ 1948 年，他在 Mainz ⼤学学习哲学，

1949 年底，他和弟弟移民到美国，定居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城。到达美国两周后，

他借钱买了属于他⾃⼰的第⼀台 Bolex 16mm 照相机，开始记录他⽣活的瞬间。他在⼀些地⽅

开创了先锋电影，例如在 Amos Vogel’s 的先锋电影 16，在画廊东⼤街和休斯敦⼤街他开始策

划先锋电影放映，在第五⼗七⼤街卡尔费舍尔礼堂策划了⼀个电影论坛系列。 

 

In 1954,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Adolfas Mekas, he founded Film Culture, and in 1958, 

began writing his “Movie Journal” column for The Village Voice. In 1962, he co-founded 

Film-Makers' Cooperative and the Filmmakers' Cinematheque in 1964, which eventually grew into 

Anthology Film Archive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repositories of 

avant-garde film. He was part of the New American Cinema, with, in particular, fellow film-maker 

Lionel Rogosin. He was a close collaborator with artists such as Andy Warhol, Nico, Allen 

Ginsberg, Yoko Ono, John Lennon, Salvador Dalí, and fellow Lithuanian George Maciunas. 

1954 年，他和弟弟弟 adolfas Mekas 创办了《电影⽂化》杂志，并于 1958 年开始为《乡

村之声》撰写《电影⽇记》专栏。他与⼈合作，1962 年创办了电影制作⼈合作公司，1964 创

办了电影制⽚⼈实验电影院，该电影院最终发展成为⼀个电影档案馆，成为世界上最⼤的和

最重要的先锋派电影收藏库之⼀。他和合伙制⽚⼈莱昂内尔得是美国新电影的⼀部分。他与

艺术家密切合作，例如 Andy Warhol, Nico, Allen Ginsberg, Yoko Ono, John Lennon, Salvador 

Dalí, Lithuanian George Maciunas. 

 

    In 1964, Mekas was arrested on obscenity charges for showing Flaming Creatures (1963) and 

Jean Genet’s Un Chant d’Amour (1950). He launched a campaign against the censorship board, 

and for the next few years continued to exhibit films at the Film-makers’ Cinemathèque, the Je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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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and the Gallery of Modern Art. From 1964 to 1967, he organized the New American 

Cinema Expositions, which toured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and in 1966 joined 80 Wooster 

Fluxhouse Coop. 

1964年，Mekas因播放Flaming Creatures (1963)和Jean Genet’s Un Chant d’Amour (1950)两部

影⽚被指控传播淫秽⽽受到逮捕。随后他发动了⼀场抵制审查委员会的抗议活动，并在接下

来的数年⾥继续在制作者电影院、犹太博物馆和现代艺术画廊展⽰他的电影。从1964到1967，

他组织新美国新电影展览，到欧洲和南美巡回展出，1966加⼊80 Wooster Fluxhouse Coop。  

 

In 1970, Anthology Film Archives opened on 425 Lafayette Street as a film museum, screening 

space, and a library, with Mekas as its director. Mekas, along with Stan Brakhage, Ken Kelman, 

Peter Kubelka, James Broughton, and P. Adams Sitney, began the ambitious Essential Cinema 

project at Anthology Film Archives to establish a canon of important cinematic works. 

    1970年，作为⼀个电影博物馆，放映空间，图书馆，以Mekas为导演的电影档案馆在拉法

耶街425号开业。Mekas，Stan Brakhage, Ken Kelman，Peter Kubelka, James Broughton, 和P. 

Adams Sitney在电影档案馆开始了雄⼼勃勃的电影计划，以图建⽴重要电影作品的教规。 

 

    As a film-maker, Mekas' own output ranges from his early narrative film (Guns of the Trees, 

1961) to “diary films” such as Walden (1969); Lost, Lost, Lost (1975); 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 (1972), Zefiro Torna (1992), and As I Was Moving Ahead Occasionally I Saw Brief 

Glimpses of Beauty, which have been screened extensively at festivals and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作为⼀个电影导演，Mekas⾃⼰的作品范围从他的早期叙事电影 (Guns of the Trees, 1961) 

到“⽇记”电影如Walden (1969); Lost, Lost, Lost (1975)，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 

(1972), Zefiro Torna (1992)和As I Was Moving Ahead Occasionally I Saw Brief Glimpses of Beauty，

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和博物馆被⼴泛展映。 

 

    Mek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his practice with his later works of multi-monitor installations, 

sound immersion pieces and "frozen-film" prints. Together they offer a new experience of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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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films and a novel presentation of his more recent video work. His work has been exhibited 

at the 51st Venice Biennial, PS1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the Ludwig Museum, the Serpentine 

Gallery, and the Jonas Mekas Visual Arts Center. 

Mekas在他的具有多显⽰器应⽤，⾳频渲染和“冻结胶⽚”洗印等特点的后期作品中扩展了

他的实验范围，这些作品既提供了他的经典作品的新体验，又展⽰了他近期视频作品的新故

事。他的作品在the 51st Venice Biennial，PS1当代艺术中⼼，路德维希博物馆， 蛇形画廊，Jonas 

Mekas 视觉艺术中⼼展⽰。 

 

    In the year 2007, Mekas released one film every day on his website, a project he entitled "The 

365 Day Project."[2] Since the 1970s, he has taught film courses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MIT, Cooper Union,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2007年，Mekas每天在他的⽹站上发布⼀篇电影，这是⼀个被他称为“365天计划”的 项⽬，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直在⿇省理⼯的社会研究学院，纽约⼤学的库伯社团教授电影课程。 

 

    Mekas is also a well-known Lithuanian language poet and has published his poems and prose 

in Lithuanian, French, German, and English. He has published many of his journals and diaries 

including "I Had Nowhere to Go: Diaries, 1944–1954," and "Letters from Nowhere," as well as 

articles on film criticism, theory, and technique. On November 10, 2007, the Jonas Mekas Visual 

Arts Center was opened in Vilnius. 

Mekas也是⽴陶宛语著名诗⼈，他以⽴陶宛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发表了他的

诗歌和散⽂作品。他还出版了许多他的⽇记，像“I Had Nowhere to Go: Diaries, 1944–1954”，

"Letters from Nowhere" ，以及电影评论，理论和技术⽅⾯的⽂章。2007年11⽉10⽇，乔纳斯

视觉艺术中⼼在维尔纽斯成⽴。 

 

Jonas Mekas in the Culture 乔纳斯文化篇 

The German fillmmaker Peter Sempel has made three films about Mekas' works and life, Jonas in 

the Desert (1991), Jonas at the Ocean (2004), and Jonas in the Jungl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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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fillmmaker  Peter Sempel制作了三部影⽚关于Mekas的⼯作和⽣活，分别是Jonas in the 

Desert (1991), Jonas at the Ocean (2004), and Jonas in the Jungle (2013) 

 

Awards and honors 获奖和荣誉 

• Guggenheim Fellowship (1966) 古根海姆奖学⾦ 

Creative Arts Award, Brandeis University (1977) 创意艺术奖，布兰迪斯⼤学 

• Mel Novikoff Award, San Francisco Film Festival (1989) Mel Novikoff奖，三藩电影节 

• Lithuanian National Prize, Lithuania (1995) 立陶宛国家奖，立陶宛 

• Doctor of Fine Arts, Honoris Causa, Kansas City Art Institute (1996) 医⽣美术，荣誉，堪萨斯

市艺术研究所 

• Special Tribute, New York Film Critics Circle Awards (1996) 纽约电影评论界奖 

• Pier Paolo Pasolini Award, Paris (1997)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奖，巴黎 

•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Association Award, Los Angeles (1997) 国际纪录片电影协会

奖，洛斯 

• Governors Award from the Skowhegan School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Maine (1997) 州长奖

从Skowhegan学校的绘画和雕塑，缅因州 

• Atrium Doctoris Honoris Causa,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Lithuania (1997) ⼼房doctoris荣

誉，马格纳斯⼤学，立陶宛 

• Represented Lithuania at the 51st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Venice Biennial (2005) 在第五

⼗⼀届国际艺术展览威尼斯双年展中代表立陶宛代表 

• United States National Film Preservation Board selects "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 for preserva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tional Film Registry (2006) 美国国家电

影保护局选择了“立陶宛之旅”在国会图书馆国家影片登记保存的回忆 

• Los Angeles Film Critics Association's Award (2007) 洛杉矶影评⼈协会奖 

• Austrian Decoration for Science and Art (2008) [3]  奥地利科学与艺术装饰 

• Baltic Cultural Achievement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Arts and 

Science (2008) 波罗的海⽂化成就奖对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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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Achievement Award at the second annual Rob Pruitt's Art Awards (2010) 第⼆届罗布普鲁

特的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 George Eastman Honorary Scholar Award (2011) 伊⼠曼荣誉学者奖 

• 'Carry your Light and Believe' Award, Ministry of Culture, Lithuania (2012) carry你的光，相信'

奖、⽂化部、立陶宛 

• Commandeur de l'Ordre des Arts et Lettres, Ministry of Culture, France (2013) 司令德l'ordre艺

术及⽂学、⽂化部，法国 

 

Filmography 全部影片目录 

• Guns of the Trees (1962) 树的枪 

• Film Magazine of the Arts (1963) 电影杂志的艺术 

• The Brig (1964) 禁闭室 

• Empire (1964) 帝国 

• Award Presentation to Andy Warhol (1964) 颁奖安迪沃霍尔 

• Report from Millbrook (1964–65) 从米尔布鲁克•报告 

• Hare Krishna (1966) 哈瑞·奎师那 

• Notes on the Circus (1966) 在马戏团 

• Cassis (1966) ⿊醋栗 

• The Italian Notebook (1967) 意⼤利笔记本 

• Time and Fortune Vietnam Newsreel (1968) 时间和财富的越南新闻 

• Walden (Diaries, Notes, and Sketches) (1969) 瓦尔登湖（日记、笔记、草图） 

• 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 (1971–72) 回忆立陶宛之旅 

• Lost, Lost, Lost (1976) 失去的，失去的，失去的 

• In Between: 1964–8 (1978) 在之间：1964-8 

• Notes for Jerome (1978) 杰罗姆 

• Paradise Not Yet Lost (also known as Oona's Third Year) (1979) 天堂没有失去（也称为乌娜的

第三年） 

• Street Songs (1966/1983) 街头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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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s/Saucers/Dancers/Radio (1965/1983) 杯/碟⼦/舞者/收音机 

• Erik Hawkins: Excerpts from “Here and Now with Watchers”/Lucia Dlugoszewski Performs 

(1983) 埃里克霍⾦斯：“•摘录在这里和现在的观察家”/露西亚dlugoszewski执⾏ 

• He Stands in a Desert Counting the Seconds of His Life (1969/1985) 他站在沙漠中，数着⽣命

的秒数 

•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Andy Warhol (1990) 场景从安迪沃霍尔的⽣活 

• Mob of Angels/The Baptism (1991) 天使的暴徒/洗礼 

• Dr. Carl G. Jung or Lapis Philosophorum (1991) 博⼠荣格或点⾦⽯ 

• Quartet Number One (1991) 四⽅⼀号 

• Mob of Angels at St. Ann (1992) 在圣安的天使暴徒 

• Zefiro Torna or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George Maciunas (1992) ZEFIRO又或场景从乔治麦西

纳斯⽣活 

• The Education of Sebastian or Egypt Regained (1992) 塞巴斯蒂安或埃及的教育恢复 

• He Travels. In Search of... (1994) 他旅⾏。在寻找… 

• Imperfect 3-Image Films (1995) 完善3图像电影 

• On My Way to Fujiyama I Met… (1995) 去富⼠⼭我遇到… 

• Happy Birthday to John (1996) 约翰，⽣日快乐 

• Memories of Frankenstein (1996)  科学怪⼈的回忆 

• Birth of a Nation (1997) ⼀个国家的诞⽣ 

• Scenes from Allen's Last Three Days on Earth as a Spirit (1997) 艾伦在地球上最后三天的场

景作为⼀种精神 

• Letter from Nowhere – Laiskas is Niekur N.1 (1997) 信不知–Laiskas是Niekur N.1 

• Symphony of Joy (1997) 欢乐交响曲 

• Song of Avignon (1998) 阿维尼翁之歌 

• Laboratorium (1999) 实验 

• Autobiography of a Man Who Carried his Memory in his Eyes (2000) ⼀个⼈的自传，他在他的

眼睛里进⾏着 

• This Side of Paradise (1999) 这⼀边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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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s on Andy's Factory (1999) 安迪⼯厂 

• Mysteries (1966–2001) 奥秘（1966-2001） 

• As I Was Moving Ahead Occasionally I Saw Brief Glimpses of Beauty (2000) 我前进，偶尔我看

到了美丽的短暂的⼀瞥 

• Remedy for Melancholy (2000) 治疗忧郁的⽅法  

• Ein Maerchen (2001) EIN的童话故事 

• Williamsburg, Brooklyn (1950–2003) 布鲁克林威廉斯堡 

• Mozart & Wien and Elvis (2000) 莫扎特和维恩和埃尔维斯 

• Travel Songs (1967–1981) 旅游歌曲 

• Dedication to Leger (2003) 这•奉献 

• Notes on Utopia (2003)， 30 min 对乌托邦的笔记，30分钟 

• Letter from Greenpoint (2004) 来信绿点 

• 365 Day Project (2007), 30 hours. 365天项目（2007），30小时 

• Notes on American Film Director: Martin Scorsese (2007), 80 minutes. 关于美国电影导演笔记：

斯科塞斯 

• Lithuania and the Collapse of USSR (2008), 4 hours 50 minutes. 立陶宛和苏联解体，4小时50

分钟 

• Sleepless Nights Stories (Premiere at the Berlinale 2011) 不眠之夜的故事（2011年柏林电影节

首映） 

• My Mars Bar Movie (2011) 我的⽕星酒吧电影 

• "Correspondences: José Luis Guerin and Jonas Mekas" (2011) 对应：何塞·路易斯·卡介苗和乔

纳斯·梅卡斯篇” 

• "Reminiszenzen aus Deutschland" (2012) “德国战车来自德国” 

"Out-takes from the Life of a Happy Man" (2012) （⼀个幸福的⼈的⽣活） 

 

 

 

摘⾃：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nas_Me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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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 McElwee 罗斯·麦克尔威 
                                                          翻译：胡倾宇 / 孛古⽉ 

 

Ross McElwee is an American 

documentary filmmaker known 

for his autobiographical films 

about his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usually interwoven with an 

episodic journey that intersects 

with larger political or 

philosophical issues. Cultural 

aspects of his Southern 

upbringing are present in his 

humorous and often self-deprecating films. He received the Career Award at the 2007 Full Frame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Ross McElwee 是美国纪录⽚导演，以讲述他的家庭和个⼈⽣活的⾃传电影⽽闻名，通常

使故事情节与政治或哲学问题相互交织。他的南⽅教育背景对他产⽣的⽂化熏陶在他的幽

默和⾃嘲的电影中得到了反映。2007 年，他在全帧纪录⽚电影节上获得了事业奖。 

 

Early life and education 早期⽣活和教育 

Ross McElwee grew up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in a traditional Southern family. His father 

was a respected surgeon, and appears often as a character in McElwee's early films. From an early 

age McElwee nurtured an interest in writing. He later attended Brown University, where he studied 

under novelist John Hawkes, and graduated in 1971 with a degree in creative writing. But while at 

Brown, he also cross-registered in still photography courses at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After graduating, McElwee lived for a year in Brittany, France and worked for a while as a 

wedding photographer's assistant. Upon returning to the US, he was admitted into MIT's new 

graduate filmmaking program, and graduated in 1977 with an M.S. While at MIT, he studied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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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ians Richard Leacock and Ed Pincus, both pioneers of the cinéma vérité movement, 

with whom he refined his first person narrative approach. "It was a new way of making films, to 

eliminate the film crew. You lose some technical polish, but it's much more intimate and less 

intimidating to your subjects. It allows you to shoot with the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of a 

photojournalist."[2] 

Ross McElwee ⽣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个传统的南⽅家庭，他的⽗亲是位受⼈

尊敬的医⽣，并经常充当 McElwee 早期电影中的⾓⾊。从⼩ McElwee 就对写作有着天然

的兴趣，后来，他就读于布朗⼤学，师从⼩说家霍克斯。1971 他从⼤学毕业，获得了创

造性写作学位。在布朗⼤学学习期间，他还同时选修了美国罗得岛设计学院的摄影课程。

毕业后，麦克尔威在法国布列塔尼住了⼀年，期间作为婚礼摄影师助⼿⼯作了⼀段时间。

回到美国后，他考⼊⿇省理⼯学院的新毕业⽣电影专业，并于 1977 毕业并获得⿇省理⼯

学院硕⼠学位。在那⾥，他师从 cinéma vérité 运动的先驱者 Richard Leacock 和 Ed Pincus，

完善了他的第⼀⼈称叙事的⽅式。“这是⼀种电影制作的新⽅法，可以减少电影摄制组⼈

员。你失去了⼀些技术性的加⼯，但这对你的对象来说更为亲密，也不太吓⼈。它允许⼀

个摄影记者拍摄的⾃主和灵活。” 

 

Career 职业⽣涯 

McElwee's film career began in his hometown of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where he found 

summer employment as a studio cameraman for local evening news, housewife helper shows, and 

"gospel hour" programs. Later, he freelanced, as second cameraman for documentarians D.A. 

Pennebaker, and later John Marshall, in Namibia. McElwee started filming and producing his own 

documentaries in 1976. 

McElwee 的电影⽣涯始于他的家乡。他利⽤暑假职业作过照相馆的摄影师，为地⽅晚报，

家庭主妇肥皂剧，和“福⾳⼩时”计划等不同对象⼯作过。后来，作为⾃由职业者的他成为

记录⽚ D.A. Pennebaker 和 John Marshall 的第⼆摄影师。1976 年，McElwee 开始拍摄和制

作⾃⼰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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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 McElwee has been teaching filmmaking at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 1986 where he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Visual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Ross McElwee 在哈佛⼤学教学电影担任视觉与环境研究系教授直到 1986 年。 

 

Ross McElwee has made ten feature-length documentaries as well as several shorter films. Most of 

his films were shot in his homeland of the American South, among them the critically acclaimed 

Sherman's March, Time Indefinite, Six O'Clock News, and Bright Leaves. He collaborated with 

wife, Marilyn Levine, on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Wall. His 2011 film, Photographic Memory, 

breaks new ground in McElwee's contributions to cinéma vérité, not only in its fully digital process, 

but in its ope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Ross McElwee 制作了⼗部长纪录⽚以及⼀些短篇，他的⼤部分电影是在他的美国南部家

乡拍摄的，其中最著名的是 Sherman's March, Time Indefinite, Six O'Clock News, and 和

Bright Leaves。他与妻⼦玛丽莲莱⽂合作拍摄了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Wall。他的 2011

年度作品，Photographic Memory，对 cinéma vérité 运动的有了新突破性贡献，不仅采⽤了

完全数字化制作，还有其开放的进化和⽣产结构。 

 

Recognition 荣誉 

Sherman's March won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Best Documentary at 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 It was cited by the National Board of Film Critics as one of the five best films of 1986. 

Time Indefinite won a best film award in several festivals and was distributed theatrically 

throughout the U.S. Six O'Clock News premiered at 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 and was broadcast 

nationally over PBS's Frontline. 

McElwee 的Sherman's March赢得了⽆数的奖项，其中包括圣丹斯电影节最佳纪录⽚奖。

1986年它被美国国家电影评论委员会评为年度五部最佳影⽚之⼀。McElwee 的Time 

Indefinite赢得了⼏个电影节最佳影⽚奖，在圣丹斯电影节⾸映，在PBS 的前线节⽬全国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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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lwee's film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festivals of Cannes, Berlin, London, Venice, Vienna, 

Rotterdam, Florence, and Sydney. Retrospectives include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and the American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 New York; Retrospectives 

have also been held in Paris, Tehran, Moscow, Seoul, Lisbon, and Quito. McElwee has received 

fellowships and grants from 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He has twice been awarded fellowships in 

filmmaking by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Sherman's March was also chosen for 

preservation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tional Film Registry in 2000 as an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American motion picture." 

McElwee 的电影已为戛纳，柏林，伦敦，威尼斯，维也纳，⿅特丹，佛罗伦萨和悉尼的电

影节所囊括。他的作品被现代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以及位于纽约的美国移动

影像博物馆所收藏、回顾。 

回顾展也在巴黎，德⿊兰、莫斯科、汉城、⾥斯本和基多举⾏过。McElwee担任过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会和美国电影学院的研究员职位

并获得过奖⾦。他曾两度获得国家艺术奖励基⾦颁发的电影制作研究奖⾦。2000年，他的

Sherman's March作为“历史上重要的美国电影”被选⼊国会图书馆国家电影登记处保存。 

 

McElwee's film Bright Leaves premiered at the 2003 Cannes Film Festival's Directors' Fortnight, 

and was nominated for Best Documentary of 2004 by both the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and the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In Paraguay premiered at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in 2008. McElwee returned to Venice in 2011 to 

present the premier of Photographic Memory. 

McElwee 的电影 Bright Leaves2003 年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周上⾸映，并于 2004 年由美国导

演协会和美国作家协会提名为最佳纪录⽚。2008 年它的作品 In Paraguay 在威尼斯电影节

⾸映。2011 年 McElwee 以作品“相⽚记忆”的⾸映重返威尼斯电影节。 

 

 

Filmography 全部影⽚⽬录 



 20 

Director 

导演 

• Space Coast (1979) co-director Michel Negroponte 

• Charleen (1980) 

• Resident Exile (1981) co-director Alex Anthony and Michel Negroponte 

• Backyard (1984) 

• Sherman's March (1986) (http://www.ed2000.com/showFile/62236.html ) 

•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Wall (1990) co-director Marilyn Levine 

• Time Indefinite (1993) 

• Six O'Clock News (1997) 

• Bright Leaves (2003) 

• In Paraguay (2008) 

• Photographic Memory (2011) 

 

 

 

 

 

 

 

 

 

 

 

 

 

 

摘⾃：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ss_McEl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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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uo Hara 
(原⼀男 Hara Kazuo?) is a Japanese documentary film director. He won the award for Best 

Director at the 12th Hochi Film Award[1] and at the 9th Yokohama Film Festival for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2] That film also earned him the Directors Guild of Japan New Directors 

Award.[3] 

 

Filmography 

• Goodbye CP (1972)[4] 

• Extreme Private Eros: Love Song 1974 (1974)[4] 

•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 (1987) 

• A Dedicated Life (1994) 

• My Mishima (1999) 

• Mata no Hi no Chika (2005) 

 

Bibliography 

Hara, Kazuo (2009). Camera Obtrusa: The Action Documentaries of Hara Kazuo. New York: Kaya 

Press. ISBN 978-1-88503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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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前言 

 

    板块最初叫“第⼀⼈称影像、私影像论⽂”，现在改称为“第⼀⼈称影像、私影像论⽂档案”。

之所以这样， 是因筹稿筹到的⼏乎都是学者、研究者的论著，⽽电影作者在这⾥⾯基本是缺

席的。 

在理论研究⽅⾯，电影作者在各⾃创作上的理论显⽽易见，宏观研究总结这⽅⾯⽋缺，这

是事实存在。 

鉴于此，本着《电影作者》最初创办的态度和责任，我们打开这⼀空间就是为了防⽌“⼀

⾔堂”、 “⼀个学术”的泛滥，防⽌学术霸权、学术代⾔。作为《电影作者》，在开放的空间的同

时，仍有保持我们电影作者⾃⼰的态度，这也⾮常重要，否则我们这个刊物和别的电影刊物没

有什么不同，不管换了个名称⽽已。 

所以，作为“档案”，我们接收的稿件⽆论学术新旧，包括⼤学本科在校⽣，本⼈坚持“通吃”，

为的是让电影爱好者、学术⼈⼠加深对第⼀⼈称影像、私影像的了解， 档案这⼀⽅式也企图

打开其脉络，这是出这期专辑的⽬的。   

 当然，意义是他⼈所赋。本⼈真⼼不想做这费⼒还不讨好的事，但轮到头上了，赖不⾛，

也就只好埋头做点这事，这是真话。 

 

 

 

 

 

 

 



 26 

                  论第⼀⼈称电影1 

                ——对⾃我刻写的若⼲判断 
                  Michael Renov 

                         翻译：王迟 

                                                                                                                                                                                         

如果从公众的关注程度、机构内所获得的合法性乃⾄学术成果等⾓度来衡量，纪录⽚，

包括我们这些对纪录⽚感兴趣的⼈，都处于⼀个令⼈振奋的时代。不论是严肃的评论家，还

是偶尔观看纪录⽚的观众，对这⼀点相信绝⼤多数⼈都会认同。但这⾥谈论的“纪录⽚项⽬”

并不是指与 20 世纪 30 年代格⾥尔逊式纪录⽚或者 60 年代直接电影联系在⼀起的那些专⼀的、

正式的或修辞性的正统观念，⽽是指⼀个基础⼴泛，联系松散的世界性的兴趣群体，它⽀持

和供养了纪录⽚⽂化。 

根据已故的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如今⽂化⼀词已经成了英

⽂中含义最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2。这个词早期作为表⽰过程的名词（培育农作物或饲养

动物）⽽使⽤，直到⼗九世纪中叶，开始意指更抽象的过程，最终既表⽰物质化的⽣产过程

又表⽰象征性的实践活动。威廉姆斯考查了这个词丰富的词源：拉丁语名词 culter——犁铧，

⽤于犁地、为播种作准备的⼯具——同时也是⼀种耕作⽅式，还有动词 colere 及其多种含义

																																																								
1 本⽂ First-person Films: Some Theses on Self-inscription 的作者迈克·雷诺夫（Michael Renov）教授是当代著名纪录

⽚理论家。在过去 20 年间，雷诺⼀直致⼒于⾃传体纪录⽚的研究 ，并在 2004 年出版了相关论⽂集《纪录⽚的主体》

（The Subject of Documentary）。国内《世界电影》杂志曾刊登该⽂集中的⼀篇⽂章《新主观性：后真实时代的纪录

⽚与⾃我表达》（New Subjectivities: Documentary and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Post-Verité Age），译者蔡卫、叶兰，

2011 年，第 1 期。本⽂发表于 2008 年，是雷诺对⾃⼰此前研究的⼀种综述，收录于托马斯·奥斯丁（Thomas Austin）

和 威尔玛·德·容（Wilma de Jong）主编的《纪录⽚再思考》（Rethinking Documentary） ⼀书。 

2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83，伦敦：⽕烈鸟出版社，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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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保护、带有崇拜的尊敬等。威廉姆斯的论述⽀持了当下我⾃⼰对纪录⽚⽂化的内

涵的拓展。这⾥的纪录⽚⽂化既指⼀套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又指⼀套象征性的实践活动，另

外它还涉及各种各样的⼈，这些⼈对纪录⽚项⽬的管理、保护和尊敬促进了纪录⽚项⽬的更

新。 

但在这⾥，我关注的是⾃传。它根植于⽂学、绘画以及表演领域，并已经产⽣和延续了

⼀个属于它⾃⾝的⽂化。虽然情况正在开始转变，但迄今为⽌，学术界对电影⾃传的讨论依

然很少。3 我本⼈对⾃传长达 20 年的迷恋可能和纪录⽚世界（事实上，是纪录⽚⽂化）与⽂

学⾃传彼此碰撞所产⽣的那些悖论和⽭盾有关。这⾥让我稍作解释。当我谈到我在《纪录⽚

的主体》（The Subject of Documentary）⼀书中表达的观点时，有时会遭遇到⼀些质疑。有些

⼈认为我所讨论的那些电影⾃恋、过于情绪化，⽽且充满了 1990 年代⾝份政治学的陈词滥调。

在他们看来，那些作品不是太过直⽩（过于中规中距，缺乏讽刺性），就是直⽩得还不够（距

离对真实的热切主张太远，距离⽴场纪录⽚所具有的⾏动主义太远），后者也许更容易给纪录

⽚学者以⼜实。 

我怀疑后⾯的这种看法（不够严肃，不够政治化）与那些与电影相对应的⽂学作品有关，

但那些作品似乎并不承担这种“表现的重任”，⽽且它们还拥有⼀个可以追溯⾄ 15 世纪晚期奥

古斯丁的出⾝背景。要说明为什么纪录⽚被赋予了那么多严肃的政治性，或解释纪录⽚何以

继承了其作为 “严肃话语”的遗产，都会离题很远。（那种离题将去梳理在纪录⽚诞⽣的早期，

国家⽀持所扮演的⾓⾊——在苏联、英国以及其他地⽅，或者考察在 1930 年代的欧洲、美国

或 1960 年代的拉美，纪录⽚在政治抵抗运动中的核⼼地位。）我还是想回应⼀下⼈们对⾃传性

																																																								
3 这⾥我在思考在去数年间，由阿⾥萨·勒博（Alisa Lebow）、托尼·多马特（Tony Dowmunt）及其他⼈在英国组

织的⼀系列名为“第⼀⼈称电影”的研讨会和放映。凯萨琳·罗素（Catherine Russell）的杰作《实验的民族志》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杜克⼤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75-314 页）也以对作者称之为“⾃我旅⾏”的“⾃我民族

志”的丰富调查作结。近年来，在“电影与媒介研究会”（Society for Cinema and Media Studies）和“可见的证据”（Visible 

Evidence）研讨会上，越来越多的讨论开始集中到了⾃传体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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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逃避或忽略政治问题的指控，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考察将揭⽰第⼀⼈称电影说服⼒和共

时性的来源。 

现在，我将提出我关于电影⾃我刻写的第⼀个判断，这是因为它与严肃⽂学中讨论的⾃

传写作和纪录⽚项⽬之间那些更⼤的联系相关联。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少在某些纪录⽚

学者那⾥，将⾃传的冲动纳⼊到⾮叙事传统的过程进⾏得并不顺畅。我会这样解释：⾃传的

观念挑战了纪录⽚的观念。通过诉诸“事实”并逻辑性地安排论据，电影可以产⽣某些“可证

实的知识”。有关电影的这种潜⼒的争论激发了（或许是困扰了）纪录⽚研究。⼀些⼈将这看

成是纪录⽚话语的认识论荣耀。如果以这种⽅式来理解（以电影形式对事实和论据进⾏安排），

⾮虚构电影能够获得与新闻报道、法庭辩论以及历史编撰⼀样的制度⽀持。纪录⽚也因此被

认为可以“履⾏诺⾔”，能够提供“可见的证据”，⾜以⽣产知识。纪录⽚的这些能⼒得到了⼈们

严肃的对待。 

那些研究⾃传的⼈——这⾥我们所遇到的更可能是⽂学批评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

——似乎并不太看重事实，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到所有⾃我描述都具有建构性与不完整性。

⼤多数⽂学学者都接受了 16 世纪后期散⽂家蒙⽥（Michel de Montaigne）的观点。他在写作

《⾃我之书》（Book of the Self）时，就提倡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多年来他所关注的以及

三卷随笔集所涵盖的话题包括了从友谊到同类相⾷、再到维吉尔的诗句，但蒙⽥最持之以恒

的⽬标却是检视⾃⼰的⾃我概念，并考察⾃⼰的⽣活。他始终怀疑那种将知识视作涵盖⼀切

的⽬标的观点： 

我是遇到什么题材就写什么题材，对我来说它们都一样。不过我从来没打算

将它们完整地写出来，因为对任何事情我都无法目睹全貌。有人说可以展现

全貌，实际也没有做到……再细微的言行举止都和其他东西一样，在暴露自

己，揭示自己。4 
																																																								
4⽶歇尔·德·蒙⽥，《蒙⽥随笔全集》，D.M.福莱姆（D. M. Frame）译，斯坦福⼤学出版社，1948 年，第 219-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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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蒙⽥深深反感这种将在下个世纪被笛卡尔所发展的认识论的全球化，他却从来没有

怀疑过对⾃我的认识（“没有⼈像我这样对⾃⼰描写的客体有如此透彻的认识和理解……就此

⽽⾔，我是在世的⼈中最有学问的。”5）。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在讲述⾃我时所产⽣的真实具

有偶然性和可变性： 

我不描写状态，我描写过程……我的历史必须因当下而调整。我可能马上就

变，不仅仅是出于偶然，而且我也有意地在变。这里记录了各种各样、变化

多端的事件，以及种种游疑不定、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想法：或者因为我已

经成了另一个不同的我，或者因为我是在另一种环境中捕捉我所描绘的客体

的不同方面。总之，此一时的我与彼一时的我可能会彼此矛盾，但是对于事

实，正如德马德斯所说，我却绝不违背。6 

依据蒙⽥的这些认识，我们可以断定，⾃传⽂化与我所概括的（见《纪录⽚的主体》⼀书中

《纪录⽚的拒绝和数字》Documentary disavowals and the digital ⼀章）作为积极进取的现代主

义者、致⼒于说服他⼈和确定事实的主流纪录⽚之间，在来源和哲学基础上相去甚远。 

要想认识纪录⽚与⾃传⽂化之间关系，就需要对历史和技术⽅⾯的东西进⾏更深⼊地了

解。因为在摄影诞⽣之后，⾃传发⽣了巨⼤的转变。相对于蒙⽥的随笔或者伦勃朗的⾃画像，

摄影艺术所具备的索引性使它对真实有了远为强烈的主张。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

曾写过：“⾃传通过对‘⽂本’的建构实现了对⽣活的建构。”7 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建构

影像⽣活的砖⽡就可以不是词语（含义⾮常丰富）或画笔勾画，⽽是承载着真实印记的索引

性符号。纪录⽚在传统上⼀直以真实作为⾃⼰的招牌，并以这种真实来建⽴并⽀撑论点或劝

																																																								
5 同上，第 611 页。 

6 同上。  

7 罗杰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传的过程》（The autobiographical process），R.佛肯弗⾥克（R. Folkenflik），

《⾃传的⽂化：⾃我呈现的建构》（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 Constru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斯坦福⼤学

出版社，1993 年，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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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他⼈。但哪怕是由索引性部件构成的⾃传，也依然是坐在⽤确切事实搭建起来的房⼦中的

不可知论者。 

那么将⾃传看作是⾮虚构性的（或者与⾮虚构性相联系）还说得通吗？我的回答⽆疑是

肯定的，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在我刚开始公开讨论电影⾃传的时候，我做过⼀个

题为“⾮虚构电影中⾃我的虚构性”的报告。之所以⽤了这样⼀个题⽬，是因为我希望它能切中

这⼀议题中的基本悖论。在我的教学中，我发现⾃传体纪录⽚能够帮助我们洞察纪录⽚的⼀

般认识论前提。如果影⽚的主题是导演本⼈才了解的特别的、甚⾄是独有的知识，亦即⾃我，

影⽚内部又充满了暧昧和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如何能期待它能产⽣出可靠的、事实性的叙述

呢？换⾔之，⾃传所提供的“真实”常常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我被诱惑着将这种真实称作⼼

理真实，但此举只能暴露出我对⼀种⼼理学（⼼理分析模式）的偏爱超过了另外⼀种⼼理学

（⾏为主义模式，兴盛于 1950 年代，是直接电影所寻求真相的基础）。 

我感觉在任何情况下，⾃传体纪录⽚似乎都能对纪录⽚所有对于真实的主张产⽣某种有

益的怀疑。特别是从 1970 年代起，纪录⽚⼀直仰赖采访来推进论证、强化历史框架。但是，

由于⾃传体作品如此频繁又如此⾃觉地彰显出有关⾃我的知识的⽚⾯性和偶发性，以⾄于我

们对导演们所讲述⾃⼰故事的信⼼必然遭到削弱。所以，在我看来，如果说⾃传的观念正好

挑战了纪录⽚的观念，那么⼆者之间的摩擦会累积出⼀种理论的、教学的价值。 

举 例 来 说 ， 动 画 师 菲 丝 · 赫 布 利 （ Faith 

Hubley）的影⽚《我由内⽽外的宇宙》（My Universe 

Inside Out，1996）是对这位艺术家 72 年⼈⽣经历

的⼀种怪诞⽽又极隐讳的叙述。影⽚中事件不多，

但却充满了对童年记忆、感官体验以及家庭⽣活

中平凡乐趣的唤起。这部⾃传体纪录⽚激活了资

料的双重含义——既指艺术家的⾝体（虽然是抽

象地表现），又指艺术家的作品——因为影⽚中充

《我由内⽽外的宇宙》（1996）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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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她⾃⼰或是她与已故丈夫约翰·赫布利⼀同制作的电影⾳乐。毫⽆疑问，这部电影可以

被判定为⾃传体纪录⽚，其依据包括以下⼏个⽅⾯：追忆，坚持使⽤第⼀⼈称，伴随着艺术

家⼜头评论的不受拘束的个⼈意向，还有最后的演职员表，明确地说明配⾳、撰稿、绘画、

甚⾄⾳轨上的⼤提琴的演奏都是由这位艺术家⼀⼿操办的。这部影⽚是⾃我刻写的杰作。 

《我由内⽽外的宇宙》这个⽚名恰好再次彰显了⾃传体纪录⽚与纪录⽚对真实的主张之

间的⽭盾。在向我们展⽰宇宙时，赫布利看起来似乎在与科学为伍，或者加⼊到了那些⽬标

为“向我们展⽰⽣活”的纪录⽚⾏动主义之中。8但从内向外看，这个宇宙会是什么样⼦？以物

主代词“我的”来限制宇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个内在化了的、模糊的、碎⽚化的、

独特的宇宙，就这⼀点来说，赫布利作品是典型的⾃传体作品。但是在哪种意义上这部影⽚

还算是⼀部纪录⽚呢？赫布利快速⽽松散地摆布事实，逗弄⽽不是启发观众，呈现难以捉摸

的内⼼状态的视觉化关联⽽不是展⽰证据。如果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格⾥尔逊的简短定义）

意味着允许对这个世界上⽬⼒所及的元素进⾏重新安排，也就是说如果把“事实”等同于“外部

世界”，那么这部电影以及其他许多的⾃传式作品就都不能被认定为纪录⽚了。然⽽这也意味

着在过去 20 年⾥，纪录⽚领域最持久的成果——⾃马龙·⾥格斯（Marlon Riggs）的《⾆头不

打结》（Tongues Untied，1989）以来，极⼤激发了纪录⽚⽂化发展的个⼈化纪录⽚和表述⾏为

型纪录⽚——都将落到界外。个⼈的真实、内部的现实已经同公共宣⾔⼀样，成为纪录⽚要

处理的对象。如此⼀来，重写第⼀个判断就变得更有道理了：⾃传的观念重塑（reinvent）

了纪录⽚的观念。 

第⼆个判断与历史相关。电影⾃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们在电影或录像中进⾏⾃我描述

已经有⼀段时间了。但为了论述⼀个重要的论点，我需要再次指出纪录⽚⽂化的某些已为⼈

们所接受的局限。这是因为⾃传是属于先锋电影领域⽽不是⾮虚构电影领域的⼀种实验性的、

真实的形式。在经典⽂章《先锋电影中的⾃传》（Autobiography in avant-garde film）中，作者

																																																								
8 托马斯·沃（Thomas Waugh）主编，《为我们呈现⽣活：迈向⽴场纪录⽚的历史与美学》（`Show Us Life’: Toward 

a History and Aesthetics of Committed Documentary），稻草⼈出版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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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亚当斯·西特尼（P. Adams Sitney）指出：“⾃传之所以能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

电影最重要的发展之⼀，是因为⾃传的构成反思了电影的本质。”9 西特尼所论述的电影创作

者都是北美先锋电影的关键⼈物——霍利斯·弗兰普顿（Hollis Frampton）、杰罗姆·希尔

（Jerome Hill）、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以及詹姆斯·布洛顿（James Broughton）。

在那些诸如弗兰普顿的《怀旧》（nostalgia）、希尔的《电影画像》（Film Portrait）、以及布拉

哈格的《童年场景》（Scenes from Under Childhood）等多种多样的电影中，创作者⽤电影媒介

特有的⽅式对时间顺序的权威性以及画⾯的本体论地位进⾏了反复的质疑。电影能够停⽌甚

⾄逆转时间⽆情的流逝，它提供了⼀个对过去进⾏调查的有⼒⼯具，这种调查是⾃传的惯⽤

⼿法。 

影⽚《怀旧》（1971）被西特尼形容为“出

类拔萃的表述⾏为型⾃传”。在这部影⽚中，

我们看到⼀系列据说是弗兰普顿所拍摄的

摄影图⽚。这部电影开启了⼀个⼈们⾮常熟

悉的⾃传式的⽐喻——对艺术家职业的发

现——因为在从事电影创作之前，弗兰普顿

是个职业摄影师。我们看到的是旧艺术形式

的耗尽和燃烧，此举也成全了新艺术。我们

看到在⼀个离镜头不远的热盘⼦⾥，⼀幅又

⼀幅画⾯按照顺序开始燃烧，并化为灰烬。此时我们观看的位置并不舒服；这些被展现的照

⽚处在⼀个平板的、⼆维平⾯，⽽不是在绝⼤多数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幻觉的三维空间。我们

会逐渐意识到伴随着每个画⾯的画外⾳解说与画⾯是错位的，此时我们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越

来越强；我们听到的解说是在描述我们即将看到的画⾯，⽽不是描述我们正在看的画⾯。为

																																																								
9 P·亚当斯·西特尼（P. Adams Sitney），《先锋电影中的⾃传》（Autobiography in avant-garde film），西特尼主

编《先锋电影：理论与批评读本》（The Avant-Garde Film: A Reader of Theory and Criticism），1987 年，纽约⼤学出

版社，第 202 页。 

《怀旧》（1971）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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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便于对⾃我进⾏考察，⾃传喜欢把时间从连贯性中抽离出来。考虑到这⼀点，此时影⽚中

这种被西特尼称为“同步错位”的⼿法倒是⾮常契合于⾃传体作品。但是在先锋电影之外的作品

中，类似这样的元批评式的越轨⾏为并不多见。在 1970 年代，传统纪录⽚学者⼏乎都拒绝承

认《怀旧》或与其类似的⾃传体影⽚为⾮虚构电影，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这部影⽚如此明确

地质疑了电影把过去作为连贯叙事进⾏呈现和传递历史认识的能⼒ 

        在这⼀语境中，录像艺术的平⾏发展也值得⼀提。发展于1970年代，概念艺术家、画

家以及雕塑家，如⽩南淮（Nam June Paik）、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维托·艾肯西

（, Vito Acconci）、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琳达·本格勒斯（Lynda Benglis）以及彼

特·坎普斯（Peter Campus）等，开始尝试仍然算是新东西的录像设备，他们认为录像可以把

他们⼀直以来就存在的艺术想法推向⼀个新的⽅向。从1960年代的艺术世界中萌⽣出来的⼀个

核⼼关注点就是艺术家⾃⼰的⾝体（想想“⾝体艺术”、“正在发⽣”、“⽣活剧场”）。早在1976

年，艺术批评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就已经指出“录像艺术存在的极短时间

内所产⽣的⼤部分作品都⼀直将⼈的⾝体作为其核⼼表现⼿段。”10克劳斯认为，我们也许可

以将⾃恋概括为艺术家整个录像作品的前提。也许这⼀⽴场对观众来说是有道理的，这些⼈

被这些第⼀代艺术家们的各种录像实验所训练。在这些实验中，艺术家们将录像⼯具（摄像

机、混频器、循环播放器）作为⼈的感觉器官的附属物来进⾏使⽤。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夸张地说：电视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但是是录像艺术家证明了媒介能够通过⾝

体进⾏写作，能够像⾝体⼀样进⾏写作。正如我在《纪录⽚的主体》中《电⼦随笔》（The 

Electronic Essay）⼀章中所谈到的： 

耐用、轻巧、方便移动、即时生成，录像设备提供了非常适合于这个（自

传）项目的双重能力：它既是屏幕也是镜子，它为监视这个可感知的世界

提供技术基础，同时它也提供了记录自我的一个反射面。通过它这个工具，

																																																								
10 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录像：⾃恋的美学》（Video: the aesthetics of narcissism ）1986，重印

J.汉哈特（J. Hanhardt），《录像⽂化》（Video Culture），视觉研究⼯作坊与佩⾥格林·史密斯出版社（Visual Studies 

Workshop and Peregrine Smith Books），1976 年，第 179-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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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论说实践（向外看和向内看，蒙田“视线的尺度”和“事物的尺度”）的

双轴可以找到适当的表达。11 

那么很显然，视听⾃传的尝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直到 1990 年代，这些实践才趋于突破

纪录⽚共识的局限。如今，那些曾经存在的对先锋电影⼈、录像艺术家以及纪录⽚⼈的区分

变得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这可能与我们在媒介艺术和产业领域频繁听到的“融合”有关，或者

这可能只是意味着影像先锋派和录像艺术完全被商业⽂化（或者附加上艺术世界）所吸纳，

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空间。在⼀定程度上，后 90 年代纪录⽚⽂化继承了这两个传统，并被这两

个传统所改变。 

第三个判断：电影⾃传具有多种形式。通过这个判断，我想说明⾃传（既包括⽂学、

绘画，也包括电影、录像）是⼀种富于变化的形式，具有多种不同的发展⽅向。这⼀点在我

看来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在我的⽂章中，我描述了⼀系列不同的⾃传形态，并介绍了⽤声⾳

和画⾯进⾏⾃我的书写的多种⽅法。在作品形态这个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的是笔相学的

（graphological）维度，即通过具体⽽独特的象征实践建构⾃我刻写的种种⽅式。这⾥我想到

的形态有散⽂电影、电⼦随笔、⽇记电影、录像⾃⽩、书信体模式、家庭民族志、个⼈⽹页

以及博客。在不同的例⼦中，对主体的表达和对⽣命故事的讲述都可能会有所不同。这种不

同多少取决于所使⽤的媒介以及占据了优势的话语条件。例如，在《纪录⽚的主体》⼀书中，

我强调了对⾃⽩模式的特殊性。这当然是⼀种⾃传的类型，但它总是会在⼀个权⼒关系中展

开，其中有⼀个权威的对话者在命令、判断、惩罚和协调这⼀⾔语⾏为。我认为录像在 20 世

纪后期⾃⽩⽂化的建构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我已经论述了蒙⽥的随笔遗产。作为话语，随笔

使主体进⼊了历史；其对⾃我的阐述和对客体的指涉不分轩轾。当⾃我与⾝处其中的世界进

⾏⽐对时，这个⾃我就会被激发起来。但是这⾥请允许我为某种不太为⼈所熟知的⾃传形态

特别费⼀点笔墨，这就是家庭民族志。 

家庭民族志是⼀种⾃传操作模式，它将⾃我拷问与民族志对记录其他⼈⽣活的关注，特

																																																								
11 迈克·雷诺夫，《纪录⽚的主体》，明尼苏达⼤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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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那些可以作为⾃我的镜⼦或陪衬的家庭成员们⽣活的关注，彼此联结起来。由于亲属

关系，主体和客体彼此相互关注。结果⾃我的形象就通过其他家庭成员呈现出来了。正如我

在书中谈到的： 

如今家庭民族志的概念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有用的分类词汇，专门用于描述某种

急速发展的纪录片类型。在一个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对宗谱有着巨大好奇心的

时代，共享的 DNA 有力地激励了纪录片实践。电影节和学生放映会上关于迈向

暮年的或古怪的家庭成员的电影比比皆是，对这些人生活的描述让我们深入了解

了影片创作者的心灵自我或肉体自我，哪怕只是以一种暗示的方式。12 

但是说这种⾃传模式已经越来越普遍，并不是要削弱其重要性或吸引⼒。家庭民族志趋向于

成为⼀种⾼负荷的调查，在其中充满了⼀种对知识的好奇，⼀种对情感的酝酿，怨恨，甚⾄

是⾃我仇恨。乔纳森·考沃特（Jonathan Caouette）的作品《诅咒》（Tarnation）就是这样⼀

个很好的例⼦。这部影⽚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扣⼈⼼弦、也最让⼈不安的影⽚之⼀。 

在《诅咒》中，考沃特编织了⼀个关于问题家庭和成员们共同病症的复杂故事。考沃特

成长于德克萨斯州，经常在不同的寄养家庭来来去去，断断续续地被⼈虐待。他没有⽗亲，

他年轻的母亲瑞尼·勒布朗克（Renee Leblanc）美貌⼀时，但由于电击治疗和⼤量服⽤锂，⾝

⼼受到严重伤害。考沃特此时已经 30 岁出头，

他将⾃⼰描述成为⼀名强迫性的、终⾝的⾃我

记录者。起初他⽤ iMovie 软件把⽆数的家庭录

像、家庭照⽚、他⾃⼰的短⽚以及照相亭⾥拍

摄的快照粗糙地拼凑起来，努⼒地从这些过去

的声⾳和画⾯中寻找⾃⼰。然⽽，他的⾃我肖

像随着他母亲的形象⽽变化。她是他最深刻、

最难以了解、也最重要的关系的另⼀端。 

																																																								
12 同上，第216页。 

《诅咒》（2003）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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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快结束的时候，乔纳森直接对着摄像机说话，以此表达⼀种此时此刻的顿悟。那

是⼀段⽣动却令⼈不安的独⽩，既是⾃⽩，又是家庭民族志，此时导演在努⼒地理解他同这

个受到如此伤害、如此需要帮助的⼥⼈之间的联系。我⽆法找到另外任何⼀部影⽚能够如此

清晰地表明采⽤家庭民族志形式的必要性。乔纳森以纽约⼀个崭露头⾓的年轻艺术家的⾝份

重塑了⾃⼰，他和他的男友还有狗住在⼀起，他怎么就不能抛开对母亲的迷恋呢？躲在卫⽣

间⾥，近距离对着镜头，乔纳森这样说起她的母亲：她“总是和我在⼀起……她在我的头发⾥，

她在我的眼睛背后。”选择瑞尼作为主题是（确实地）不可避免的。 

像其他家庭民族志中的情形⼀样，在《诅咒》中，家庭⽣活被描述为是确认性⼼理过程

中最基本的考验。家庭民族志向观众呈现了创作者和受困于家庭禁锢的主体。像《诅咒》⼀

样，作品风格可以发⽣剧烈的变化，从喜剧到哥特式再到挽歌式的风格都有可能；考虑到主

体与客体之间的互相作⽤，甚⾄本来就是⼀体，对⾃我认知的建构总是歧义丛⽣，易变性成

了它的特征。 

这⼀论断——⾃传具有多种形式——既是⼀个关于形式或结构变化的声明，同样也是⼀

个关于⾃传模式多元化的声明（⾃⽩模式、家庭民族志、随笔等）。这种理解⽅式⾮常重要。

⾃传通常被描述为⼀种对⽣命故事的叙述，就其本⾝⽽论，由于出⽣、衰⽼、死亡的不可逆

性的限制，其叙事形式看起来也许是可以预测的。但正如现实情况所显⽰的，除了为⽇常⽣

活流所限定的⽇记体作品以外，这种形式的叙事稳定性实际⾮常罕见。与其说附记、顿悟、

闪回属于特殊化的处理，还不如说它们是对记忆所引发的瞬时性的某种象征。许多⾃传体电

影对⽣活进⾏了反思或冥想，并通过⼀连串的突围来接近它们的主题（正如蒙⽥对⽂本移动

的描述），这样就表达出创作者对⾃我的多种多样甚⾄彼此⽭盾的看法。 

这⼀描述对于⽂学⾃传也同样适⽤。在《起码的道德：来⾃被损害的⽣活的沉思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这本将⾃我探究与哲学话语联结到⼀起的书中，作者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提出：、 

 “思想的价值是通过其与熟知对象组成的连贯整体之间的距离来衡量的……我们

通过由偏见、观念、神经支配、自我校正、假定以及夸张所编织的网络获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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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就是通过紧密的、有坚固基础但并非均匀透明的经验媒介来获得知识。”13 

阿多诺关于“但并⾮均匀透明的经验媒介”的概念，巩固了我⾃⼰的观察：精明的影像传记⼈处

理⽣活的⽅式往往是不透明的、迂回的、碎⽚式的。想想诸如苏·弗雷德⾥希（Su Friedrich）

的《沉没或游泳》（Sink or Swim，1990），导演通过⼀系列的⽚段，重构了其与⽗亲疏离的关

系。每个⽚段都以对着⿊⾊指引线的由⼀个单词构成的章节标题开始，总共 26 个，每次出⼀

个字母，其顺序与字母表正好相反。第⼀个⽚段是从单词受精卵（zygote）的“z”和这位艺术家

的怀孕开始的。这部电影的⽂本连贯是不均衡的，尽管它的叙事连续性（即其所讲述⾃传故

事的连贯性）仍然⼤体完整，之所以如此是得益于若⼲符号记录所起到的连接作⽤。虽然第

⼀章或⽈“受精卵”⼀章很好地开启了电影的⾃传体轨迹，之后的⽚段也有选择地按照时间顺序

讲述了这位艺术家的⽣命历程，但这种线性的感觉⼀⽅⾯被章节和章节标题（从“诱惑”和“勾

引”到“教育”和“亲属关系”）在主题上的不连贯所削弱，另⼀⽅⾯也被频繁出现的不协调的声

画关系所抵消。某种像梦⼀样的逻辑占据了上风。然⽽，尽管影⽚变幻莫测，相对模糊不清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沉没或游泳》却强化了⾃⾝⾃传性的设计。观众可以感觉到，有

⼀种个⼈化的、实际上也是起到确认⾝份作⽤的家庭关系的故事，被以⼀种能够唤起纠缠的

关系和冲突的情感的形式表达了出来。14 

在讨论⾃传体电影中新近出现的反常的形式与结构之前，回顾⼀下围绕⼀般纪录⽚的叙

事⽽展开的争议应该是值得的。虽然⾮虚构电影倾向于保留某种强烈的叙事特征——即它们

常常依赖时间顺序来加强悬念，如由直接电影实践者发明的“危机结构”就是如此，或者以时间

顺序为某⼀论点提供⽀持（回忆⼀下在《罗杰和我》Roger and Me 中，迈克·摩尔因为破坏

了严格的时间顺序⽽引发的争议，他的批评者声称影⽚对罗纳德·⾥根进⾏了不公正的指责）

——然⽽情况并⾮总是如此。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认为，对于纪录⽚来说，⾮

																																																								
13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起码的道德：来⾃被损害的⽣活的沉思》，E.F.N.杰弗科特（E.F.N. Jephcott）

译，1978 年，沃索出版社，第 80 页。 

14 更多关于苏·弗雷德⾥希的《沉默或游泳》的讨论，见迈克·雷诺夫，《纪录⽚的主体》， 第 219-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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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在脑海中的效果要好过在荧幕上的效果”。15 但作为格⾥尔逊团队制作的在美学上令⼈满

意的⼀部作品，巴锡尔·瑞特（Basil Wright）的《锡兰之歌》（Song of Ceylon，1935）采⽤了

系列式的结构，其四个组成部分展现了并不连贯的节奏和主题。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

的《持摄影机的⼈》（Man with a Movie Camera，1929）当然是那些最具雄⼼和影响⼒的纪录

⽚中的⼀部，它在形式和结构上展现出了极⼤的复杂性。16正如保罗·阿瑟（Paul Arthur）和

杰弗⾥·斯库勒（Jeffrey Skoller）在最近的书⾥谈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验主义保持着对纪录⽚

想象⼒的控制。回顾布鲁纳对⾃传体作品的⼀般描述（通过‘⽂本’的建构实现⽣活的建构）能

够帮助我们解释电影⾃传作为纪录⽚的⼀个⼦集，其形式或组织结构所引发的特别关注。  

        杰伊·罗森布拉特（Jay Rosenblatt）

的电影《幻肢》（Phantom Limb，2005）是⼀

部电影⾃传，同时又是⼀部进⾏哀悼的作品，

其异常的结构内在于这部影⽚的逻辑。这⾥

我简短的叙述尚不⾜以表达这部影⽚的深度

与复杂。《幻肢》由⼗⼆个有标题的章节组成，

这是对我们⽂化中所特有的⼗⼆步康复法的

模仿。影⽚中，导演罗森布拉特对弟弟40年

前的死亡以及此后⼀直伴随着家庭成员的内

疚与痛苦进⾏了反思。作为⼀部哀悼的作品，

它制作于事件发⽣后数⼗年，这⼀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种死亡和悼念可能导致的延迟的或

混乱的时间性。通过使⽤⽂本——能够为过去事件提供框架的简短的、公告性的句⼦——以

及其间穿插的家庭影⽚以及档案素材，这部电影开辟了⼀条介于个⼈证词和临床描述之间的

路径。这12个章节标题或⽈12个步骤（分离、崩溃、悲痛、否认、困惑、震惊、愤怒、劝告、

向往、抑郁、沟通、回转）叙述了⼀个假设的过程，⽽不是⼀个故事形式；对于这⼀过程在

																																																								
15 Brian Winston, Claiming the Real: The Documentary Film Revisited, BFI, 1995, pp.113-119. 

16 V. 派翠克（V. Petric），《电影中的建构主义：持摄影机的⼈—⼀种电影分析》（Constructivism in Film: The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 – A Cinematic Analysis），1987，剑桥出版社。	

《幻肢》（2005）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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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导演⾃⾝关于哀悼或痊愈的经验，我们也只能推测。尽管影⽚采⽤了系列

化的形式，其所描述的却可以被视为循环的叙事弧，末端又掉头回来（像返回⼀样），这种形

式所给出的更多是赦免，⽽不是对问题的解决。赦免如果能够实现，那是源于这部影⽚作为

⼀部哀悼作品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有效性，这种哀悼作品在⼼理分析⽂学中颇为常见。作为

⼀个反思性的⼯具（即斯蒂芬·泰勒Stephen Tyler在对“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的讨论中曾描述的

那种⼯具），它也可能具有唤起哀悼及宽恕他⼈的功能。17 

我最后⼀个判断是：⾃传包含政治，也因政治⽽改变。这⾥我并不是说⾃传和政治总

是或必然联系在⼀起。有⼀种主张认为，从定义上说，⾃传是专注于⾃我的、唯我的，它外

在于机构，⽆法容纳或阐述社会问题。我对此不敢苟同。蒙⽥关于散⽂家双轴的宣⾔——视

线的尺度（如何看到）始终关联着事物的尺度（看到什么）——让我们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我建构只有通过极⼤的努⼒才能处于社会关系之外；作为呈现我们易变的、多重的、时常

彼此冲突的⾝份的场所，电影⾃传经由政治才得以拍摄完成。 

⽶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 1980 年代早期曾经写到，⾯对体制与国家暴⼒以及

巨⼤的意识形态压⼒，我们时代的中⼼问题依然是“我们是谁？”18 他认为，在以前的时代，反

抗统治与剥削的⽃争占据了舞台中⼼。⽽现在对于越来越多⼈来说，反抗的对象是屈服，是

主体性屈服。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情况就要求⼈们对被施加、被体验的权⼒进⾏⼀种严格

的、历史性的拷问。主体性——即对想象的、表现出来的、指派的⾃我的多重建构——被认

为是当前最重要的抗争场所。这个“我们是谁”的断⾔是⼀种⾮常重要的表达，对于远离宣传机

																																																								
17 斯蒂芬·泰勒（Stephen Tyler），《后现代主义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document），《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22-140 页。 

18 米歇尔·福柯，《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B. 沃利斯（B. Wallis），《现代主义之后的艺

术：对表现的反思》（Art After Modernism: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新当代艺术博物馆，1984 年，第

420 页。 



 40 

器——⼴告、新闻以及娱乐产业——的公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构成我们⾃⾝的不仅是我

们在这个图像世界中的所作所为，还有我们⾃⾝所展现出的样⼦。因此，我认为乔纳森·考

沃特艰难的⾃我定义和他对包括了南⽅⼈、酷⼉、神童、被虐幸存者、寄养⼉童、母亲的⼉

⼦等多个⾝份的搜寻，并不是⼀种审美选择，⽽是⼀种⽣存⾏为。如同其他许多同类作品⼀

样，《诅咒》演绎了⼀种⾁体（胆、肠道、睾丸）的政治，⽽不是⼀种⼼灵的政治。但它仍然

是⼀种重要的政治。 

但我认为那只是体现⾃传体作品政治效⼒的

⼀般性的例⼦。这也是⾃政治运动或以阶级为基础

的政治⽃争逐渐消散以来，⼏⼗年来越来越流⾏的

有关“⾝份政治学”观点。但那些主要致⼒于历史和

意识形态分析（⽽⾮⾝份政治学）的纪录⽚作品也

可以展⽰出真正的⾃传体维度。例如，我们可以想⼀下迈克·摩尔的作品，其所创造的票房

收⼊⽐其他所有纪录⽚加起来还⾼。摩尔的《罗杰和我》、《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以及《华⽒ 911》（Fahrenheit 9/11，2004）都是导演主观性和政治判断的

试验场。对于这些电影极端化的反应其实是对迈克·摩尔这个⼈的反应，在美国的情况尤其

如此；这两者是不可分隔的。这是随笔主义的遗产。蒙⽥写道：“我的书和我本⼈⼿牵⼿，并

肩前⾏”。“在其他场合，⼈们也许可以撇开作者⽽称赞或指责他的作品，但这⾥却不⾏。读者

接触了我的书，也就接触了我本⼈。”19 不论是摩尔坚持返回弗林特（摩尔的出⽣地，译者注）、

回到他⼯⼈阶级的根的⾏为，还是画框中⽆所不在的摩尔本⼈的形象，都⽆法说明他全部作

品的⾃传体特⾊。他的电影⾸当其冲是⼀部“个⼈声⾳”的电影。运⽤这种电影⽅法，导演本⼈

所说所写可以把来源极其不同的材料组合到⼀起，稳固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批评家们

抨击摩尔在《罗杰和我》中暗⽰⾥根到访弗林特是在选举之前，⽽不是选举之后时，他们实

																																																								
19 ⽶歇尔·德·蒙⽥，《蒙⽥随笔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Montaigne），D.M.福莱姆（D. M. Frame）译， 斯

坦福⼤学出版社，1948 年，第 611-612 页。 

《科伦拜恩的保龄》（2002）剧照 



 41 

际没有抓住关键。在迈克·摩尔的影⽚中，视觉画⾯总是被⽤来强化导演的论战。相应地，

这种论战也是摩尔的经验和政治洞察⼒的某种延伸。在⼀个其⽂化期待政治新闻和某种特定

类型的报道（即适合于信息采集、图像主导的报道、平衡的报道）的国家⾥，他是⼀个随笔

家，⼀个政治随笔家。毫不奇怪，迈克·摩尔电影中最有⼒的时刻会更多依赖声⾳，⽽不是

画⾯：只要想想他的代表作《华⽒ 911》中，对双⼦塔的倒塌的处理就明⽩了。电影变成了收

⾳机。记忆和联想迅速填补了⿊屏留下的空⽩。像通常时候⼀样，是声⾳——摩尔主体性的

主要代理——取代并恢复了秩序。 

或许可以说，喀麦隆导演让·玛

丽·特诺（Jean-Marie Teno.）的作品

也有这样类似之处。1980 年代初以来，

特诺拍摄了⼀系列影⽚考察⾮洲⼈特

别是喀麦隆⼈的后殖民经验、其梦想和

欺骗、讽刺和异质，但所有内容都是透

过个⼈化的镜头、个⼈化的声⾳展现出

来的。同样，为影⽚定下基调的还是导

演的所说所写。《⾮洲：我要敲诈你》（Afrique: Je te plumerai，1992）是特诺迄今为⽌最具雄

⼼的⼀部电影。在影⽚开头，我们看到了喀麦隆的⾸都雅温得。接着影⽚向我们介绍在这块

⼟地上⽣活所⾯对的复杂和挑战。虽然这⾥⼏⼗年前就已经挣脱了法国的统治，但仍然没有

⾃由。影⽚在表现这些内容的同时，也讲述了特诺⾃⼰的青春与经历，还讲了⼀些⽣活轶事，

它们把⼀般性描述变得更为具体。影⽚混合了讽刺、漫画、⾳乐等元素，采⽤了情景再现、

采访以及档案素材等⼿段，对喀麦隆的⽣活进⾏了⼀种充满历史意识的、细腻但又有些说教

味道的描述。这⾥又是声⾳串起了整部影⽚，是导演的声⾳强调了主体性（亦即正在书写⾃

我的“我”）如何引领影⽚⾛向、使主题变得更加个⼈化以及如何争取观众并使他们更⼤程度地

接受这部作品的⽅式。特诺曾经谈到，之所以拍摄这部电影⽆疑是出于政治原因：“我曾寻找

《非洲：我要敲诈你》（199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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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殖民暴⼒的不堪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因果关系。我曾寻找这⽚具有结构良好的传统社会

的⼟地何以变得如此⽆能的原因。”但是是影⽚个⼈化的、⾃我反射的维度才使得其政治⽬标

在⼀个⼀般性的经验框架中聚焦和语境化。 

在本⽂结尾，我想重申⼀下⾃⼰尝试做出的⼏个判断：（1）⾃传的观念重塑了纪录⽚的

观念；（2）电影⾃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3）电影⾃传具有多种形式；（4）⾃传包含政治，也

因政治⽽改变。本着对尚不为⼈所知的对象的探索精神，我提出了上⾯这些论点。为了使其

更具说服⼒，我从许多互不相⼲的资源中援引了例⼦，其中包括动画、近期的艺术电影、⾼

票房电影、第三电影等。但我也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没有做全⾯的解释和分类。如果

说我有时候更倾向于使⽤⾃传体的（the autobiographical），⽽不使⽤⾃传（autobiography），

那是因为形容词的⽤法可以容纳这⼀主题惯有的混乱和偏差。我确信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在未

来⼏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在《纪录⽚的主体》序⾔⼀章的结尾处我所谈到的：“进⾏

重新评价的时间肯定已经到了……公开承认纪录⽚中的主体已经令⼈吃惊地变成了纪录⽚的

主体的时间已经到了。20 

 

作者：王迟 中国传媒⼤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系讲师，纪录片研究者。英国林肯⼤学传播学

博⼠，美国俄亥俄⼤学电影学硕⼠，中国传媒⼤学新闻学硕⼠。 

 

转载：《纪录与方法》主编：王迟。 

 

            
 
 

该⽂由作者本⼈提供，吴⽂光先⽣推荐 

																																																								
20 迈克·雷诺夫，《纪录⽚的主体》，第 xxiv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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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私纪录⽚的起源与现状 

 
                                                                        那⽥尚史 

                                                                    翻译：李瑞华 

 

    在当今⽇本，“⽇记电影”通常是指约纳斯· 梅卡斯1 的《追忆⽴陶宛之旅》（1972）被介

绍到⽇本之后出现的某些影⽚，但是如果这个术语能真正表明电影可以成为⼀种⽇记形式的

话，那么“家庭录像”也应该算进来，或许还应该包括那些以个⼈视⾓为特征的任何⼀部纪录⽚，

以及类似私⼈信函或个⼈散⽂类的影⽚。 

    尽管我们称之为“⽇记电影”，但实际上它们⼏乎都不会按照记流⽔账的⽅式去机械地记录

⼀天的事情（⼀个罕见的例⼦是铃⽊志郎康1980 年的作品《15 天》）。毫⽆疑问，严格说来

“⽇记电影”跟写⽂章相差甚远。 

    正因如此，即便“⽇记电影”的叫法已很流⾏，但它有时还是会被“散论电影”、“个⼈电影”

等名称所代换。有时候，我还会借鉴了⽇本传统⼩说中以暴露隐私和表现⾃我⽽著称的“私⼩

说”概念，使⽤“私电影”这个术语。另外，现在绝⼤部分作品是为电视台制作的，“某某电影”

的说法本⾝已经毫⽆意义。因此，最新的叫法是“私⼈纪录⽚”和“私纪录⽚”。在本⽂中，我把

上述各种类型的个⼈纪录⽚统称为“私纪录⽚”（Self- documentary），指视觉艺术家直接拍摄

⾃⼰或者记录私⼈环境的作品2。 

    如果我们⾸先追溯梅卡斯创作私纪录⽚的动⼒之源的话，那我们应该看到⼀些潮流

——“⼆战”期间新闻纪录电影、战后“汇编⽚”以及⽂化⼈类学的电影⽅法等。 

    我认为有⼀点很关键。“⼆战”结束后，反映战争暴⾏的汇编纪录⽚激增，它们让⼈意识到

那些反映现实的影像所具有的巨⼤威⼒，由此引起审美意识的转变，产⽣了道德⽴场鲜明的、

极度反对舞台⼿法的静态写实主义影⽚，例如梅卡斯所推崇的理查德· 利科克及其他⼈的那

些作品。还有以让· 鲁什为代表的真理电影，它们试图⽤摄影机直接刺激拍摄对象，通过镜

前反应去寻找他们的真实样貌。 

    在这些影响下，梅卡斯开始制作他独特的私纪录⽚，从个⼈化的视⾓窥探⼈类历史的秘

密。《追忆⽴陶宛之旅》分为三部分，第⼀部分描绘1950 年梅卡斯移居美国到1953 年之间的

⽇常情况，主要讲述他和弟弟及布鲁克林各难民之间的关系。第⼆部分是1971 年在⽴陶宛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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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的。伴随着动⼈的解说，画⾯成为梅卡斯的⽼母亲及家乡亲戚的颂歌。第三部分的拍摄始

于汉堡郊区——梅卡斯在战争期间曾被迫在这⾥劳改⼀年，然后转到维也纳——既展现城市

风光，也记录了他和⼀些电影制作者的会晤。尤其感⼈的是没有任何重⼤事件发⽣的第⼆部

分。梅卡斯告诉我们，诗意和感动往往来⾃⼀瞬间，如当年迈的母亲看到久未谋⾯的⼉⼦时，

那布满皱纹的笑脸；当他狼吞虎咽地喝下⾃家地井⽔后，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梅卡斯⾃

⾝是⼀名流亡者，他的独创性在于他站在被压迫者的⽴场上，肩负起“⼈类历史观察员”的功能，

借⽤他⾃⼰的话说就是“威廉· 迈斯特和难民合⼀”的⾓度。梅卡斯视⾓的吸引⼒在于他交织

了上下两层视⾓：上⾯使⽤⼈类学⽅法并带有先验⾊彩，下⾯却在观察现实的原样。从附录

的年表中可以得知，梅卡斯的“私纪录⽚发现”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 斯坦· 布拉奇治正在拍摄“先锋家庭录像”，例如在《腹中婴⼉在⽔中》3 （1959） 

中，他和妻⼦在孩⼦诞⽣时互相拍摄。他制作了很多其他直⾯⼈类⽣死的影⽚，极度个⼈化，

同 

时又反映普遍性问题，风格纯净⽆尘，我称之为“史前私纪录⽚”。 

    现在我们的话题再回到⽇本。1923 年，⽇本进⼜了9.5 毫⽶的所谓“百代宝贝”摄影机和16 

毫⽶摄影机，1932 年又引进了8 毫⽶摄影机。上世纪20 年代末⾄40 年代初，在⼀⼩部分导

演的推动下，业余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家庭录像”这⼀重要类型⾃然也包括在内。

如果以“⽇常”和“反常”来进⾏区分的话，家庭录像拍摄的基本上都是“反常”时空4 。以四季为

例，春天拍摄樱花盛开，夏天拍摄海边冲浪，秋天拍摄落叶凋零等等。如果说这是经线例⼦

的话，那么纬线的例⼦便是：孩⼦出⽣、七五三节、⼊学仪式、毕业典礼、婚庆典礼等，⼈

⽣中的这些重要时刻往往成为家庭录像刻意挑选的题材。除此之外，娱乐也成为电影的重要

内容。随着越来越多的⼈对时髦的体育运动感兴趣，⽹球、棒球、登⼭、滑雪等都成为热门

拍摄的题材，同时也出现了⼤量记录寻访名胜古迹或者乡野记游的电影。 

    到了40 年代，“电影法”规定电视必须播放⽂化电影（依照国家政策拍摄的教育纪录⽚），

电视对纪录⽚的需求因此增加。在此背景下，著名纪录⽚导演——如今已被奉为⼤师的⻳井

⽂夫，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拍摄了⼤量优秀的反战、反专制纪录⽚。 

    20 世纪60 年代, 纪录⽚的发展⾛在电影史前沿。川中伸启指出60 年代后半期独⽴纪录

⽚运动成为先锋运动的潮流，⽐如野⽥真吉、粕三平、东阳⼀、⼟本典昭、⼩川绅介、长野

千秋、间宫则夫、岩佐寿弥、西江孝之、⽻⽥澄⼦、平野克巳、北村皆雄、星纪市、黒⽥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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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哲夫、布川哲朗、城之内元晴、原⼀男、铃⽊志郎康、⾼岭刚等5 。著名导演⼩川绅

介⼀⽅⾯制作了很多反政府的激进影⽚，如《三⾥冢》系列；另⼀⽅⾯他又转变风格，定居

农村拍摄村民的⽇常⽣活，以揭⽰⽇本的民族精神。⽐如在《牧野村千年物语》（1986）中, 他

使⽤了⾮常前卫的⼿段, 请当地农民集体表演舞蹈，扮演他们的祖先，再现⼭村的历史。⼟本

典昭则通过⽔俣系列影⽚谴责⼯⼚造成环境污染，使世⼈关注⽔俣污染问题。⼩川绅介和⼟

本典昭——这两位先锋、激进的导演对⽇本纪录⽚产⽣了巨⼤的影响，他们继承了⻳井⽂夫

开创的纪录⽚导演具有的道德⽴场。这些纪录⽚导演以书写重要历史（揭露政府和⼤企业的

过错）作为⼰任，毫⽆疑问，他们是着眼于“反常”题材。 

    另⼀⽅⾯，在这些导演中，像今村昌平和原⼀男却⽤各⾃的⽅法拍摄“⽇常”题材。今村昌 

平后来成为⼀名出⾊的故事⽚导演，但是他的《⼈间蒸发》（1967）⼀看就是⼀部纪录⽚，讲

的是⼀名男⼦从他未婚妻⾝边突然失踪，然后围绕追查该男⼦的下落，逐渐解开各种谜团。

⽚⼦的创作灵感来⾃于普通百姓的突然失踪案件，当时这种社会现象在⼤众传媒上经常引起

轰动, 于是今村昌平拍摄了⼀起发⽣在普通资产阶级⾝上的失踪事件。影⽚具有多⽅⾯的实验

特点。⼀⽅⾯，它是⼀部“⾃我反射”式电影，影⽚中出现了创作⼈员和⼯作过程, 他们还在镜

头前讨论后⾯的拍摄；另⼀⽅⾯，结尾揭⽰了影⽚整体上是⼀场虚构的现实，⽚⼦直接坦率

地⾯对“真实与虚构” 

之间的关系——纪录⽚⽆法回避的问题。《⼈间蒸发》在“处理⽇常题材”、“⾃发反射”和“纪

录⽚的虚构性”三个⽅⾯具有先锋意义，堪称杰作。 

    原⼀男的《极端私⼈性爱: 恋歌1974》(1974)讲述导演与两个⼥⼈之间的三⾓恋情，与任

何社会、政治事件没有直接联系。⽚中，原

⼀男的前妻为了弄清⾃⼰的⾝份，踏上通往

冲绳的旅程。当时冲绳的政治局势⾮常复杂，

她跟⼀个⿊⼈发⽣了性关系，后来在没有任

何帮助的情况下⽣下⿊⼈的孩⼦。⽚中⽣孩

⼦的场景引起极⼤关注与轰动。但是，留意

⼀下这部争议性作品中摄影机的⼯作，你便

能看出到处都有导演的痕迹。因此，它跟《⼈

间蒸发》⼀样，对纪录⽚中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同时，“⽆助的分娩”这⼀场景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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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庸置疑的真实性，原⼀男将极其反常的场景剪辑到他的影⽚中，这成为他晚年作品的

突出特点。 

如果将上⾯提到的⽇本纪录⽚定为“前梅卡斯”时代作品的话，我们把拍摄于《追忆⽴陶宛

之旅》之后并直接受其影响的《⽇落印象》（铃⽊志郎康,1975）之后的影⽚划⼊“后梅卡斯”

时代。正如我前⾯提到的，家庭录像的传统应追溯到战前的20年代。那时, 创作者坚持拍摄“反

常”时空，没⼈想到“⽇常”时空也能成为影⽚题材。因此，梅卡斯对私纪录⽚的发现，以及⽇

常⽣活本⾝变成纪录⽚素材这个事实，对⽇本业余电影制作者产⽣了巨⼤的影响。 

     铃⽊志郎康受梅卡斯影响拍摄的影⽚《⽇落印象》, 包含家庭录像的全部元素: 制作者在

⼀家⼆⼿器材店⾥买到了⼀台战前的16 毫⽶柯达摄影机，沉浸在纯粹的兴奋中，他拍摄他的

爱妻，拍摄他刚出⽣的孩⼦，还得意地拿起摄影机去单位拍摄同事，然后拍摄东京⽇落。选

材虽然普通，但这部影⽚在两个⽅⾯具有实验性：⾸先，摄影机是影⽚的绝对主⾓，从第⼀

场到最后⼀场, 这部电影的主体是那台柯达摄影机，叙述的内容⼏乎完全是关于摄影机和电影

理论，虽然看起来像个家庭录像, 它其实是⼀部关于摄影机和电影的影⽚；其次，它具备结构

电影6 的元素，影⽚画⾯从头⾄尾有⽆数的洞，⽩⾊圆圈的格局不断在影像中跳跃。铃⽊似乎

通过这种⽅式提醒观众：“喂, 这是⼀部电影。”由此创造了强烈的异化作⽤。结构电影是指结

构元素⾃⾝成为影⽚主题的那些电影作品。加上影⽚的主⾓是摄影机, 我们把《⽇落印象》称

为⼀部带有结构电影特征的私纪录⽚。 

    这部影⽚还有更加复杂的元素，⽚

中不断发出信息说：“这是⼀部电影。”

如上所述, 其主题可以理解为“电影是

把过去的时光变成现在”，然⽽反过来

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发出新的主题

“反映在影⽚中的现在已经变成了过

去”。因此，我们正在观看的电影中，

现在场景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

法阻⽌时间的流逝，现在已不复存在。

⽚⼦给观众强烈的死亡感，这个⾓度⾮常关键，不论影⽚制作者是有意还是⽆意的，对我来

说, 同时也因为⼜琴声的伤感效果，我觉得⽚中从浴室烟囱中冒出的浓烟宛如⽕葬⼚的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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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场景婴⼉睡觉时脸的特写镜头看起来酷似⼀个⼫体。从这个⾓度看，幸福得眩晕的影

迷买了他喜欢的机器，拍摄⾃⼰⼼爱的家⼈和朋友，然⽽电影却发⽣180度的转变，使我们感

受到的却是孤独感和死亡⽓息。这样, 铃⽊志郎康的《⽇落印象》成为⽇本私纪录⽚发展史上

的⾥程碑作品，实际上，私纪录⽚到⽬前为⽌的整个发展历程都得追溯到这部影⽚作为起点。 

这意味着，当这部影⽚作为私纪录⽚经典在电影学院等地⽅放映的时候，年轻的视觉艺

术家通过观看这部影⽚了解私纪录⽚已有的形式，当他们开始拍电影时，按照“竞争规律”, 便

强调《⽇落印象》所不具备的东西，反其道⽽⾏之，具体来说，就是反对铃⽊志郎康在《⽇

落印象》中处处体现出来的⼩资情调。总之, 战前的业余制作者将“反常”时空带⼊电影，梅卡

斯和铃⽊志郎康等⼈却偏好“⽇常”题材，⽽“后铃⽊”⼀代纪录⽚作者则注⽬禁忌时空。 

先锋作品——⽯井秀⼈的《回家》(1984) 是这⽅⾯的代表作。影⽚开头是双重曝光镜头，

观众看到医院⾛廊和导演已逝祖⽗的⾝影同时出现，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获悉祖⽗临终前

曾在这个⾛廊上排便。然后导演的摄影机对准了患痴呆症的祖母，导演的妈妈给祖母脱光⾐

服，将她 

放⼊澡盆，仔细地给她洗⾝⼦, 她的⽪肤耷拉着，布满了皱纹，看起来像⼤象。祖母以同⼀句

话反复回应所有事情：“我想回家。” 

当我在某电影学院放映这个⽚⼦时，三名15岁左右的⼥学⽣在影⽚放映时离开了教室。或

许，年轻的⼥学⽣很难承受眼前的情景，因为⽼妇的⾚裸躯体让她们看到了⾃⼰的将来。⼀

个甚⾄⽆法⾃⼰踏进澡盆的⽼年痴呆者的⽣活状况，往往处于我们⽇常⽣活的盲点，当那些

情景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都想扭头逃离。直到这部影⽚涉及我们⼀直避讳的禁忌题材，

捕捉和展现⽼⼈的⽣活，让我们再也⽆从逃避。毫⽆疑问，没有任何⼀部电影能像《回家》

⼀样直接反对《⽇落印象》⾥蔓延的⼩资情调。 

    ⽚中有⼀段导演设计的场景，妈妈吮吸祖母皱巴巴的下垂的乳房时，祖母开始抚摸⼥⼉

的头。 

吃奶是导演设计的，但是祖母这⼀动作却超乎意外，祖母的举动是⾮常⾃然的流露。艺术家

常说, 

为了创造⼀个杰作需要“上帝的帮忙”，甚⾄有“神的⼲预”，但这个感⼈的场景确实不是作者刻

意造出来的，我听说视觉艺术⽼将⾦井胜对此场景竭⼒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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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私纪录⽚朝着暴露禁忌⽅⾯发展⽽不是关注⽇常经验，《回家》起了决定性的作⽤。

尽管此前的⼀些影⽚已经出现过类似倾向，但《回家》产⽣了压倒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留意，

⽐如经常被⼈们提起的《妈妈》( 江⼜幸⼦,1986)，就是沿着《回家》的路创作的⼀部影⽚。 

《妈妈》的导演出⾝朝鲜族环境( 她的⽗亲和外祖⽗都是韩国⼈后裔)，是⼀名洁癖和强

迫综合症患者, 病的根源在于她和妈妈之间的⽭盾。当导演还是⼀个⼩孩⼦的时候，妈妈因为

厌恶丈夫⽽离家出⾛，后来她在酒吧⾥⼯作，并和⼀位顾客发⽣了关系，⽣下⼀男孩（导演

的弟弟）。妈妈也憎恨⾃⼰的母亲( 导演的外祖母)。外祖母在丈夫去世之后，沉迷于酒精和

男⼈，最终和情⼈⼀起私奔。影⽚前半部分，导演和母亲( 不是导演母亲的真实声⾳) 轮流叙

述来告诉我们那些回忆，影⽚的最后⼀部分，导演亲⾃采访她的母亲。 

这部影⽚暴露了导演的神经官能症和朝鲜后裔⾝份，影⽚的叙述也暗⽰我们，导演的母

亲曾经在做艺伎期间出卖⾝体。（对于年轻⼈和外国读者⽽⾔，可能需要对⽇本的朝鲜族⼈

做些解释，我在此补充⼀点，现在⼏乎不再存在对朝鲜族居民的明显歧视，但在战争期间和

战后，他们是明显的歧视对象。在⽇本很长⼀段时间都很歧视“部落民”7和朝鲜⼈，直到如今“部

落民”村落和朝鲜⼈村落仍然这样，他们的后裔结婚都存在障碍。）在《妈妈》中，导演坦承

那些通常被隐藏起来的事实——她流淌着韩国侨民的⾎统，并有精神病在⾝。因此，这部影

⽚具有“暴露禁忌”与“表⽩不幸”的典型特征，在这点上，私纪录⽚和⽇本的私⼩说是⼀致的。 

河濑直美凭借影⽚《暗恋家族》8 (1997) 夺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摄影机奖，她作为⼀名⼥

性导演⽴刻引起关注。其处⼥作《拥抱⽗亲》（1992）也是⼀部私纪录⽚。这部影⽚讲述导演

⾃⼰在⽗母离异后被祖母抚养成⼈，长⼤后去寻找从未谋⾯的⽗亲、然后直⾯⽗亲的故事。

这又是⼀部“表⽩不幸”的电影，同时它是⼀部“寻⽗”的电影。 

    ⼤⽉奈都⼦的影⽚《再见电影》（1995）是另

⼀部因相似因素打动⼈⼼的作品。⼤⽉是某⼤学电

影系的⼀名学⽣，当时她正和男友同居，但却和在

街上偶遇的⼩伙⼦发⽣了性关系。当她脚踩两只船

时，她母亲因癌症晚期⽽住院。⽗亲在她的寻呼机

上留下母亲病危的消息，但她并没有回家。当她接

到母亲去世的电话后，她终于回到家⾥，轻轻抚摸

着逝母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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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不停地说话，仿佛⾃⾔⾃语，她所说的⼀切⼏乎都充满了死亡⽓息，⽐如：“真

悲哀，⼀切都以消失告终！”她又说：“没有拍到的才是真实的，拍到的全是谎⾔。”因此，⽚

中男⼥关系的真实与否仍是⼀个谜，这部作品就此也提出了纪录⽚的虚构性问题。与以往私

纪录⽚的暴露不同，⼤⽉没有直接拍摄母亲⽣病住院，所以她沉迷于两个男⼈之间的⾏为并

不能使我们感觉到真实。这部影⽚的独特在于它显⽰了表达的局限性，当摄影机进⼊某个⾓

落时常常却是如此的⽆能为⼒。 

近年来被⾼度评价的⼀部私纪录⽚是《家》(⼩林贵裕,2001，录像作品) 。导演带着摄像

机回到家乡，拍摄隐世独居七年的哥哥、患抑郁症的母亲和健康受到癌症威胁的奶奶。⽗亲

放弃了拯救家庭的努⼒⽽离家出⾛。当⼩林想要治好哥哥的孤僻症时，他变得异常暴躁，但

在导演的不断努⼒和沟通下，哥哥终于承诺接受康复治疗，并⾛出了幽居的屋⼦。 

    这部纪录⽚的发展有点类似悬疑⽚，各种艰难境况以惊⼼动魄的节奏展现在观众⾯前。

但是有些⼀⽓呵成的场景太完美了，以⾄于让⼈怀疑不是真的（例如当哥哥踢⼩林时，摄像

机还在拍摄；还有⼀个场景，他得知患抑郁症的母亲不见了，怀疑她要⾃杀，他在四处寻找, ⼏

乎是⼀个镜头下来，发现了独⾃站⽴的母亲）。我以为这是⼀场精⼼策划的假场⾯，然⽽当

我亲⾃问导演时，他说那全部都是真的。通过这部影⽚我知道，我们根本⽆法客观区分这类

私纪录⽚中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家》不仅在各类影展中有所斩获, ⽽且还在⼀些⼩影院上映，

并在电视上播出。它是⼀部杰作，也是近⼏年来常被讨论的影⽚之⼀。 

    ⾃铃⽊志郎康后，年轻⼀代的私纪录⽚导演都具有“暴露禁忌”和“表⽩不幸”的共同特点。

但另⼀⽅⾯，被称为“极端个⼈电影”的⼤川户洋介作品却将镜头对准了极端普通的⽇常⽣活。

⼤川户是⼀个⾮常多产的艺术家，但他的电影却都有或多或少的相似风格。⾸先，影⽚没有

故事性，⽚中⼈物只是“睡觉”、“游荡”或者“吃饭”。当你看他最知名的作品《梦主⼈》时(1987)，

你只能看到⽗亲睡觉和朋友开玩笑的场景，⽽且⼏乎找不到结构的原则。然⽽，⼤川户⽤了

两种技巧把“平淡⽆奇的⽇常⽣活”变为“神圣的电影”。⼀种技巧是⽤⾳乐，当他给就餐配上庄

严的⾳乐时，这个普通的场景便有了神秘性，如同被上帝的光环庇护。第⼆种技巧是他的摄

像技术，特别是他曝光⽅⾯的天才令⼈吃惊。当⼤川户拍摄闲坐在房间⾥的朋友时，他通过

瞬间曝光操作，在朋友的胸部形成⼀个巨⼤的光球。通过这些⼿法，导演让观众知道平淡⽆

奇的那个时刻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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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导演居⽥伊佐雄认为⼤川户的作品是“边缘电影” 9。这是因为他拍摄⼀成不变的⽇常

⽣活已经达到极致，再往前⼀步就不能称之为“电影”了。在⼤川户的美学观点中，⽣命只有⼀

次⽽已，过去的时刻不复重现。⽇本⼤乘佛教认为，“天赋的启蒙观念决定⼈的视野”，⽆须经

过专门训练和刻意努⼒的简单⽣活让⼈⾃具神性。基于这些观点，⼤川户⼗分注重“不可重现

的美”。极端的电影风格招来了毁誉参半的评价，不过从批评的⾓度，即便不去考虑导演如何

处⼼积虑地拍电影，单从深刻的美学意识和捕捉想法的能⼒⽅⾯，我认为他是⼀位⾮常重要

的艺术家。 

    到⽬前为⽌, 我已经探讨了梅卡斯私纪录⽚的发现背景、⽇本战前家庭录像的制作、战后

独⽴纪录⽚导演的活动，以及梅卡斯和铃⽊志郎康之后私纪录⽚的特点。最后，我分析⼀下

⽇本现代私纪录⽚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 

    私纪录⽚“表达不幸”的主题在治疗精神病和⾯对痛苦⽅⾯有⼀定的效果。这有点像精神病

学⾥的森⽥疗法。精神有问题的艺术家通过拍摄私纪录⽚升华⼈⽣完成成长过程。由于医疗

效果的存在, 我认为以暴露为特征的私纪录⽚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想想看，其实每个⼈都有

⼤量的痛苦，都有不愿触及的⼼理伤痛, 这意味着每个⼈⾄少可以在⾃⼰⾝上制作⼀部了不起

的私纪录⽚。 

    当然，“表达不幸”的倾向已接近于“炫耀不幸”，特别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 当这种私纪录

⽚相继在P F F 和I F F 及其他电影节获得⼤奖10 ，年轻导演们争先恐后地拍摄私纪录⽚，我

们已经看到这⼀倾向在某些⽅⾯已经过了头，有些导演为了拿奖⽽故意寻找⼀些⾝边不快乐

的事情。因此, 带有暴露胃⼜的私纪录也招致“炫耀不幸”的嘲讽。 

    私纪录⽚中另⼀个争论焦点是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在这篇⽂章中我已经多次谈到这个问

题。事实上，观众⽆法判断事实⽌于何处，虚构始于何处，这是纪录⽚的宿命。只有作者⾃

⼰知道那些真相。除了那些以被掩盖的真实和谎⾔作为主题的影⽚——像⼭崎⼲夫代表作《空

港》(1996),或者明显能看出虚假的纪录⽚，当涉及个⼈纪录⽚应该⽤摄影机表达多少个⼈不幸

及困境、抓住多少⽣活真实时，我们不得不说，仅仅只是为了作品更有趣⽽不顾⼀切的摆拍

就是⼀个道德问题。尽管我个⼈不赞成这个，但是想想那些私⼩说家为了创作经常在真实与

虚构之间摆动，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是以有趣的⽅式去表达，影⽚的真实性就不是⼀个问

题，坚持创作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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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多数私纪录⽚过于“主观化”。这与纪录⽚中的真实与虚构问题密

切相关，你越要努⼒展现真实，往往越依赖于“主观化”的处理，当你要在⽚中进⾏正式实验的

时候，安排不可避免，真实也将被冲淡。如果你说: “既然如此，私纪录⽚坚持主观化不很好吗？”

那你就坚持做去吧。但是，难道我们不能有更多的要求吗？ 

我认为，在世界业余电影版图中，⽇本也许是唯⼀⼀个私纪录⽚发展独特的国家。这跟⽇

本民族的敏感性有关，⽇本⼈在传统上喜欢从个⼈⾓度讲述历史，不喜欢宏⼤的历史叙事。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格局: 过去被暴露隐私和表达不幸的私⼩说所吸引的观众，如今却因私纪录

⽚⽽满⾜了好奇⼼。私纪录⽚已经成为⽇本业余电影的⼀种主要类型，我们将很有可能发现

私⼈⼩说家志贺直哉、太宰治和葛西善藏的后裔拿起摄影机拍摄私纪录⽚。 

 

那田尚史(Nada Hisashi) 电影研究者。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 获文学硕士学位。专门

研究先锋电影、私电影、小制作电影等。目前是早稻田大学和东京理工大学的兼职教师。 

翻译，李瑞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广告系讲师） 

 

注释： 

1  Jonas Mekas，美国前卫艺术电影教⽗。——译者注 

2  整篇⽂章中，作者都⽤“私纪录⽚”（ serufu dokyumentarii）这个术语。“私纪录⽚”这个叫法来⾃⽇本，英语可能

被称作“个⼈纪录⽚”（personal documentary）。——英⽂译者注 

3  Window Water Baby Moving，又译《⽔窗中的颤动婴⼉》。——译者注 

4  在⽇本传统的社区⽣活中，“反常”⽇⼦指对所有社区居民开放的举⾏公共仪式的假期。“⽇常”⽇⼦是指平常上班时

间。—— 英译者注 

5  川中伸启：《⽇本纪录电影的形式：当代私纪录⽚（第五章）》，《neoneo》第10 期，2004 年4 ⽉1 ⽇发⾏。

——原⽂注 

6  ⼀种实验电影类型。——译者注 

7  “部落民”，⽇本封建社会的贱民后裔。——译者注 

8  又译作《萌动的朱雀》。——译者注 

9  居⽥伊佐雄：《边缘电影》，《ムエン通信》12 ⽉号，1992 年11 ⽉11 ⽇发⾏，第45 页。——原⽂注 

10  PFF 和IFF 分别指Pia Film Festival 和Image Forum Festiva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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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编辑的刊物《Documentary Box》第26 期，2005 年10 月

7 日出版。译自英文版本，并根据日文版本核对人名。——译者注 

摘⾃：《电影艺术》第314期    本稿提供：李瑞华。 

 

 

该⽂由本⽂中⽂翻译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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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私纪录⽚带来的变化与挑战 
 

                                                                         樊启鹏 

	 	 	 	 	 	 	 	 	 	 	 	 	 	 	 	 	 	 	 	  

[提要] 

本文聚焦中国近几年涌现大量作品的一种纪录片形态——私纪录片，简要分析其发生背景，并重点

从纪录功能、真实观念、纪录伦理等角度探讨它们给纪录片美学带来的变化与挑战。 

	

[关键词] 

私纪录片  非职业化  纪录功能  真实观念  纪录伦理 

 

考察 2000 年之前的中国纪录⽚，⼏乎都⼀致将镜头对准别⼈，作者总是退隐在镜头背后，

尽管偶尔会在⽚中看到作者⾝影或者听到其声⾳，但他们都不是⽚⼦的重要⾓⾊，只是⼀个

访问者和纪录者。即便是那种带有强烈个⼈印记的⾃传式作品，也依然难见作者在作品中直

接和拍摄对象之间较多的互动与直接的感应，作者的情感与观念都⼗分节制，从不轻易直接

泄露内⼼的秘密，尤其对于偏好作壁上观的直接电影⽽⾔，将镜头对准⾃⾝更是个⼤忌。 

然⽽，到了世纪之交，早期创作的这种禁忌被很多 DV 作者连续打破，他们不再刻意隐

藏⾃⼰的情感和态度，甚⾄将镜头直接对准⾃⾝或者⾃⼰家⼈，家庭纠葛、私⼈记忆、⾃⼰

对社会或者纪录⽚的思考都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根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这类将镜头对准

⾃⾝的作品就有王芬的《不快乐的不⽌⼀个》（2000）、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的歌喉》（2000）、

杨荔钠的《家庭录像带》（2001）、章明的《巫⼭之春》（2003）和《⼤姨》（2006）、吴⽂光的

《操他妈的电影》（2004）、胡新宇的《男⼈》（2004）和《Zigui》（2006）、左益虓的《失散》

（2004）、曹斐的《⽗亲》（2005）、钟健的《Try to remember》（2005）、舒浩仑的《乡愁》（2006）、

巴胜超和杜凌的《我爹》（2006）、谢莉娜的《⽼妈》（2007）、王伟的《我叫王伟》（2007）等21。

这些拍摄作者⾃⼰或者家⼈⽣活的纪录⽚，有的学者称之为“私纪录⽚”（Self-documentary），

																																																								
21	 因为传播的限制，实际上还有大量散落在个人手中的作品没有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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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亦援引这⼀称谓22。 

私纪录⽚的雏形可以追溯⾄电影滥觞期卢⽶埃尔兄弟的影⽚，他们 1895 年制作的《婴⼉

午餐》和《出港的船》就开始记录⾃⼰家⼈的⽣活23。尽管卢⽶埃尔兄弟的这些电影为他们赚

取了很⼤商业利润，但是随着故事⽚——尤其是以好莱坞为中⼼的商业电影兴起之后，这种

拍摄作者私⼈⽣活的电影逐渐与业余电影、实验电影、个⼈电影等概念靠拢，⽽成为独⽴于

商业电影之外的⼀种相对边缘但却从未断流的电影形态。20 世纪早期，家庭录像就在西⽅⼗

分流⾏，⼀些国家（如⽇本）甚⾄掀起了业余电影运动，1940 年今村太平提出“⽇记电影”概念

24；20 世纪 50-6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先锋电影运动中，⼀些导演也制作了很多私纪录⽚，⽐

如斯坦·布拉奇治（Stan Brakhage）就曾经热衷于“先锋家庭录像”的实验；约纳斯·梅卡斯

（Jonas Mekas）则坚持拍摄⽇记电影，记录⾃⼰的私⼈记忆和⽣活25。私纪录⽚作为⼀种从私

⼈经验出发的个⼈化写作⽅式，深受很多电影作者的喜爱，⽇本导演原⼀男（《恋歌 1974》，

1974）、俄罗斯导演尼基塔·⽶哈尔科夫（《安娜》，1993）、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尔达

（《拾荒者》，2000；《两年后》，2002）等都有私纪录⽚制作经历。 

中国最近⼏年为什么⼤量出现私纪录⽚？它们又给纪录美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与挑

战？ 

 

⼀．⾮职业化背景与个⼈化特征 

																																																								
22	 这是日本学者那田尚史援引日本文学传统中流行的“私小说”概念对一类纪录片提出的概括。关于日本“私纪录

片”的情况，可参见那田尚史的文章《日本私纪录片的起源与现状》，《Documentary	Box》（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

节主编）第 26 期，2005 年 10 月 7 日出版。中文译文见 2007 年第 3 期的《电影艺术》（李瑞华译）。	 	

23	 [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24	 参见那田尚史的文章《日本私纪录片的起源与现状》。	

25
 约纳斯·梅卡斯（1922-）仍在坚持拍摄他的影像日记，2006 年底他又推出一个计划，2007 年每天拍摄一则影像

日记，并上载到他的个人网站上（http://www.jonasmek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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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纪录⽚的⼤规模出现，是伴随着独⽴影像的⾮职业化进程⽽出现的26。先前的独⽴制作

⼤都带有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特征：创作主体必须是专业作者（科班出⾝或者曾在电影制⽚

⼚/电视台有过相关职业经历），且掌握了⼀定的体制资源（与电视台保持着⼀定的联系），并

以专业化的团队合作模式进⾏创作，独⽴作者也保持着⼀种职业制作⼈的⼼态27。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种独⽴制作也是⼀种“职业”，因为它像其它任何⼀种职业⼀样具有排他性，不具备⼀

定专业条件、不占有⼀些特殊资源的⼈根本⽆法染指独⽴纪录⽚制作，⽽为了获取拍摄机会，

独⽴作者又必须努⼒去争取⾏业内的各种资源（如电视台或者海外电影节的⽀持）。在摄像机

和磁带都显得万分珍贵——甚⾄因此⽽蒙上神圣⾊彩的年代，独⽴作者们⾃然的将镜头对准

他⼈⽽不是⾃⼰、对准社会⽽不是⾃⾝家庭。 

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两三年，国内接触影视器材的⼈群逐渐增多，尤其是 DV 的出现，⼤

⼤加速了影像⽣产的个⼈化和⾮职业化进程。⽆论是⾝份还是⼼态的“⾮职业化”，都消解了器

材被垄断时的神圣感，拍摄⾏为变得更加私⼈化，更具随意性。这些作者也没有传统纪录观

念的束缚——甚⾄根本不会在乎⾃⼰拍摄的是不是纪录⽚，镜头指向⾃⼰⾃然像指向他⼈⼀

样⾃然。像上⾯提到的这些作者，虽然不乏科班出⾝者（章明、舒浩仑），有的虽⾮专业出⾝

但先前也有过影像制作经历（杨荔钠、曹斐、唐丹鸿），但他们拍摄这些纪录⽚的⽬的不是为

了营⽣，很⼤程度上是基于⾃⼰兴趣的个⼈需要。拍摄这些纪录⽚就像写⽇记、散⽂⼀样⾃

																																																								
26	 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有一些家庭纪录片和教育纪录片中，有的制作者也拍摄了亲人的镜头——如孙明经的《苏州

名胜》（1934）和刘呐鸥的《持摄影机的人》（1933-1934）等，但是由于摄影机和胶片属于珍贵的特殊产品，这类

影片都不成规模。《苏州名胜》纪录了孙明经的妻子吕锦瑷和她的同学一起游园的画面。《持摄影机的人》由 3-8 分

钟的五个段落组成，合计 30 分钟，虽然与维尔托夫的一部电影同名，但是这部纪录片拍摄的主要是街头见闻、游记

和家庭生活片段，没有维尔托夫电影中的“自我反射手法”和鲜明的蒙太奇实验色彩。	

27	 那时候也有微型的模拟摄像机，像时间、王光利的《我毕业了》和温普林、蒋樾等人在西藏拍摄的系列纪录片都

使用了 Hi8 机器。但是那时候 流行的还是大型的 Betacam-SP 摄像机，小摄像机是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它们没有

像后来出现的 DV 一样获得广泛的认可。在早期作者心目中，技术规格是衡量纪录片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人甚

至抱着用胶片拍纪录片的梦想。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当时作者心目中的“职业”、“专业”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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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的私⼈⽣活成为作品重⼼也就毫不见怪了。 

私纪录⽚作为⼀种⾮职业化创作，是对传统职业模式和专业标准的反叛和消解。它们看

起来任性散漫、⽆拘⽆束，完全视专业和⾏业中的“规范”、“标准”于不顾，⼤多都是⼀个⼈拍

摄完成，这种拍摄⽅式带给观众的体验也是全新的：原来纪录⽚还可以这么拍，原来纪录⽚

可以离⾃⼰这么近。作者⼒图扫除很多纪录⽚的虚伪空洞和严肃拘谨和代⾔意识，抛开了诸

如世界性、民族和集体这些沉重的担⼦，出发点彻底回归到作者的私⼈⽣活和私⼈经验，⽽

不依靠宏⼤的命题和对经典的膜拜来增加⾃⾝的分量，最⼤限度的接近个⼈书写，如果说它

们还有所承担的话，那就是承担与⾃⾝⽣命相伴的个⼈体验，对于他们⽽⾔，唯⼀重要的就

是影像如何真正成为个⼈书写的媒介。 

⾃由⾃在的书写⽅式，使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个⼈风格或者实验特征。《夜莺不是唯⼀的

歌喉》虽然聘请了摄像，并⾮唐丹鸿⾃⼰掌机，作品依然充满个性⼗⾜、⽆法通约的⾃由⽓

质，她以反叙事的情绪和意识流来结构作品，诗歌的跳跃性思维贯穿作品始终。“如果说传统

的纪录⽚创作可以类⽐于⽂学领域⾥的散⽂写作，那么诗的因⼦在中国纪录⽚领域则⼏乎是

⼀⽚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丹鸿与她的作品意味着⼀种在影像源流中混⾎的可能，⽽这

正是我们的传统纪录⽚体系⽆法⾃⾏分泌的新物质。”28《不快乐的不⽌⼀个》甚⾄直接促成

了⼀个电视栏⽬的诞⽣，凤凰卫视就是受这个⽚⼦的民间原创⼒的启发，创办了专门播放社

会作者和学⽣作品的电视栏⽬《DV 新世代》29。《⽗亲》也继承了曹斐作品⼀贯的实验性，处

处充满对细节的关注⽽漠视叙事的启承转合及完整性，冷峻、幽默、荒诞、反讽成了作品最

吸引⼈的元素。《乡愁》则以极其个⼈化的第⼀⼈称叙述和故事⽚的扮演⽅法，向⼀些陈腐的

观念⼤胆叫板。当然，由于作者的业余⾝份或者对于专业语⾔“规范”刻意颠覆，也有⼀部分私

纪录⽚因为语⾔粗糙、节奏拖沓等原因⽽阻碍了它们和更多观众进⾏沟通。 

 

⼆． 纪录功能和观察视⾓的拓展 

同国外很多私纪录⽚⼀样，中国私纪录⽚也常常涉及创伤题材，讲述的都是作者或其家

																																																								
28
 朱靖江、梅冰：《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出版，第 339 页。 

29
 凤凰卫视中文台栏目《DV 新世代》2002 年元月 办，2004 年元月停办。 



 57 

庭中的“不快乐”。像⼏乎同时诞⽣于世纪初、⽽且全都出⾃三位⼥性导演之⼿、又同时在 2001

年 9 ⽉的“⾸届独⽴映像展”中公开亮相的三部私纪录⽚——《不快乐的不⽌⼀个》、《夜莺不是

唯⼀的歌喉》和《家庭录像带》都与家庭创伤有关。《不快乐的不⽌⼀个》纪录的是⽗母不幸

婚姻的对⼀家⼈造成的伤害，王芬的⽗母——⼀对在婚姻这滩⽔中溺了⼏⼗年的⽼夫妻，分

别⾯对⼥⼉的镜头讲述了这场不幸婚姻的诸多细节，以及对⾃⼰的伤害。⼏⼗年过去了，都

已是花甲左右的⼈了，但怨恨⼀直堆积在彼此的⼼灵深处，因为⼥⼉的介⼊，⽽显现于眉头、

嘴⾓、⾔词和讲述语⽓当中。《夜莺不是唯⼀的歌喉》是唐丹鸿对于内⼼痛苦的⼀次清理，她

通过纪录⾃⼰和两位艺术家朋友世纪之交的⽣活状态、内⼼痛苦和特殊⾏为，“清理内⼼的淤

积，清理隐藏在⽇常状态后⾯的痛苦、爱、恐惧、幻想、性、童年……”30因为内⼼的痛楚，

诗⼈唐丹鸿已经很长时间⽆法写作，不得不求助⼼理医⽣，她甚⾄将⾃⼰对⼼理医⽣的倾诉

直接加⼊⽚⼦当中。《家庭录像带》是杨荔钠继《⽼头》之后的第⼆部作品，她通过对⽗母和

弟弟的访谈，探询多年以前家庭破裂的真相（⽗母离婚时作者正在部队歌舞团过集体⽣活），

但是三个当事⼈提供的是三个不同版本的往事记忆，真相依然在电影之外。 

私纪录⽚的出现也可以搁到上个世纪九⼗年代的⽂化语境中考察，它们可以看作是此前

⽂学界盛⾏的“个⼈化写作”、“私⼈写作”的⼀种影像回应（更早可以追溯到郁达夫“⾝边⼩说”

和⽇本“私⼩说”）。在统⼀的意识形态图景分崩离析的今天，独⽴纪录⽚作者试图通过私⼈记

忆甚⾄是隐秘的内⼼世界来唤醒个⼈的⾃觉性，被抑制、遮敝和忽略的私⼈经验成为了他们

与权⼒话语和纪录⽚代⾔功能相对抗和决裂的有效武器，也是他们拒斥“宏⼤叙事”、⽡解“主

旋律”的经典符号，借此也与隐匿作者⾃⾝的空泛⼈道关怀划清了界限。对于这些私纪录⽚⽽

⾔，它们成为作者探究⾝世、认识⾃⾝甚⾄是⾃我疗救的⼀种⼿段，摄像机为作者撕开⼀个

审视⾃我和家庭的⼜⼦，作者借助纪录⽚使⾃⼰受伤害的⼼灵得以释放和弥合——这是此前

纪录⽚从来未曾有过的⼀项功能。拍摄《不快乐的不⽌⼀个》促成了王芬和⽗母之间的⼀次

交流，也给了她⼀次直⾯⼼灵阴影的机会；制作《夜莺不是唯⼀的歌喉》是诗⼈唐丹鸿的⼀

次⾃我释放和拯救途径，她在⽚⼦结束前的⾃⽩也证明了这种⾃我疗救正在起作⽤：“⽣活还

在继续，在⼀个不⾜ 10 平⽶的⼩屋⾥，我看到了我的宇宙，看到了地狱在我⾥⾯，看到了五

颜六⾊的雾霭和光芒，看到了⼀只红⾊的受伤的⼤鸟想要起飞，看到了天堂幼⼉园，⽣活还

																																																								
30
 朱靖江、梅冰：《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出版，第 349 页。 



 58 

在继续。” 

对于纪录⽚的功能与价值，通常⽐较受重视的是其⽂献价值、⽂化价值、社会价值、审

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等，但这些价值评判体系⽆⼀不是在创作主体之外建构起来的。当纪录⽚

被当作⼀个独⽴于创作主体之外的社会化对象之时，就有割裂它对于作者⾃⾝意义的危险。

作为⼀种个⼈化的影像书写，独⽴纪录⽚对于作者个⼈的意义没有理由不被凸显。像那些珍

藏于各家抽屉之中的家庭录像，对于拥有者的意义又岂能轻易抹杀？⼀个⼩孩的成长记录将

对他今后的成长产⽣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恐怕⽆法单凭想象作出主观的判断。 

值得⼀提的是，强调纪录⽚对于个⼈的意义，并不等于对其社会意义的排斥。像上⾯三

部作品，虽然指向作者⾃⾝，在涉及内⼼真实及私密性内容⽅⾯可谓开创了新的记录，但是

它们同时也折射出具有普泛意义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问题，谁又能说这些私⼈化的作品谱写的

不是我们民族的⼼灵史？为什么有那么多敏感的⼼灵会感到不安和焦虑？这些私纪录⽚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层⽂化⼼理脉络？这些作品引发的思考值得我们深思。 

⽽且，创伤题材并⾮是私纪录⽚的全都，将这些作品都粗暴的归⼊私纪录⽚名下，仅仅

只是因为它们具有局部的相似性，⽽实际上它们彼此的内容和⽓质还有更多的不同，私纪录

⽚的精神⾎脉与语⾔结构并不完全⼀致，对另外⼀些作品来说——⽐如舒浩仑《乡愁》和曹

斐《⽗亲》，私⼈经验只是作者观察社会的⼀个切⼜。《乡愁》是⼀部并置私⼈⽣活和公共叙

事的私纪录⽚，它既是⼀段关于作者童年和故园⽣活的私⼈记忆，更是⼀部关于中国城市进

程的社会变迁史，作者通过由内⽽外的⽅式构建了⼀道由内⼼指向现实、由主观实现客观、

由个⼈通向社会的光影隧道。《⽗亲》不仅是⼀次特殊的⽗⼥对话，也是⼀次另类的社会考察，

曹斐（当代青年艺术家）拍摄了⽗亲（曾给⼏代国家领导⼈、⾰命领袖、劳动模范做过雕像

的著名雕塑家）制作邓⼩平雕像的过程，并跟随⽗亲前往⼴西百⾊起义纪念馆参与铜像揭幕

仪式——这仅仅只是⼀条线索，她的镜头呈现了丰富的内容：既有关于⽗⼥亲情的⽣活细节，

也有琐屑的世俗截⾯，还有基层政治现实的私⼈记录，⽽且借⽤个⼈化的观察⽅式不动声⾊

的展现了⽗⼥两代⼈对待现实和艺术的不同态度。这些作品都说明，记录私⽣活的意义并不

⼀定只指向个⼈，它依然是我们窥探社会真相的⼀⾯窗⼜，这种从⾃⾝出发、由内⽽外的观

察，是对媒体⾃上⽽下视⾓的⼀种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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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实观念的变化 

早期的独⽴纪录⽚⼀个直接的反叛对象是电视专题⽚，为了与它们的滔滔解说拉开距离，

作者们都⽐较忌讳在⽚中直陈观点31，多数作者后来又深受怀斯曼的影响，视直接电影⽅法为

最⾼明的纪录⼿段，认为应该尽可能在作品中隐藏⾃⼰，才能更接近“真实”。他们视纪录⽚的

“真实”为⼀种客观存在，将之和作者的主观性对⽴起来，直接拍摄作者本⼈当然是直接电影的

⼤忌；后来⼤家才逐渐认识到，绝对真实对于纪录⽚来说是⼀个没法企及的神话，⽽作者的

主体性、主观真实和⼼理层⾯的真实都没有理由不被重视。纪录⽚制作⼈的真实观实现了从

哲学到⼼理学的迁移，纪录⽚的真实不被简单化为⽣活真实，⽽被当作是⼀种艺术真实。 

在《家庭录像带》中，杨荔钠通过对⽗母和弟弟三⼈的访谈，尝试寻找多年前⽗母离异

的客观真相，结果却是完成了⼀个现实版的《罗⽣门》，真相依然⽆法“客观”呈现。这仿佛是

关于 DV 时代纪录⽚真实观的⼀个寓⾔，正好印证了：“客观真实是⼀种⼈类理想的永恒神话，

是飞天⼿⾥永远⽆法落到地⾯上的花朵，纪录⽚不可能也⽆法到达这⼀神话。”32将镜头指向

⾃⼰成为破除“绝对真实”神话的影像实践。很多作品都使⽤了“⾃我反射⼿法”，对传统的“客

观”真实观念提出了质疑：《不快乐的不⽌⼀个》将作者采访⽗母前的安排和他们的准备都剪辑

在⽚⼦当中；《夜莺不是唯⼀的歌喉》以第⼀⼈称的叙述，将⼀些段落的拍摄缘起、拍摄时的

想法都告诉了观众；《乡愁》⾥⾯作者拿着摄像机的拍摄过程，被另外⼀台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这些⽅法都⽆不告诉观众：这是⼀部“做”出来的电影，导演的控制⽆处不在，⽚⼦所呈现的“真

实”是作者充分参与的结果。 

它们同时拓展了纪录⽚“真实”的疆域，除了现实世界的客观事实，纪录⽚的“真实”并不排

斥作者的私⼈情感与隐秘内⼼世界——这些在过去以直接电影为主体的独⽴制作中⼀直是⼀

种缺席。由于私纪录⽚⾯对的是作者很熟悉的亲⼈和朋友，镜头因此可以⼏乎没有任何阻⼒

的进⼊私⼈领域，拍摄对象常常⽆视摄像机的存在——或者反过来，就是把摄像机当作了倾

听的对象，这些作品因此呈现那些拍摄其他⼈所没法带来的真实感。《夜莺不是唯⼀的歌喉》

																																																								
31
 《青朴》算是一个特例，导演温普林直接面对镜头，陈述幕后经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种没有羁绊的带点“玩”

的心态，恰恰和很多 DV 作者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处理并不被作者完全认可，自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2	 张同道：《真实：支点还是陷阱？——纪录片的真实观念》[J]，《电影艺术》200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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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了作者和⼏个朋友在世纪之交的⽣活，但她没有停留在远距离的观察，⽽展现了⼏个艺

术家——尤其是作者本⼈混乱、痛苦的内⼼世界（另外两⼈可以看着是作者的两⾯镜⼦，作

者从中反观的依然是⾃⼰的内⼼）。全⽚充满了梦呓般的“对话”和“独⽩”，但是这并不妨碍观

众从中看到“真实”——作者⼼灵⼀隅的真实。胡新宇的《男⼈》也证明了：将镜头⾯对作者同

样是接近“真实”的途径之⼀。这部充满酒精和男性荷尔蒙⽓息的作品，展现了其他作品中很少

看到的男⼈世界，以三个单⾝男⼈（包括作者在内）庸常的⽣活作为进⼊⼈物精神世界的通

道，还男⼈这⼀复杂存在以复杂性，让⼈看到了作者破除伪善遮蔽的勇敢和坦率⾯对⾃⼰的

诚意，对这些作品⽽⾔，这是⽐它所呈现的“真实”更可贵的⼀种品质，因为若⾮作者坦诚，内

⼼真实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这些作品也带来了⼀些问题和争议。因为私纪录⽚是关于“我”的电影，作者的私⼈记忆、

情感、经验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这些内容的传达根本不受传统纪录观念的束缚，作者毫不

忌讳对于现场的⼲预——⼲预本⾝也成为对“我”的⼀种呈现——这种⼲预不同于“⾃我反射⼿

法”和故事⽚的虚构⽅法，后者要求积极暴露作者的⼲预，观众能够明确意识到作者对于现场

的控制，然⽽很多私纪录⽚却骑在虚构与⾮虚构的分隔墙上，模糊了现实场景和虚构场景的

界限，让⼈分不清这些作品究竟是虚构的还是⾮虚构的。《男⼈》中有些细节就是导演的安排

——⽐如导演安排⽚中⼈物拿着⽓枪打鸟，如果作者⾃⼰不加以说明，单从⽚⼦⼏乎⽆法看

出哪⾥是现实的终点、哪⾥是虚构的起点。同样，《夜莺不是唯⼀的歌喉》中的⼀些⾏为就是

为拍摄⽽设置的，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同样模糊难辨。 

 

四． 纪录伦理的挑战与反思 

直⾯⾃⾝的做法呈现出⼀种⼗分可贵的坦率、真诚品质，对于纪录⽚⽽⾔，这种“真”应该

是“善”的前提和基础，但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具有道德豁免权，并不意味着作者可以放弃

对“⾃⾝”（包括作者也包括纪录⽚）的⾃省。 

私纪录⽚中的⾃我袒露和近乎零距离的观察与审视，也是既往中国纪录⽚很少有过的。

⽚中的很多谈话不同于⼀般采访，作者和拍摄对象的交流是基于⼀种特殊的关系——⽐如⾎

缘关系或者亲密的友情，失去这个前提就不会有这些作品的诞⽣。《不快乐不⽌⼀个》中有段

王芬出门离开了，但是⽗亲⼀个⼈还在房间⾥对着镜头继续讲述，这种基于作者和拍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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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特殊关系和天然信任的拍摄⽅式，在其他题材的作品中⼏乎难以想象。《不快乐不⽌⼀个》

中还有⼏个细节：作者⽗母都同意接受⼥⼉的采访，但是都不愿意在⼀起⾯对镜头，⽗亲在

招待所租了⼀个房间接受采访，采访前特地拉上了窗帘；母亲本来是选择铁路边的空地接受

采访，后来说熟⼈太多，换到了⼀个菜园⾥。由此可以看出，⽗母双⽅既不愿互相袒露、也

不愿让外⼈窥见其埋藏于内⼼的细节，拍摄能够完成的唯⼀原因，是因为拍摄者是他们的⼥

⼉。摄像机的存在因此变得极其残酷，它是在利⽤被拍摄者对镜头（拍摄者）的信任，这种

指向亲⼈和熟⼈的拍摄甚⾄⽐指向陌⽣⼈更显得暴⼒，以⾄于让观者在看⽚是隐隐有种不安

——担⼼⽚中的内容对于被拍摄者⽽⾔是否造成伤害。 

因为涉及隐私问题，很多作者都很审慎的对待作品的传播，这是作者为保护被拍摄对象

的⼀种理性选择。但是，控制作品的传播只能是相对的保护他们的隐私，⽽有的伤害实际上

在拍摄过程中就已发⽣——⽐如唐丹鸿在摄像机前“清算”⽗母的场景就让⼈触⽬惊⼼。唐丹鸿

因幼年挨过⽗亲的打⽽留下⼼理阴影，⼀直怀疑⽗母并不爱她，在摄像机跟前，她质问⽗母

当年打她的真实原因，⽗亲痛苦的回避⽽并不愿意再回忆特殊年代的陈年往事，他对⼥⼉的

追问躲躲闪闪，两代⼈对于当年的暴⼒有绝然不同的理解，母亲认为那是⼀种教育甚⾄是爱

的⽅式，⼥⼉却因为这种“教育”⽅式⽽落下难以愈合的创伤，观众后来获悉了部分的秘密：在

“运动”不断的年代，⽗亲因经常“挨整”⽽备受压抑，看到孩⼦“不听话”难免施以暴⼒。⼥⼉不

能接受⽗母这种将责任推给了时代的解释，⽗母也不满于⼥⼉的这种“责难”和“清算”，两代⼈

之间的恩怨纠葛在摄像机直接对碰。 

这些都引起我们对于纪录⽚道德底线的思考：镜头到底能多⼤程度进⼊被拍摄对象的⽣

活？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个“标准”答案，但是⾃省的视⾓却不可缺失。虽然⽆法划

出⼀条可以量化操作的道德准线，但是任何作者都应该坚守⼀条⼼灵准则，那就是对拍摄对

象的尊重，并尽可能避免对他们的⽣活尤其使⼼灵造成伤害。相对来说，在私纪录⽚中，因

为⾃⼰是⽚⼦的主⾓或者主⾓之⼀，这⽆疑为作者增加了⼀层“⼰所不欲勿施于⼈”的道德⾃省，

但是问题是“⼰所欲”是否就可以“施于⼈”？在作者们敢于残酷的向⾃⼰开⼑的同时更需要掂

量这似乎未必可以作为将⼑⼦指向亲⼈或别⼈的充分理由。 

在⾃我反思⽅⾯，《操他妈的电影》是部⾮常值得⼀提的纪录⽚。这部⽚名极其挑战⼈们

道德神经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部道德出格的纪录⽚，它的出⾊在于鲜见的批判⼒量，⽽且

⽭头是同时指向作者和电影⾃⾝。⽚⼦由三个关于电影的“故事”交叉组成：⼀个在北京艰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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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众演员拿着⾃传剧本四处寻找投拍机会；⼀个卖盗版碟的⼩伙⼦仿佛讲授电影史似的

向⼈推销电影光盘；⼀个剧组在为⼀个⾓⾊不断的⾯试⼀个又⼀个⼥孩。这些素材源⾃作者

2000 年后陆陆续续拍摄的“电影⽇记”，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么结构作品，只是后来觉得这

些素材可以搁到⼀部作品中才将之剪在⼀起，⽚⼦原名《电影是什么》，吴⽂光在⾃⼰的个⼈

电脑⾥⾯捣腾了数⼗个版本，但他总是不满意，后来觉得原因是剪掉了所有关于⾃⼰的镜头，

后来他又将这些原先被舍弃的内容加了进去，作者由隐匿变为在场，被“捡回来的”内容中包括

这样⼀个段落：⼀个被拍摄对象（群众演员）在镜头前念读他的⽇记，陈述被吴⽂光拍摄时

的不适⼼理感受。这部作品批判的⽭头不仅指向传统的电影（⽚中⼈物所追寻的、热爱的电

影），也指向了作者⾃⼰，指向了包括吴⽂光的独⽴纪录⽚在内的所有电影。《操他妈的电影》

就此扯掉了电影的最后⼀块遮羞布，让⼈直裸裸的看到了电影光环背后的残忍，以及拍摄者

对被拍摄者的“剥削”本质33。较之既往使⽤“⾃我反射⼿法”的纪录⽚，《操他妈的电影》对纪录

⽚的反省又推进了⼀步，由对“真实性”的反思推向了对纪录伦理的反思。关于纪录⽚的⼀些传

统信仰——⽐如⾼⾼在上的“⼈⽂关怀”，也受到了质疑。但是纪录⽚却因此⽽获得了更加坚实

的出发点。因为真正的关怀既不能隐匿主体，也不能失却⾃省。 

 

结 语 

私纪录⽚的丰富实践正在改变着我们对电影的认识：电影不只是⼯业，也不只是艺术，

它还可能属于⼀个家庭或者⼀个⼈。这⼀纪录⽚形态的蓬勃⽣长态势，既是电影⽣产⽅式变

⾰的结果，更是纪录⼼态和电影观念变更的体现。在世界电影史的历史长河中，本⽂论及的

纪录⽚形态其实存在已久，这不仅值得我们反思，同时也提供了认识这类创作的⼀个参照系，

搁在世界电影史的宏阔背景中，我们可能会更加⼼平⽓和也更加客观的看待这类电影实践。

私纪录⽚是⼀种相对与⼯业/专业中⼼的“边缘”存在，但却又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尤其是在

主流电影观近乎压倒⼀切的当今，这些边缘的存在显得更加珍贵，它的意义将会随着历史的

推移⽽获得愈加清晰的显影。 

																																																								
33	 康健宁的《当兵》也有这种自省的意味，主人公对着镜头（康健宁）说：“我恨你们！”然后片子到此结束。这

句出人意料的话，和作者这么出人意料的处理，足以引起镜头背后的人（包括拍摄者和观众）自省。	



 63 

 

英⽂标题：Changes	and	Challenges	of	Documentary	by	Self-Documentary	in	China	

	

	

	

	

	

	

	

	

	

	

	

	

	

	

	

作者：樊启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纪录片研究、教学和创作。	

	

	

该⽂由作者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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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着⼀种沟通实践： 

                  21 世纪中国的⼥性第⼀⼈称纪录⽚（节选） 

 

                                                                         余天琦 

 

个⼈化中国社会中的⼥性第⼀⼈称纪录⽚ 

    本⽂分析⼏位中国⼥性执导的第⼀⼈称纪录⽚。在后社会主义个⼈化进程的中国社会，

她们的记录实践可看成为⼀种突破性的亲密记录（intimate documentation）。在过去的 30 多年

⾥，中国经历了去集体化，或者说逐渐“松绑”（字⾯上意味着解开，或放松控制）的社会结构

的变迁。个⼈从“他或她的认定的、沿承的和⽣来社会特点所决定”[的情境]中解脱出来，并且

更加依靠他们⾃⼰。这看理解为“⾃我⽂化”（me culture）产⽣的原因之⼀。然⽽，这并不意

味着个⼈已经完全不受社会结构和社会准则的限制[20]。取⽽代之的是，⼈的⾝份从“‘给定的’

（given）向’使命’（task）的转变，并且将实现这个使命及其后果（或副作⽤）视为⾃⾝责任”。

本⽂所关注的两位中国知名⼥性导演就⾮常积极地通过电影实践挑战了她们“给定的”⾝份。在

这个意义上，她们是“我（i）⼀代”的重要部分——积极地解构她们的“给定的”⾝份，并且同时，

使⽤新的别样的业余记录⼯具 —— 即数字摄像机, 来协商⼀种新的沟通⽅式。作为电影⼈、

家庭中的⼥⼉，这两位⼥性导演的记录⾏动可被看成⼀种重新协商她们性别⾝份的⽅式。 

    两位⼥性中的其中⼀位是杨荔钠。出⽣于 1972 年，杨曾经受过舞蹈训练，并⼆⼗多岁的

时候任职于中国⼈民解放军剧院。在那些年间，社会和美学上的严苛环境让她逐渐不适应。

⾮常渴望表达⾃⼰的她，最后选择离开部队单位并去了北京开始新的⽣活。34 1996 年到 1999

年间，她开始使⽤迷你 DV 摄像机拍摄⼀群⽣活在北京的⽼年⼈的⽇常⽣活。这些影像成为

了她的第⼀部纪录⽚《⽼头》（Old Men，1999），并为她赢得了公共关注。《家庭录像》是她

的第⼆部电影，该⽚⽬的在于调查她⽗母离异的原因。 

    另外⼀位电影⼈是王分，她出⽣于中国刚开始实⾏经济改⾰的 1978 年。王分从九岁起就

进⼊了戏剧和表演学校。与杨不同，王分从未在国营单位⼯作过，因为当她在九⼗年代晚期

参加⼯作的时候国家已经不再包分配了。王分最先做的是特约演员的⼯作，接着她开始意识

																																																								
34作者对杨荔钠的采访，2010 年 7 ⽉。	



 65 

到⾃⼰想要成为⼀名导演，便借了⼀台摄像机，回到她的家乡江西，拍摄了她的第⼀部纪录

⽚《不快乐的不⽌⼀个》，同样关于她⽗母。35  

    2010 年，我跟王分约见于望京的某个⼤型购物中⼼⾥的现代餐厅（望京是北京东北部的

新开发起来的⼀个聚集了很多中产阶级的新区）。眼前炫⽬的现代公寓楼和⾼楼⼤厦反映了这

个国家在过去⼆⼗年间取得的巨⼤经济成就。我们开始谈论正发⽣着巨⼤社会变迁的中国带

给我们个⼈⽣活的变化。王分回忆了她在⼆⼗⼏岁的时候拍摄⾸部纪录⽚的⼀些经验。该⽚

是⼀个“私⼈旅途”，探索了她⽗母并不幸福的婚姻。“在那个时候，我⼤概只有⼆⼗⼀岁，但

已经是个成⼈了。我⾮常急切地想知道我⾃⼰，我的情绪，以及我是如何变成我现在的样⼦…

有⼀些事我当时并不理解，但又⾮常想知道...在此之前，⽗母是那个照顾孩⼦的⼈，但当我拍

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开始关⼼他们”。36  

    正是出于⾃我理解以及对家长与孩⼦之间沟通的渴望，王分带着⼀个数字摄像机回了

家。⽽当时，数字摄像机在中国已经⾮常容易能够买到。她将拍摄《不快乐的不⽌⼀个》看

做是⾃⼰成⼈的起点，因为当时她开始愿意在情绪上照顾她的⽗母。作为导演，王分相信这

部电影能够激起社会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婚姻问题和家庭事务的关注。37 但是，传统的儒家

家庭伦理将⼥性置于⽆权⼒和⽆声的位置。在很⼤程度上，⼥性扮演了⼥⼉和妻⼦的⾓⾊。

分别服从于⽗亲，丈夫和长⼦，这便是所谓的“三从”（Three Obediences）。然⽽，这两位⼥性

导演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服从传统的伦理原则，她们将⾃⼰作为强有⼒的作者之声（authorial 

voices）镌刻进了电影之中，并从摄像机的后⾯不断询问着问题。  

    作为⼀种话语过程，中国⼥性对伦理服从的反抗有很长的历史。⼗九世纪末刚进⼊现代

化是有了显著的变化。上世纪⼀⼗年代和⼆⼗年代的五四期间，⼀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新

⼥性”便积极地挑战了对传统中国⼥性的认知。38 但是在三⼗年代的“新⽣活运动”中，国民党

当局压制了这些“新⼥性”，并将她们视为对政治同⼀性和社会稳定性的挑战。这似乎与当下社

																																																								
35作者对王分的采访，2010 年 7 ⽉。  

36作者对王分的采访，2010 年 7 ⽉。此处为译者根据英⽂直接翻译。 

37作者对王分的采访，2010 年 7 ⽉。 

38 新⼥性包括了记者，⼩说家，剧作家，诗⼈和评论家，⽐如丁玲，冰⼼，萧红，秋瑾，张爱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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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流媒体以 ‘剩⼥’ 的语境批判⾼学历⾼收⼊的‘新⼥性’ 有种不谋⽽合。新中国成⽴之后，

《新婚姻法》等⼀系列的法规的推⾏和全国妇联的建⽴，性别不平等得以抵制。被赋权的⼥

性形象被⽤以建构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共产党将⼥性受害者从过去的封建社会

中解救出来，并帮助她们成为积极的⽆产阶级⼀分⼦。但是在五⼗年代到⼋⼗年代期间，尤

其在⽂⾰期间，共产党⾛向了另⼀个极端，即对⼥性特质的否认，⽽在很多情况中，性别阶

级仍然存在。尽管如此，与传统社会相⽐，⼥性地位在⽑泽东时期的中国⼤举提⾼。 

    尽管⼋⼗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改⾰⽽来的社会变化得以发⽣，中国的流⾏话语仍然

注重⼥性的家庭义务和职责。正如 Evans 写道，“‘柔软并且温和的’⼥性⽓质排在了最让⼈梦寐

以求的妻⼦的⽓质的榜⾸。将爱与性看做是快乐和稳定婚姻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且，这迅速

成为了衡量中国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准。尽管‘⼥强⼈’以及野⼼勃勃的⼥性企业家的形象

同时存在着，但[社会所]释放的主流信息仍然期待⼀位⾃然化的和情绪化的⼥性，温柔，并具

有同情⼼和爱⼼特质”。⾯对这样的主流话语，⼥性个⼈写作，作为“⼀种⾏为，⼀种对历史中

的⾃我⾝份进⾏的协商”的开始在⼋⼗年代出现，从⼥性的视⾓反传统地呈现了私⼈情绪、情

感、渴望以及性。这些书写遭遇了很多的批判，并被谴责为“隐私⽂学”（privacy literature）。 

    ⾯对这样的谴责，公共对于个⼈书写的态度在九⼗年代开始发⽣转变，并进⼊了“个⼈热”

（privacy fever）。这类⼥性⾃传式“个⼈化写作”（individualized writing）⼤量增长。但是，它

已经被包装成⼀种具有诱惑⼒的流⾏⽂化商品39，⽤来满⾜市场需求，以及（中国的）那些享

乐主义式、带有⾃恋的消费⽂化[25]182。尽管⼥性的个⼈写作为⼥性⾃⼰的声⾳凿刻出了⼀个

空间，但是⼤众对此的消费仍让⼥性的个⼈化的声⾳受制于市场的⼒量。因此，⼥性的既定

⾓⾊和她们新的独⽴声⾳之间的对⽴关系，以及私⼈的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对⽴关系变得更加

问题化。 

⼥性第⼀⼈称纪录⽚，这种通过摄像机探索在⾼速变化的社会中的⾃⼰家庭的关系，可

以被视为⼀种“DV 个⼈化书写”（DV individualized writing）。Judith Butler 指出反复性

（iterability）在⽂化建构的操演性中所扮演的重要⾓⾊，这就是说[存在着]“对规则的系统性和

限制性的重复”。作为⼥性导演，王分和杨荔钠“操演着”（performing）——但同时又挑战着

——‘顺从⼥⼉’，这个给定的刻板⾓⾊。通过重新联结⽗母的历史，她们主动地⽣产了⼀种新

																																																								
39 这包括了年轻⼀代作家的作品，包括卫慧，棉棉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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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母-⼥⼉”关系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两位⼥性的关于她们的⽗母婚姻

的第⼀⼈称电影可以被视为⼀种积极的沟通，她们的作品可以被视为⼀种“沟通实践”。从⽂化

研究的⾓度，Harriet Evans 从哈贝马斯的传播⾏动理论中受到启发，把“沟通实践”这个词⽤来

描述母亲-⼥⼉关系的变化模式。在我的研究中，⼥性导演试图在感情⽅⾯，与她们⽗母建⽴

联系，并积极改变了她们与⽗母原有的沟通模式。通过热情的反叛，⼥性的第⼀⼈称电影同

样作为⼀种社会/⽂化建构的⽅式。将 DV 摄像机作为沟通媒体，她们颠覆性地⽣产了⼀种新

的“⽗母-孩⼦”沟通伦理。 

 

⼀种强有⼒的作者之声 

    王分和杨荔钠并不仅仅是⽤⼥⼉的视⾓来看待她们的⽗母，更多的是作为⼀个“局外⼈”

的视⾓——⼀个对家庭有着责任的独⽴的个体，重新协商着作为⼥⼉所要尽的孝道。杨荔钠

使⽤移动视⾓镜头来制造⼀种对她的⽗母的主体性凝视，并使⽤镜头外的第⼀⼈称旁⽩来推

进叙事。⽽王分使⽤不同的⽅式。她制造了⼀种正式的“客观”的凝视，平静的和她的⽗母进⾏

对话，以图维持她作为⼀位“外来者”的地位。 

    在《家庭录像》中，杨荔钠试图挖出导致她⽗母分⼿、⽗亲与她的弟弟决裂的那些不可

⾔说的秘密。她将⾃⼰视为“观看者”（the seer），将摄像机的镜头和⾃⼰的眼睛相联，她也是

说话者，从摄像机之后发出⾃⼰的声⾳，她电影中的主体同样直接近距离地对她的摄像机说

话。这样的摄影⽅式证明了导演和主体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这与传统的纪实性“直接电影”

到纪录⽚模式截然不同，尽管后者对中国九⼗年代的独⽴纪录⽚产⽣过深刻影响。杨荔钠与

她家庭成员之间的私⼈关系使得她的摄像机能够进⼊私⼈的家庭空间。她⽤⼀种随意的⽅式

进⾏采访，并像仲裁⼈那样质询她的⽗母。当与她的母亲或是⽗亲说话的时候，杨荔钠的摄

像机从较⾼的⾓度看着他们。摄像机之后的她的声⾳听上去⾮常的坚定，近乎⼀种咄咄逼⼈

的架势。 

    电影的开场是⼀个近景，呈现了杨的母亲只穿着内⾐的躺在床上。杨的画外⾳说道：“我

想要调查我⽗母的离婚。如果你觉得这个事⽆聊，或者扰⼈，那我就停⽌”。她的声⾳是电影

中的第⼀个声⾳，并且让⼈⾮常清楚的知道是“我”拿着摄像机调查“我⽗母”的离异。接着杨的

镜头便对准了三位家庭成员，⽐较他们对于这个离婚的不同态度以及离婚带给整个家庭的后

续影响。⾮常有趣的是，母亲似乎并不介意将家丑曝光，相反的是，尽管她的⽗亲和弟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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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的两⽅，但⼀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加⼊电影。在得到母亲的⽀持之后，电影接着

开始呈现了她的⽗亲躺在另外⼀个房间的床上。接着摄像机镜头拉近⾄他的脸，她的⽗亲对

着取景器说：“你妈妈什么都不知道。她很⾼兴她要成为演员啦，是不？”杨⼤笑着回答：“当

然不是。你怎么这么想她？”接着电影切回母亲看着摄像机说：“告诉他好好想想这个。”接着，

摄像机跟随着⽗亲⾛，同时杨的画外⾳说道：“如果你不同意，我就⼀直这么跟着你。” 

    ⽗亲的拒绝可能来⾃于⾃我审查，也许他感觉谈论离婚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杨荔钠的

弟弟则认为回忆那些“破碎的过往”将会再次伤害到这个家庭。⼀个镜头中，杨的弟弟坐在⼀个

很暗的房间。在⼀个近景镜头中，他说：“我不⽀持这个。”杨荔钠坚持要拍，但是她弟弟说道：

“…如果我们都从⾃⼰的视⾓来谈的话，这会变成家庭战争…你这是伤害⼈...不要说了，把那

玩意⼉关掉...”。同样，她的⽗亲试图遮住镜头，并让杨停⽌拍摄：“最好不要做你会后悔的事。”

尽管如此，杨坚定的回应道：“...不，我会很公平的。”  

    在此刻，她并不仅仅扮演着⼥⼉的⾓⾊，⽽更像是⼀个有能⼒对这件事作出独⽴判断的

法官。尽管拍摄遭到了来⾃家庭中的两位男性的阻拦，但杨并没有放弃。她甚⾄⽤镜头记录

了她弟弟是如何斥责她的。在⼀个近景镜头中，杨的弟弟坐在客厅，他告诉杨：“我认为你有

点⽆耻”。杨却并不对此感到愧疚。相反，她承认了她的“⽆耻”，并从摄像机后开玩笑似地说：

“对，对，你是对的。我已经开始感觉我⾮常⽆耻…。”然⽽，她的⽗亲和弟弟最后都答应拍摄。 

    在采访之后，杨邀请母亲和弟弟⼀起来观看电影，并记录了他们的反应。这是我们第⼀

次看见她的母亲和弟弟在⼀块⼉，并且⼀起观看⽗亲是怎么想的。接着，尽管杨的母亲告诫

她不要把电影给⽗亲看，杨仍然坚持让⽗亲看她的电影。⽗亲的形象受到了挑战，这不仅是

因为电影告诉他需要记住家庭的⼀段隐秘的历史，同时也是因为导演使⽤母亲和弟弟的主体

记忆来介⼊⽗亲⾃⼰的记忆和判断。在电影的最后，杨说她希望这部纪录⽚能够重新联结由

于长期误解⽽导致的受到创伤的三位家庭成员。 

    在《不快乐的不⽌⼀个》，王分的第⼀⼈称⾝份通过作为 “观看者”和“编辑者”的⾃我铭刻

⽽强烈地表达出来。王的电影更加客观化⽽不是私⼈化的。她将摄像机放在⼀个三脚架上以

获取⼀个稳定视⾓，并⽤⼀种更加正式的⽅式进⾏了⼀些采访。她的⽗母坐在⼀个近景镜头

的中间，并直接看着镜头，⽽不是看着镜头后的王分。在关于杨荔钠⽗母的电影中，杨的⽗

母与杨之间的亲近关系让他们可以在镜头前能够尽情的展现⾃⼰。对他们⽽⾔，杨的电影更

像是她们的⼥⼉的业余的家庭录像练习，⽽不是⼀种新的纪录⽚电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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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杨荔钠⼀样，王分编辑了那些素材并且通过她个⼈的阐释建构了她⽗母的⾃⽩。在⽚

头，王使⽤了实验性的元素让她的⽗母“表演他们⾃⼰”。王分⽤快进的⽅式让我们看到两双⼿

的特写。这两双⼿撕开杂志中的像“婚姻”“爱情”和“家庭”等词语。接着，我们看到了⼀双⼿将

这些纸⽚扔进垃圾桶，⽽另外⼀双⼿将它们从垃圾中拾出。在接着的电影镜头中，摄像机镜

头拉近，同时我们看见了⼀对夫妻肩并肩站在⼀起。我们晚些便会意识到他们就是王的⽗母。

在接下去的镜头中，王通过她导演的表演介绍了她的⽗母的关系。这就是她想呈现他⽗母的

⽅式。 

    王的画外⾳只有出现⼏次，并且是⽤⼀种⾮常平静的⽆情绪的声⾳。与杨荔钠不同，王

分既不⼤声和⽗母争吵，也不笑他们，也不和他们⼀起流泪。她提问的时候的⾃然语调强化

了她作为家庭关系的旁观者的地位，同时创造了⼀个让她的⽗母可以⾃⽩并⾔说苦痛的空间。 

 

仍然是⼀种关系种的⾃我  

尽管杨荔钠和王分都在她们的电影中担当起叛逆的⾓⾊，从⽽挑战了传统⼥⼉的形象，她

们的作者声⾳并不是仅仅为⾃⼰⽽发，⽽是为了作为更⼤的集体的家庭⽽发。 

    在《家庭录像》中，杨连续交叉地拍摄母亲、⽗亲和弟弟，⽣产⼀种三⽅⾯对话的⽅式。

当其中⼀个⼈回忆某件往事的时候，另外两个⼈⽴即给出回应。他们的谈话揭⽰了暴⼒的家

庭历史出于母亲的婚外情。弟弟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告诉了⽗亲。从此，⽗亲便⼀直由于母亲

的不忠⽽殴打母亲。⽽离婚正是出于配偶间不可挽回的情感破裂。她弟弟同时也见证了家庭

暴⼒，从此对他的⽗母带有⼀种复杂的情感。电影揭⽰了紧张的⽗母关系和⽗⼦关系。 

 

图 2-4:《家庭录像》：杨连续交叉地拍摄母亲、父亲和弟弟，生产一种三方面对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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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杨荔钠并不是唯⼀⼀个担⼼家庭整体的⼈。她的母亲认为杨不应该把电影给⽗亲

看，因为这样会再次破坏近年来好不容易缓和的家庭关系。母亲特别担⼼弟弟会失去⽗亲的

遗产。但是在最后，杨还是让⽗亲看了电影。在电影的最后⼀个镜头，杨问她⽗亲是怎么想

的。⽗亲回应了她⼥⼉⼀个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电影学者 Yomi Braester 认为这个瞬间

显⽰了杨荔钠正是这部电影的最终主⾓[27]211。然⽽，我们可以看到，杨认为最重要的是作为

⼀个整体的家庭，⽽这也正是她电影的中⼼。杨认为电影拍摄给家庭成员⼀次重新检视家庭

关系的机会，并且是在更加深刻的层⾯上沟通，⽽这正是每个⼈都期待很久的。40 

    在《不快乐的不⽌⼀个》这部电影中，王分的摄像机主要关注妻⼦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电影的⼤部分都是对母亲/妻⼦和对⽗亲/丈夫的分别采访。经过交叉剪辑后让电影看起来是

两⽅的对话。电影呈现了夫妻对彼此的不满意。⽗亲⾸先谈论了⾃⼰的混乱的情感⽣活，以

及与其他⼥性的关系。母亲便接着说道：“我从未真正信任过她。”电影接着切换到⽗亲对他妻

⼦的抱怨，然后又切回到母亲对这个丈夫不加掩饰的仇视。两夫妻都是对着摄像机对着他们

的⼥⼉说的，并且看起来他们好像不知道这些采访将会在公共场合放映。 

    随着对话的推进，我们意识到夫妻之间存在的传统的伦理关系在王芬对于她家庭的描绘

中是看不见的。在中国的⽂化中，“三纲”（Three Cardinal Guides）中的夫为妻纲显⽰了妻⼦

对丈夫的爱，并保护他使他远离伤害，⽽“三从”需要妻⼦既嫁从夫。在⽑泽东时期，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的家庭伦理，新的社会主义“命令式”（commandership）道德观建⽴需要

⼀种平等和相互的尊重关系。但是，王的⽗母对她的摄像机的⾃⽩完全毁掉了看上去⾮常和

睦的夫妻关系。随着电影的继续，它揭⽰了王的⽗母的不幸福婚姻很可能是⽑泽东时期中国

变迁的社会政治⽓候的结果，因为⽗亲出于阶级的问题不能娶别的姑娘。在⼀个场景中，王

开了摄像机后让⽗亲独⾃呆着，并告诉他可以说些他想说的。⽗亲刚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

是他开始了⾃⽩：“就婚姻的问题，我熬了⼀辈⼦。为什么？因为我不能跟我爱的⼈在⼀起。

																																																								
40 作者对杨丽娜的采访，2010 年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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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不允许。但是我⼀点⼉都不喜欢的那个⼈成为了我真正的妻⼦。从那后，我没过过

⼀天开⼼的⽇⼦……”。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环节，独⾃⼀⼈的⽗亲究竟是对谁在述说？是在对他的⼥⼉诉说

吗？因为他知道⼥⼉最终会看这个。还是他在对⾃⼰述说以展⽰内⼼的痛？还是他对那些潜

在的观众诉说？因为他知道⾃⼰的独⽩将会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亲倾诉了导致他不幸福的

婚姻⼀部分原因是⽂⾰时期的阶级⽃争，在那时，跨越阶级的爱似乎是不可能的。 

⽗亲的个⼈⾃⽩这个情节与电影的最后⼀个情节形成鲜明对⽐。在电影的最后⼀个情节

中，王的⽗母快乐地肩并肩站在⼀起，对摄像机挥⼿告别。这个在⼀起的开⼼时刻是在摄像

机前的有意识表演，并且可以被解读为多重意义。是王芬导演的吗？她将⾃⼰的浪漫愿望加

注于⽗母⾝上。还是她的⽗母不知道对⽅在影⽚拍摄时说了什么，希望在摄像机前呈现和谐

的形象？或者说，这就是他们真实⽇常⽣活的⼀部分？因为他们还是希望给孩⼦⼀个完整的

家，并且他们吐露了并不想要离婚的意愿。在所有这些可能性阐释中，王和她的⽗母仍然⼗

分在意作为⼀个集体的家庭。 

 

放映的伦理 

    把相机对准⾃⼰以及⾃⼰的家庭可以是⼀个特别重要的⾃我理解的过程。王分认为拍这

部⽚⼦为她理解婚姻的意义提供了珍贵的指导意见。她说，如果没有拍这部⽚，她也会在晚

些时候理解这些问题。但是拍摄实践加速了这个过程。⽽在当时，她也正开始了⼀段感情。41 

现在，王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婚姻之路，⽽是与已婚的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艾未未⽣下⼀⼦。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王的选择是出于对她⽗母不幸福的婚姻的回应，但是这显⽰了她对传统婚

																																																								
41作者对王分的采访，2010 年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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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叛逆态度。⽽对于杨丽钠，来⾃她⽗亲和弟弟的评论，以及来⾃观众的评论，影响着她

如何审视⾃⼰与家⼈，⾃⼰与观众之间的关系。42 

写作这个⾏为，⼤多限制于⼀个⼈的空间，⾄少在发表之前。⽽⼥性导演们则迈出了更

远的⼀步。通过使⽤ DV 摄像机，⽽不是⼀⽀笔，她们创造了⼀种沟通的渠道。⼀⽅⾯，她

们与⽗母联结起来，⽽在另⼀⽅⾯，挑战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化的家庭关系，以及对⼥性的传

统价值观期。作为传统机构的家庭，定义了⼈作为⼀个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个体。在迅速变化

的中国家庭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她们的作品让⼈们开始重新审视家庭这个社会系统。尽管

她们的电影呈现了当代家庭关系的中问题，她们仍然将家庭视为⼀个能够为个⼈提供认同感

和安全感的集体。然⽽，同⼆⼗年代的五四新⼥性不同，也与⼋、九⼗年代那些试图建⽴⼀

种集体权⼒和社会意识的⼥性作家不同，这些⼥导演尚未⼴泛地集结起来。 

    两位⼥性可以称得上是⾮常反叛的。她们的拍摄实践挑战了她们的⽗母，在很多层⾯上，

也启发了她们的观众，批判了传统中国⼈对于被动顺从⼥性的期待。她们⽤电影捕捉住了家

庭成员的故事并让⼈关注伦理问题。通过放映，她们与数量有限的观众进⾏互动，也得到了

⾮常强烈的批判。如同杨荔钠的母亲在电影⾥说的：“这部⽚⼦将影响很⼤，但是它会让我们

看起来很不好，杨荔钠。” 《家庭录像》在过去的⼗年中仅仅放映三次，⼀次是在德国的莱⽐

锡电影节上，还有两次在中国国内。同样，《不快乐的不⽌⼀个》⾸先是在⽇本的⼭形国际

纪录⽚电影节（YIDFF）上播放，然后在北京放映过两次。王分回忆道，曾经有位国内的记者

很严肃的批判她的⽆耻。43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评论反映了在当代中国对个⼈的家庭问题公

开讨论的社会禁忌。 

																																																								
42作者对杨丽娜的采访，2010 年 7 ⽉。 

43作者对王分的采访，2010 年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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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否认杨荔钠和王分可能有为做导演的功利⽬的在拍摄这两部⽚⼦。在《家庭录

像》中，杨的母亲认为杨拍⼀部关于家庭的电影是“流⾏的”或者是⼀个“好话题”，并且也反映

了她个⼈的意图。如同杨说的：“我已经听我母亲说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我想也许我可以就

这拍⼀部电影，并且探讨别⼈是怎么想这个事⼉的。”44 然⽽，当电影真的拍出来并且放映给

更多的观众看的时候，家庭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个⼈的事了。两位导演收到的强烈批判让她们

开始质疑⾃⼰的动机。⾃此之后，她们没有拍过类似的纪录⽚。王分在 2008 年被资助拍⼀部

商业电影，之后也为帮艾未未——她孩⼦的⽗亲剪辑⼀些纪录⽚。⽽杨荔钠依然⼀直拍摄纪

录⽚，她把这个当事业，并已经给国外⼴播公司制作了⼀些纪录⽚，⼤多避免个⼈话题。 

    她们的⾃我审查让⾃我建构变得更加复杂。在当代中国，孝顺和家庭义务仍是⼥性个体

构建的重要⽅⾯。改⾰后的个⼈化的中国社会让⼥性在传统家庭以外的空间获得更多的⾃主，

但社会似乎并不接受⼥性公开挑战家长权⼒，也不太接受她们作为重新协商⽗母-孩⼦沟通模

式的⾓⾊。这也表明了社会并没有开放公共空间，让这些个⼈在不稳定的、家庭关系沟通有

碍的情境中去审视⾃⼰。⽽这种情境在很⼤的程度上，正是社会上所发⽣的极其剧烈的变化

所导致的。 

要挑战当代中国社会⾼度家长制、男权制结构（以及男权制的独⽴电影世界），杨荔钠

在 2013 年完成了她的⾸部故事⽚ Longing For the Rain (2013)。该⽚试图呈现富裕都市⾥中产

阶级⼥性最深处的欲望 －性欲，从⼥性⾓度公开探讨性，⽽这个话题极少被中国独⽴电影所

涉及，甚⾄连⼥性导演都鲜少呈现。45 据杨所说，该⽚尚未通过审查，主要在国际电影节，

																																																								
44作者对杨丽娜的采访，2010 年 7 ⽉。 

45 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chinese- director-yang-lina-china-431966 (2013 年 5 ⽉读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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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内独⽴影展所进⾏⼩规模放映。杨探索了那些在家长制的社会中不可见的“禁忌”，⽽她选

择从纪录⽚到故事⽚的转变，也似乎是未来躲避敏感的纪录⽚拍摄伦理。 

（本⽂英⽂原⽂出⾃：《China’s iGeneration: Cinema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 （ Bloomsbury, 2014 ） ⼀ 书 。 中 ⽂ 版 曾 发 表 于 《 瑞 相 馆 》 “ 瑞 象 视 点 ”  

http://www.rayartcenter.org/?p=9299） 

作者：余 天 琦  纪录片及非虚构影像制作人｜研究者   

2013-2015 年任教宁波诺丁汉大学，2016 年调入上海交大—美

国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电影和影像研究 副教授。研

究第一人称纪录片、散文电影、影像与记忆、家庭业余影像。《’My’ 

Self On Camera: First Person Documentary Practice in 21st 

century China》（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作者，《 China’s 

iGeneration: Cinema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 for 

Twenty-first Century》(Bloomsbury 出版社)联合编者，裴开瑞

等著《银屏中国》(China on Screen)中文版联合译者。影像作品

包括《梦寻深圳》(Photographing Shenzhen, 2007)、《关于家的记忆》(Memory of Home, 

2009)、《中国梵高》(China’s van Gogh, 2016)。 

 

译者：邱子桐，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文

学院访问学者(2013-2016)。 

沈洁，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新闻 11 级学生。 

 

 

 

 

 

该⽂由作者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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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常⽣活经验的“私影像” 

 
                                                                          李瑞华  

 

    随着影像制作⼯具的普及、影像传播渠道的拓展，普通⼈也可以成为影像⽣产者和传播

者。 

将镜头对准、拍摄⾃⼰或者周边朋友⽣活的“私影像”，已经成为现代⼈⽇常⽣活经验的重要组 

成部分。 

 

    私影像成为⼈们表达⾃我的重要⼿段 

    在影像制作⼯具并不普及的时代，私影像主要集中在纪录⽚、艺术电影和先锋电影领域，

例如国内外制作⼈、学者提及的“个⼈电影”、“第⼀⼈称电影”、“⽇记电影”、“⾃传纪录⽚”等

概念，都属于私影像范畴；如今，DV 摄像机、⼿机以及更多带有视频录制功能的⼯具已经

获得⼴泛应⽤，私影像与普通⼈的⽣活产⽣密切联系，成为⼈们表达⾃我、保存家庭记忆的

⼀种重要⼿段。 

私影像⼤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类是⽇记电影，即像⽇记写作⼀样拍摄⾃⼰⽣活、根

据⽇积⽉累的素材剪辑⽽成的影⽚，像美国实验电影“教⽗”裘纳斯·马卡斯(Jonas Mekas)从

1949年开始，坚持拍了60余年“⽇记电影”。第⼆类是家庭肖像电影，集中记录⾃⾝家庭，表现

家庭关系，或者试图通过“⾃我暴露”来解决家庭危机，像中国导演王芬的《不快乐的不⽌⼀个》、

杨荔娜的《家庭录像带》和胡新宇的《Zigui》等都属此类。第三类是⾃画像电影，是揭⽰⾃

我、展开⾃我对话的影⽚，典型代表作品如安东尼奥尼的作品《⽶开朗基罗的凝视》。第四

类是家庭录像。如果说前三类是经过筛选、剪辑⽽成的作品，那么家庭录像则指那些不以完

成作品为⽬的的“素材”，它们多为留存档案⽽拍摄，未必经过后期加⼯。由于私影像的制作极

度⾃由，上⾯⼏类私影像之间并⾮泾渭分明，⼀些影⽚——如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的歌

喉》、吴⽂光的《治疗》等往往混合了⼏种类型的特征。 

 

    私影像具有个⼈化、私密性、主客体合⼀等特征 

⽆论哪种类型的私影像，⼤致⽽⾔都具有以下⼏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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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化的制作⽅式和⽴场 

    “私”⾸先代表着个⼈的、⾃⼰的，私影像的拍摄者不是专业、庞⼤的制作团队，通常是单

枪匹马的个⼈，他们甚⾄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要你能够拿稳摄像机，每⼀个⼈都可以成

为私影像制作者；它尊奉个体主义和个⼈⽴场，并不为任何媒体机构或国家机器代⾔，⽽是

个体⽣命⾃由书写的体现，或者纯私⼈化的家庭记录。 

 

⼆、私密性题材 

“私”同时意味着秘密、隐私、不公开。私影像通常聚焦相对单⼀、封闭的私⼈空间，私⽣

活与私⼈性的⽣活感受通常是其主要内容。它不但包括⾃⼰的家庭⽣活，也包括朋友的⽣活，

或者他们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共同经历等。值得⼀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不涉及公共

空间、公共话题和公众事件，更不意味着私影像社会意义的消解。 

 

三、主客体合⼀ 

私影像在制作模式和电影⽅法上与传统的影视⽣产⽅式拉开了距离。在这 

⾥，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距离取消了，镜头后的制作者也是镜头前的拍摄对象，主客体

是统⼀的。私影像呈现的是制作者⾃⼰的真实⽣活和感受，⽅法上也不拘⼀格，没有条条框

框的束缚，内容上常偏重⾃我反思与内省，展现⼈⽣的冲突、创伤、普通⼈⽣的价值观念和

社会⼤变⾰中的⼈⼼悸动等，是⼀种主观⾊彩⾮常鲜明的影像类型。 

 

四、背向观众 

    私影像的制作过程是背对观众的，这点它和⾯向观众的商业电影及电视影像区别开来，

⽽与“作者电影”很相似，它并不取悦观众(但并不排斥观众)，或者说根本没有明确的、对象化

的⽬标观众。它如同作者的絮絮私语，不反对聆听，但不为聆听⽽存在，仅仅记录作者所经

历和见证事件、情感，他们在⾃我表达，⽽并不关⼼是否有⼈分享。基于这⼀点，“论⽂电影”

或“散⽂电影”(essay-film)——例如迈克尔·摩尔的《华⽒911》、摩根·斯巴洛克的《超码的我》

等，并不被划⼊私影像的范畴，因为这类影⽚是⾯向观众的，作者反映某个问题，并愿意和

观众分享其观点，有和观众进⾏沟通的诉求，甚⾄尝试说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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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碎⽚化 

私影像数量庞⼤，其题材涉及社会⽣活的⽅⽅⾯⾯，⽽且风格多元，制作不拘⼀格。这

些呈⼏何级数递增的私影像散布在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中，部分进⼊影展得到了有限的

传播，或者通过电视、⽹络、⼿机等媒体进⼊⼤众传播领域，成为海量信息中的影像碎⽚。

很多私影像的内容本⾝也是碎⽚化的，它取⾃⽇常，未经过周密策划，拍摄较为随意，看似

不甚着⼒，信⼿拈来⽽成，有的制作者甚⾄故意回避经典结构和常规叙事技巧，更看重⽣活

细节本⾝的戏剧性，其主题也通常是丰富、暖昧、多元的。 

 

    私影像丰富了⼈们对影像艺术的理解 

    个⼈影像书写已经呈现为⼀种⽂化现象，有关⽣命历史的叙述蔚为风潮，私影像并不是

⼀种孤⽴的个⼈书写样式，它与先前已经存在的艺术形式有着共⽣的⾎脉关系，如⽂学中的

私⼩说、回忆录、⾃传和⽇记，美术领域的⾃画像，摄影领域的私摄影等，都和私影像有着

类似的⽣成机制和⽂化⽣态背景。这些个⼈书写样式连同如今⾮常勃兴的访谈、民族志、个

案研究、个⼈⽹站、博客和微博等，成为⼀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重⼼，⼀些海外学⼈甚

⾄造出新词——⽣命书写(life writing)来加以概括。 

    作为⼀种叙述⾃⾝的⽣命书写样式，私影像对普通⽣命⾃主、⾃由的书写，让个体⽣命

获得⾝份认同和尊重，让个体价值得到确认和肯定。这⼀书写既是内容——历史不再只由少

数英雄⼈物构成，万万千千普通⼈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缔造者，每个⼈的故事都值得叙述和

聆听；同时也是⾏动——历史不再只由掌握话语权的机构书写，普通⼈也是历史的书写者。 

    私影像丰富了⼈们对影视、影像艺术的理解，电影绝不只是电影院⾥放映的那些商业⽚，

影像也不仅仅只是电视屏幕上为了赢取收视率、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进⾏公众教化的那些

电视节⽬，影像还有更多的类型和发展空间。从某种意义上，私影像是“反艺术”、“反电影”的，

它们消解了⼈们对艺术和电影的惯常认识，不受既往艺术“准则”、电影语法的束缚，天马⾏空，

⽆拘⽆束，甚⾄反过来为商业电影和电视节⽬制作提供启发和养分。 

    私影像通常还是制作者认识⾃⾝、对⾃⼰进⾏内⼼清理的⽅式和途径。这种直⾯⾃⼰的

过程，常常令作者的思想、⾃我意识发⽣转变，或者通过影像制作过程从创伤经历中获得内

⼼的⾃我修复。这也是很多私影像都涉及创伤体验的⼀个重要原因。像《不快乐的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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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录像带》、《夜莺不是唯⼀的歌喉》等作品，都探讨了家庭⽭盾和情感创伤，摄影机

成为作者及其家庭成员倾诉和表达不幸的渠道，制作者试图通过“⾃我暴露”探究真相，清理内

⼼积淤，实现⾃我救赎。 

    由于私影像常常涉及私密⽣活和私密体验，通常会引起观众的道德焦虑和不安，私影像

在传播过程中常常引起⼈们对纪录伦理问题的探讨。不过私影像本⾝就是⾯向⾃⼰、背向观

众进⾏创作的，对于制作者⽽⾔，更⼤的障碍在于⾃⼰能否具有直⾯⾃⾝的勇⽓，以及进⾏

⾃我解剖时究竟能进⾏到多⼤的程度，⽽那些在观众和学者间⼴为讨论的伦理问题，更多产

⽣于传播过程，诞⽣于它们进⼊⼤众传播领域之后。 

 

 

 

 

 

 

 

 

 

 

 

 

 

 

 

 

李瑞华，自由摄影师，曾供职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该⽂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9 ⽉/28 ⽇/第012 版  新闻传播学 

该⽂由作者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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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管窥 
——探究私纪录⽚的导演意识与纪录伦理 

                                                                       成维纬 

                                             （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上海 200120） 

 

【摘要】 私纪录片以其特有的表现方式，独树一帜的影像魅力丰富着纪录片的类型，展现

出独特视角下的“生活”。它将镜头对准自己或家人或朋友，导演进入被拍摄者隐秘的空间

可谓是轻而易举，导演意识的介入无疑会对纪录片里所呈现的内容有很深的影响，这对纪录

片中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拍摄者与被摄者的特殊关系，在拍摄私纪录时如何对待被拍

摄者，怎么样去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这其中的纪录伦理问题值得思考。 

 

【关键词】 私纪录片；导演意识；纪录伦理  

【Abstract】 Self- documentary by its unique performance way and unique image to enrich the 

type of documentary. It put the camera focused on himself or his family or friends, director of the 

space was photographed in secret is is easy. However, The director of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onsciousness will no doubt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content of documentary. It is a challenge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documentary. Because of the photographer and be taken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How to treat the photographed?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deographer and the photographed? The documentary ethical question worth we thinking about. 

【Keywords】 Self- documentary; Director consciousness; Documentary ethics 

 

⼀、引⾔ 

    近年来，“私纪录⽚”的兴起犹如⼀股新鲜⾎液注⼊到纪录⽚的创作中，它以其表现内容

极为私⼈⽽受到⼴泛关注，李凝导演的《胶带》（2010）便是时下受到关注的私纪录⽚之⼀。

在影⽚中，他⾚⾝在冰河中游泳、与家⼈⽆休⽌的争吵、同某个⼥⼈的短信交流等这些⼗分

私⼈的内容，都被导演⼀⼀呈现于镜头前。导演试图通过这样⼀部私纪录⽚，来探索⾃⼰和

这个社会即所谓“私”与“公”的关系。这种极为私⼈⽣活的展现，带给我们强烈的冲击的同时，

也引发着我们对于私纪录⽚的思考。在呈现私⼈空间的背后，有多少是来源于导演意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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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呢？这种导演意识的介⼊是否与纪录真实相违背呢？在私纪录⽚中如此展现被摄对

象的个⼈隐私，这其中的纪录伦理值得我们思考。 

 

⼆、私纪录⽚的起源 

追根溯源，“私纪录⽚”的概念最早来源于⽇本学者那⽥尚史借鉴⽇本传统⼩说中以暴露

隐私和表现⾃我⽽著称的“私⼩说”的概念，使⽤“私纪录⽚”这个术语，指视觉艺术家直接拍

摄⾃⼰或记录私⼈环境的作品。[1]⽽正是因为“私纪录⽚”的表现内容是⼗分私密的，因此通

常会与“⽇记电影”、“家庭录像”等类型的影⽚联系起来。以拍摄⾃⼰或与⾃⼰有着亲密关系

的⼈为表现对象的纪录⽚更是私纪录⽚中最为核⼼的部分，因此本⽂将着眼于私纪录⽚中以

表现⾃我或记录⾃⼰家⼈的作品来做讨论分析。 

（⼀）、 私纪录⽚产⽣和发展的原因 

    私纪录⽚作为⼀种记录隐私⽣活的纪录⽚形式，它的产⽣和发展根植于观念的变迁和科

技的进步。隐私公众化的观念变化，让创作者开始触碰⼀些涉及个⼈隐私的题材。⽽更为低

廉的 DV 摄影机的出现以及⾮线性剪辑软件都为私纪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些背景之

下，私纪录⽚从⽽不断发展。 

1. 观念的嬗变：隐私公众化的趋势 

罗兰•巴特说过：“摄影的年代恰恰吻合将私⽣活带到公众之前的年代，或者是创造⼀个

新的社会价值的时代，亦即将私密公众化，私密被公开地消费着……”[2]随着“私摄影”和“私⼩

说”的产⽣，同样作为影像创作的纪录⽚受到隐私公开化的观念影响，逐渐将⽬光投向⾃⼰

或是家⼈，开始创作出以⾃⼰或是家⼈为被摄主体，展现私⼈⽣活的私纪录⽚。    ⽽在中

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众传播领域发⽣了⼀个⾮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们能

够通过⼤众媒介谈论隐私世界，使得曾经仅⽌于私下或者在有限的⼈际环境下进⾏传播的隐

私话题通过⼤众媒介进⼊公众视野。[3]在 20 世纪后期社会变⾰的深刻影响下，⼈们的观念逐

渐变得开放起来。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的⼴播夜谈节⽬，到后来的协调⽼百姓情感、⽣活的

节⽬，公众的隐私慢慢变得公开化。报纸上的报道也改变了以往单调的报道基调和内容，变

得多样化和⽣活化，开始不仅关注⼤领域的问题，也将⽬光投向普通⼈的⽣活和私⼈化的领

域中。 

随着⽹络时代的到来和互联⽹⽤户的不断上升，让隐私公开化的范围以⼀种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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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扩⼤，很多⼈的隐私以⼀种毫⽆察觉的形式被公开化。也许你只是随便在⽹络上发布⼀

个讯息，下⼀刻就会被很多⼈看到、评论，以⾄于通过⽹络进⾏“⼈⾁搜索”都不是什么稀奇

的事情。 

⼴播、报纸、电视、⽹络这种具有隐私半公开性质的媒介，让⼀部分⼈找到了倾诉的窗

⼜。在这些媒介上，⼈们可以找到⼀个合适的⽅式将⾃⼰⼼中的困苦抒发出来。因此在 

隐私公开化的观念影响下，⼈们愿意去接受具有隐私半公开性质的媒介，⽽影像创作者

则受其影响开始将摄影机对准⾃⼰或是家⼈，开始私纪录⽚的创作。 

2. 技术的⾰新：便携 DV 和⾮线性软件的出现 

著名的活动电影技师雷斯⽡•马绍斯基曾预⾔：“影⽚昂贵的价格将下降到民众伸⼿可及

的程度。”⽽这个预⾔，在今天成为了现实。⼩型摄影机的出现，让影像的创作不再像从前

那么“⼩众化”、“神秘化”。DV 简单易学的操作⽅法、相对低廉的价格，为众多的影像创作爱

好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更⼴阔的空间。⽽⼩巧轻便的 DV 脱去了摄影器材笨重⽽又难以携

带的外⾐，让影像创作的内容和视野更加的宽⼴。也正如法国新浪潮导演阿涅丝·⽡尔达在

⾃⼰的传记纪录⽚《阿涅丝的海滩》中所⾔的那样：“得益于新型的⼩玩意，我甚⾄可以⽤

⼀只⼿拍摄另⼀只⼿。”纪录⽚创作的内容也不再归于社会视⾓，变得相对个⼈化、私⼈化。

体积⼩巧的 DV 也相较于以前笨重的⼤摄影机⽽⾔，更容易进⼊⼀个⼈的私⼈空间，减少摄

影机的存在感。因⽽纪录⽚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泛，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和⾮专业⼈⼠也开

始拿起摄影机记录下⾃⼰⾝边的私⼈⽣活。 

⽽很多电视台、电影节也为影像创作爱好者拍摄的 DV 作品开放了⼀个展⽰的舞台，⽐

如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爱拍电影》栏⽬、北京⼤学⽣原创影⽚⼤赛、“云之南”纪录影像

论坛等，甚⾄很多新闻栏⽬都开设了市民随⼿拍新闻的活动，让很多⾮专业的影像创作爱好

者有了展⽰的平台。从以前讲述故事的⼈是电视从业者变为现在的讲述者则是百姓⾃⾝，看

似简单的由“讲述⽼百姓⾃⼰的故事”变为“⽼百姓⾃⼰讲述的故事”，这看似微⼩的变化其实

是⼀种观念上的巨⼤改变，它使得纪录⽚话语权的⼤众回归具有某种可能。[4]这样⼀种在观

念上的变化，也让⼀部分创作者把⽬光投⼊到⾃⼰的⾝上，拿起摄影机讲述⾃⼰的私⼈故事。 

    操作简易的⾮线性剪辑软件的出现，也让影像创作的⾃由归还给了个⼈。⼈们不再会因

为复杂的专业剪辑软件和买不起剪辑机器⽽头疼，更多的⼈可以通过简单的学习完成⾃⼰的

影像创作。这些使得影像创作不再是少数⼈的特权，更多的⾮专业⼈⼠也加⼊到影像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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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因为没有受到传统拍摄观念的束缚，因⽽在拍摄上更加随意，在创作上也不是为了营

⽣，拍摄纪录⽚就像是做⼀个关于⾃⼰的影像⽇记⼀般。 

在这些背景之下，作为影像创作者，也开始将⽬光不仅仅局限于拍摄⼀些社会题材的内

容，将拍摄的对象转移到了与⾃⼰有着亲密关系的⼈⾝上，开始拍摄⼀些涉及个⼈隐私的题

材，纪录⽚的范围也为之扩展开，向私⼈化的领域触及，职业化或⾮职业化的影像创作者开

始触及个⼈隐私范围，创作出⼀定数量的私纪录⽚。   

（⼆）、 中国私纪录⽚发展现状 

追寻中国私纪录⽚的发展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有⼀些家庭纪录

⽚和教育纪录⽚中，有的制作者也拍摄了亲⼈的镜头——如孙明经的《苏州名胜》（1934）

和刘呐鸥的《持摄影机的⼈》（1933-1934）等。[5]《苏州名胜》纪录的是孙明经的妻⼦和她的

同学⼀起游园的画⾯。《持摄影机的⼈》则是由 3-8 分钟的五个段落组成，合计 30 分钟。在

这部纪录⽚中，拍摄的主要是街头见闻、游记和家庭⽣活⽚段。但由于当时拍摄的摄影机和

记录的胶⽚都属于珍贵的特殊产品，保存和传播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这类影⽚在当

时也不成规模。 

从 40 年代⾄ 90 年代之间，由于历史和观念的原因，涉及⽐较隐私的事情⼈们并不愿意

拿出来“展⽰”， 谈论隐私问题还仅仅只限于在⼈际交流间。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和“⽂ 

以载道”的儒家思想下，纪录⽚⼯作者缺乏⾃由的创作空间，因⽽这⼀时期中国私纪录⽚的

作品不为⼈所知或是极为少。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在“隐私公开化”这⼀观念影响之下，⼀部分创作者开始改变原

有的创作观念。他们不再隐藏在镜头之外，⽽是主动将镜头对准⾃⼰或⾝边最亲密的⼈，以

最⼤程度地贴近真实⽣活，使得拍摄的纪录⽚如同⽇记⼀般趋于私⼈化和随意性。⽽ DV 摄

像机的问世以及操作简易的⾮线性剪辑软件的出现和个⼈电脑的普及也都为私纪录⽚的发

展创作了条件。影像创作不再以⾼昂的价格和复杂的操作⽅法⽽拒⼈千⾥之外，在这⼀时期，

很多“⾮科班”出⾝的⼈们也加⼊到影像创作的⾏列中来。原是录⾳师的汤湘⽵⽤两年多的时

间拿着买来的 DV 跟拍了⾃⼰的⽗亲——《⼭有多⾼》（2002）。拍摄的初衷源⾃导演汤湘⽵

的妻⼦怀孕期间，却获悉⽗亲中风的消息。同时遭遇了两种不同的⽣命情境，促使导演将镜

头对准了⾃⼰的⽗亲，仔细聆听⽗亲的沉默。没有复杂的拍摄⼿法，导演只是通过那细腻多

情的画⾯取代⽗亲⼼⾥难以抒发的千⾔万语。我们透过那抒情、娓娓道来的微观⾓度，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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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导演⼀起追寻⼈⽣记忆的源头，感叹着⾯临⽣命交替时的⽆奈与感怀。 

    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私纪录⽚已经形成了⼀定的规模，也有⼀⼩部分私纪录⽚所被

⼈了解，⽐如杨荔钠《家庭录像带》、唐丹鸿《夜莺不是唯⼀的歌喉》、王芬《不快乐的不⽌

⼀个》、舒浩仑《乡愁》、胡新宇《姐姐》、《男⼈》等。但由于私纪录⽚创作内容的特殊性和

敏感性，绝⼤多数中国的私纪录⽚都是透过国内外影展和交流性质的⼩范围传播所被⼀部分

⼈所知晓。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们的观念更加的开放，传播渠道不断的完善，会有更多

优秀的私纪录⽚为我们所知。 

三、私纪录⽚的特点 

    私纪录⽚以其特有的表现⽅式，独树⼀帜的影像魅⼒丰富着纪录⽚的类型，展现出独特

视⾓下的“⽣活”。有别于历史纪录⽚的宏⼤叙事，也不同于有些纪录⽚展现的是边缘⼈群，

私纪录⽚也具有⾃⼰鲜明的特点。它抛开那些宏⼤的创作题材，以⼀种细致⼊微的观察⽅式，

将镜头对准⾃⼰或家⼈，细细审看这看似平常的⽇常⽣活。 

（⼀）、 展现对象：⾃⼰、亲⼈、朋友 

私纪录⽚同许多纪录⽚⼀样，记录的是普通⼈的⼀种⽣活，触发的是我们关于⼈⽣、关

于⽣活的思考。它所表现的对象虽然对于⼤多数⼈⽽⾔没有什么特殊的，是⼀种关乎普通⼈

的⽇常⽣活。但从导演的⾓度出发，它的“不普通”在于摄影机直接对准的是导演⾃⾝或是与

其有着亲密关系的家⼈、朋友等，因为彼此之间密切的关系，很容易进⼊他们的私⼈领域，

展现出⼀般⼈难以看到的“私”的⼀⾯。 

《治疗》是吴⽂光导演在母亲去世后，当他在整理母亲的影像素材过程中，⼀些之前没

有留意的细微之处重新再现，⼀些往事重新恢复。重新⾯对母亲的活动影像，⼀个已经消失

⼈世的亲⼈突然那么栩栩如⽣地活动起来，说话、表情，⼀切宛如昨天，于是导演⽤这样⼀

种形式做⼀次让母亲重新“活”过来的尝试。在影⽚中，他将镜头直接对准了⾃⼰，带领我们

⼀同去寻找有关他母亲的记忆。就如同⽚中他在⼀⽚漆⿊的房屋⾥，打开的那盏⼿电筒，光

所及之处就是他所展现给我们的私⼈记忆。他的读⽩“关于母亲的东西都是关 

于治疗的东西”，他学⽣时代的⽇记，关于他母亲曾经的影像画⾯，向我们展现他回忆的同

时，也将他⾃⼰曾经隐秘起来的感受呈现在我们⾯前，让我们看到了⼀个真性情的他。 

（⼆）、呈现内容：隐秘的个⼈世界 

    “拍电影有两种，⼀种是你看别⼈，看社会，还有⼀种是反过来看⾃⼰。”[6]⽽私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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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属于后者。由于私纪录⽚所表现的对象是⾃⾝或与⾃⼰有着亲密关系的⼈的缘故，从⽽可

以毫⽆阻⼒地进⼊私⼈空间，窥探那些常⼈⽆法进⼊的领域。因此相较于⼀般的纪录⽚，它

在呈现内容上更加倾向于展现私⼈的⽣活，分享私⼈的感受。它将镜头对准了看似平常又普

通的⽣活，当细腻镜头捕捉下的真实私⼈⽣活⼀帧帧展开时，那些有关私⼈⽣活和感受的东

西⼀点点化开来。 

    在《治疗》中，吴⽂光导演⽤镜头带着我们进⼊了他的“私⼈空间”。⽇记作为⼀种记载

个⼈⽣活，记载个⼈感受的东西，总是与个⼈隐私联系在⼀起。⽽透过镜头，导演将记录他

⼆⼗多年⽣活的⽇记本⼀⼀摆放在了桌上。他随⼿拿起了⼀本⽇记翻阅，读起了他学⽣时代

所写的或与母亲有关的⽇记。将可能是他曾经从未与⼈分享的故事，现在⼀⼀都呈现了出来。

⽽他母亲⽣前的影像⽚段，他此时此刻的内⼼感受，“不敢⾯对她以前的活动影像，好像她

活过来了⼀样”等，都毫⽆保留地展现在我们⾯前。 

（三）、表达⽅式：⾃我⼼理写照 

私纪录⽚作为⼀种⼗分⾃我的影像产物，在表达⽅式上遵循的是⼀种对于⾃我的⼼理写

照。如果说拍电影如同临摹佳作⼀样，要遵从于种种规定的话，那么私纪录⽚则像是⼀幅让

⼈可以⾃由创作的画作。私纪录⽚的创作者脱离种种形式的束缚，⽤⼀种⼗分个⼈化的表达

⽅式，让影像创作的内容都归于⼀种纯粹的⾃我内⼼写照。虽然打破了那些看似不可破的条

条框框，但在这样⼀种带有鲜明个⼈风格的影像创作上，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全新的，从未有

过的。⽽这样⼀种⾃我⼼理写照的背后，⼀部分是由于它的内容是⼀种“私⼈⽇记”的形式，

另外很⼤⼀部分也是由于私纪录⽚创作者决定的。在私纪录⽚的创作者中不乏很多⾮职业的

作者，如胡新宇、杨荔钠、李凝等。私纪录⽚作为⼀种⾮职业化创作，是对传统职业模式和

专业标准的反叛和消解。[7]因此私纪录⽚创作者以⼀种不受束缚、充满⾃我态度的⽅式，让

那些私纪录⽚带有鲜明的个⼈风格。这些私纪录⽚创作者让影视创作的领域扩展得更为⼴阔，

那些个⼈或家庭中的私密空间被展现在了镜头前。⽽那些镜头内的空间，则充满着他们⾃⼰

的个性。每⼀个创作者的私影像都是不可复制的，有其⾃⼰独特的地⽅。  

在私纪录⽚《治疗》中，母亲是影像创作这⼀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导演吴⽂光将整个

影⽚结构分成了母亲——回忆——现在时——治疗与⾃我治疗，导演⽤⾏为艺术的⽅式来表

现他在治疗与⾃我治疗中的状态。起初只是在空旷的房间内缓慢⾏⾛，进⽽变为承受着镜中

⾃⼰的重量，最后变为爬在地上，⼀⼜⼀⼜⽤⼒吞噬着长条的餐⼱纸。在最后吞噬餐⼱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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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吴⽂光表情⼗分痛苦、狰狞，整个镜头长达三分钟。这让影⽚充满着强烈的个⼈风

格，又带着很强的实验特征。⽽导演也毫不忌讳地将创作的过程展露于镜头前，⽐如在创作

时的初衷、在剪辑影⽚时的状态等，这些都是在⼀般的纪录⽚中是看不到的，⾃我反射的⼿

法运⽤让私纪录⽚更加充满个⼈特点。 

四、私纪录⽚中的导演意识 

由于私纪录⽚中拍摄对象是⾃⼰或是与⾃⼰有着亲密关系的家⼈、朋友，因⽽导演意识

的介⼊⽆疑会对纪录⽚的真实性产⽣影响，有时甚⾄导演可以操纵某些“情节”。⽽“真实”与

“虚构”似乎是⼀条划分纪录⽚与剧情⽚的界线，若把真实看作是⾃然⽽然发⽣的事情的话，

那么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其实是不复存在的。不论纪录⽚的拍摄对象是你不太熟悉的陌⽣⼈还

是与你有着亲密关系的家⼈，只要你的摄影机镜头对准他们，⼈总是本能地会有⼀些改变，

或许摄影机不进⼊他们的空间的时候，你看到的会是另外的⼀番景象。纪录⽚称其为纪录⽚

的前提应该是真实的，但纪录⽚的真实是什么呢？  

（⼀）、纪录真实的相对性 

约翰•格⾥尔逊将纪录⽚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拍摄纪录⽚就如同画家站在⼀

⽚美丽的风景前，进⾏写⽣⼀般。不可能捕捉到每⼀处的⼩细节，总是会有所侧重的进⾏加

⼯和处理。但你不会因为画家所描绘的图景和你亲眼所见的不⼀样⽽说他是虚构的，以此来

判断他画作的好坏。纪录⽚的魅⼒也正是在于它通过记录下那些我们或熟悉或不熟悉的事物

来进⾏⼀次创造性处理，带给我们⼼灵的某种感悟和触动。有时拍摄纪录⽚会因为种种原因，

⽆法第⼀时间捕捉到真实的⽚段，⽽不得不进⾏“真实再现”，这种导演有意增加的“桥段”并

不能单纯的视为“真实”或者“不真实”。在很多纪录⽚中都曾出现过“真实再现”的场景，⽐如

弗拉哈迪的《北⽅的纳努克》中就有“真实再现”的成分。著名的捕猎海豹的场⾯中，海豹便

是事先准备好的。但这⼀导演有意安排的场景并没有影响影⽚的真实性，反⽽让我们更为全

⾯的了解了纳努克⼀家⼈的⽣活。因此只要是基于曾经发⽣过的，基于真实事件的基础上⽽

进⾏的“真实再现”，也并不违反纪录⽚的纪实美学，有时反⽽可以弥补纪录⽚不能拍摄到真

实场景的不⾜。 

拍摄纪录⽚作为⼀种⼈主观性介⼊的活动，导演意识的介⼊也会影响到纪录⽚的真实性。

这也可以追溯到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的纪录电影创作潮流，“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

对于纪录⽚“真实”看法的分歧。“直接电影”认为纪录电影应该是对现实的纯粹纪录，在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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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捕捉真实，反对在纪录⽚中使⽤虚构⼿法；⽽“真实电影”则认为纪录电影不应该纯粹

地纪录现实，应该主动地去挖掘真实，不排斥在纪录电影中采⽤虚构策略。虽然这两种流派

的创作观点有截然不同的地⽅，但导演意识的介⼊有时还会挖掘出真实背后的真实。⽐如在

私纪录⽚《三⾥洞》（2007）中，导演有意识地去采访那些同他⽗亲共事过的⽼矿⼯，去询

问有关那个年代矿上的⼀些情况，记录下他们的回忆和⽣活的同时，也从不同的⾓度挖掘出

了属于当时那个年代的“真实”。虽然那个年代已然过去，但关于那个年代的点滴⽚段留在了

我们脑海中。导演林鑫在《导演⾃述》中写道：“作为⼀个纪录⽚制作者，你没有权⼒去阉

割⽣活。你应该明⽩你的⾝份是卑微的，你只能⼩⼼翼翼地像仆⼈⼀样，尽可能忠实地将复

杂的暧昧的⽣活转化为影像。任何居⾼临下的审视、同情和武断都会使你记录下来的影像显

得可疑。”我想正是如此，才让《三⾥洞》充满着真实的质感。 

我认为纪录⽚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真实，纪录⽚应当追寻的是相对的真实，追求在真实

和现实之间寻找⼀个最合适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在于，在不违反现实的客观真实、不

违反纪录⽚创作最基本的准则的条件下来进⾏的⼀种客观纪录。在纪录⽚中，所有的创造性

真实都应该是为了还原最初的真实或挖掘出更多的真实所服务的，⽽不是为了制造纪录⽚中

的某些主观的“情节”所服务的。 

（⼆）、 导演意识与真实性的⽭盾 

导演李红认为拍摄者同陌⽣的被摄对象的接触是⼀个挑战⾃我⼼理承受能⼒的过程：

“我觉得在⼀个不平等的情况下去掠夺别⼈的隐私是⼀件很难平衡的事。”[8]相较于⼀般的纪

录⽚拍摄对象，私纪录⽚的拍摄对象是与⾃⼰关系亲密的亲⼈甚⾄是⾃⼰，因⽽去“掠夺”别

⼈的隐私变为⼀件容易的事情。导演进⼊被拍摄者隐秘的空间可谓是轻⽽易举，可以毫⽆阻

⼒地去挖掘出他们的私⼈情感和隐秘的内⼼世界。正是在这种便利条件之下，导演意识的介

⼊⽆疑会对纪录⽚⾥所呈现的内容有很深的影响，⽽这也对纪录⽚中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 

1. 适当的导演意识介⼊，让真实⾃然流露 

在私纪录⽚中，很多作品都使⽤“⾃我反射⼿法”，在导演意识介⼊“制造”出的真实与客

观的真实相融合下，扩展了纪录⽚“真实”的范畴，⽽有时适当的导演意识的介⼊，也能让真

实⾃然流露。如在私纪录⽚《胶带》（2010）中，原本我们以为看到的是导演剪辑过的影像，

没想到随着镜头的拉开，我们才发觉原来我们看到的影像只是在剪辑软件上的画⾯。当我们

发觉⾃⼰的判断失误之后，有⼀种被导演“欺骗”的感觉。但这并不影响这部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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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更是拓展了它的“真实”范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导演剪辑过的“真实”，也让我们看到了

现实中的“真实”，让我们了解了这部影⽚的⼀部分制作过程。 

2. 过度的导演意识介⼊，让真实显得造作 

但是有时候导演意识过多的介⼊，反⽽会将呈现出的真实感⼤打折扣，有时会让⼈觉得

这样处理过的真实显得有些造作。在私纪录⽚《乡愁》（2006）中，导演舒浩仑记录了⼀个

将要拆迁的静安区⽯库门⼩区⼤中⾥的当下和往昔，⽽⽚中多处可见，导演参与的痕迹。在

影⽚中多次出现导演拿着摄影机记录的镜头，从最开始的导演让他的奶奶拿着⼀张⽩纸以让

他进⾏调对摄影机的⽩平衡到他拿着摄影机⾛街串巷地去记录与他记忆息息相关的亲⼈和

邻居等，导演毫不忌讳地将制作这部影⽚的过程呈现了出来。影⽚中，有时我们看到的画⾯

是导演的摄影机拍摄下来的，⽽有时呈现在我们⾯前的画⾯又是摄影师记录⽽来的，⽽我们

⾃⼰也⽆法去判断哪些是客观记录下的，哪些又是导演有意识去拍摄的。在这部影⽚中，导

演意识过多的介⼊，反⽽有些破坏镜头所呈现出的真实感。如在影⽚中说起从学校的窗户可

以望见⾃⼰的家时，便在镜头前打起了电话要奶奶拉开窗帘，这样的处理显得有些刻意，让

真实来得有些造作。 

3. 导演意识的介⼊，有时模糊真实的界限 

导演意识的介⼊不仅会影响影⽚带给我们的真实感受，它有时也会模糊“现实”与“虚构”

的界限。尤其是有些私纪录⽚中的导演意识介⼊让“搬演”或“重现”真实得看不出破绽，又没

有明显的提⽰，让⼈误以为这⼀切都是真实发⽣的。导演李凝在《胶带》⽚中使⽤了相当多

的“重现”、“再现”场景，例如⽚中不少次使⽤的“⼿机短信”，都是专门设置好机位，作者翻

看⼿机短信拍摄的。还有⼀次重现拍摄还发⽣在事情刚过⼀会⼉，在⼀个演出活动中，⼀个

⾝着正装的男⼈过来和李凝握⼿，⼤学同学，⾃称在⽂化局⼯作，问李凝近况，他回答：⼤

部分时间在欧洲，“重演”得让⼈看不出破绽。但导演李凝说，这是重拍的。当时和这个同学

碰上，说了两句话。那⼈离开后觉得⾃⼰怎么说出那么虚荣的话，马上就在现场安排“重现”

拍摄。找了个类似⽼同学的⼈替⾝，还原刚刚发⽣的场景和对话。其实这种瞬间即逝的画⾯，

也是拍摄纪录⽚时常会遇到的情况吧。纪录⽚的拍 

摄有时不可能像故事⽚那样，镜头的拍摄和运⽤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甚⾄可以多次重

复拍摄。[9]我们总是⽆法准确的预判下⼀秒会发⽣什么，即便拍摄对象是⾃⼰，也多少会错

过⼀些想要记录的画⾯，因⽽只能⽤“重现”的⽅式来弥补这样的不⾜。就如导演李凝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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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感受层⾯的真实，⼼理层⾯的呈现，但是有⼀点，我绝对不能抛弃——那就是诚实，

⾯对⾃⼰，保有这⼀点，我的⽚⼦仍然还可以称之为纪录⽚，其实这也是别的艺术或者说⽣

活的最重要的死⽳。”虽然⽚中有些部分是导演的刻意安排，但最终的⽬的也只是为了呈现

出真实的⾃我。 

虽然导演意识的介⼊会模糊“真实”的界限，但它有时所制造出来的“真实感”，不单呈现

出了客观事实，还有那些隐秘的私⼈记忆与情感，会带给我们那些拍摄其他⼈所没有的真实

感。在《乡愁》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导演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有些部分采⽤了“搬演”的

⼿法。如回忆起那段隔壁邻居的亲戚来上海散⼼的时光中，导演让两个演员重新再现了当年

他与那个⼩姑娘坐在晒台上聊天，骑车载她去看通宵电影的场景，抒情的⽇本⾳乐将我们带

⼊了当时的那个青涩年代。拍摄时的多⾓度，多景别的呈现也⽆时⽆刻不在告诉观众，这只

是原景的再现。但导演并不是简单的“搬演”，导演重述当时情形的内⼼独⽩：“接下来的两部

电影都看得我昏昏⼊睡，在昏睡中，我梦见了雯雯变成了电影⾥的那个⼥主⾓，我在梦⾥问

她，为什么要把⾃⼰的第⼀次以这种⽅式奉献出去？”，“搬演”的画⾯配以导演当时的⼼情独

⽩，让观众看到导演⼒图排除虚构，重现“真实”的坦诚。 

毕竟私纪录⽚拍摄和表现的对象⼗分特殊的缘故，导演意识的介⼊更是相较于拍摄其他

⼈的作品⽽⾔要显得容易不少，唯有处理好导演意识与真实性的⽭盾，恰如其分地“参与”其

中才能让影⽚中的真实“娓娓道来”⽽毫不做作。⽽导演意识介⼊下模糊了真实的界限，有时

恐怕只有作者本⾝才能将“真实”与制造出的“真实”区分开来。或许就如让-吕克••⼽达尔所⾔：

电影是每秒 24 次的真实。假如存在真实，那么这就是⼀种互动形式的真实。如果没有摄影

机，这种真实也将不复存在。[10] 

五、私纪录⽚中的纪录伦理 

当我们拿起摄影机，对准别⼈的⽣活时，他⼈的隐私⽆疑像是在⿊夜中，被我们拿出的

⼀只⼿电筒给照亮了。镜头本⾝是有侵略性的，能够拍摄到⼗分个⼈化的⽣活。[11]不同于在

其他题材的纪录⽚中，导演意识的介⼊可能很难去改变被摄对象的⾏为，⽽在私纪录⽚中，

由于导演与被摄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较容易地去“控制”被摄对象的⾏为，能够进⼊被

摄者的隐私空间。也正是由于拍摄者与被摄者有了这样⼀层特殊的关系，在拍摄私纪录时如

何对待被拍摄者，怎么样去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你拿着摄影机去挖掘他⼈的

隐私，在你们之间因⼀个控制着摄影机，⽽另⼀个却不能，如何处理好这其中的纪录伦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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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变得尤为重要。  

（⼀）、 拍摄时的沟通不容忽视 

    有别于很多纪录⽚都是站在观察者的⾓度拍摄的，⼤多的私纪录⽚都是以⼀种参与⽅式

从知情者⾓度拍摄⽽成的，他们的“⾝份”在私纪录⽚中变得更为多重。既是影⽚的创作者，

又是影⽚的“演员”。由于拍摄的是与⾃⼰有着亲密关系的家⼈，对于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有着

⽐较深的了解，稍不注意就会踏⼊危险的“雷区”，因此在拍摄时与被拍摄者的沟通是特别重

要的内容。 

原⼀男的《绝对隐私性爱：恋歌 1974》是⼀部不能不提及的私纪录⽚，拍摄的是他的前

情⼈武⽥美由纪的私⼈⽣活。武⽥美由纪允许原⼀男和他的镜头以⼀种令⼈吃惊的通道进⼊

她的⽣活，完全⾚裸裸地剥开⾃⼰，其中有⼀场⽣孩⼦的⽚段让⼈极为震撼。原⼀男在接受

采访时说：“当时是武⽥跟我说，我想⾃⼰⽣孩⼦，你⼀定要拍。”[12]导演按照拍摄者的要求

将⽣孩⼦的场⾯真实地记录了下来，采⽤了虚焦的处理，虽然在视觉上稍微让⼈能接受⼀点，

但还是极为震撼，在当时⽚⼦中⽣孩⼦的场景也引起了极⼤的关注与轰动。当被问及导演的

道德底线在哪⼉时，原⼀男回答称：“在那种地⽅⼈的道德底线会飞掉的。所谓的‘道德’是为

了压抑⼈们凶暴的本性和欲望的⼀种制度、形式。道德是⼀种规则，⽤来压抑⼈过多能量，

让社会保持安定，它是⼀种制度。”在这部影⽚中，拍摄极为隐私的画⾯时，导演都是经过

被摄对象同意的，这样最⼤化的呈现了私密⽣活的同时，也避免了因为过于暴露被摄对象隐

私⽽产⽣的伤害。 

但对于⼤多数拍摄⾃⼰家⼈、朋友的私纪录⽚来说，稍稍没有处理好拍摄者与被拍摄者

的关系，就容易对被拍摄对象造成伤害。导演胡新宇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曾拍摄过⼏部

有关他家庭的私纪录⽚，如《姐姐》、《我的⽗亲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等。将家庭的隐私暴

露在公众⾯前毕竟是很冒险的事情，或多或少的家丑外扬。有⼀段时间内，因为这些影⽚⽽

与家⼈闹过不愉快，甚⾄他姐姐说要是再把这些影⽚传播出去，要去他断绝关系，最终胡新

宇导演还是选择了将这些影⽚独⾃收藏。同样是拍摄⾃⼰家庭的《不快乐的不⽌⼀个》的导

演王芬，⽤摄影机记录了⽗母不幸婚姻对家⼈的伤害，尽管透过⼀些电影节和电影展映让少

数⼈看到，但后来她表⽰“我不想再扩⼤影响了，我不希望这些事情会打扰到我⽗母的⽣

活。”[13] 

（⼆）、剪辑时应慎重取舍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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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莉莉•瑞弗林（Lilly Rivlin）在《给我⼀个吻》（Gimme a Kiss）中所说：“个⼈回忆总

是困难的。毕竟，要实实在在地去揭⽰⼀个⼈的⽣活，或多或少总会给他们造成伤害。”[14]

因此在私纪录⽚的剪辑上应该要慎重取舍素材，⾯对影⽚《给我⼀个吻》会把关于她的家庭

和她⽗母的问题暴露给公众，她选择了在她⽗母去世之后才着⼿处理影⽚，这样也最⼤化地

避免了影⽚带给她⽗母的伤害。  

虽然导演拍摄私纪录⽚可以毫⽆阻⼒地进⼊亲⼈的私密空间，但同时也进⼊了⼀个极度

危险的区域。有时不加以合适的控制，甚⾄会恶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因此在拍摄时、剪辑

时必须⼗分注意。在李凝导演的《胶带》中，原先是有两个版本的，⼀个完整版，⼀个删节

版。在完整版中，他们在表演⾏为艺术《未完⼯ 2 号》中有努努⽐较暴露的镜头。出于对被

拍摄对象的尊重，导演剪辑完成后征询了努努的意见，努努婉⾔表达她不希望出现暴露，于

是现在《胶带》的版本就只有⼀个删节版的了。 

因此处理好纪录伦理问题不仅仅是指需要处理好在拍摄时的沟通问题，对于⼀些涉及⼗

分隐私的事情在剪辑时候也需要再三的仔细考虑。虽然有关伦理问题⽆法去划定⼀条清晰的

界限，但是每⼀个创作者内⼼都应该有⼀条⼼灵的准则，那就是尽可能避免对被拍摄者的⽣

活乃⾄⼼灵造成伤害。私纪录⽚《母亲的遗产》（Mother’s Heritage）的导演明达•马丁（Minda 

Martin）就给我们了⼀个很好的范例。他在剪辑《母亲的遗产》时⼗分注意，“在纪录⽚中，

更像是⽣活，只会有开放式的结局。影⽚的素材会告诉你影⽚将在哪⾥结束。我尽可能往深

处⾛，往远处⾛。我明⽩我应该尽可能地多去问。有时答案是不能放在影⽚中去的，因为你

不能伤害别⼈。”[15] 

六、 私纪录⽚的作⽤ 

    尽管私纪录⽚有时或多或少会对主⼈公带来伤害，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它其中包含

的道德合理性的地⽅。私纪录⽚对于制作者来说，它的作⽤可以划分成三个层⾯：宣泄、治

疗和救赎。 

（⼀）、宣泄 

宣泄是私纪录⽚作⽤中⼀个⽐较浅显的层⾯，主要是⼀种⼼理层⾯上的。对于创作者来

说，私纪录⽚就像是⼀个倾诉的窗⼜。创作者通过在⾃⼰的私影像的创作过程中，让⾃⼰⼼

中积累已久的或郁闷或烦⼼或难以与⼈诉说的经历透过镜头抒发出来，得到⼀种⼼理上的安

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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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私纪录⽚《乡愁》中，导演舒浩仑拍摄的初衷就是为了在⾃⼰⼩时候住的“⼤中⾥”

被拆迁前，写下⼼中的乡愁。⽽对于“⼤中⾥”的拆迁是要被改造成类似于“新天地”这样的商业

区，导演也⽤影⽚做了⼀次⼼理的宣泄。当他站在附近的⾼级酒店俯拍“⼤中⾥”时，他感叹到

对于他们世代居住的⼤中⾥，“只是⽼外眼中的风景，⼀张被消费的明信⽚。”对于这样的改造

他也⼗分不满，“难道⼈们真的会去顶礼膜拜这些摩天⼤楼吗？我怀疑。”但是对于拆迁这样不

可改变之事，导演也只能⽤镜头去最后记录⾃⼰⼉时的住所，⽤私⼈的影像记录去做⼀次对

于“⼤中⾥”的回忆之旅以及表达对于“⼤中⾥”要拆迁改造的不满，以此来完成⼀次⼼中的宣泄。 

（⼆）、治疗 

治疗是私纪录⽚作⽤中⼀个稍⾼⼀点的层⾯，有⼀种⼼理的治愈性在⾥⾯。在私纪录⽚

中，摄影机如⼿术⼑般划开私⼈、隐秘的现实和⼼理空间进⾏⼀次⼼理隐疾的剖析和治疗。

对于创作者来说，拍摄私纪录⽚的⽬的或者是初衷就是在拍摄过程对⾃⼰进⾏⼀次反观和整

理，在清理⼼中的淤泥中进⾏⼀次情感的洗涤，实现⼀种⾃我⼼理创伤的治疗。 

⾯对母亲的离去，吴⽂光导演便是通过私纪录⽚《治疗》来完成⼀次⾃我的治愈。就如

吴⽂光导演在《治疗》的⽚中所说的那样：“在⾃我整理过程中，内⼼的变化，以⼀种治疗的

⽅式⾃我成长，⾃我教育。”⽽谈及创作初衷，他在博客中也写到，“我母亲去世两年多这期间，

⼀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总是缠绕我，内⼼似乎被催促着该做个什么动作对某种情绪作个了断。

我想做个有关我母亲的影像，这是初衷。做这个影像的另外⼀个动机，是这些年我尤感需要

⾃我治疗。有关母亲和⾃⼰的成长记忆，⼿术⼑⼀样切开藏于⾃我内⼼的‘肿瘤’。” [16]他在《治

疗》⽚尾中说，“⼈们通过各种治疗⽅式来获得内⼼的平衡。”在这部私纪录⽚的创作过程⾥，

导演吴⽂光拿起影像的⼿术⼑划开⼼中的病处，进⾏了⼀次⾃我治疗，以此获得内⼼的平衡。

私纪录⽚《治疗》对于他⽽⾔已远远超过了作品本⾝所能承载的内容，更是⼀种治愈⼼中病

痛的⼀味药。在他母亲去世后，“不敢⾯对她以前的活动影像，好像活过来⼀样”，通过《治疗》

让他能够重新去⾯对母亲离开的这件事，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不仅是记忆和纪念，也是⼀次在

和母亲重逢并再次厮守的过程中完成的对于⾃⼰⼼灵的⼀次释放，进⾏的⼀种⾃我治疗。  

（三）、救赎 

救赎是私纪录⽚作⽤中最深、最⾼的⼀个层⾯。拍摄私纪录⽚对于创作者来说已经不仅

仅是⼀个⾃我宣泄的窗⼜，⼀个⾃我治疗的⽅式，更是在拍摄过程中的⼀种关乎⾃⼰⼼灵的

拯救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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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宣泄和治疗是私纪录⽚对于创作者的⼀个窗⼜的话，那么救赎便是私纪录⽚对于

创作者的⼀个⼼灵出⼜。在李凝导演的私纪录⽚《胶带》中，他把⾃⼰的⾁⾝整个地全部抛

出，扔到这个巨⼤的现实漩涡中，⼀个⿊洞中，⼀个看不到光亮的漫长隧道⾥，⼀路狂奔，

徒劳绝望挣扎，没完没了，⼏近疯狂。[17]⽆数次与家⼈的摩擦、同学⽣⼀起预谋的某次“演出”

计划、⾚⾝在推⼟机前的⾏为表演、突如其来的警察等，在这部影⽚中甚⾄暴露的是⼀些极

端私⼈化的东西。有的时候，你看到他躺在床上⾃慰，有时镜头会对准⼿机上某个⼥性发来

的短信，有时候，甚⾄⾚⾝跳⼊冰河中游泳，你会觉得这太私⼈了，但就是这样极度的私⼈

居然最后抵达了公共的层⾯。⽤李凝⾃⼰的话说：“⼀个极端的个⼈性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极端

的公共性”。保证对⾃⼰的⼀个诚实的态度，他彻彻底底地将⾃⼰抛⼊了⽚⼦中，通过⾃省或

⾃嘲的⽅式反抗冰冷的社会机器。在这部影⽚中，他作为⼀个创作者，⽤⼀种最为真诚、诚

实的态度完成了⼀次⾃我的剖析和救赎。这部私纪录⽚对于他的意义，⽤导演的话来说就是，

“我想通过这部影⽚来实现⼀种对于⾃我的救赎，有些⼈需要明⽩的活着，⽽有些⼈则不需要。”

通过这部影⽚，让他对于⾃⼰的前半⽣做了⼀次反思，在⽚尾最终他还是⾛到了社会体制内，

拿着⼀张简历去应聘，想找⼀份稳定的⼯作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虽然影⽚中有些“家丑”的呈

现，⽐如与妻⼦、母亲的争吵，但导演也试图⽤影⽚本⾝来做平衡和救赎。“在影⽚中有⼀段

我们⼀家⼈在⾬中游园，⼀家⼈很美很和谐，算是我对妻⼦形象的补正吧。” 

私纪录⽚正是因为拍摄的内容极度的私⼈化、个⼈化，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触及隐私有着

与道德相⽭盾的地⽅，但同样有着道德的合理性。虽然⼀⽅⾯可能会对他⼈造成或⼤或⼩的

伤害，但另⼀⽅⾯对于制作者来说也是⼀种宣泄、⼀种治疗和⼀种救赎。如李凝导演所⾔，

“有时候纪录⽚作者做⽚⼦其实是⼀中献祭，如同诗⼈是⼈类灵魂的祭品，是⼀样的，那么

他的家⼈也是被伤害和牺牲的。”也许关于隐私我们可以给出诸如“与⾃⼰有关⽽不愿让别⼈

知道的事情”的解释，甚⾄到隐私权的内容法律也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有关道德、伦理的问

题却⽆法像隐私⼀样有着明确的法律界限，更多时候需要的是纪录⽚创作者的⾃律。如王光

建说的那样：“纪录⽚导演为了⽚⼦成功，有时候很残忍，常常把⼈家的伤⼜解开，再撒⼀

把盐。别⼈的伤疤、隐私，观众⼤多⾮常爱看，但⾃⼰却会受到良⼼的谴责。”[18]做私纪录⽚

就像是站在天平的两端，唯有⾃⼰平衡好、把握好，才能让私纪录⽚的创作归于⾃⼰最初的

初衷。 

七、从个⼈创作实践出发探讨私纪录⽚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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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三的时候，曾经制作过⼀个关于⾃⼰的私纪录⽚《有关你的⽇期》，主要记录的

是⾃⼰在暗恋⼀个男⽣的过程中所为他做的事情以及⾃⼰暗恋他时复杂的⼼情。在还未真正

打算拍摄时，⼀直有所顾忌，害怕同学看到我的⽚⼦之后会告诉他。因⽽最初是打算将这⼏

年⾟苦收集来的有关他的视频做⼀个集锦的处理，但这样就过于像⼀盘录像带的内容。后来

我想对⾃⼰这些年的⼼情做⼀个梳理，⽤这部纪录⽚做⼀次内⼼的宣泄，于是才决定把⾃⼰

放了进去。⽽在⾃⼰的私纪录⽚创作过程中，也有⼀些体会及感悟。 

（⼀）、 如何消除被拍摄者的障碍 

我想拍摄私纪录⽚的最开始沟通其实是最难的部分吧，怎么样消除被拍摄者的顾忌是最

为重要的内容。即便的你⾝边最亲密的家⼈、朋友，也有不想要暴露在公众之下的东西，如 

果没有打破这层顾忌，也许你拍摄到的内容会过于的平常或是即便你拍摄到了他们⼗分真实

的⽣活但之后很有可能将这些真实⽣活展露于公众视野，你们间的⽭盾会加深，他们也会受

到伤害。因此你不能过多的在⾥⾯掺⼊导演意识，应该与被拍摄对象有⼀个良好的沟通。即

便你是出于为公众的利益去拍摄或是为⾃我宣泄、治疗、救赎的⽬的去拍摄，都需要特别的

⼩⼼。 

记得当时第⼀次拍我跟他⼀起吃饭的⽚段前，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说服他答应我们的拍

摄。当时说的是我在拍关于我跟我朋友的纪录⽚，算是拜托他帮我的⼀个忙，他才答应的。

不过现在想来，当时要是没有摄影机在，他应该不会跟我说这么多话，我应该也不会变得过

于敢问地要他说说⼤学追过他的⼈这类的话题了。可能这就是摄影机加⼊其中产⽣的化学反

应吧，不过被拍摄对象的顾忌消除之后，⼀切就变得真实⾃然了。⽽⼤多数⼈的顾忌应该就

是有些事不想要外⼈知道，我们只要在拍摄时尊重他们的意见，在剪辑时参考他们的意见，

这样双⽅的摩擦就会减⼩。当然这并不是代表说这个⽚⼦的发展⽅向要受到他们的“指挥”，

只是在他们特别介意的某些部分，可以做⼀些灵活的处理，避免镜头“暴⼒”。 

（⼆）、 如何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 

不论你拍摄的对象是⾃⼰或是亲⼈，如何去对待被拍摄对象，这其中便是⼀个纪录伦理

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问题之后，你才能最真实地呈现出私纪录⽚主体的⽣活状态。当

时拍摄⾃⼰的私纪录⽚时发现了⼀个有趣的事情，⾃⼰在后期整理素材的时候发现，若是我

周围同我交谈的⼈都是我的好朋友时，我在镜头中的⾃⼰才是最真实的，最⾃然的。不然即

便我与其他⼈说的话都源⾃⾃⼰内⼼的真实想法，但⾃⼰回头去看这些⽚段都觉得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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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刻意，好不⾃然。我想可能这也是⾃⼰没有察觉的顾忌吧，在拍摄私纪录⽚时，应该

尽可能周围没有不相关的⼈，这样才能减少被拍摄对象的不适应感。就好⽐是电影中有时拍

摄男⼥主⼈公⽐较亲密的镜头时，导演也会做清场的⼯作。 

⽽对于被拍摄对象隐私的展露问题，我觉得创作者也应该仔细去斟酌。我觉得新浪潮的

⽼祖母阿涅斯•⽡尔达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个值得参考的范本。在她的私纪录⽚《阿涅斯的海

滩》中，对于某些涉及⽐较隐私的部分，采⽤的则是⽐较幽默的表现⼿法。如重现当时与丈

夫在海边亲密的场景时，则是演员的“搬演”加上幽默的台词来展现，让⼈不禁开怀⼀笑。私

纪录⽚的拍摄者有时也可以采⽤这样的处理⽅式，不仅增加影⽚的幽默元素，也让被拍摄对

象接受起来毫⽆压⼒，减少了对被拍摄对象的伤害。 

（三）、 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对私纪录⽚主体的伤害 

其实纵观⼀下世界和中国的私纪录⽚，在表现隐私的部分其实差别不是那么明显，但是

在传播和发⾏来说，你可以⽐较容易的买到国外的⼀些私纪录⽚，但中国的私纪录⽚你⼏乎

是不可能在⽹络上看到或是在市⾯上买到。当然这与国外私纪录⽚发展的时间⽐较早、拍摄

对象已故，发⾏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有关系。另⼀⽅⾯也同⽂化背景的差异有关，中国在儒

家⽂化的影响下，还是⽐较注重“私”与“公”的⽣活空间界限，⼤多数⼈并不愿意将个⼈的私

⼈⽣活、隐私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内，甚⾄有些⼈会觉得这是⼀件⼗分羞耻的事情。 

因此私纪录⽚创作者应该尊重被摄对象的这种⼼理需求，在传播上尽可能减少对于他们

的伤害。我认为创作者为宣泄或治疗或救赎的⽬的来制作影⽚，也应让影⽚对于被拍摄 

者有⼀种治愈性。若影⽚创作者在前期⽆法进⾏⼀种治愈性的弥补，那么在后期制作乃⾄传

播上应该有所考虑。⽽这种治愈性就在于，以⼀种最⼤化减少对被拍摄对象伤害的⽅式进⾏

传播。可能现在⽐较有效的办法便是⼩范围的交流传播，⽐如参加国内外的影展或是相关学

术性质的⼩型放映。这样⼏乎不会被认识私纪录⽚主体的⼈看到，减少闲⾔闲语对于他们的

伤害。或许在拍摄过程中，受到过“伤害”，但及时地在后期处理和传播过程中的保护，则有

可能将这样的痛转化为可治愈的伤害。毕竟对于私纪录⽚的创作者来说，私纪录⽚让⾃⼰和

家⼈都愉悦才是最好的结果，没有⼈希望看到私纪录⽚是挑起家庭⽭盾的源头。 

⼋、 总结 

    伴随着隐私公开化这⼀潮流，私纪录⽚开始产⽣。⽽随着科技的发展、便携 DV 的出现，

很多⾮职业创作者也加⼊到私纪录⽚的创作中，不断推动私纪录⽚的发展。私纪录⽚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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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镜头对准⾃⼰或家⼈、朋友，抛开迎合⼤众⼜味、追求纪录⽚“可看性”等诸多束缚的因素，

专注于关注私⼈⽣活、⾃我感受等，将拍摄变成⼀种 “影像⽇记”的⽅式，它让创作者在其中

获得⼀次对于⾃⾝的⼼理宣泄或⾃我治疗或精神救赎。 

在私纪录⽚中，由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有着⼀层亲密关系的缘故，导演意识的介⼊变得

极为容易。“搬演”、“重现”等导演意识的介⼊弥补了⽆法第⼀时间捕捉到现场的遗憾。⽽导

演⽆阻⼒地进⼊私⼈空间，也带给我们从未有过的真实感。拍摄双⽅之间的纪录伦理问题也

不容忽视，在拍摄过程中乃⾄最后的剪辑，都应充分尊重被拍摄对象的意愿，以此减少双⽅

的摩擦，减少对被拍摄对象的伤害。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国内外影展、学术放映等⽅式进⾏

⼩范围的传播，避免伤害的扩⼤化。因此尽管拍摄者在拍摄上有着种种便利，但私纪录⽚的

创作者仍然需要忠于现实、坚持尊重拍摄对象的原则。  

⽽作为⼀种⼗分“⼩众”的纪录⽚类型，私纪录⽚由于种种原因被⼤众所了解的影⽚⼗分有

限，或许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随着⼈们观念的转变、传播途径的改善，在有着⼀个更为开

放、宽松的环境下，能有更多的⼈接触到私纪录⽚这⼀纪录⽚类型的作品。它的创作者也不

再是被看做如“勇者”⼀般的⼈，会有更多的⼈拿着“摄影机”这只⾃来⽔笔描绘他们的私⼈⽣活，

书写他们的私⼈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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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曾节选部分于 2013 年 8 ⽉在《武汉理⼯⼤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私纪录⽚”

的纪录伦理》，知⽹链接：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recid=&filename=WHJT

201304032&dbname=CJFD2013&dbcode=CJFQ&pr=&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

JhYkhRM1MvSU1BbnVTTGRBS1dSS2hwRklRbzJXaTNiNTE0ZS91UkkvQUZmMEYvOVQ1TE9J

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g3MD

N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THlmWnVWdUZ5L2tWN3ZBTWlYQmVyRzRIOUx

NcTQ5R1pvUjhlWDE= 

作者：成维纬，1990 年⽣，同济⼤学设计学硕⼠，现在中国电信上

海研究院从事视觉交互设计。学⽣期间曾在台湾、德国进⾏交流深

造，并在《中国电视（纪录）》、《艺海》等期刊上发表了四篇论⽂，

作品曾获“欧莱雅青年导演⼤赛”最佳⼈⽓奖。多次参与影视拍摄⼯

作，东⽅卫视《中国年味》外景导演，上海海关《辉煌“税”月》后

期剪辑，《腾讯世博会客厅》后期剪辑等。 

 

 

该⽂由作者本⼈提供，黎⼩峰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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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的救赎 

                        ——论⾃我治疗纪录⽚ 

                                          王迟 

 

    以⾊列动画纪录⽚《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的开头有⼀段对话，

⾮常契合本⽂所要讨论的主题。[1] 场景是⼀间酒馆，导演阿⾥•福尔曼（Ari Folman）和他的

⼀个朋友博阿兹（Boaz Rein-Buskila）正在交谈。他们两个⼈都是1982年以⾊列与黎巴嫩战争

中的⽼兵。对话中，博阿兹向阿⾥倾诉了20多年来，⼀直困扰他的⼀个噩梦。在当年的⼀次抓

捕⾏动中，为了掩护⾃⼰的战友不被发现，博阿兹连续射杀了26条狗。从此以后的20多年来，

这些狗总是会在他的梦中反复出现，追杀他。博阿兹说“我清楚记得那26条狗，每⼀只都记得。

他们的表情，他们的伤⼜，还有他们临死前的那种眼神……”。阿⾥问博阿兹为什么不去进⾏

⼼理治疗或者去看精神科医⽣。博阿兹说：“不，我不找他们。我找你。”阿⾥显然很诧异，他

脱⼜说：“可是，我只是个电影导演啊！”这时候，博阿兹以反问的语⽓提出了⼀个⾮常耐⼈寻

味的问题：“难道电影不能进⾏治疗吗？”作为观众我们⽆从得知这些对话究竟是纪实拍摄到的，

还是导演刻意设计、搬演的。但就这部影⽚本⾝来说，⼀个显见的事实是，正是导演本⼈对

于⾃⼰内⼼深处战争创伤的追问构成了整部影⽚叙事的动⼒和结构的依据。由此看来，这部

影⽚可以算作是导演对博阿兹提出的问题的⼀个肯定的回答,⽽这部影⽚可以被归类为所谓的

“⾃我治疗纪录⽚”。 

    “⾃我治疗纪录⽚”（self-therapy documentary）是美国纪录⽚学者保罗•阿瑟（Paul Arthur）

在2007年提出⼀个概念，⽤来指称近年来出现的⼀种新的纪录⽚的亚类型。[2] 这⼀类型的影

⽚不同于传统纪录⽚的第三⼈称叙事的⽅式，转⽽以导演的第⼀⼈称叙事来组织影⽚。在主

题和内容上往往是围绕导演⾃⾝早年的内⼼创伤⽽展开。对于导演本⼈来说，制作影⽚的初

衷和最终⽬的，往往在于对⾃⾝⼼理创伤的治愈。但正如《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和其他⼀些

影⽚所显⽰的，这种个⼈叙述同样可以与更⼴泛的社会现实建⽴⼀种深刻的联系，承载更深

刻的社会内容。本⽂将尝试对⾃我治疗纪录⽚作为⼀种特定类型进⾏简要的论述。在结构上，

本⽂将⾸先回顾在纪录⽚发展史上，纪录⽚创作者、研究者对于纪录⽚的⼼理治疗功能的认

识历程，阐述⾃我治疗纪录⽚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本⽂将探讨在形式和风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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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影⽚的常⽤的策略和⼿法。在这部分的讨论中，纪录⽚《我的建筑师——⼀个⼉⼦的

旅⾏》(My Architect: a Son’s Journey, 2003)将被作为典型案例进⾏具体的⽂本分析。 

单万⾥先⽣曾经将中国90年代的新纪录⽚运动⽐作是西⽅60年代的真实电影运动。[3] 如

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探究西⽅国家的纪录⽚创作如何在70、80年代摆脱真实电影/直接

电影的桎桍，并开启了全新的“后纪实时代”的⼤幕，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中国纪录⽚的发展

应该是不⽆裨益、甚⾄是完全必要的。对这个历史过程阶段的完整回顾与分析显然不是本⽂

重点，但是对于⾃我治疗纪录⽚的历史分析提供了⼀个考察这⼀历史过程的独特视⾓。 

 

1.  影像表达与⼼理治疗 

    讨论⾃我治疗纪录⽚，⾸先要从⼈们对于纪录⽚⼼理治疗功能的认识谈起。这种认识有

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它与纪录⽚⾃⾝类型、风格的发展与演进密不可分。在纪录⽚历史上，

⽐较系统地探讨⼼理治疗的话题始于《夏⽇纪事》（Chronicle of a Summer，1961）的创作者

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这与他们所采取的纪录⽚⽅法有着直

接的关系。在上世纪六⼗年代初，纪录⽚经历了⼀场堪称⾰命的变化。⾸先是技术上，出现

了能够扛在摄影师肩膀上的新⼀代16毫⽶摄影机、能够在⾃然光条件下进⾏拍摄的镜头和胶⽚、

以及可以实现同期录⾳的磁带录⾳机等等。技术的进步促使纪录⽚的拍摄⽅式、结构形式、

乃⾄整个的美学风格产⽣了巨⼤的变化。其结果是在法国、美国、加拿⼤等国兴起了直接电

影(direct cinema)和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风潮。由于摆脱了从前笨重设备的束缚，纪录⽚

导演得以⾃由出⼊于公共场合，甚⾄跨⼊完全个⼈的空间。作为社会演员的个⼈成了纪录⽚

表现的对象。得益于同期录⾳技术，摄影机变成了莫林所说的“真正说话的摄影机”，拍摄对象

之间、拍摄对象与影⽚导演之间的“对话、争执、讨论”成为影⽚的主要操作⽅式。[4] 正是这些

变化使得纪录⽚对于个⼈内⼼精神世界的观察和探索成为⼀种可能。鲁什和莫林是最早进⾏

这⽅⾯探索的先驱者。根据长期的真实电影的实践，莫林总结说：“由于摄影机激发出了被拍

摄对象在通常情况下被遮蔽、被抑制的社会⼈格，因⽽真实电影中的 ‘真实’类似于⼀种‘⼼理

分析的真实（psychoanalytic truth）’”[5]。鲁什也表达了与此类似的看法。他说：“（在功能上）

摄像机成为了⼼理分析的刺激物，激发⼈们做出⼀些在其它情况下不可能有的⾏为。”[6] 他们

的这些观点为后来的⼼理学研究所证实，后⽂将对此做出进⼀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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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电影、真实电影所推崇的纪实⼿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实际上，从他们诞⽣之初，

争议就从未间断。如中国⼈最熟悉的外国导演尤⾥斯·伊⽂思（Joris Ivens）早在1963年就批

驳说，这种所谓的直接电影、真实电影忽略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例如“哪个真实？谁的真实？

谁是观察者？为什么⼈观察？”伊⽂思说，很多时候你需要停⽌你的观察，“去制作战⽃的电

影。”[7] 70年代之后欧美纪录⽚的发展验证了伊⽂思的这个说法。从70年代开始，⼀些政治群

体开始以纪录⽚的⽅式来表达⾃⾝的政治诉求，其中包括⼥权主义群体、同性恋群体、少数

民族群体等。这些影⽚完全摒弃直接电影、真实电影所信奉的纪实主义的理念和原则。影⽚

创作者成为⽂本中⼀种明显的存在。⽤英国纪录⽚导演兼学者麦克·凯南(Michael Chanan) 的

话来说，70年代这些影⽚的出现，标志了纪录⽚认识论基础的⼀次断裂：“旧有的客观性理念

显得既⽆知又过时，⽽影⽚创作者的主观⾝份在影⽚⽂本中得以明确承认。”[8] 美国纪录⽚学

者麦克·雷诺总结说：“主观性不再被视作‘某种羞耻的东西’。恰恰相反，正是经由它的过滤，

事实才得以进⼊⽂本。主观性是⼀种经验性指南，是它引导作品实现⾃⼰具体的理念。”[9] 这

种对于创作者主观性的强调在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第⼀⼈称纪录⽚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

现。其中以罗斯•麦格维（Ross McElwee）的《谢尔曼的长征》（Sherman's March，1986）和

麦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罗杰与我》（Roger & Me, 1989）最有影响⼒，也最为典型。在

这两部纪录⽚中，影⽚创作者不仅仅采⽤了第⼀⼈称的叙述，他们甚⾄成为了影⽚中的核⼼

⾓⾊。就影⽚创作者、被拍摄对象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来说，不同于传统的第三⼈称的“它讲他

们的故事给我们听”，也不同于此前第⼀⼈称的“我讲他们的故事给你听”，⽽是变为了“我讲我

的故事给你听”。[10] 如果说《罗杰与我》是运⽤第⼀⼈称的⼿法，以个⼈视⾓来表现社会问题，

那么《谢尔曼的长征》就可以被看作是对影⽚创作者对⾃我的⼀种探究。创作者本⼈的⼼理

世界赫然成为影⽚的主题。越来越多的纪录⽚导演开始运⽤影像进⾏内⼼的反省、忏悔。雷

诺⽐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开始对此进⾏理论归纳。在1996年的⼀篇⽂章中，雷诺指出： 

    在过去20年中,⼀种新颖⽽别致的仪式化的自我反省，以第⼀⼈称影像忏悔（the 

first-person video confession）的形式出现。由于影像（video）所具有的个⼈化⽣产和消费

的潜⼒，所以它被视作实现这个目的的不⼆之选。[11] 

    在这篇⽂章⾥，雷诺敏锐地发现了摄像机相较于此前的摄影机，在技术上更便于探究被

拍摄对象的内⼼世界。⽽到了90年代后期，操作更为⽅便灵活的DV摄像机在这个⽅向上更前

进了⼀⼤步。较之摄影机和专业摄像机，DV摄像机的体积更⼩，往往可以单⼿操作。液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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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可以打开，这使得拍摄者可以不再紧盯着寻像器，双眼可以摄像机拉开⼀定的距离。这

样拍摄者具有了更多的机会对环境进⾏观察，更便于与被拍摄对象进⾏沟通和交流。另外，

由于DV和数字⾮线性编辑系统价格⾮常低廉，越来越多的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开始⾃⼰的

纪录⽚创作。⼀个典型的例⼦是2003年，乔纳森•考伊特（Jonathan Caouette）只花费了200多

美元就制作出了⼴受好评的获奖纪录⽚《诅咒》（Tarnation）。中国的独⽴纪录⽚导演杨荔

娜2001年拍摄的《家庭录影带》也是完全由DV拍摄完成的。她的这部作品可以被视作中国最

为典型的⼼理治疗纪录⽚之⼀。[12] 

当雷诺撰⽂分析“影像忏悔”的时候，他可能还未曾预料这种以影⽚创作者⾃我救赎为⽬的

的纪录⽚会在⼏年后蔚然形成⼀股潮流。按照阿瑟的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在美国⾄少出

现了20多部这种类型的纪录⽚。如《我的建筑师》、《亮叶⼦》（Bright Leaves，2003）、《诅

咒》、《告诉他们你是谁》（Tell Them Who You Are, 2004）等等。在《活动影像的治疗——

⾃我治疗纪录⽚》（2007）⼀⽂中，阿瑟对⾃我治疗纪录⽚进⾏了全⾯的阐述。他说道： 

（在自我治疗纪录片中）导演着⼒刻画的⼀般是创伤性的事件、家庭的秘密、或者未解

决的情感伤害等等，因⽽影片经常要追溯到导演的童年或者青春期。通过摄像机前与⽗母亲

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访谈，来对此进⾏探究。照片、家庭录像或者其他档案材料等经常被用

来强化采访和观察式的段落。旅⾏志（travelogue）的形式经常被导演采用，隐喻为导演的自

我发现之旅。其目的或者是重新建立与某位早已疏远的、甚⾄是已经去世的亲⼈的关系，或

者在于追溯这位亲⼈的⽣平。[13] 

依据这样的定义，获得 2003 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奖提名的《我的建筑师》堪称这⼀类型影

⽚的典型代表。     

 2 .  个案分析《我的建筑师》 

《我的建筑师》这部影⽚完成于 2003 年，甫⼀推出，便获得多项纪录⽚⼤奖，甚⾄得到了 2004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的提名。⽚名所说的建筑师指的是美国当代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han)，⽽影⽚的导演纳萨尼尔•康（Nathaniel Kahn）是他的私⽣⼦。路易斯是建筑史上的⼀

个传奇⼈物。其⾯世的作品并不多，总共也只有⼗三部，但却已经奠定了他建筑⼤师的地位。

其特点突出表现在将古典元素与现代建筑的结合。在个⼈⽣活⽅⾯，路易斯⼀⽣有过三个⼥

⼈，⼀个是他的妻⼦，伴他终⾝。另外两个都是在正当年华时遇到路易斯，与他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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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志不渝⽽终⾝不嫁。每个⼥⼈都为他⽣育了⼀个孩⼦，每个都独⽴地把孩⼦抚养⼤。这

部影⽚的导演纳萨尼尔是路易斯最⼩的⼀个孩⼦，他出⽣时，路易斯已经 62 岁了。由于路易

斯⼀⼼追求⾃⼰的事业，还有⾃⼰合法的家庭，作为⽗亲显然他没有对⼉⼦纳萨尼尔尽到⾜

够的责任。1974 年，在纳萨尼尔 11 岁的时候，路易斯由于⼼脏病在旅⾏途中意外去世。对于

纳萨尼尔来说，⽗爱的缺失成为他长期的困扰。即使当他成年以后，这种困扰也依然没有减

弱。纳萨尼尔于是拿起摄影机，开始了寻访⽗亲的留下的建筑，采访⽗亲的亲⼈、朋友、同

事等等，希望通过这样的⼀种⽅式来接近⽗亲。影⽚中有许多感⼈⾄深的段落。因为⽗亲有

⾃⼰的合法家庭，童年的纳萨尼尔对⽗亲的记忆⾮常有限。关于⽗亲的每⼀点滴对于纳萨尼

尔来说都显得极为珍贵。在影⽚中，他讲到⼩时候曾经有机会与⽗亲相处⼀天。那天，⽗亲

给他画了⼀本⼩书，叫做《疯狂的船》。他又讲到⽗亲有时会在夜⾥突然出现，⼏个⼩时后

又匆匆离去。他⼀直保留着⼀张⽗亲去世前寄来的⼀张明信⽚，上⾯写着：“希望有⼀天我能

教你成为⼀个⽐我优秀的⼈”。影⽚中，纳萨尼尔伤感地说：“⽗亲没有留下任何曾经在家⾥⽣

活过的痕迹，甚⾄在壁橱⾥没有留下他的领结。”这就是导演对⽗亲⼏乎所有的记忆，其内⼼

的创痛清晰可见。纳萨尼尔以纪录⽚的⽅式来追寻⽗亲，是他试图治愈⾃⼰内⼼创伤的⼀种

努⼒。 

  关于影⽚的⼼理治疗功能，近年来已经为⼼理学研究所关注。⼼理学家伊曼纽尔•波曼 

(Emanuel Berman)在 2001 年曾指出，摄影机和同步录⾳机的介⼊使得机器与被拍摄对象之间

建⽴起⼀种类似于⼼理治疗⼀样的关系。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互动会唤起⼀般在⼼理

治 疗 中 才 会 出 现 的 “ 传 递 和 反 传 递 （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 治 疗 同 盟

（therapeutic alliance）、抗拒（resistance）”等现象。显然，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鲁什和莫林

当年的论述。对于被拍摄对象来说，波曼认为影⽚的制作满⾜了其若⼲重要的⼼理要求，如“被

倾听、被观看、被映照（mirroring）、被同情、被敬佩、被关注”等等。[14]    波曼的这种解释

在⾃我治疗纪录⽚中得到了最为有⼒证明。如纪录⽚《亲密的陌⽣⼈》（Intimate Stranger，1991）

的导演艾伦•贝利内(Alan Berliner)在叙述⾃⼰何以成为⼀名纪录⽚导演的时候，特别强调了⾃

⼰内⼼的创伤和拍摄影⽚所带来的⼼理治疗的效果。他说道: 

    事实上，我从来未曾下决⼼成为⼀个电影导演。也许应该说是内⼼的痛苦与彷徨，驱使

我进⼊了这个领域。成年之后，我长时间地为家庭的冲突与⽭盾所困扰。很多事情记住了，

很多也已经忘却。当我偶然翻检过去的家庭录像的时候，那些早已经被我遗忘的画面竟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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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记忆的闸门。这些画面被用到影片中，就成为了⼀种影像的治疗，甚⾄成为治愈某些童

年创伤的⼀剂良⽅。[15] 

就《我的建筑师》来说，我们同样能够在影⽚中找到⼀些线索和明确的暗⽰。最为突出的是

影⽚结尾处导演的⾃述： 

  通过这次旅⾏，⽗亲成为了⼀个实在的⼈，⽽不是⼀个迷。现在我对他了解更多了，这

也让我对他更加地思念。我真的希望⼀切可以是另外的样⼦。但是他选择了他想要的⽣活。

真的很难释然。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说⼀声‘再见’。 

在影⽚结束的时刻，导演纳萨尼尔似乎终于化解了⾃⼰的痛苦，平复了长久以来的创伤。 

 

3.《我的建筑师》的结构形式 

    英国学者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曾经指出，纪录⽚的发展严格依赖于“将⽇常⽣

活转化为戏剧的公式”的发现，⽽旅⾏模式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类型之⼀。[16] 法国学者罗兰•巴

特(Roland Barthes)认为，“出发、旅⾏、到达、停留，旅程完整包含了这些环节。结束、满⾜、

加⼊、团聚——可以说这是具有典型阅读特征的最基本的要求。”[17] 在巴特看来，旅⾏模式显

然⾮常契合于叙事的要求。就纪录⽚创作来说，这种旅⾏模式早在《北⽅的那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1922)的时候就开始被运⽤，延绵不绝。许多第⼀⼈称纪录⽚的创作者，如麦克•

摩尔、罗斯•麦格维、摩根•斯波洛克（Morgan Spurlock）等，更是经常采⽤这种模式来设计、

结构⾃⼰的影⽚。正如影⽚名字所显⽰的，《我的建筑师》也属于这⼀类型。在影⽚的⼀开

始，导演纳萨尼尔在解说中说道： 

多年来，我努力让自己满足于对父亲的零碎的了解。这也是所有我能获得的，但是远

远不够。我需要了解他，我需要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要开始一段旅程，去看

他的建筑，看看他在那里都留下了什么。我将去到世界的另一端，去寻找这个给我留下了太

多问题的人。 

从结构上看，影⽚完全依据导演的旅⾏路线逐次展开，最终结束于孟加拉国国会⼤厦。旅⾏

的结束也标志着影⽚的结束。 

如果说导演纳萨尼尔的旅⾏是⼀条显在的叙事线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影⽚还有另外⼀

条隐含的线索，这就是⽗亲路易斯的⽣平故事。在导演对建筑⼤师贝⾀铭的采访中，贝⾀铭

说道，考验⼀个建筑是否杰出，⼀个重要的指标是看它所体现出的建筑精神是否能够经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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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考验。如果与⼈的⽣命相⽐较，建筑杰作往往体现出某种超越了时间的属性。凯南在讨

论纪录⽚中经常采⽤的不同类型的时空体（chronotope）的时候，曾经指出：“共时性的形象

（synchronic images）能够完美地调⽤历史性的关联，⽽这些关联能够唤起历时性（diachronic）。” 

[18]  就《我的建筑师》来说，那些建筑物、那些被采访对象对于路易斯的记忆、那些当年的⿊

⽩照⽚、褪⾊的纪录⽚⽚段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种永恒的存在，是⼀种与当下的共时的存

在。在影⽚中，他们唤起了路易斯当年的各个历史⽚段，复原了他的⽣命历程。因⽽就影⽚

的结构策略，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影⽚以当下的⼀段旅⾏来结构全⽚，另⼀⽅⾯，叙

事却总是会被拉回到历史深处，去构筑另外的、但却与当下有着显著关联的⼀个故事。 

由于这种对于个⼈或者家庭的历史的追溯往往需要具体的影像的依托，⼀些⽼照⽚、旧

的影像⽚段、当年的新闻⼴播或流⾏歌曲等拾得⽚段（found footage）就成为影⽚重要的构成

元素。在《我的建筑师》中⼤量运⽤了⿊⽩照⽚、早年拍摄的关于路易斯的纪录⽚以及新闻

⼴播等等素材。由于拾得⽚段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材质，如不同品质的胶⽚、不同的像素、

不同的⾳质等，在形式上，与导演当下拍摄的影像产⽣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强化当下

与历史之间的对⽐、构筑相互独⽴的两条叙事线索有着重要意义。 

 

 4．作为表演的纪录⽚ 

    ⾃90年代以来，⾯对纪录⽚实践领域提出的新问题，很多学者开始思考什么是纪录⽚的本

质属性，如何对纪录⽚进⾏定义。⽐尔•尼科尔斯、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卡尔• 博

兰汀加(Carl Plantinga)、麦克·凯南以及其他⼀些学者都提出了⾃⼰的界定⽅式。这其中也许

英国学者斯泰拉•布鲁兹（Stella Bruzzi）的定义最为直接、简洁。在布鲁兹看来，“纪录⽚是影

⽚创作者与现实之间的谈判，其本质所在就是⼀场表演(performance)。” [19] 对纪录⽚的本质进

⾏界定显然超出了本⽂所能承载的范围。但依据布鲁兹的理论框架，⾃我治疗纪录⽚的某些

属性会得到更有效的观察。这具体体现在，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相⽐较，⾃我治疗纪录⽚显

然具备更为突出的表演的属性。这在《我的建筑师》中有着清晰的体现。 

    ⾸先就画外解说来看，导演纳萨尼尔个性化⼗⾜的第⼀⼈称解说赋予了这部纪录⽚强烈

的情感⾊彩。鉴于影⽚特定的主题和情感氛围，解说的情绪基调变得⾮常合理，也⾮常容易

为观众所接受。这种以第⼀⼈称形式与观众建⽴起的互动显得亲切⽽温暖。这显然是导演的

⼤胆之处。但更为显著的是，有些时候这种导演的解说让位于导演⾯对⽗亲的⼀种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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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原本的导演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让位于导演与⽗亲的交流。观众的⾝份从⼀个交流的参

与者，转换成为⼀个旁观者、窥视者。导演所有的伤感、迷惑、痛苦在这些独⽩⾥显露得最

为清楚，也最为感⼈。这⾥纳萨尼尔的独⽩似乎⾮常契合于⽶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对于“忏悔”的描述。在福柯看来，忏悔就是⼀种特定的话语（discourse），在这种话语中，“⾔

说的主体同时也是被⾔说的对象，”⽽“⾔说的主体同时也必然同时是阐释的主体。” [20] 福柯认

为这种忏悔的最终结果会是⼀种“救赎”和“净化”。[21]的确，对于导演纳萨尼尔来说，只所以制

作这部影⽚，其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灵救赎。 

此外，在⼀些诗意型段落和观察型段落⾥，导演纳萨尼尔运⽤了摆拍、⾳乐、个⼈表演

等⽅式来传递内⼼的情感。⾳乐在影⽚中被⼴泛地运⽤。经常是声轨上的解说或者同期声完

全消失，只有⾳乐配合着画⾯来表现路易斯所设计的建筑。这种时间的节奏和空间的并置强

化了特定的情绪、情感。在影⽚开始和结束，反复出现了⼀个⼩孩站在孟加拉河的岸边。隔

着平静的河⾯，矗⽴着孟加拉国会⼤厦。这显然是导演的摆拍。也许在导演的⼼中，这个孩

⼦仿佛就是⾃⼰，⽽宏伟的孟加拉国会⼤厦则是⽗亲的化⾝吧。在这部影⽚中，纪实段落很

多时候不再是捕捉原⽣态的现实，⽽是强调⼀种质感和体验。这在表现建筑的内部、外部结

构的时候表现得⾮常充分。另外⼀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安排是导演纳萨尼尔在位于加州的索尔

克研究院（Salk Institute）的⼴场上滑旱冰的段落。⼀般说来，⼏乎所有的第⼀⼈称纪录⽚或

者⾃传体纪录⽚中，都存在着导演本⼈的表演。⽽绝⼤多数情况下，这种表演⼀定是被嵌⼊

到特定的叙事结构当中去的，似乎是叙事赋予了这种表演以合理性。但是在这个滑旱冰的段

落⾥，导演的表演是完全独⽴于叙事线索之外的，是⼀种纯粹意义上的表演。布鲁兹宣称“纪

录⽚应该被视作⼀种表述性（performative）的⾏为”[22]。这个段落显然给布鲁兹的观点提供了

最有⼒的注脚。也许可以说，这个滑旱冰的段落实际上实现了纪录⽚表达的某种极致。 

 

5．结语 

    在今年五⽉底刚刚结束的嘎纳电影节上，中国导演刘伽茵的纪录⽚《⽜⽪2》⼊围了“导演

双周单元”。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拍电影有两种，⼀种是你看别⼈、看社会，还有⼀种

是反过来看⾃⼰。绝⼤多数创作都是向外看，这也跟电影创作的⼒量表达有关，很多⼈认为

电影的⼒量在外⾯，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向内的，先看⾃⼰，再从⾃⼰往外看。”[23] 实际上，

在国内的创作领域将个⼈的⼼理、精神世界作为表现的对象早已开始，张以庆的《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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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例。在⼀篇为《英和⽩》进⾏辩解的⽂章中，张以庆指出：“那些看上去很‘客观’的纪录

⽚实际上是作者很‘主观’地赋予了纪录⽚⼀种很‘客观’的形式，⽽那些看上去很‘主观’的纪录⽚

实际上是作者很‘客观’地赋予了纪录⽚⼀种很‘主观’的形式。”[24]不难发现，本⽂所讨论的《我

的建筑师》以及所有的⾃我治疗纪录⽚很好的诠释了后⾯⼀点。 

让国内的纪实主义的信奉者接受这样的观点并不容易。《英和⽩》招致的批评就是典型

的例⼦。不久前，国内学界由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的⽂章引发的争议又是⼀例。

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在1932年的⼀篇⽂章中，曾经批评⼀些电影理论家⽆视声⾳对

电影带来的改变，⽽固守⽆声电影理论的窠⾅。他指责这些⼈说：“如果事实与他们的理论不

符，他们宁可指责事实，⽽不去承认⾃⼰理论上的错误。”[25] 这种情况在中国当下的纪录⽚研

究中同样存在。依然有很多⼈把纪实风格定义为纪录⽚的本质，依然有很多⼈将所谓的“客观

性”当作是纪录⽚之所以成为纪录⽚的前提。像《英和⽩》和《我的建筑师》这样的作品显然

超出了他们的理论所能阐释的范围。在纪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个⼈的精神世界、个⼈的⼼

理现实是不可能成为纪录⽚表现的主体的。但正如前⽂所提到的，如果我们放眼世界纪录⽚

发展史，近⼏⼗年来纪录⽚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就是那些从导演个⼈视⾓出发创作的

纪录⽚作品，如第⼀⼈称纪录⽚、表演纪录⽚等。⽽⾃我治疗纪录⽚⽆疑是其中最晚近、最

显著的表现之⼀。在08年的⼀篇⽂章中，麦克•雷诺曾经试图对⾃传体纪录⽚的历史意义进⾏

理论归纳。他总结说，⾃传体纪录⽚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彻底改造（reinvent）了我们传统的对

于纪录⽚的理解。[26] 回到中国的特定语境，这些纪录⽚意义尤为不同。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挑

战了国内90年代以来长期奉⾏的纪实主义准则，迫使那些纪实主义的信奉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对

于纪录⽚的基本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治疗纪录⽚、⾃传体纪录⽚、第⼀⼈称纪录⽚

等的出现与发展或将成为中国纪录⽚通往“后纪实”时代的重要转戾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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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像维度 

                  ——透视原⼀男的超私影像 

                                                            许⾦龙 

 

                                    前⾔ 

   “很多⼈对这种隐私恐怕没有兴趣，纪录⽚是关注社会的，个⼈私影像和社会有什么联系，

观众为什么要花时间要看⼀个和⾃⼰没有关系的⼈，还有他的隐私？”－－⼀位同学在看完原

⼀男纪录⽚《极私恋歌 1974》后问道。这个问题很好，但却让我陷⼊了沉思：什么样的影像

可以不通过关注个⼈⽽直接关注“社会”， 只见“社会”不见个⼈的影像背后真正发声的是谁？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观念⾥的个⼈与社会竟可以割裂开来，对⽴起来。个⼈就是⾮集体的，

集体就是⾮个⼈的，甚⾄⼀度认为个⼈就是邪恶的，集体就是正义的，以⾄于对个⼈的正义

和集体的邪恶选择⽆视和遗忘。这种观念不知在我们的头脑⾥占据了多久，以⾄于“集体”影像

看多了，见到⼀部鲜活的私⼈纪录影像竟会⼤吃⼀惊。 

不少⼈对集体很熟悉并感到安全，对个⼈却陌⽣并隐隐感到不安。东⽅古国以含蓄为德

中庸为道，新中国强调个⼈服从集体，直抒胸臆的个⼈意志表达从未被⿎励过。直到改⾰开

放后私有制经济被承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源⾃西⽅的个体意识才开始

不受打压地摆上台⾯。但在“枪打出头鸟”的“传世训诫”下，⼤部分⼈对内⼼的感受体验习惯了

⽤压制暗⽰和拐弯抹⾓的⽅式表达。在此语境下，拿起摄像机对准⾃⼰、伴侣、亲⼈、朋友

展开⼀次内部拍摄仿佛有些不合时宜。然⽽不合时宜的有时是社会，有⼈在追逐经济增长的

⼤旗下⽆所不⽤其极，⽼谋深算驱逐了光明磊落，曾经的夜不闭户如今已不可期许，上有贪

官污吏，下有奸商市侩，仿佛每家每户都藏着不可告⼈的隐私，每个⾏业都掖着不可外泄的

秘密，每个⼈都背负着死守私密的重任，⼀切喜怒哀乐不可告⼈。另⼀个极端是⽹络社交媒

体上私⽣活⾃传播的泛滥成灾，⼀些吃喝玩乐的个⼈⽣活被⽆限制地渲染放⼤，发布者从⾃

媒体的传播中收割着⾃曝的快感和慰籍。两者不⽆关联，压抑的情绪总需要⼀个出⼜，⽹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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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个廉价又便捷的⽅案。 

秘密之所以存在，是因其有利于⼀⽅⽽有害于另⼀⽅，其宿命是被揭露；隐私之所以存

在，是因为⼀旦公布可能会对当事⼈造成⾝体或精神的伤害，伤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既

有的成见，但成见有可能被改变，其前提是隐私⾛进公众视野。⽆论是哪种，私密⼀旦存在

就会对⾃由表达形成限制，长期的不可⾔说更会导致⼈性的压抑甚⾄扭曲。因此与其说摄影

机是侵犯隐私的武器，不如说它是解放⼈性的权杖。⾯对地沟油毒奶粉地震爆炸 PM2.5，我们

是不闻不问选择性失明抑或寻根究底活的明明⽩⽩。见天地见众⽣，摄影机为转私为公提供

了⼀种可能，化暗为明真相得以追寻，压抑在内⼼深处的情感可以透过镜头和银幕完成⼀次

释放和传达的仪式。 

                         ⼀、公像之后 

在原⼀男之前，以集体为创作主体的⽇本纪录⽚⼗分常见，其中最知名的是以拍摄千叶

县三⾥冢地区抗议机场建设的⼩川绅介，以及拍摄九州岛⽔俣病患者的⼟本典昭 。⼩川和⼟

本活跃的 60 年代，正是社会主义红⾊风潮席卷全球的时代，两位均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创

作者。⼩川在校期间是活跃的学运份⼦，他的第⼀部纪录⽚《压制森林》便是关于⽇本⼤学

⽣学运，⽂⾰期间他甚⾄想来华投⾝⾰命实现共产理想，⼟本曾经加⼊过⽇本共产党。如那

个时代每个拥有红⾊信仰的年轻⼈⼀样，他们对黎民苍⽣有⼀种激烈⽽⾚忱的情怀，其纪录

⽚创作亦是共产式的。⼩川带着整个摄制组常年累⽉居住在拍摄的农村，与拍摄者⼀起共吃

住⽣活，并在此中完成影⽚制作，可以说⼩川隔着⼭海践⾏了⽑主席上⼭下乡的红⾊指⽰。

虽然是共产式集体创作，但深究起来⼩川的拍摄⽅法不是没有私影像痕迹。他并⾮⼀见到三

⾥冢的抗议者就马上开动摄影机，⽽是⾸先⾛进他们的⽣活，和他们⼀样过着种⽥割稻的⽇

⼦，融⼊他们并体验其情感，然后才进⾏拍摄，这样从内部展开的拍摄⾃然⽐外部⾛马观花

的记者要捕捉到更为丰富的细节与深层情感，⼩川亦因此成为⽇本纪录⽚界⼀座丰碑。 

原⼀男回忆，“我深深地被⼩川摄制组吸引，那个集体本⾝我从未加⼊，但的确仔细考虑

过，然⽽跻⾝中间我不能想象⾃⼰在那种集体当中的样⼦。那些⼈来⾃于 60 年代，⽽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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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70 年代，有个问题是参与到⽃争中的那个⾃我究竟是谁？你⾃⼰是谁？我们⾯对的是个

体，我们⾃⼰，这是我们想问题的⽅式。在⼀个集体⾥⾯有所创造是相当有吸引⼒的，但最

终⼩川摄制组那些⼈已经在做了，对我来说，不妨尝试从这个叫做个⼈的位置上去做些什么。”

《极私恋歌 1974》在⽇本纪录⽚中指向⼀种转型：从以⼩川摄制组和⼟本典昭为最佳代表的

集体电影制作模式转向以原⼀男为先导的⾼度个⼈化和匠⼈式的实践。① 

 知道原⼀男是从《前进神军》开始，这部纪录⽚的⼈物⾮同寻常，讨厌天皇就把反对他

的⽂字写满车⾝并驾驶着周游⽇本，叫板警察是家常便饭，甚⾄让妻⼦和⽼友冒充死者家属

以继续追问那段不愿被队友提起的往事。影⽚结束神军奥崎被捕⼊狱，1989 昭和天皇驾崩改

朝换代⼤赦天下，奥崎本可出狱重获⾃由，但他却拒绝⼤赦情愿留在狱中，随后⿎声昂起，

仿佛军队出发前的仪式，伴着⿎声，漆⿊的屏幕上又浮现出神军的影⼦，奥崎动⼿施暴形象

在我⼼中挥之不去，他的灵魂仿佛会随着⿎声⾛出屏幕来到现实世界，要去质问并殴打每⼀

个昧着良⼼苟活的⼈。⼀个⽣活在⽂明社会的当代⼈明知打架⽃殴会惹来⿇烦，明知不良暴

⾏会被镜头记录在案却仍忍不住挥拳⽽上，动作的背后是对拍摄者的信任，被摄者与拍摄者

达成了⼀种奇怪⽽又难得的默契。花甲之年的奥崎在⽚中为追寻真相不惜⼤打出⼿，挨打的

同样是⼀位六七⼗岁的⽼头，殴打⽼⼈在崇尚礼俗的东⽅社会绝对属于禁忌。原⼀男不仅⽃

胆⽽且毫不避讳地将整个施暴过程拍摄下来，他哪来的魄⼒在这种场合仍能冷静拍摄，这激

起了我的好奇，遂决定溯源⽽上观看他的前作——《极私恋歌 1974》。没想到这部距今 41 年

前的作品颠覆了我对纪录⽚的认识。 

看完《恋歌 1974》后不得不重新思考⼀些问题：什么是纪录⽚的客观？纪录⽚是否有边

界存在？纪录⽚是否可以去私化？私影像是否只是与社会⽆关的个⼈影像纪录？ 

对于第⼀个问题，来源于影⽚不时的声画错位，声⾳上武⽥与同居⼥友爆发争执，画⾯

上却是两⼈⽇常的⽣活画⾯，仅有场景是⼀致的，⽐如因洗⾐服发⽣的争吵，画⾯是⼀⼈在

洗⾐服⼀⼈在旁倾诉。声画的错位也许是由于当时摄影与录⾳技术不发达所导致帧数错位。

这种相联但不合的声画组合却产⽣了⼀种有别于声画同步的感受。那些争吵仿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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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众正通过银幕进⼊⾓⾊的内⼼。这种偏离“现实”的⼿法，估计要被纪录⽚原旨者诟

病----他的镜头没有拍摄⼈物真实的争吵，影像不是真实的，声⾳可能是伪造的。那么问题来

了，由于时间不可倒流，摄影机不可能乘坐时光机回到过去拍摄已经发⽣过的事情，是否可

以让当事⼈再次模拟重现事件，⽽模拟重现势必因时过境迁不可避免会与过去的“真实”产⽣偏

差，既然⼿法不⼲净会产⽣偏差，重现和搬演是否应当被否决？  

 

                           ⼆．能动之像 

纪录⽚以真实性著称在电影史中据有⼀席之地，区别于虚构的剧情⽚，纪录⽚以真实⼈

物和事件为线索探讨宇宙万物 。观众接触纪录⽚，⼤多出于好奇，因其具有“揭露”真相的社

会功效。但倘若将揭露社会⿊暗与纪录⽚划上等号，⽆疑是对纪录⽚的窄化。纪录⽚早期有

许多诗化的影像探索，如伊⽂思的《⾬》《桥》，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鲁特曼《柏林交

响曲》，⽆⼀不是借镜抒情的作者作品，起意并⾮揭露，⽽是呈现。同时这些作品所展现的城

市景象皆从作者个⼈的⾓度，观看影⽚亦是从作者的⾓度出发。既然是作者的⾓度势必存有

主观成分，由此带来⼀个问题，是否有不参杂任何主观的客观作品存在？ 先来看⼀下⼈类的

认知过程，客观的物体（物甲）是⼀种存在，但假若没有⼈主动来认识它或者由于科学技术

等原因没有发现他，尽管他存在却没有被⼈类认识也就⽆法进⼊⼈类语境体系。当这⼀物体

（物甲）被⼈类认识，并存在于意识中则形成了⼈类语境下的物体（物⼄），随后⼈类根据⾃

⾝的认识对物体（物⼄）为原型进⾏创作研究，由此这⼀物体得到了新的意义（物丙），物丙

和物⼄则在社会运⾏地过程中随着新的理论研究形象出现⽽不断交替更新。这是⼈类认识事

物的过程，脱离主观⽽存在的客观是存在但尚未被⼈类认知的，被认知的客观事物⼀定是伴

有⼈类主观意识的。⼈类只能从⾃⼰或者他⼈的经验当中去认识世界，脱离了作为先验者的

⼈，认识便⽆从谈起，不带⼈类观点的物质在⼈类语境中是不存在的。  

纪录⽚本⾝并⾮客观存在的⾃然物，⽽是⼈类⽂明的产物，必然是从⼈类的⾓度去认识

世界。纪录⽚虽以写实为特性，但与其他艺术创作⼀样，需要充分发挥⼈类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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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是因为⾥⾯具有⼈类的认知与情感，这种认知与情感⾸先源⾃作者。

作，即是贯以个⼈意识经验主动去创造加⼯，因此不带个⼈主观意识的纯客观纪录⽚是不存

在的。纪录⽚去作者化就是去⼈类化，就是将纪录⽚与客观现实对等起来，本⾝不但是荒谬

的更是不存在的。每⼀个⽂艺作品都是作者的私⼈产物，纪录⽚也⼀样，⾸先是作者的，其

次才是社会的。倘若不参杂⼈类感情的绝对客观是纪录⽚的唯⼀标准，那公共场所的监视器

是最好的纪录⽚导演。  

以上论述有些抽象，在此举⼀个具体例⼦。《前进神军》中，原⼀男讲到奥崎实际上并不

是⼀个逻辑清晰的⼈，他在⽚中表现出的逻辑更多的是来⾃后期剪辑。② 奥崎本是奥崎（物

甲），但在影⽚中，他成为原⼀男透过镜头蒙太奇构建的奥崎（物⼄），⽽观众看完影⽚之后

又有了他⼼中的奥崎（物丙）。哪个才是客观的奥崎？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认识了

奥崎，见证了他的动作，体验了他的情绪。回到《极私恋歌 1974》⽚中，错位声画⽆论是技

术原因抑或导演⼿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种⾛进⼈物⽣活感受⾓⾊内⼼的有趣⽅式。

纪录⽚需要对拍摄对象长时间的凝视，但绝⾮守株待兔般刻版地记录，还原现实不等于复制

现实，如何⽤⽣动的视听语⾔构建⼀个影像故事⽽⾮简单粗暴的复刻抄袭，对每个拍摄者来

说都是⽆法回避的考验，亦是其实⼒的最终体现。 

 

                               三、像之边界 

问世于 1960 年代美国的直接电影强调“电影摄制者的个性决不能直接射⼊到影⽚拍摄活

动中去”，作者努⼒隐藏⾃⼰以使影像尽量显得客观中⽴。不可否认，这种静观⼈世的⼿法⾃

问世以来影响深远，成为⼀个重要流派并催⽣了⼀批经典作品。但躲在摄像机后克制情绪假

装不在场不应成为纪录⽚创作的绝对准则和唯⼀⽅法。“原⼀男呈现⽇本战后历史的⽅法避免

了任何容易的现实主义，因为这种对世界的再现是⽤他⾃⼰的眼光进⾏测量。这⽀作者⾃⼰

眼光的量尺找到私⼈空间，以他单⼀的执迷的存在将其穿透，这种倾向对于原⼀男作为⼀个

⽇本纪录⽚作者和对于纪录⽚现实主义本⾝，揭⽰的⼀样多”美籍⽇本纪录⽚研究者马克·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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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说道。③ 

画有⾃画像，⽂有⾃传记，影当有⾃影像。画家和作家会以家⼈和⾃⼰为对象创作，持

摄像机的⼈除了将镜头对准世界之外为什么不能对准⾃⼰⽽创作呢？正如通过⽂字记叙⼀段

⼈情关系，《极私恋歌 1974》种原⼀男选择⽤镜头和胶⽚这⼀媒介来描绘他与前⼥友武⽥的爱

恨情仇。将朝外的镜头转向朝内并不是⼀件简单的事，镜头对准⾃⼰和⾝边的⼈⽐对准陌⽣

⼈更难，影像创作并⾮如⽂学美术⾳乐等传统艺术可以由作者独⽴完成。事实上⽂学美术⾳

乐亦并⾮作者独⽴完成，作者⾸先在现实⽣活中观察⼀种事物并产⽣体验，甚⾄多次观察体

验后才能进⼊创作。影像叙事除了需要持摄影机的⼈外，同时亦需摄影机前的被摄对象配合

⽅能完成。此⽚中前⼥友武⽥不单没有拒绝原⼀男的拍摄，相反在他的镜头前毫⽆保留地呈

现⾃⼰的⼈⽣，⽽原⼀男的现任⼥友⼩林亦在其中，她的坦诚让⼈震惊，我好奇武⽥为何要

接受原⼀男的拍摄。 

搜查资料得知：《极私恋歌 1974》的拍摄正是武⽥本⼈的提议，当时她同原⼀男离婚，

带着孩⼦搬去冲绳同⼀个⼥⼈⼀起⽣活，她想要独⽴⽣下⼀个孩⼦，并提议原⼀男记录这⼀

过程。和⿊⼈美军同居、怀孕、独⾃⽣下下海、加⼊⼥权公社等。武⽥突如其来的挑衅似乎

既是针对原⼀男又是针对⽣活，被摄者、拍摄者以⼀种极端的⽅式混合在⼀起。④ 从影⽚和

上述⽂字中，不难发现武⽥当时的处境，丈夫离去后独⾃带着孩⼦⽣活，然⽽世俗的偏见和

⽣活重荷并没有让她失去⾃我，她最终选择带着孩⼦告别故乡来到⼀个新的城市寻找⼀个新

的⾃我。武⽥在冲绳的⽣活对于原⼀男、对于家乡的⽗母等亲属来说都是⼀种隐私，但在追

寻⾃我的过程中，她选择了⾯对镜头。将⽣活公之于众从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更别说有注

重礼教传统的东⽅社会。为何武⽥能和原⼀男达成拍摄共识？原因可能有两个：⾸先对外是

对前夫的信任抑或痛恨，不能说武⽥漂泊冲绳的选择是原⼀男直接造成的但肯定起了推波助

澜甚⾄导⽕线的作⽤，倘若当时原⼀男没有选择离婚，武⽥也许就不会有冲绳的⽣活，爱恨

交织，解铃还需系铃⼈。其次对内是武⽥⾃我⼈⽣实现的需要，冲绳的⽇⼦⼀个⼈过也很好，

但武⽥的内⼼并不满⾜于此，家庭解体后武⽥⼥性的独⽴意识觉醒，她选择与同性⽣活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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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社团，践⾏其准则甚⾄独⽴⽣育。在这条修⾏的路上，摄影机的参与正好起了见证的

作⽤，反传统的⾏为只有被传播为⼈所知之后才可能获得更多认同。  

从武⽥被摄者的⾓度出发，内外两个条件缺⼀不可，倘若武⽥潜意识⾥没有被拍摄的需

要，拍摄不会发⽣；倘若拍摄者不是前夫原⼀男，影像恐怕不会如此深切。摄影机在此起的

作⽤正是转私为公化暗为明，⼀⽅⾯使得被摄者武⽥原本隐藏的⾃我⾛⼊他⼈视野，完成了

其独⽴⼥性形象的见证仪式，另⼀⽅⾯为拍摄者原⼀男⾃⾝解开了某些⼼结，对原本⼼底纠

缠不休的情感做了了断。这部 1974 年的纪录⽚所⽤介质是 16 毫⽶胶⽚，那时没有数码没有储

存卡没有⾮线编辑，要⽤影像讲⼀段历程需经过繁复的冲印曝光技术和胶⽚组接流程。在此

技术条件下，拍摄者除了冲动以外，更需要理智和意志才能克服技术困难完成影像表达。原

⼀男做了⼀个充满实验意义的另类冒险尝试，不料这⼀尝试竟然突破了纪录⽚原有的边界

——摄影机除了朝外捕捉竟可以向内探索。 

在故事⽚领域，为博取眼球赢得市场，作为隐私的性和暴⼒常作为不可获取的元素穿插

其中，经其⽆以复加的渲染洗礼，银幕上的⽣死早已不⾜为怪。关于婴⼉出⽣的纪录⽚故事

⽚不少，然⽽原⼀男这部作品中⽣命的诞⽣却让我的下巴掉在了地上，重新认识了⼈类。 

武⽥⽣孩⼦没有去医院，⽽是选择在家独⾃分娩，这⼤概是其独⽴主义⽀配下的选择，

于是出现了那让⼈震惊的⼀幕：前⼥友武⽥在凋敝的榻榻⽶上中⽆助地挣扎，现⼥友⼩林在

⼀旁举着麦克风录⾳，原⼀男⾃⼰则在对⾯冷静地拍摄，镜头很长很长，⼀动不动，⼀直在

挑战观众的耐⼼。武⽥像⼀个被凝固在时光⾥嘶吼挣扎的活体标本，没有医⽣在场的情况下

⽣出的孩⼦不知是死是活。⼦⽈⾮礼勿视，拍摄异性裸体本是⼀件有伤风化的事，⽽观者亦

难摆脱窥私的道德审判，那镜头出现时我⼏次考虑快进跳过，但秉着欣赏艺术开眼看世界的

态度硬是逼⾃⼰没离开凳⼦。没想到接下来是⼗⼏分钟屏息凝神，忽然间这纪录⽚竟⽐恐怖

⽚还让⼈如坐⽑毡坐⽴不安，直到幼⼉的啼哭响彻房间，⼼中⼤⽯⽅才落下。看着看着武⽥

已不是武⽥，⽽是作为⼈类母亲的武⽥，原⼀男拍摄的也不是美⽇混⾎⼉的出⽣⽽是⼀个⼈

类的诞⽣。原来新⽣美好的背后充满了恐惧惊险，划破夜空的第⼀声啼哭是历经劫难的喜极

⽽泣。屏幕⾥的⼈事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情景⾥的冲击⼒却丝毫不减，那⼀刻眼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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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到什么。虚焦的处理恰到好处，原⼀男这⼀记录⽣死的

镜头有⼀种超越，超越了道德，超越了时间。 

挑战观众极限并不意味着侵犯他⼈隐私，但确实存在⽤侵犯他⼈隐私来挑战观众极限的

⽚例存在，如在病重、垂死、胁迫、双⽅强弱悬殊情况下，被摄者知晓摄影机存在但是⽆⼒

阻⽌拍摄发⽣。原⼀男的拍摄是在武⽥知情的情况下进⾏的，并⾮偷拍，武⽥亦没有遮遮掩

掩，⼀切都是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进⾏，何来侵犯隐私？如果说有，那可能是影像的最终使

⽤情况没有告知武⽥并给她带来了负⾯影响，但⽬前我们不得⽽知。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因

世界观⼈⽣观不同⽽产⽣的道德判断，如有⼈认为武⽥没有廉耻之⼼。倘若没有武⽥坦荡的

⾃我奉献，原⼀男没有冒天下之⼤不韪拍摄这⼀镜头，对于⽣命诞⽣的体验观众只能从书本

或者亲⾝经历中去体验。许多体验原本是隐私的，然⽽当体验者并不介意隐私公开的时候，

需要做选择的反⽽是观众，内容不适可拒绝体验。从接受的⾓度讲，纪录⽚中呈现出来的具

有时间感的死亡、性和分娩场景，对观众来说充满压⼒，这个压⼒来⾃伦理，也来⾃对侵犯

他⼈尊严“偷窥⾏为”的道德谴责。⑤ 

有⼈认为纪录⽚有原罪，摄影机有侵犯性，仔细分析不难得出这是⼀个夸⼤其词以偏概

全的伪命题。如果说纪录⽚有原罪，犯罪的⾸先并⾮制作者，⽽是观众。假如没有⼈观看，

就不存在传播，影像没有进⼊公众视野，隐私不存在泄漏。有⼈认为摄影机对隐私有侵犯性，

古代没有摄影机但依然有皇宫秘史，那笔有没有侵犯性，⼈⾔有没有侵犯性，如此推论⼀切

能够传播的介质都有侵犯性。观众要了解拍摄对象的故事，必须通过展⽰其⽣活的镜头。某

程度上，纪录⽚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有观看需要的存在，为了满⾜观众的求知欲与好奇⼼，

镜头进⼊了各⾏各业。影像拍摄是现代媒体传播的⼀个环节，隐私侵犯发⽣有三个条件，⼀

是偷拍，即被摄者没有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拍摄在继续；⼆是影像的最终⽤途没有告知被

摄者，三是由前两个原因⽽对被摄者及其家⼈的⽣活产⽣了负⾯影响。当被摄者知悉摄影机

存在并清楚其影像的最终⽤途，被摄者在和拍摄者达成某⼀共识后展开拍摄，隐私的侵犯便

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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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担忧的是影⽚播出以后是否给武⽥的⽣活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但就影⽚结尾的来

看，我知道她已⽴于不败之地。离开了家庭，选择⼀⼈⽣活，并说服同伴⼊伙保健事业，不

清楚孩⼦⽗亲是谁仍决定让他出⽣，所有的⼀切武⽥选择独⾃⾯对。其独⽴意志让⼈吃惊，

如此⼀来，世俗的闲⾔碎语对已在困境中乐得其所得武⽥来说只是路边刮起的⼀阵风。 

如果武⽥遇上的导演不是原⼀男，是否还有机会看到如此深切的影像？强悍的对象需要

强悍的作者，强悍的作者才能创作出强悍的主⾓。原⼀男的作品猛烈、残暴、叛逆⽽又充满

⽣命⼒，正如影⽚最后，武⽥⼀边带着孩⼦⼀边继续⽣猛的保健⽣活，开始拒绝她的同性伴

侣亦在喧嚣的舞厅中⾃信起舞，⼀点也不担⼼这个世界明天会如何，也不为孩⼦的教育操⼼，

也许她明⽩⾃⼰所遭遇的⼀切都不算什么，她的孩⼦也会像她⼀样勇敢地⾯对⽣活。 

 

                              四、私像之公 

回到开头同学的问题，私影像纪录⽚是否只是和社会⽆关的个⼈纪录？答案是否定的，

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个⼈则是家庭和社会的最⼩单位。个⼈当然代表不了整个社

会，但是唯有通过个⼈才能了解社会。私影像放弃追求⼴度的社会横向探索，⽽转向个⼈进

⾏纵向维度的深度挖掘，原⼀男通过摄影机带领观众穿透武⽥的个⼈空间，看似只是对她个

⼈的⽣活纪录，实际上同时记录了她所⽣活的时代⾯貌——70 年代冲绳。街⾓上的西式服装

店，马路上穿⾏的泥头车，还有穿梭其中的⿊⼈⼠兵，这⼀切在观众的脑海中组成了动荡时

期⽇本的美军基地之城。私影像提供了⼀个有别于传统官⽅书写的历史观察⾓度，提供了⼀

次⾮正统的个⼈历史体验，这种叙事虽不⼴泛宏⼤但却猛烈深切。相对于来⾃外部观察式上

帝视⾓的旁观体验，内部情绪化的第⼀⼈称拍摄为观众提供了近距离感受被摄者的情境，并

还以源⾃私密伙伴带着原始温度的内⼼体验。  

随着摄影放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影像⽣产⼒得以解放，拍摄器材成本的降低与普及使

得影像表达不再是少数⼈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开始拿起摄影机，⾃来⽔笔般的影像写作时

代正在到来。在不满⾜与⽂字阅读体验的未来，影像写作可能是每个⼈的必备技能，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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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布置的作业不是写⼀篇⽂字⽇记⽽是拍⼀部影像⽇记。关于⾃我，拿起摄像机你想对世

界说些什么呢？  

 

参考书： 

1.《私⼈现实》， [美] 阿贝·马克·诺恩斯;张亚璇; 《电影艺术》2013 年第 05 期  

2.3.4.《⾏动纪录⽚》 胡安，《艺术界》2010 年 6 ⽉号 总第 128 期 

5.《对纪录⽚⼀些敏感话题的思考》，张民，《电影艺术》总第 335 期 

 

 

 

 

 

  

作者：许⾦龙，80 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4 级在读研究⽣，研究并创作纪录片。 

 

 

该⽂由作者本⼈提供，作者由郭熙志⽼师引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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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把⼑⼦——中国“私影像”研究  

Like a knife——A Study of “Private Videos”in China 

	 	 	 	 	 	 	 	 	 	 	 	 	 	 	 	 	 	 	 	 	 	 	 	 	 	 	 	 	 	 	 	 	 	 	 	 	 	 	 	 	 	 	 	 	 	 	 	 	 	 	 	 	 	 	 	 	 	 	 	 	 	 	 	 	 	 	 	 	 	 	 	 	 刘寻	

	 	

	 	 	 	 	 	 	 	 	 	 	 	 	 	 	 	 	 	 	 	 	 	 	 	 	 	 	 	 	 	 	 	绪论	

 

⼀、“私影像”在 2010 

    在 2010 年的中国独⽴电影“圈⼦”⾥，“私影像”是当之⽆愧的最⼤热点话题 和年度关键

词。在⽹上论坛和创作者、研究者之间的⼜头谈论中，这个词语⼏乎俯拾即是。  

这⼀话题的升温，似乎与曾被称为“中国当代纪录⽚的教⽗”的吴⽂光的⼀系 列推动之举有着

直接的关系。2010 年 4 ⽉ 27 ⽇，吴⽂光在⽇本国际交流基⾦会、 北京⽇本⽂化中⼼等机构

的⽀持下，邀请⽇本私影像创作的代表⼈物原⼀男来其在 北京的草场地⼯作站，联合⼀些艺

术机构和策展⼈举办了“原⼀男纪录⽚回顾展”， 放映了《再见 CP》、《绝对隐私·恋歌 1974》、

《前进！神军》、《全⾝⼩说家》等五部 极具私影像⽓质的影⽚。⽽与此⼀并进⾏的，是以“私

影像”为主题的新出纪录⽚ 展映——时间从 2010 年 4 ⽉ 30 ⽇到 5 ⽉ 3 ⽇，共展出了吴

⽂光本⼈的《亮出你胯下的家伙》 、《治疗》，奥黛的《从天⽽降》、《我的中国男⼈》，李凝

的《胶带》，李有杰的《⾐胞之地》等六部作品。也就在这数天之内，在北京宋庄举⾏的第七

届中 国纪录⽚交流周同样邀请了原⼀男参与交流，同时涌现出了包括《胶带》、《⽕星综 合

症》、《回到达县》、《喉⾆》、《恋曲》、《算命》在内的⼀⼤批具有私影像⾊彩的影 ⽚，还为吴

⽂光的《治疗》、《亮出你胯下的家伙》、《操他妈的电影》开辟了私影像 专题单元，这是往年

从未有过的现象。⾃ 2010 年 10 ⽉ 20 ⽇开始，吴⽂光开始在独 ⽴电影⽹站现象⽹[46上陆续

发表系列⽂章《吴⽂光影像笔记：⼀个⼈的纪录⽚》，对 私影像进⾏了进⼀步阐述。同时，“私

影像”⼀词在各类⼤⼩的展映以及导演访谈中 被频繁提及，吴⽂光及其“纪录⽚⼯作坊”对私影

像创作的⿎励和推动⼯作也以不 同形式被公开展⽰出来。  

																																																								
46

现象⽹（http://fanhall.com ）始于 2001 年，原是独⽴电影机构“现象⼯作室”的官⽅⽹站，2008 年 8 ⽉改版为独

⽴电影公共平台并更名“现象⽹”，⽹站于 2011 年 3 ⽉ 22 ⽇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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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当我们将私影像的热化现象放置在更⼴阔的历史坐标下的时候，就不⾄ 于对此现

象以偶然性概括之。⼀贯冷静观察和着意社会批判的中国独⽴纪录⽚在此 时发⽣如此转向，

⽽从 2000 开始的个⼈ DV 艺术创作也在此时寻找到属于它的思考深度，这些历史坐标，给

我们提⽰了这⼀或许短暂的现象的丰富内涵。  

  

⼆、国内研究现状  

    ⽬前“私影像”在创作领域内⾮常活跃，但能够找到的与私影像/私纪录⽚相关 的研究⽂章

却较为稀少。国内学术报刊的搜索结果（除笔者撰写的载于《⽂艺⽣活》 的《⽂化之边缘，

⼼灵之鉴镜——论“私纪录⽚”》外）仅有六篇⽂章，分别为：2007 年 5 ⽉载于《电影艺术》

的《⽇本私纪录⽚的起源与现状》（作者那⽥尚史）、2007 年 11 ⽉载于《电影艺术》的《中

国私纪录⽚带来的变化与挑战》（作者樊启鹏）、2009 年载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第 5 期的

《影像的救赎——论⾃我治疗纪录⽚》（作者 王迟），2010 年 6 ⽉载于《⼤众 DV》的《“私

影像”不完全调查报告》，以及 2010 年 9 ⽉ 28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作为现代⼈⽇

常⽣活经验的“私影像”》（作者李瑞华）。相关学位论⽂仅⼀篇，为中国传媒⼤学 2009 届毕业

⽣徐亚萍的硕⼠论⽂《通往真实的⾃我—中国私纪录⽚研究 》。⽽国外亦检索不到直接以 

self-documentary/personal documentary/private cinema 等描述为关键词的英⽂专著（当 然，

据吴⽂光称已经有四本专著出版；可能是⽇⽂的）。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个⽅⾯。 ⾸先，私

影像和国内独⽴纪录⽚⼀样，⼏乎没有取得公映许可证的可能，事实上也 没有出现⾯向⼤众

的商业公映，因此不易得到研究者关注；其次，虽然国内的私影 像创作⾃ 2000 年王芬的《不

快乐的不⽌⼀个》即以肇始，然⽽⼀直以来没有带来太 ⼤波澜，直到 2010 年 5 ⽉的“第七

届中国纪录⽚交流周”上才似乎出现井喷之势， ⽽由此引发的学术探讨尚未充分展开。另⼀⽅

⾯，学术界对“私影像”或“私纪录 ⽚”的说法尚存在疑虑，有时宁可从其它理论⾓度去切⼊相

关的影像⽂本，这可能 也是未能形成集中讨论的原因之⼀。 

    然⽽，私影像实践者的⾃我阐述、以及⽹络上的相关讨论却已经相当引⼈注⽬。 被称为

“DV 教⽗”的独⽴电影先驱吴⽂光从 2005 年起就启动了⼀项⿎励普通⼈拍 摄⾃⼰⽣活的“村

民影像计划”，并以专题放映和讨论等⽅式积极传播着⾃⼰关于私影像的理解。独⽴电影⽹站

现象⽹上也就涉⾜隐私问题的徐童纪录⽚创作产⽣了⼀ 系列影响⼴泛的讨论，⽽且登载了⽇

本私纪录⽚先驱原⼀男、中国私影像创作者胡 新宇、李凝、刘蘅等⼈的专访。时⾄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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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或“私影像”的概念⾄少在 中国独⽴电影领域已经⼴为⼈知，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 

    那⽥尚史《⽇本私纪录⽚的起源与现状》⼀⽂在 2007 年的译介可能是“私纪录⽚”这个概

念在中国的⾸次引⼊。⽂章⽤“私纪录⽚”来称呼（在⽇本）通常被称 为“⽇记电影”的⼀类纪

录⽚（这已成为⽇本业余电影的主要类型） ，并将其概念 定义为“视觉艺术家直接拍摄⾃⼰

或者记录私⼈环境的作品”。那⽥尚史梳理了约纳 斯•梅卡斯的《追忆⽴陶宛之旅》（1972）传

⼊⽇本之前后的⽇本私纪录⽚前史及其 兴起过程，介绍了今村昌平、原⼀男、铃⽊志郎康、

⽯井秀⼈、江⼜幸⼦、河濑直美、⼤⽉奈都⼦、⼩林贵裕、⼤川户等⽇本影像作者的创作，

探讨了梅卡斯私纪录 ⽚的发现背景、⽇本战前家庭录像的制作、战后独⽴纪录⽚导演的活动，

以及梅卡 斯和铃⽊志郎康之后私纪录⽚的特点，并对⽇本现代私纪录⽚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 

进⾏了分析。他认为，⾃铃⽊志郎康后，年轻⼀代的⽇本私纪录⽚创作⼀⽅⾯倾向 于呈现极

端普通的⽇常⽣活，另⼀⽅⾯又都具有“暴露禁忌”和“表⽩不幸”的共 同特点。他肯定了私纪

录⽚“表达不幸”的主题在治疗精神伤痛、升华⼈⽣⽅⾯的 积极效果，同时也对创作中由“表⽩

不幸”⾛向“炫耀不幸”的倾向进⾏了批判。 此外，他讨论了私纪录⽚的真实观问题。在“观众

⽆法判断事实⽌于何处，虚构始 于何处，这是纪录⽚的宿命”的前提下，他认为“从理论上讲，

只要是以有趣的⽅式去表达，影⽚的真实性就不是⼀个问题”，但同时表⽰“为了作品更有趣⽽

不顾⼀ 切的摆拍就是⼀个道德问题”。 

    那⽥尚史的⽂章着重于创作介绍与脉络梳理，但对私影像/私纪录⽚的概念界定并不⼗分

清晰。⾸先，其中⽤到的“视觉艺术家”的提法就让⼈产⽣疑问。私影像 作者是否必须成为⼀

名视觉艺术家？私影像是否⼀定可以成为艺术作品？这都是可 以继续探讨的问题。 

    随后，樊启鹏的《中国私纪录⽚带来的变化与挑战》分析了当下中国私纪录⽚的发⽣背

景，并重点从纪录功能、真实观念、纪录伦理等⾓度探讨了它们给纪录⽚美学带来的变化与

挑战。⽂章⾸先分析了私纪录⽚创作的⾮职业化背景与个⼈化特征，认为私纪录⽚的⼤规模

出现是伴随着独⽴影像的⾮职业化进程⽽出现的，⽽拍摄⾏为的私⼈化和随意性，是对传统

职业模式和专业标准的反叛和消解。⽽在其记 录功能⽅⾯，由于创作者试图通过私⼈记忆甚

⾄是隐秘的内⼼世界来唤醒个⼈的⾃觉性，被抑制、遮蔽和忽略的私⼈经验，这构成了⼀种

从⾃⾝出发、由内⽽外的社 会真相观察和窥探，是对媒体⾃上⽽下视⾓的⼀种有效补充。最

后，作者同样对私 纪录⽚中的真实观问题进⾏了探讨，认为它拓展了纪录⽚“真实”的疆域，

将之推 进到了作者的私⼈情感与隐秘内⼼世界领域。然⽽，这种创作中天然的作者⼲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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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模糊难辨。 ⽂章在结语中说，私纪录⽚让我们意识到，电影不只是

⼯业，也不只是艺术， 

它还可能属于⼀个家庭或者⼀个⼈。这⼀纪录⽚形态是⼀种相对于⼯业/专业中⼼的 “边缘”

存在，但却又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尤其是在主流电影观近乎压倒⼀切的 当今，这些边缘的

存在显得更加珍贵。 

    李瑞华的《作为现代⼈⽇常⽣活经验的“私影像”》虽然精短，但分析到位。她 ⾸先对私影

像的特征进⾏了清晰的梳理，归纳出了“个⼈化制作⽅式和⽴场”、“私 密题材”、“主客合⼀”、“背向

观众”和“碎⽚化”等要点。⽽其⽂章的精华之处， 是尝试将私影像纳⼊到“个⼈书写样式”的⼤

体系之中，将之视作“现代⼈⽇常⽣ 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思路，也正是本⽂预备详细

探讨和继续发展的重要⽅向。 

    《 “私影像”不完全调查报告》是⼀篇仅千字左右的介绍短⽂，但可能是私影像 第⼀次在

⾮学术刊物上被⾯向公众引介。 

     徐亚萍的《通往真实的⾃我—中国私纪录⽚研究》是⼀篇近 5 万字的硕⼠论⽂， ⽂章

分为三个⼤的部分。标题分别是“理解私纪录⽚”，“中国私纪录⽚的真实观” 和“通往真实的⾃我”。 

“理解私纪录⽚”部分对私纪录⽚的概念进⾏了溯源和内涵与外延的分析。⽂ 章将私纪录⽚的

内涵归结为“暴露⾃我以接近真实”，作者认为，隐私和禁忌存留在 个体⼼理的最深处，⽽私纪

录⽚暴露隐私和挑战禁忌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让影像“深 ⼊地接近了隐秘⽽真实的⾃我”。⽽⾄

于其外延，作者主要将其与体制内的主流纪录 ⽚区分开来，认为私纪录⽚“偏离政治与道德话

语”，⽽表现出了个体价值观的独特 性和边缘性。此外，这⼀部分也对中国私纪录⽚出现的背

景和创作的现状进⾏了梳 理。 

    第⼆部分“中国私纪录⽚的真实观”⾸先对谈论“真实”的当下语境进⾏了探 讨，认为在技

术时代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私纪录⽚中的真实更倾向于从⾃我体验 出发，⽽不追求中⽴与

客观。关于此种个⼈体验，作者归纳为“对⾃我的激发与确 认”和“对私⼈记忆与创伤体验的暴

露”。同时，他分析了这种主观参与对建构真实 的作⽤，认为这种主观介⼊是戳破谎⾔、逼近

真相的通道；并且因为消解了创作者 的中⼼话语权威，避免了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判断；此外，

⽤外界刺激⾃⾝，可使创 作者主动呈现“给定的真实”之外的相对的真实和复杂的真实。 

     第三部分“通往真实的⾃我”讨论了“呈现⾃我”的⼿段⽅式问题。包括“⾃ 我反射”的⼿法，

叙事视⾓的陌⽣化等。具体形态包含“对⾃⼰的观看”和对私⼈ 环境的观看。这⼀部分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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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讨论了私纪录⽚的叙事时空问题，认为私纪录⽚倾 向于呈现⼼理时间与⼼理空间，因此叙

事时间上有破碎、跳跃和拼贴的特征，空间 上则是倾向呈现“⽇常”现实空间和“反常”的⼼理

空间，与主流的⽅式背道⽽驰。 

     该论⽂收集了较为充⾜的影像资料，从真实观和叙事学的⾓度对私纪录⽚进⾏ 了初步

的探讨，但可能因为当时关于私纪录⽚的许多问题尚未真正浮现，所以⽂章 尚未清晰地表述

出私纪录⽚区别于⼀般中国独⽴电影的不同之处，也没有就私纪录 ⽚提出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这篇论⽂⼀⽅⾯给笔者此次的论⽂写作提供了良好的资 料整理基础，另⼀⽅⾯也为接下来的

问题探讨留下了⼴阔的空间。 

    国外⽅⾯，论⽂集《Mining the Home Movie: Excavations in Histories and Memories》（《开

采家庭录像－ 发掘历史和记忆》）⼀书对家庭录像和业余电影领域 进⾏了深⼊研究，分析了

家庭录像如何⽤在纪录⽚创作和“素材收集制作”（Found footage practice，指运⽤收集到的⼆⼿

和历史素材的制作实践。如匈⽛利导演 Péter Forgács’收集了⼤量关于欧洲战争的家庭录像，

并使⽤这些创作了不少记录长⽚）之 中。从中可以获知，家庭录像强调本⼟叙事，私⼈历史，

⽽这是⼀种对公共历史和 公共话语的反抗和平衡。由于笔者准备将家庭录像划归⼊“私影像”

的范畴之中， 书中关于权利话语机制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电影的近邻领域——摄影⽅⾯，复旦⼤学顾铮教授发表于《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2 期

的《中国私摄影论》对“私摄影”进⾏了概念界定，梳理了中国产⽣私摄 影的社会条件和发展

状况，并提出私摄影属于⼀种“私语⽂体”；它⼀⽅⾯⽡解了摄影作为⼀种艺术形式的神圣性；

另⼀⽅⾯，私密的并不意味着不具社会性——私摄 影从“民间”的⽴场出发，以“私⼈性”塑造

中国消费社会中的新个体意识， 也通 过⼤众传播媒介直接影响到当代青年的⽣活⽅式与⾃

我表现形式。此⽂虽然不是针 对电影领域，但其中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私影像的研究价值 

    “穿过你的嘴去吻你的肺”是崔健在摇滚歌曲《像⼀把⼑⼦》中写出的歌词。 近年来，以

直接拍摄⾃⼰⽣活为主要特征的私影像在中国民间影像创作中⼤量涌现， 给观众带来前所未

有的情感震动与极端体验，并尖锐地触及到了⼤量值得思索的问题。正如吴⽂光对私影像的

概括——“⼩川绅介是通过社会的⼦宫来看⼈，原⼀男 是通过⼈的⼦宫来看社会”，私影像与作

者的紧密缠结，使⽂本⽣产中的发⽣的规训 与异化呈现得更为⾚裸。⽽个⼈影像制作⼯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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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普及和存储分享⽅式的发展成 熟，可能开启⼀个真正的 DV 私影像时代，深刻改变整

个社会的话语格局。 

本选题对私影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对私影像与作者关系的细致剖析属于前瞻 

性的研究，能够推动和深化⼈们对此现象的认识，甚⾄可能对创作产⽣⼀定影响。 

 

四、 本⽂的研究路径 

    笔者并没有选⽤以往学者经常⽤到的“私纪录⽚（self-documentary）”，⽽使⽤ 了“私影像”

的说法，并将“私影像”与“第⼀⼈称纪录⽚”区分开来。同时从媒 介的⾓度出发，赋予其更⼴

泛的理解。以这样⼀种新的概念界定为基础，再进⼀步 廓清私影像的传播特质之后，笔者在

前⼈的基础上打开了⼀个新的理论视野，亦即： 通过对影⽚和外围事件的分析，看发现当下

社会环境中“⼀个私影像作者是如何被 建构起来的”；⽽后去探讨这种私⼈经验的记录和暴露与

社会公共领域将有怎样的互 动。 

    本⽂⾸先藉由对中国私影像⽂本的分析，试图挖掘私影像与⾃我认同之间的关 系。私影

像是⼀种记忆的复原，是⼀种⾃我治疗，是⼀次伦理历险；⽽归根结底， 是现代中国⼈⾯对

破碎⾃我和破碎价值观，分离构建⾃⾝完整镜像的过程。当私影 像成为现代⼈⽣存体验的⼀

部分时，它是作为⼀种“个体的仪式”存在于我们这个 社会中的。 

⽽这种“集体认同”向“⾃我认同”、“集体的仪式”向“个体的仪式”的变迁， 是数字媒体时代⼈

类精神体验巨⼤变迁的⼀个缩影。⽽当这种变迁与当下中国之社 会对照时，则带来更⼤的启

发意义。本⽂在后半部分将着重论述私影像的现实意义 和它的公共性问题。⾯对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私影像很少是直接的反抗，但它常常 是更深刻的⼀种反抗⼒量，是个⼈意识存活的

印证。当⼈们在⼀个精神迷茫的社会 ⾥坦露⾃⾝时，每个⼈都将成为⼀把⼑⼦。 

 

                      第⼀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坐标  

                             第⼀节 私影像观念溯源  

 

如果放宽在传播动机⽅⾯的限定，史上最早的“私影像”很可能是电影诞⽣之 初，卢⽶埃

尔兄弟于 1895 年拍摄的《婴⼉午餐》了。画⾯中出现的三位⼈物，正是 奥古斯特·卢⽶埃

尔本⼈、他嗷嗷待哺的⼥⼉和他的夫⼈；⽽拍摄的视⾓——不出 意外的话，应该同样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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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熟悉的家⼈。也就是说，纯属家庭私领域的⽇常⽣ 活即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胶⽚

的记录。然⽽要追溯“私影像”这⼀特定观念 本⾝的缘起，可能是⼀件⽐较复杂的⼯作。因为

此说法不仅发端难以查考，⽽且过 程中与“⽇记电影”、“个⼈电影”、“散论电影”、“私纪录⽚

（self-documentary）”、 “个⼈纪录⽚（personal documentary）”、“⾃我诊疗纪录⽚”等等概念常常

出现交 叉混⽤。  

与 2010 年吴⽂光等⼈重提的“私影像”最为接近的概念是⽇本学者那⽥尚史所 说的“私

纪录⽚”。这是那⽥尚史是援引⽇本⽂学传统中流⾏的“私⼩说”概念提出 的说法，⽤来称呼“视

觉艺术家直接拍摄⾃⼰或者记录私⼈环境的作品”，也就是（在 ⽇本）通常被称为“⽇记电影”

的⼀类影⽚。  

那⽥尚史把约纳斯·梅卡斯的《追忆⽴陶宛之旅》（1972）的传⼊作为⽇本私纪 录⽚史的

开端。借助他对《追忆⽴陶宛之旅》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这类影⽚的⼀ 个初步轮廓：  

《追忆立陶宛之旅》分为三部分，第⼀部分描绘 1950 年梅卡斯移居美国到 1953 年之间

的日常情况，主要讲述他和弟弟及布鲁克林各难民之间的关系。第⼆部分是 1971 年在立陶宛

拍摄的。伴随着动⼈的解说，画面成为梅卡斯的老母亲及家乡亲戚 的颂歌。第三部分的拍摄

始于汉堡郊区——梅卡斯在战争期间曾被迫在这里劳改⼀ 年，然后转到维也纳——既展现城

市风光，也记录了他和⼀些电影制作者的会晤。 尤其感⼈的是没有任何重⼤事件发⽣的第⼆

部分。梅卡斯告诉我们，诗意和感动往 往来自⼀瞬间，如当年迈的母亲看到久未谋面的⼉⼦

时，那布满皱纹的笑脸；当他 狼吞虎咽地喝下自家地井⽔后，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梅卡

斯自身是⼀名流亡 者，他的独创性在于他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肩负起“⼈类历史观察员”

的功能， 借用他自⼰的话说就是“威廉•迈斯特和难民合⼀”的角度。梅卡斯视角的吸引⼒在于

他交织了上下两层视角：上面使用⼈类学⽅法并带有先验⾊彩，下面却在观察现实的原样47。 

《追忆》引⼊之后，私纪录⽚在⽇本电影青年创作者中间俨然成为⼀种流⾏， 许多⼈把

镜头对准了⾃⼰和⾃⼰的家⼈。今村昌平的⾃我反射式影⽚《⼈间蒸发》 (1967),原⼀男的《恋

曲 1974》(1974),铃⽊志郎康的《⽇落印象》(1975),⽯井秀 ⼈的《回家》(1984),江⼜幸⼦的《妈

																																																								
47那⽥尚史，《⽇本私纪录⽚的起源与现状》，《Documentary Box》（⼭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主编）第 26 期，2005

年 10 ⽉ 7 ⽇出版；中⽂译⽂见 2007 年第 3  期的《电影艺术》（李瑞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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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1986),⼤⽉奈都⼦的《再见电影》(1995), 河⼩林贵裕的《家》(2001)等等都是在这⼀背景

下诞⽣的。虽然同属私影像的脉络， 但可见的⼀种变化是，随着创作者的增多，这类影⽚的

视域开始由⽇常经验向禁忌 时空转换，并逐渐具有了“暴露禁忌”与“表⽩不幸”的典型特征。

正如原⼀男在 中国纪录⽚交流周活动中所谈到的，现在的⽇本将近 95%获奖的青年导演拍的

纪录 ⽚都是仿佛呼喊着“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充满⾃我宣泄与救赎冲动的私影像。 

⽽在中国，关于“私影像”的提出和实践应该追溯到本世纪最初⼏年。当时有 ⼀批 DV 作

者，包括王芬（《不快乐的不⽌⼀个》，2000），唐丹鸿（《夜莺不是唯⼀的 歌喉》，2000），杨

荔娜的（《家庭录像带》，2001，署名杨天⼄)不约⽽同地开始了他 们的影像书写与记录。同样

的，他们在拍摄之初就有了⽐较明确的私影像定位。⽐ 如唐丹鸿《夜莺不是唯⼀的歌喉》的

画外解说中，就有这样的⾃述：“我经常是不化 妆就不敢见⼈，但是那个躲在脂粉后⾯的⼒量，

让我拍摄了尹晓峰和崔莺，同样是 那个⼒量，让我把镜头朝向了我⾃⼰”。唐丹鸿对影⽚拍摄

⽬的有着明确的定位，也就是“清理内⼼深处的淤积，清理隐藏在⽇常状态后⾯的痛苦、爱、

恐惧、幻想、 性、童年……”48。为此，她有意识地将包括她本⼈在内的极度隐私的⾏为和内

⼼ 活动⼀并展现在摄影机前。于是，影⽚中出现了她的朋友的酒后倾诉、⾚裸着⾛来 ⾛去、

在镜头前⾃慰，也看到唐丹鸿本⼈与⼼理医⽣的长谈，以及对她⽗母在她童 年时为什么殴打

她的痛苦质问。 

之后的⼏年⾥，还出现了章明的《巫⼭之春》（2003）和《⼤姨》（2006）、吴⽂ 光的《操

他妈的电影》（2004）、胡新宇的《男⼈》（2004）和《Zigui》（2006）、左益虓的《失散》（2004）、

曹斐的《⽗亲》（2005）、钟健的《Try to remember》（2005）、 舒浩仑的《乡愁》（2006）等私

影像作品。这些作品都在⼀定程度上得到了研究者和 “圈内⼈⼠”的关注，但并没有形成像⽇

本青年作者那样的群体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0 年的四五⽉份，私影像再度开始了⼤批的涌现（如绪论 所述）。

⽽⼀般认为，这⼀“热潮”的重新来袭是由于吴⽂光在年初对“私影像”概 念的全⼒推动。吴⽂

光“在⼈的⼦宫⾥看社会”的概括成为了私影像在中国⼤致的 通⾏解释。⽽以李凝《胶带》、吴

⽂光《治疗》为代表的⼏部新出影⽚，作为私影像 的新的典型⽂本受到关注。  

  

																																																								
48

摘⾃现象⽹，⽹址：http://fanhall.com/if032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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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节 私影像概念界定 

 

⼀、作为纪录⽚和艺术品的私影像？  

传统上，私影像都被认为是纪录⽚/纪录电影的⼀个⼦类型。⽽正因为此，私影 像在“隐

私性”、“个⼈性”等基本特征之外，还被附加了两个暗含的假定：其⼀、 它是⼀类艺术作品；其

⼆、它作为纪录⽚，属于⾮虚构的艺术作品。  

后⼀个暗含假定指涉的是⼀个古⽼的问题：纪录⽚的概念界定和真实观问题。 笔者以为，

之所以私影像作品经常被以“私纪录⽚”概称，仍然是由于受了从克拉 考尔到巴赞的摄影影像

本体论的影响。西格弗雷德·克拉考尔认为电影作为照相的 延伸，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有⼀种

显⽽易见的近亲性，并得出了电影的本性乃“物质 现实的复原”的结论。安德烈·巴赞亦举⽊

乃伊情结来阐述摄影影像的本体论问题， 提出了著名的“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命题。然⽽这

些经典理论在影像（⽆论是技术上还是技巧上）的虚构能⼒⼤量显现的当下，已经遭遇⼴泛

的质疑。实际上，在数字化影像的时代，影像是“对原始材料的展⽰”这⼀前提已经不复存在，

⽽以往 那种不容置疑的纪录性已经从根本上崩解。纪录与虚构的边界也已然模糊化。例如，

《胶带》等影⽚充满想象⼒的⼤量虚构场景（包括数字特技的场景），再加上真假难 辨的搬

演与摆拍，使得“纪录⽚”对于它来说已经不是有说服⼒的标签。  

那么，“纪录⽚”的标签对于看似具有较强纪录特性的私影像创作，是否还有必 要呢？笔者

认为是可以摘除的。⾸先，“私”——个⼈⽽⾮集体的创作——与影像媒介的结合，就已经很⾃

然地组成了当下我们所看到的私影像⽂本的样态：它们看上 去很像纪录⽚，只是因为它们“太

不像”那些规模有⼤有⼩、但基本属于集体创作 的商业电影（或作为准商业电影的“学⽣电影”）

了。⽽如果把缺乏功利⽬的且系个⼈创作的影像都称为“纪录⽚”，显然是不合适的。其次，如

果把私影像划归在纪录 ⽚的门下，会容易让我们忽视其中⼼灵层⾯的和想象⼒的东西——⽽

梦想与幻觉同 样是个⼈灵魂和个体认同的不能割除的组成部分。在私影像创作中，作者个⼈

是真 

正的核⼼，是唯⼀需要追求完整性的。在理想的传播状态中，私影像创作者是不需要妥

协的，他完全为⾃⼰⽽创作。这个时候，视听媒介的局限性已然是⼀种需要突 破的束缚，那

么纪录⽚话语体系的引⼊就更是毫⽆必要了。  

对于前⼀个暗含假定，实际上在那⽥尚史论⽂中给出的的定义中也已经被暴露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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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艺术家直接拍摄⾃⼰或者记录私⼈环境的作品“ 49，这中间显著地 包含了“视觉艺术家”

的头衔限定。⽽笔者在此处提出的疑问是：私影像是否⼀定 是“艺术”的呢？  

探讨私影像是否艺术，必然要回归到艺术这个概念的定义。⾸先，如果我们把 视野放宽

⾄现代艺术，“艺术家”这种提法就会⾯临“没有⼈是艺术家，也没有⼈不 是艺术家”的悖谬——

即使是“创造性”这⼀通常被认为必不可少的艺术元素，在 现代艺术⾥也不再是必须。这让我

们不得不反思艺术这⼀词语的承载的语境体系。  

苏珊·桑塔格的观点是：“艺术是⼈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但这⼀定义并⾮完 全没有问题

问题的。尽管桑塔格给“⼈类情感”做了包蕴丰富⽽深刻的界定，甚⾄ ⼏乎要把情感和“⽣命”

等同起来，但⽆论如何，在这个定义⾥“情感与理智”还 是处在了⼀个不平等的地位。⽽这种

不平等，似乎并没有牢固的逻辑⽀撑。也许这 ⾥的理由还可以从所谓“审美”中找。艺术是“美”

的，⽽“美”是感性的东西， 就连“美学”（Aesthetik）这个词，在其源出的希腊⽂中也有感觉/

感性认识的意思。 于是我们发现，引⼊“审美”的说法同样⽆助于概念的明晰：这样的命题既

⾮经验 事实，又不是逻辑⾃明，实在架不住奥康剃⼑的切削。更何况为了⾃圆其说，⼈们 还

要发明诸如“以丑为美”“病态美”这类古怪的说法。  

反观私影像创作，存在主义的⽂艺观似乎更能贴合这⼀类⾏为的阐释需要。萨 特的存在

主义⽂论中，艺术是对⼈的存在的表达，⽽“揭露就是改变”，西蒙·波娃 延伸了这种观点，作

为⼥性主义者，她⼒图藉由“揭露”⼥性的处境⽽使⼥性得到 解放。为此，她撰写了四卷本的

⾃传，描述⾃⼰的⽣活和所处的环境，以⽂艺作为 “促使⼈⽣⾃我形成的基本⽅式之⼀”。“表达

存在”这⼀机制的核⼼并不在于“美”， 更与那种风景明信⽚式的中性美毫⽆关系。对称、黄⾦

分割、协调的颜⾊对⽐、和 谐⾳——这些通常意义上的“美”都不是艺术的必要成分。相反，

那种⽣猛⽽粗糙 的⽣存真相才是艺术所需要追求的。 

然⽽，现在依然的问题是，如何把艺术和⼈类的其它⾏为区分开来？事实上， ⼈们在解

决温饱之后的⼀切⾏为，所有的披⾦戴银、符号消费，我以为都不外乎“表 达⼈的存在”的范

畴。暴发户的⼀场花天酒地的晚宴，和梵⾼省吃俭⽤弄出来的《向 ⽇葵》，在“表达存在”这个

																																																								
49	 那田尚史，《日本私纪录片的起源与现状》，《Documentary	Box》（ft 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编）第	 26	 期，2005

年	 10	 月	 7	 日出版；中文译文见	 2007	 年第	 3	 	 期的《电影艺术》（李瑞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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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是同类的。不同只是在于，有的⼈以从众的⽅式表达，⽽有的⼈对⾃⼰个体的想法更

敏感⼀些罢了。  

因此，我们依然可以质问，那些普通⼈⾯对镜头的⾃⾔⾃语，甚⾄像“龙⼜门” 那样的性

爱⾃拍，与王芬、唐丹鸿等⼈的私影像“作品”，是否有实质意义的区别？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应忘记，由于私影像的传播特性，真正进⼊研究者视野 的影⽚很可能只是冰 ft ⼀⾓。

例如笔者本⼈就在⽤摄像机记录⾃⼰的⽣活，但笔者 的影⽚恐怕永远不会向他⼈放映，但这

并不影响笔者⾃⼰通过反观⾃⼰的⽣活去反 思社会（“在⼈的⼦宫⾥看社会”），也不影响影像

记录对⾃⾝的“清理”和“治疗” 作⽤。那么，究竟是否应该将笔者这样的影像记录划归在“私影

像”之外呢？  

选择⼀条概念的边界，实际上就是在选择⼀种理论思考的切⼊的⾓度。笔者接 下来希望

⼒图阐述的是，私影像给我们所带来的最⼤意义，并⾮在于⼀种新的艺术 样态，⽽是⼀种新

的⽣存体验和社会动⼒机制。  

从这⼀⾓度出发，笔者希望为私影像的概念再次“松绑”，令“艺术”不再作为 此概念的外边

界限定，从⽽将包括个⼈⾃拍、家庭录像在内的各类以个⼈为原点的 影像书写都列⼊“私影像”

的范畴。  

 “没有⼈是艺术家，也没有⼈不是艺术家”——我们也可以说，私影像不是艺 术，但私影

像天⽣是艺术。他不完全符合我们通常对于电影艺术的定义（“以电影技 术为⼿段，以画⾯和

声⾳为媒介，在银幕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创造形象，再现和 反映⽣活的⼀门艺术”），也不

完全符合纪录⽚的定义（“如实纪录真⼈真事，不经过 虚构，从现实⽣活本⾝的形象中选取典

型，提炼主题，直接反映⽣活和事件”），然 ⽽，作为⼀扇探查⽣存真相的窗⼜，⼀条逃离⽇

常意识束缚的⼩径，我们仍然可以 将它视作⼀种艺术形式。⼀种更私⼈的、⼈际沟通性更狭

窄的、相对来说更加独⽴ 于政治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艺术形式。  

  

⼆、重新定义私影像  

刨除“纪录⽚”的限定，把部分家庭录像、⽹络⾃拍包括进来，才能让私影像 这个说法真

正清晰起来，并成为⼀个具有延伸可能的话题。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又该给私影像加上何种

限定，以避免这个概念失去意义呢？⼀个显⽽易见的限定在于： 作者应该是在拍摄他⾃⼰。

那么，什么叫“拍摄⾃⼰”，什么程度才⾜以被称为私影 像呢？我们⾸先尝试将私影像与其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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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定义进⾏⼀些⽐较。  

学者孙红云在论述王芬、唐丹鸿、吴⽂光等⼈的“纷纷都将镜头对准⾃⼰或者 ⾃⼰的亲友”

50的影⽚时，将他们概括为“第⼀⼈称纪录⽚”。 其标志是 “影⽚中 使⽤了第⼀⼈称的声⾳”，并

且“带领观众进⼊故事讲述者所经历的世界中”。  

私影像和“第⼀⼈称纪录⽚”有着根本的不同。将“第⼀⼈称纪录⽚”的影⽚ 举例若⼲，就

能发现其与私影像的区别与联系。⾸先是迈克•摩尔的《华⽒ 911》， 它使⽤了第⼀⼈称的声

⾳，并且让观众经历迈克•摩尔的采访过程，但由于影⽚的着 ⼒点并⾮⾯向⾃⼰，⽽是刺激他

⼈，因此不能称为私影像。第⼆部影⽚是赫尔佐格 的《灰熊⼈》，在这⼀影⽚中，被摄者离

开了⽇常社会关系，⽽既然公共的社会关系 不复存在，那也就⽆所谓“私”的存在了；更关键

的是，我们⽆法寻找到⼀般私影 像中呈现出来的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张⼒关系，因此，这

也不能称为私影像。第 三部影⽚是“新浪潮之母”阿涅斯·⽡尔达的《我与拾穗者》51，这⾥的

情况要复 杂⼀些，笔者认为，当摄像机对准⽡尔达⾃⼰时（摇晃的镜头盖和衰⽼的⾯容），

我 们看到了⽡尔达⾃⾝的呈现与反思，这是⽆可置疑的私影像。然⽽当摄像机指向那 些在

野外捡拾⼟⾖的拾穗者时，作者⽤事实控诉了物质世界的过度消费和错误选择， 影⽚展开了

⼀个隐喻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思想张⼒不仅来⾃作者的内⼼独⽩，也来 ⾃乡野之间的直接画

⾯。因此，在这部影⽚中，我们不得不认为私影像和直接电影 融为了⼀体。  

我们再让⽬光回到当下最为活跃的私影像推动者吴⽂光⾝上。吴⽂光并没有作 出我们所

希望的清晰的界定，⽽只是⿎励他的弟⼦们不要回避⾃⼰在镜头中的出现。 ⽽这种“不要回避

⾃⼰在镜头中的出现”会很容易地让⼈联想到“⾃我反射”的纪 录⽚拍摄⼿法。这导致许多⼈会

误会出现⾃我反射就算是私影像。然⽽这种判断显 然是有问题的，若真如此，《飞越海西》

这样的电视专题宣传⽚都可能被称为“私影像”。  

“镜头的原点是从⾃⼰开始”则是进⼀步的描述。从这句话出发，私影像不再 是简单的拍

摄者介⼊与不介⼊的问题。就像现在电视台很流⾏的那种情感类专题，那些记者有意地去挑

起⽭盾、去让事情激化或者推动事情的发展……这是传统的⽅ 式，这时候往往只会呈现拍摄

																																																								
50孙红云，《公开的隐私 ：第⼀⼈称纪录⽚》，《电影艺术》2010 年第 6 期 

51摘⾃⾖瓣⽹，⽹址：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11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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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当”的，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私影像 所做的，是真正把拍摄者作为⼀个主⾓，

⽽这个主⾓是有正常的缺陷的，是引发⼈ 反思的。这便是“原点”的区别。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重新定义私影像的途径，简⽽⾔之，就是剥去 ⼀切表⾯

的东西，⽽回到“私”这⼀最为核⼼的关键词之上。“私”⾸先意味着拍摄 者本⼈的视⾓和出发点，

意味着⾼度的个⼈性和“原点从⾃⼰开始”。其次，“私” 是相对于“公”⽽⾔的，它指涉着公共领

域、私⼈领域和隐私领域之间的差别与彼 此的冲突或⽈张⼒。  

⽽不能忽视的另⼀个层⾯在于，这种“私”是由影像“挑逗”起来的，没有影 像，这些“私”

不会被暴露，不会被呈现。正如吴⽂光的《操他妈的电影》，如果不 是因为这部电影，他不

会告诉别⼈⾃⼰为了⼀⼰之私，为了所谓的艺术创作，去伤 害和玩弄⼀个明显的弱者。这⼀

层⾯的特点在笔者看来同样⾄关重要。它揭⽰了私 影像与⼀般“直接电影”的根本区别。私影

像不是也不可能是“墙上的苍蝇”—— 实际上，它⽣来就不是作为⼀个旁观者，相反是作为⼀

把刺⼊⽣活的利刃⽽存在。  

 

                       第三节 私影像的历史坐标  

 

中国独⽴纪录⽚开⼭之作《流浪北京》的作者，参加过著名的“西单聚会”52的独⽴电影导

演吴⽂光，正匍匐在地板上，拼命地吞⾷着⼀⼤卷圆筒状的卫⽣纸。 纸的⼲涩给吴带来了显

⽽易见的痛苦，以⾄于他不得不数度缓下来，但画⾯并不中 断。卷纸⼀点点进⼊吴的⾝体，

⽽吴的喉咙深处不断发出令⼈反胃的痛苦声⾳，直 到观众感到想吐的时候，吴⽂光终于开始

不出意料地出现猛烈的呕吐反应。但⼀切 并没有停⽌，吴⽂光含糊地吼叫、⿐腔发出重重的

声响、捶胸顿⾜，最终硬是把整 卷卫⽣纸吞咽下肚。  

整个过程的画外⾳，是吴⽂光在叙述⾃⼰在接到母亲病危通知书之后所看到和 体验到的

⼀切：和⾃⼰共同⽣活数⼗年、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种种政治磨难的母亲， 已经躺在了“⽼⼈

																																																								
52 91 年年底，在北京西单某公寓⾥，张元、吴⽂光、时间、蒋樾、郝志强、温普林、李晓⼭、段锦川等⼈聚 在⼀起，

准备“掀起⼀个什么运动，我们要和别⼈对着⼲，要和腐朽的电影⼈传统对着⼲”。这次聚会被认 为是“新纪录运动”

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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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也就是临终医院的⼀种）的病床上，在医⽣和护⼠⾯前显得极度脆弱和⽆⼒。  

——以上是吴⽂光的私影像《治疗》（2010 年）中的⼀个⽚段。作为 90 年代“新 纪录运

动”的核⼼⼈物，这样的画⾯和他当初的《流浪北京》、《四海为家》、《江湖》 等等⼀系列影⽚

有着显著的风格差别。⽽这种变化，实际上并⾮发⽣在他⼀个⼈⾝ 上。在国内，20 年的中国

独⽴纪录历史，10 年的 DV 影像发展历史，都能够为当下 的这类私影像提供出有价值的参

照坐标，让我们从这种仿佛偶然的风潮之下寻找到 ⼀些历史逻辑的存在。“私影像”在这个特别

的年份被提上议程，带出的是两个维度 的时代/历史语境，从⽽值得我们深⼊思考。以下试

分别加以解析。  

  

⼀、独⽴纪录⽚领域中的私影像  

虽然笔者并不认为私影像可以全部归⼊独⽴纪录⽚或者说是纪录⽚的范畴，然 ⽽不可否

认的是，此⼀风潮对发展了 20 年的中国独⽴纪录电影创作形态造成了⼀些 实质性的影响（甚

⾄可能是“转向”）。私影像并不⼀定属于纪录⽚，但中国独⽴纪 录⽚中出现的私影像成分却是

显⽽易见的。于是，当我们换⽤中国独⽴纪录⽚的发 展脉络去考察这⼀现象时，就能够对私

影像的历史脉络有新的认识。  

正如学者王⼩鲁所指出的，1990 年是中国独⽴纪录⽚诞⽣的确切年份，其开⼭之作被认

为是吴⽂光的《流浪北京》，在此之前很难考证出独⽴纪录⽚的存在53。 1990-2000 的独⽴纪

录⽚以“见微知著”的叙事⽅式，记录的是⼋九以后政治意识 

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的双重控制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精神世界变迁。与 1990 年以

前的纪录影像不同的是：民间的影像书写开始了。在此之前，电影仅仅是从电 影学院到电影

⼚的体制内传承和循环，这种循环具有⼀定的封闭性。⽽来⾃民间的 独⽴纪录⽚打破了官⽅

对于影像的这种垄断。民间记录者的学习“⼏乎就是来⾃⼀ 个社会⼤学，来⾃⽹络。来⾃民间

放映的沟通”，因此，从⼀开始，他们影⽚的精神 ⽓质和影像语⾔都和体制内产物有着显著的

区别。这些纪录⽚⼤多采取冷静旁观的 ⽅式，记录边缘⼈群的⽣活状态，印证时代的变迁，

形成了“独⽴纪录运动”的⼀ ⽀流脉。⽽与官⽅电视台“电视新纪录运动”54不同的是，他们不避

																																																								
53
王小鲁，《中国独立纪录片	 20	 年观察》，《电影艺术》2010 年第 6 期	

54此处参照了王小鲁观点，即吕新雨所提出“新纪录运动”可分析出“电视新纪录运动”和“独立纪录运动”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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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因此相 较⽽⾔拥有了⼀种现实批判的⼒量。  

中国私影像诞⽣的 2000 年，正在中国民间的独⽴纪录诞⽣⼗周年之后。世纪之交的独⽴

纪录、地下电影创作数量已经相当可观，甚⾄出现了包含独⽴纪录⽚单元 的“⾸届独⽴映像展”

（2001 年）和像“现象⼯作室”（2001 年）这样的关注独⽴影 ⽚的民间放映组织。⽽与此同时，

由于独⽴纪录⽚受政策限制，常常只能以参加国际电影节并获奖作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同时

由于 BETA 磁带设备成本较⾼，创作者不 得不寻求国外机构的资助，因此也遭遇到来⾃官

⽅的限制和关于“迎合西⽅趣味” 的批评。 ⽽恰恰在这个时候，伴随着 DV ⽽来的私影像不

约⽽同地悄然在⼀些⼩型的放映 活动中流传。它们也构成了⼀定的作品数量，但获得的关注

要远远低于《流浪北京》、《我毕业了》、《铁路沿线》这些更加“反映社会”的独⽴纪录⽚。 实

际上，激烈的社会变更，再加上中国⽂化中的含蓄传统和压抑⾃我的特征， 

使得“旁观”的姿态常常是具备⽂⼈⽓质的独⽴纪录⽚创作者们感到最为舒适的。 这种⽅

式有和西⽅“墙上苍蝇”的直接电影⼿法有着⾼度的契合，并且不失社会批 判价值，因此很长

⼀段时间以来，这都是国内影像创作的主流⽅式。私影像在此种 传统之中显然是⼀个异类。  

新世纪的⼗年以来，⼀⽅⾯由于电影产业的迅速膨胀，另⼀⽅⾯也因为拍摄⼯ 具的成本

迅速降低，参与影像创作的⼈群已经⼤幅扩张。纪录影像创作中那种“⼼ 忧天下”的⽂⼈⾊彩

开始淡化。⽽ 2000 年到 2010 年之间，随着社会⽂化的变更， 那种集体性的时代焦虑虽然

依旧存在，但创作群体已经悄然发⽣变化。内⼼没有那 么沉重的历史负载，⽽具有更强⾃我

意识的“七零后”、“⼋零后”开始拿起摄像机。 个体⾯对家庭、⾯对⾃我时的价值迷茫开始凸显，

这使得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  

  

⼆、DV 时代的私影像  

值得注意的是，“DV”是在 1995 年下半年于⽇本诞⽣，1999 年前后在国内得到 

⼴泛的普及[1]，由此看来，DV 的普及和私影像的产⽣在时间上有着惊⼈的缝合度。  

这并⾮纯粹的巧合。在 DV 出现之前，影像的拍摄仍然属于少数⼈的专利，⽽其 剪辑

制作的费⽤亦是不菲（因此许多纪录⽚作者不得不依靠“蹭”电视台的设备完 成剪辑）。⽽新千

年出现的 DV 拍摄加个⼈电脑⾮线性剪辑的新制作模式，可谓对旧 有⽅式的颠覆性变⾰。

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个⼈电脑⾮线性剪辑与合成技术更为影像的⾃由创作开辟了⼴阔的

空间。我们⼏乎可以说，DV 造就了私影像在中国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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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将视野扩展到整个电影技术的发展史：1923 年，柯达公司 推出第⼀

台可拍摄业余电影的 16mm 底⽚、16mm 的柯达摄影机以及 Kodas cope 投 影仪，私⼈电影

开始进⼊少数富裕家庭的⽣活；1995 年 7 ⽉，索尼和松下同时推出 ⾸台数码（mini 磁带）

摄像机，活动影像⾛向平民的 DV 时代才真正开启。经过⼗ 余年的普及，私影像的时代正

在徐徐拉开帷幕。 

 

                    第⼆章 私影像与个体认同 

 

私影像并不直接参与⽂化霸权的⾓逐，也并没有许多艺术影⽚⼀样的承载时代 “集体记忆”

的使命。作为影像家族⾥的新成员和“异数”，我们可以宣称——私影 像是属于个体的影像；因

为在最普遍的情形下，它对于个体的意义竟然会⼤于其对 “观影群体”的意义，这是以往难以

想象的。  

那么，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私影像究竟给参与其中的⼈们带来了什么？记录、回忆、

⾯对、清算、质问……这些常常具有⼑刺⼀般疼痛感的体验，究竟是怎 样吸引到⼀个又⼀个

持摄影机的⼈的——让他们将摄影机对准⾃⼰？以“⽣理、安全、情感归属、尊重、⾃我实现”

的马斯洛需求五层次为参照，我们在私影像中发 现了情感修复的努⼒（杨荔娜《家庭录像带》

中试图解开家庭关系的⼼结）、看到了 对⾃我尊严的反思（吴⽂光《治疗》中对作者幼稚青

年时期的回忆）、以及⾃我实现 的挣扎（李凝《胶带》中创作《胶带》的李凝）。这些纷繁的

⽬的并⾮没有共同之处， 因为个体们都是在借助影像媒介，试图回溯属于⾃⼰的那条时间之

流。⽽所寻求的， 其实可以概括为对⾃⾝的“认同”。  

论及认同，必须从“⾃我意识”谈起。存在主义⼼理学家罗洛·梅将⾃我意识 视为⼈类的

独特标志。它是神经性焦虑和罪恶感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类最⾼品质 的根源。它给予了⼈

类留住时间的能⼒，使⼈可以“超脱于当前，想象昨天或后天 的⾃⼰”55⽽现代意义上的认同，

是以⾃我为轴⼼展开和运转的对⾃我⾝份的确认， 这种⾝份基于⾃⾝和他⼈在不同的差异轴

																																																								
55
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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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等）上的区别⽽形成56。统⽽⾔之，这种超脱于当前

的、对于⾃我⾝份的认知，即形成了现代⼈的⾃我认同。  

然⽽，⼈的这种对时间进⾏超越的能⼒是有限的，过往的认知和内⼼体验往往 因为淡忘

⽽失去它本来的⾯⽬。记忆的流失在某种意义上，同时也是⾃我意识的流 失。为了对此加以

抵抗，⼈们发明了结绳记事、发明了⽇记。⽽现在，我们拥有了私影像。 

 

                          第⼀节 回忆与治疗  

 

当我们从⾃我认同出发来反思私影像的本体意义时，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 物质现

实的复原》仿佛开始重新散发出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空间维度的；然⽽， 影像“对个体的

复原”——包括⼼灵的和外在的，又何尝不同时包含了时间的维度 呢？如果将⼀个个体⾃出⽣

以来的存在视为⼀个包含时间之维的时空织体，那么私 影像就是对这⼀时空织体的取样与复

现。尽管其取样频率受制于影⽚的长度，但这 种对记忆的“加持”，已经产⽣了不同以往的意义。  

  

⼀、留住当下与追溯当年  

正如巴赞所说的“⽊乃伊情结”⼀样，对于当下逝去的焦虑和与时间抗衡的原始欲望是始终

缠绕着私影像作者的内⼼体验的。  

在影⽚《胶带》中，李凝对这种当下的迷恋与保存冲动似乎到了⾛⽕⼊魔的程 度。在影

⽚开始不久，就出现了李凝拍摄即将分娩妻⼦的⼤肚⼦的段落，直到她妻 ⼦反复抱怨“已经拍

了这么多了不⾏了不让拍了”，李也不肯停下来。在另⼀个段落 中，为创作《胶带》挥霍太多

⾦钱以⾄于掏空家底的李凝问妻⼦想办法借钱，⽽此 时的他仍然竟仍然记得打开摄像机，引

得其妻诘问“为什么还得拍下来？”（李凝最 后只好撒了个谎：“留个证据，将来还你”）。更夸张

的⼀幕是影⽚第三段⾥出现的情 景：李凝的摩托车被交警扣押，妻⼦正在⼤发雷霆，⽽李凝

⼀边和妻⼦拌嘴，同时 竟然继续举着摄像机，浑然不顾此时摄像机已经成为让妻⼦愤怒升级

的导⽕索。尽 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功利性的成分（《胶带》实际也并未给李凝带来多少实利），

但 不禁让⼈怀疑，对发⽣在⾃⼰⾝上重要事件加以记录，简直像是⼀种令⼈上瘾的习 惯、

																																																								
56
王成兵，《略论合理的现代认同观念及其在生活世界中的培育》，《甘肃理论学刊》2005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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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强迫症。  

⽆独有偶，《⽕星综合症》的年轻作者薛鉴羌出现在⼈们⾯前时，始终拿着⼀个 掌中宝 

DV 机，记录他与⼈们的每⼀次对话，罔顾这种举动是否令他⼈感到不适。带 着《⽕星综合

症》参加过 2010 年 5 ⽉第七届中国纪录⽚交流周和⼀些巡展的薛鉴羌， 在 10 ⽉份的第四

届北京独⽴电影展上拿出了他的新作品，⽽其中⼤部分内容正是影 展和巡展期间他和各⾊⼈

物的私下对话。⽽⽹络上的所谓“龙⼜门”57的性爱⾃拍， 实际上也是通过私影像留住当下的⼀

个有趣案例。 

可以说，任何鲜活的当下事件，都会引发⼈的记录冲动和“⽊乃伊情结”。不过 ⽊乃伊情结

并⾮借助私影像超越时间的唯⼀⽅式。私影像不仅能够记录正在摄像机 前发⽣的当下，还是

作者向⾃⾝历史深处漫溯的⼀个绝佳的路途。刘蘅的《回到达 县》是运⽤这种⽅式的典型案

例。作者通过回归故⾥，⼀⽅⾯将拍摄到的当下情境 和⾃⼰的画外旁边重叠，另⼀⽅⾯借助

他⼈的私⽣活来阐述⾃⼰的体验，完成了朝 向童年的⼀次追溯。  

  

⼆、作为⼿术⼑的私影像  

私影像“留住当下”和“追溯当年”，是私影像作者与时间抗衡的⽅式，但正如 ⼼理医⽣追问

⼼结是为了解除⼼理病患⼀样，向记忆的回溯归根结底，是意味着⼀ 个⾃我治疗的过程。  

学者王迟撰写于 2009 年的《影像的救赎——论⾃我治疗纪录⽚》[1]以私影像《我 的建

筑师》 为例，介绍了“⾃我治疗纪录⽚”这⼀概念 。“ ⾃我治疗纪录⽚” 

（self-therapy documentary）是美国纪录⽚学者保罗•阿瑟（Paul Arthur）在 2007 年提出

的纪录⽚亚类型。所谓治疗，实际上是解决某种⼼理层⾯的“认知失调”，其 机制在于类似⼼理

治疗的倾听与关照。  

在这类影⽚中，拍摄对象之间、拍摄对象与影⽚导演之间的“对话、争执、讨 论”成为影

⽚的主要操作⽅式，这就同时为深⼊探查个⼈内⼼世界提供了可能。对 ⾃我的回溯往往包含

创伤性的事件、家庭的秘密、或者未解决的情感伤害，其完成 ⼼理治疗的⽅式则常常是某种

福柯所⾔的的“忏悔”。此类话语“⾔说的主体同时也 是被⾔说的对象，”⽽“⾔说的主体同时也必

																																																								
57见天涯⽹，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1180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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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时是阐释的主体。” 藉由忏悔，主 体最终将得到“救赎”与“净化”的结果。⽽正如美国纪录

⽚学者麦克•雷诺所指出 的：“在过去 20 年中,⼀种新颖⽽别致的仪式化的⾃我反省，以第⼀⼈

称影像忏悔 

（the first-person video confession）的形式出现。由于影像（video）所具有 的个⼈化⽣产

和消费的潜⼒，所以它被视作实现这个⽬的的不⼆之选。”影像作为⼀ 种回溯与治疗的⼯具，

已经开始变得普遍⽽⽇常。  

有趣的是，吴⽂光 2010 年的私影像《治疗》与“⾃我治疗纪录⽚”的名称出现 了巧合。

⽽吴⽂光在《治疗》中的⾃我回溯、掩饰与剖析，也同样让我们更加相信， 私影像是⼀柄⾏

之有效的“⼿术⼑”。⼿术的⽬的在于通过救赎与净化，来获得令⼈免于焦虑的⾃我认同。 

 

                        第⼆节 伦理的历险  

 

 

图 ：“香港麦收事件”：2009 年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些 NGO 团体占据银幕前⽅打出针对 

影片《麦收》的标语。放映被迫延迟⼀个多小时。 

将伦理问题说成⾃我认同的根基之⼀是并不为过的。伦理是对⾃愿性⼈类⾏为 所设的道

德规则规范，这些规范作为⼀种社会意识形态，时刻掌控着⼈对⾃⾝⾏为 正当性的基本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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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够拆除⾃⼰⾏为的⼀切伦理道德基础⽽⼼安理得，正 如没有⼈能够真⼼认定⾃⼰品

德败坏⼀样。伦理形成于特定社会语境下长期的⼈际 互动，⽽影像拍摄作为⼀种只有百余年

历史的⼈类⾏为，带来的是⼀种不同以往的 对话⽅式，从⽽很容易驶⼊社会伦理的盲区或薄

弱地带。这对于任何⼈的伦理观都 可能构成巨⼤的考验。 

   徐童的《麦收》⾃从 2008 年在“第三届北京独⽴电影论坛”⾸映⾄今，⼀直争 议不断。这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影像，实际上，影⽚只是恰巧和私影像⼀样让摄 像机进⼊了⼀个本属

于隐私的领域，⽽且作者徐童和被摄者同样具有私影像中那样 亲密和互信的关系。由于拍摄

了妓⼥的⽣活，并在没有经过明确许可的情况下于电 影节放映，被拍摄者与其反⽬，在⽹络

上掀起讨伐的轩然⼤波。同时也引发了⼀些⼈权 NGO 团体和学术研究者58的关注。 

这使我们发现，对涉及私密领域的影像制作⽽⾔，伦理问题始终是⼀个绕不开 的问题。

与他⼈保持⼀定距离是这个社会的⽇常法则（尽管有学者将之贬抑为“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则” 59）

《这个法则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防⽌⼈们互相刺伤。⽽当⼈与 ⼈过度接近时，他们的利益就再

也不是彼此独⽴的，他们是⼀个共同体，所有关涉 双⽅的举动必须做⼀个彼此的恰切权衡。

那么问题在于：这种平衡应当如何达到？  

    2010 年 5 ⽉中国纪录⽚交流周的⼀次映后交流会上，吴⽂光在谈到纪录⽚伦理 问题时，

当众向把拍摄⽬光投向隐私领域的徐童“推荐”了私影像的创作⽅式，他认为，只有在影像中不

隐藏⾃⼰的存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纪录⽚对拍摄对象 存在剥削和侵犯的恒久难题：“道

德、底线、责任，在纪录⽚以往的历史⾥⾯发⽣的 争论，在以前的⽅式⾥⾯可能是没有解药

的，但如果借助私影像，我们也许可以寻 找到⼀些空间或者说可能”。  

    吴⽂光在他的《操他妈的电影》中进⾏的正是这样⼀种实践。这部纪录⽚的素 材拍摄于 

																																																								
58包括张献民在⾖瓣⽹发布的六千余字长⽂《版权、侵权、WEI 权》（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859541/）；

台湾政治⼤学郭⼒昕教授的《妓权、性道德、与⾃我正义——再谈<麦收>与纪录⽚的伦理》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5653）；北京电影学院教师赵珣的《纪录⽚的道德界限，从<麦收>说起》（《信

报》2009-05-21，第 34 页）等等。 

59郭⼒昕《妓权、性道德、与⾃我正义—再谈<麦收>与纪录⽚的伦理》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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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2003 年完成了第⼀版的剪辑，讲述的是⼀个⾃改名号为“王诛 天”的 ft 东农民，原

本在北影⼚门⼜“蹲活⼉”当群众演员，参演了⼏部戏后写出 ⾃⼰的剧本，梦想凭这⼀创作⼀

夜成名、飞黄腾达的故事。由于有吴⽂光在⾝旁， 王诛天得以进⼊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这样

的机构，见到导演张元这样的⼤腕，但结 局仍然是不断的碰壁、遭冷眼、被嘲弄。“2003 年我

剪完这个⽚⼦的第⼀版，镜头 ⾥完全没有我，也没有王诛天⼋分钟的⾃⽩。⾮常‘客观’……

⼈物和对话也很⽣动。”吴⽂光如是说，但他始终为某种伦理的罪恶感⽽感到不安。最终，他决

定把⾃ ⼰放⼊影⽚。于是，我们看到了王诛天在场时张元对吴⽂光的调侃。还看到了⼀幕 长

达⼋分钟的王诛天的“⼼情笔记”念诵：“……（指他⾃⼰）把个⼈的思想或者⾏ 为，通过极荒

诞极幼稚的⽅式，变成别⼈最昂贵的商品”。以及王对镜头后的吴⽂光 “我们都只是玩”的回应：

“你玩得开⼼，我玩得痛苦”。  

    这个时候，被观看和解剖的已经不⽌是王诛天，更是吴⽂光。吴谈及⾃⼰的《操 他妈的

电影》时的感慨是：“这个东西全部亮给别⼈看了，就是说吴⽂光的颜⾯就要 搁地上被别⼈踩

了。⼈本能地在保护⾃⼰的颜⾯，维持⾃⼰原来的名声啊位置啊这些需要的东西，对我来说

难度还是⾮常⼤的”，然⽽接下来他说，“但是跨过去这⼀ 步之后我发现，收获巨⼤。所以我能

够在这⼏年的时间⾥⾯跟年轻⼈在⼀起，⾯对 他们的质疑，同时也不断的在质疑⾃⼰，操电

影是⾮常重要的⼀步”。⽽影⽚因此， 也开始具有了私影像的⾊彩。在这种⽅式中，拍摄者对

⾃⾝的暴露使影⽚不再成为 ⽆代价的剥削。与此同时，拍摄与被拍摄关系中的尖锐伦理问题

不再被隐藏，⽽是 被摆在了台⾯之上——⽽让伦理问题本⾝成为影⽚的呈现对象和讨论对象，

成为影 ⽚的主题之⼀，笔者以为正是吴⽂光对徐童所说的“空间与途径”。这个时候，拍摄 者

和被摄者的确达到了⼀定程度的“平等”。  

    但是，以上并不意味着拍摄伦理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影⽚剪辑的权⼒， 以及对影

⽚的播放、展⽰的控制权，包括对影⽚的“解释权”，仍然掌握在私影像的 “第⼀作者”⼿中。这

种权⼒关系⼏乎是⽆法改变的，因此私影像创作同样意味着 对参与者伦理观的拷问。甚⾄，

由于所介⼊的领域的缘故，私影像实际上常常成为 更艰难的伦理历险。  

    《回到达县》的作者刘蘅拍摄了⾃⼰中学母校的⼀位初中⼥⽣“婷婷”，⽽由于 作者与婷婷

姐妹⼀般的亲密关系，许多属于私秘的青春期话题被呈现在了银幕上。 作为受过吴⽂光影响

的、处于私影像理念指导下的创作，影⽚并没有直接将作者本 ⼈作为呈现主体。当被问及理

由时，刘蘅回答说是因为“婷婷就是我，就是我当初 的样⼦”；于是，暴露了婷婷似乎就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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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暴露了作者本⼈，从⽽减轻了作者 的伦理负担。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隐私暴露（即

使是很⼩范围的）的控制权是 在导演⼿中的。作者刘蘅毕竟不是婷婷本⼈，在此⼀话语权利

关系中，婷婷虽然是 被关怀的对象，但始终处于被动的弱势。  

    进⼀步的例⼦是吴⽂光的《亮出你胯下的家伙》。影⽚展露了吴组织“村民⾃治 影像计划”

的过程，这部影⽚中，吴⽂光甚⾄并不掌握摄像机，⽽是将拍摄的权⼒ 也分享给了参与计划

的其它村民。摄影机下的吴⽂光⼏乎⾮常成功地创造了⾃⼰与 参与计划的村民之间的平等、

民主的交流氛围，以⾄于他经常和村民们发⽣各种各 样的争执，并不总能占上风——剪辑上，

似乎也并未有意剔除吴⽂光显露软弱与不 雅的部分。然⽽当我们重新审视影⽚的整体结构时，

发现他虽然与许多村民发⽣互 动，却将笔墨集中在⾃⼰和“⽼贾”的关系上。他与“⽼贾”年龄

相仿，但由于⼈ ⽣阅历的差别，“⽼贾”与吴⽂光对照之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不成熟的⾃私

和视 野的偏狭，⽽这些相较⽽⾔的缺陷使他实质上仍是处于被“欺负”的状态。反过来看，如

果没有影像计划，没有吴⽂光的外在刺激，⽼贾在他的⽣活中看上去可能只 是⼀个可爱⽽受

⼈尊敬的⽼者。吴⽂光的动⼒在于他对“亮出你⾃⼰”这⼀观念的 倡导，并确实做到了“⾝先⼠

卒”。然⽽，我们仍然需要⾯对的问题是——吴⽂光同 样不能代表 “⽼贾”本⼈，⽽影⽚中“⽼

贾”的亮出是被刺激、被引导、甚⾄某种 意义上是被操纵的。  

    刘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平衡，所以在⾯对质疑者的解释中，她提到了影⽚ 的“放映范

围很⼩”，“我拍的时候我会让婷婷知道很多东西，给她很多帮助”，并辩 解说“我给他们做的⽚⼦

造成的伤害⽐其他⼈其它事物要⼩得多了”。实际上，即使 是私影像，拍摄过程中处理伦理问

题的⼩⼼谨慎以及对涉及拍摄对象的尽⼒补偿也 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吴⽂光，他所能做的

只有将这种“亮出”进⾏到底，让参与 计划的村民在创作理念上与他产⽣更多的共鸣并由此进

⼊更积极的⽣存状态——尽 管，这让吴⽂光越发地像⼀个布道者或⽈“教⽗”。  

    在影像拍摄中，摄影机绝不仅仅是⼀个记录⼯具，它还是⼀个刺激装置。对于 ⼈们的⽇

常⽣活⽽⾔，它就像⼀个外来⼊侵者，⼀个不速之客。处理私影像的伦理 问题，不仅需要反

思拍摄者和被摄者的⾝份并构建彼此的⾝份认同，还需要⾯对摄 影机侵⼊所带来的变化。为

了接纳这⼀现代⽣活的新成员，伦理规范的重建是不可 回避的。⽽这种社会规范的重建，同

时也正是⼈的重建——⾃我认同的重建。  

 

                       第三节 “镜像”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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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是回忆、⼼理治疗还是伦理重建，在通向⾃我认同的道路上，⾯向⾃⾝的 反思总是

最为基本的⾏进⽅式。⽽这，提醒我们去追溯⼈类⾃我意识形成的源头。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镜⼦中的⾃⾝形象使 15 个⽉的婴⼉发⽣了视觉突 变，取得

了⾃我意识。在镜像阶段之前，婴⼉对⾃我的感知是碎⽚化的，他能够分 别看到⾃⼰的躯⼲

和⼿脚，但从未认识到⼀个完整的独⼀的⾃⼰。⽽在镜像阶段， 镜⼦前的婴⼉透过肢体的动

作与镜像的辨认，终于将⾃我形象从不完整的印象延伸 成全⾓的幻觉。所谓镜像认同，即是

指“仍然实际缺乏独⽴能动性的婴⼉，在想象 上提前展现⾃⼰对于躯体的驾驭”：婴⼉从此结束

了破碎的感知，⽽对镜中的⾃我完 成了⼀种想象性的认同。这是⼈类反思机制的最原始形态。  

拉康进⼀步表⽰，这种对“我”的体认并不只限于真实的镜⼦（“⼩他者 I”）， 还包括周遭他⼈的

⾯容之镜（“⼩他者 II”）和由不在场的语⾔象征所建构出来的教化式的“⼤他者”。主体在成长过

程中的认同正是经过各种不同的镜像反射，包括与周遭他⼈的互动与意见来逐渐确⽴的。  

    然⽽值得注意的是，⽆论是镜⼦，还是外界所带来的象征意义上的“他⼈之镜”， 主体⽤于

确认⾃⾝的感性的“⼩他者”永远只属于“此刻”，永远⽆法逾越“当下时 间”的藩篱。后来，⼈们

使⽤绘画、照⽚记录个⼈事件，才在某种意义上让个⼈意 识的历史之维有了可供依附的媒介。

然⽽，在这⼀维度的⾃我认知，直到私影像的 产⽣有了向“全息”程度接近的曙光。藉由私影

像，我们不仅通过镜像发现⾃我与 他者的对⽴、确认当下⼀瞬的⾃我，更将⾃我从整条时间

线上与他者区分开来，将 ⾃我重新确认为⼀个包含时间维度的⽴体存在。私影像所构建和强

化的⾮语⾔“⼩ 他者”，是⼀种历史性的新⽣事物。  

    有鉴于此，也许我们可以提出⼀个⼤胆的假设：作为信息时代产物的私影像正 在酝酿着

⼀种具有⾥程碑意义的、全新的四维⾃我意识——⼈类的⾃我意识正发⽣ 着某种根本性的变

⾰。  

  

⼀、“镜像”之建构  

    发现⾃我与他者的对⽴、借以确认⾃我，是镜像阶段理论中⾃我意识构建的核 ⼼机制。  

    拍摄了《渔湾市》、《业余》、《⽣活⽽已》的导演魏晓波在其私影像作品中，展 现了对电

视台和官⽅意识形态的更显著反叛⾊彩：⽆论是题材上，还是视听语⾔的 选⽤上。  

魏晓波曾经在电视台⼯作过，在他眼⾥，电视台节⽬的特征是“必须要线索⾮ 常清晰，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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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都不⾏。背景，家庭背景，故事起因，故事经过，故事的⾼潮， 最后的结果，必须按着

这个顺序来，每个⽚⼦都这样” 60。魏对此种电视台套路表 ⽰了强烈的反感：“我要打破这些东

西。这⽚⼦就是线索必须⾛神，必须⾛岔，不能 让你摸到我的线索。”他的影⽚不仅刻意回避

那种逻辑化的叙事结构，“能散开就尽 量散开”，追求⾃然⽽不造作的风格，同时也时刻警惕体

制内或商业影⽚的那种“讨 好观众”的倾向。⽽这种与特定视听语⾔体系的截然对⽴，让魏晓

波得到了他⾃⼰的创作风格。 

    ⽆独有偶，获得 2011 年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最佳新⼈奖和幻⾯奖（评委会奖）的《胶

带》，则是⽤更为激烈⽽充满想象⼒的⽅式呈现了作者李凝与这个充满强 制“粘性”的社会之间

的对⽴。影⽚⾸先夺⼈眼球的是其中穿插的以胶带为核⼼道 具的⾏为艺术创作过程。胶带的

粘性让李凝与盖着红章的⽂件、穿着中⼭装的“领导”、执⾏着强拆的铲车、废墟、⼈民币等等

这些时代符码粘合在⼀起，同时反复地 挣扎、抗争。  

    ⽽在⾏为艺术之外的部分，母亲对他的期许、妻⼦与孩⼦的抚养责任、⾦钱的压⼒、伦

理道德的规训，又是另⼀层⾯的强⾏粘合。这些时候的李凝没有决绝的反对姿态，但银幕上

的他始终在试图逃脱这种常规社会的常规⼈⽣道路设计。正如⽚中有⼀段李凝的酒后⾃拍，

他醉醺醺⾛在⼤街上，⾯对⼿中的摄像机倾诉困境：“我⼀切都来得很晚，在我⼗三岁的时候，

我疯狂的迷恋我的同位，⽽他，是⼀个男⽣。 我是邻居眼中的乖孩⼦，我是母亲眼中的好⼉

⼦，我是云青眼中不尽职的丈夫，我 是青峰眼中还可以的爸爸。任何⼀个⼈总能找到⾃⼰的

精神和⾁体结合粘连的⼀个点，⽽我做不到。”  

    这⼀句“我做不到”，揭⽰了当下社会中坚持⾃我寻求的个体所⾯临的认同困境， 同时也为

李凝构建了⼀个区别于其它个体的⾃我。  

    私影像给⼈带来的是“第⼆层次的镜像体验”，这种体验与镜像阶段理论中的⾃ 我认同体验

并⾮没有区别。镜像是与母体分离的痛苦，是对⾃⾝与外界物质性区分 的认知。⽽私影像在

某种意义上，是与过往⾃⾝结合的快感、对⾃⾝以及不同于当 下⾃⾝的某种过去存在的认知。

																																																								
60廖勇，《沙漠鱼就是鱼在沙漠中不得不低头——<⽣活⽽已>魏晓波访谈》，⽹址： 

http://fanhall.com/group/thread/20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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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之难在于分离，⽽后者之难在于结合。  

    吴⽂光的《治疗》的拍摄想法开始于吴⼼中积压已久的个⼈⽇记整理计划，⽽ 通过旧物

件来反观⾃⾝是贯穿全⽚的⼀条线索。⽚中有个段落是吴⽂光地翻阅⾃⼰ ⽂⾰时期的⽇记。

作为家庭背景不够单纯⽽⼊不了团的青年，为了寻求更好的政治 ⾝份，年轻时的吴⽂光显然

是⼀个政治压⼒的妥协者和红⾊的“积极分⼦”。画⾯中 的⽩纸⿊字满满当当地叙述着他学习马

列主义⽑泽东思想著作以后“⼼情⾮常激动， 感受收获都很⼤”。 

    吴⽂光翻着⽇记本，尴尬地向镜头解释：“这不是……这真的不是⽇记，这是…… 思想汇

报”。然⽽当他慌乱地翻到扉页，“读书与笔记”四个字映⼊眼帘之时，吴忍 不住骂将起来：“妈的，

这种青年真是过得硬邦邦的，空空洞洞”。⽽实际上我们所 看到的并⾮“硬邦邦”，⽽是吴⽂光内

在精神的某种虚弱。  

    在影⽚的其它段落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我辩解。吴⽂光⼀直试 图证明，

彼时⾃⼰对政治洗脑的顺从是合理的，是对的，是清⽩的；试图缓和这些 尴尬事实和作为公

共⽂化⼈物的⾃尊⼼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认知失调困境。《治疗》 的创作，实际上成为了吴

⽂光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个体，试图从⼀切维度统合⾃ 我的挣扎过程。  

在私影像创作与观看中，主体被强迫认同昔⽇的⾃⾝，就像镜像的⽆可置疑⼀ 样。这是

在有私影像之前从未有过的个体认同体验，也必然引起强烈的不适反应。 然⽽唯其如此，才

能对⾃我有更深度的省察，从⽽⾛向更为坚实的⾃我意识，显现 出更为强⼤的主体性。 

  

⼆、“镜像”之异化  

    藉由镜像的主体性建构看上去颇具“励志”⾊彩，然⽽我们不应忘记，拉康的 镜像阶段理

论实际上是极为悲观的。这种悲观基于⼀种我们⽆从反驳的逻辑：⼀切 镜像其实都是他者。

⽽所有⾃我认知的本质，皆是将他者误认为⾃我，产⽣异化。  

    在拉康的理论中，⽆论是婴⼉所⾯对的⾮语⾔的“⼩他者”（指他的母亲、他⾝ 边的⼈的⾯

孔等等），还是语⾔符号所构建的“⼤写他者”，都是主体不能够加以控 制的参照物。⽽在私影

像创作中，主体⾯对的他者将更为复杂：私影像是作者可以 剪辑、扭曲甚⾄虚构的。如果沿

⽤镜⼦的⽐喻，那么私影像实际上是⼀⾯“可以随 意揉捏变形”的镜⼦。  

    这⾥我们来探讨私影像的⼀个⼦集——被放映和作为艺术品来创作的私影像。 有⼈发出

这样的感慨：“私影像似乎在利⽤摄影机的帮助，来协助超度⼀个个普通⼈ 逐渐迈向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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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坛”61。私影像与艺术的交叠，是危险⽽颇有意味的⼀种现实。 因为，“艺术”⼀词带来的不仅

仅是⼀种神圣感，更带来了⼀种话语权⼒。这种权⼒ 有着实际的作⽤，它能够⽀撑拍摄者做

平常所不能做的事情，甚⾄在某些情形下， 还能让拍摄者在他⼈那⾥享受平常不能享受的特

权。  

    《胶带》的作者李凝就是⼀个突出的例⼦。李凝虽然是私影像作者，但《胶带》之中的

许多虚构段落却是由⼀个名为“凌云焰肢体游击队”的团队⽀撑起来的。在《胶带》中我们看到

了李凝在团队招募的宣讲会上⽤视频作⾃我介绍，展现⾃⼰对（舞蹈的和电影的）艺术的理

解，并被台下的年轻⼈称为“⽼师”。在整部影⽚中， 

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类似他可以告诉别⼈表演时“让声⾳进⼊⾝体”，或者调整摄影 机机位“给

镜头制造纵深效果”的“艺术指导”桥段。如果说掌握语⾔即掌握权⼒， 那么作为私影像的创作

者，掌握视听语⾔显然构成了⼀种权⼒的来源。⽽这种权⼒ 机制或者说“艺术的⼒量”不可避

免地成为了此类私影像创作体系的⼀部分。  

    ⽽对于私影像这种特定形式，⼒量感的另⼀个独特来源恰恰还来⾃“私的暴露” 对⾃⼰的

动机、欲望和阴暗之⾯的暴露，使私影像得以激发反思、造就出独特的张 ⼒，并不断往灵魂

深处⾏进，释放出巨⼤的能量。正如以直接电影⽅式拍摄《哈尔 滨旋转楼梯》的季丹在《我

年轻时也打⽼虎》⼀⽚中⾯对薛鉴羌的镜头所说：那种 能量“⼀定在那⼉，我找不到，他们（拍

摄对象）可能也找不到，我要让它释放出 来”。挖掘内⼼隐秘⽽寻求反思张⼒⼏乎是所有艺术

创作的野⼼所在。  

    将⾃我抛⼊艺术的语境未必意味着“⾃我美化”，但⼀定会带来某种压⼒或压迫。 正如同拉

什说：“我们这些⼈就如演员与观众，⽣活在镜⼦的包围中。我们在这些镜 ⼦中寻找我们迷惑

别⼈或给别⼈深刻印象的能⼒的保证，我们焦急地寻找可能会损 毁我们有意设计的外表的瑕

疵。”62 私影像⽤于展⽰之时满⾜了⾃我表达的需求， 但作者需要以⾃我扭曲与幻象化的加深

为代价。  

可是，创作所带来的⼒量感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艺术是存在的表达，同时也 是⽣命⼒强⼤

的证明。这种⼒量感使得李凝为了《胶带》掏空了⾃⼰的家底，并且 长时间不⼯作，家庭经

																																																								
61网友“牛角酥”，《有关“私影像”的一点思考》，网址：http://i.mtime.com/982744/blog/4169620/ 

62 	 Christopher Las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Warner Books，Inc.1979 p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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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状况⽇益困窘到了孩⼦学费都交不起的程度，却仍旧执着 不悔。因为他觉得“作完这个东西，

我算是对⾃⼰的半⽣有个交待”。  

    即使排除艺术体制的规训和传播⼒量的诱惑，私影像创作也并⾮不受⼲扰的透 明记录。

魏晓波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剪辑素材时的内⼼感受：“每完成⼀个剪 接点，这⼀场戏下⼀

场戏接得很好，我就觉得⾼度的满⾜感。做电影必须要有乐趣， 没乐趣⾃我陶醉下”。私影像

和所有视听记录⼀样，都有视⾓与取景框的局限，都 必须（⽽且是⽐例悬殊地）对⽣活进⾏

剪辑。这种对⽣活进⾏遴选和剪辑的⼯作， 不能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惯习和视听媒介本⾝材

质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对⾃我镜 像构成的扭曲，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  

    ⾃我统合的激情与艺术探索的诱惑，使私影像创作者为⼿中的画⾯与声⾳投注 了⼤量的

⼼⼒。然⽽遗憾的是，扭曲总是必然的，⽽不仅仅是对于⾃我的认同，主体对任何对象的认

同都终归是⼀种期待的、想象的与理想化的关系。⼀切私影像的 建构，最终都会显现为误认

得来的伪象。⽽在这⼀机制下，主体于反复的认同和破 灭之间的不断回旋，正是私影像作者

创作之时的真切体验。  

    镜像本⾝是幻象，⾃我之真永不可达。透过⽆穷⽣灭的镜像认识⾃我的私影像 作者，正

如⾝推巨⽯上 ft 的西西弗，向我们展⽰了荒谬⼈⽣的最积极选择，和不⾃ 由世界中的真正⾃

由。  

 

                      第四节 私影像：属于个体的仪式  

 

    ⾸先让我们回顾⼀下《治疗》⼀⽚的最开始段落：镜头推向⼀个废墟内部。吴 ⽂光旁⽩：

“两年前也就是 2007 年，去⽼⼈医院看望母亲。”  

    画⾯是吴⽂光的主观视⾓，吴⽂光拿着蜡烛，并且借助⼿电筒向废墟深处⾛去， 曲折地

进⼊⼀个房间。在⼿电筒灯光的定向照射下，⾐柜，杂物，献给母亲的《流 浪北京》⼀书顺

序出现。书的扉页上有吴⽂光写给母亲的话。吴⽂光继续翻阅，找 到了⽑主席像章、⽇记本，

母亲的证件、照⽚等等各式各样的杂物。  

    ⾯由照⽚叠出母亲的动态影像（是吴⽂光在母亲⽣前拍摄的）。再叠出吴⽂光 所使⽤的

影⽚剪辑软件，画⾯拉开，是吴⽂光的创作⼯作室。吴⽂光和助⼿调整着 打光，直到寻找到

精致的伦勃朗布光。然后，开始⼀轮新的回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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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末尾处，吴⽂光如释重负地感叹“⼀直想做这样⼀件事，⼀直想做没有 

做。回忆是⼀段艰难的历程，令⼈惭愧。”  

    在这⾥，我们鲜明地看到了⼀个有始有终的⾃我回溯的过程。同时我们也意识 到，“私影

像”中的主体镜像实际上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是“与摄像机同在的时 刻”，⼆是“过往历史的

拾得⽚段”（包括⽂字、照⽚等等旧物件）。这样，私影像由 于其作为视听媒介的属性，不仅

能够容纳摄像机拍摄的画⾯，还能够将⽂字和静态 图⽚织⼊时间序列。这实际上使它成为⼀

个可以包含各种拾得⽚段最佳的容器。私 影像的制作与观看，分别构建了⼀段时间的⽣活，

同时也是构建了⼀种——有关于 回忆的仪式。  

这⾥的“仪式”，实际上是⼀个复杂的⼈类学概念。笔者之所以将私影像（尤其是私影像的

观看⾏为）称为仪式，是因为其中的许多特征符合或接近仪式的定义63 

例如：表演者同时是观众；对⽇常⽣活的节奏是⼀种打破；影⽚剪辑的结构化带来 了⼀

定程度的规范化；影⽚放映是可重复的；私影像的⾮功利性；疏导感情和引导 认知；等等等

等。由于影像连续播放的特性，私影像的观看者⼀般并不随意地中断 和控制时间长短或调换

时序，也不会随时离开；⽽过程中事物体验的时间顺序是被 规定好的。虽然私影像观看环境

很少是影院这样的专门空间，其仪式意味也并未因 此减弱。  

仪式是⼀种⽤于体验⼀致性的⼿段64。⽽在这⾥，参与者体验的并⾮⾃⼰与他 ⼈的⼀致

性——或者说“集体的⼀致性”，⽽是体验与⾃⼰的⼀致性——或者说⾃⼰ 与在漫长的时间序列

中的“⽆数个⾃⼰”的⼀致性。  

在当代，传统的⽂化仪式，如宗教仪式、民间节⽇、戏剧、游⾏集会等等正在 部分地失

去影响⼒，⽽最有影响⼒现代⽂化仪式通常藉由⼤众传媒来组织：如⾜球 直播、奥运会直播

和阿波罗登⽉。私影像显然既⾮传统⽂化仪式，又⼏乎从不凭借 ⼤众传媒的⼒量。⽽与以上

各类仪式形式不同的是：它是⼀种个体化的仪式。  

这在⼀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在仪式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古以来，仪式都被视 为社会、

民族或信仰团体保持凝聚⼒的⼿段，以及个体寻求认同于集体的⼿段。然 ⽽私影像，它依靠

																																																								
63参见：杨·斯诺克《仪式的定义》，选自《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0 页	

	 	 	 64郑向虹，《电影：一种文化仪式》，《电影艺术》199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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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摄影机对个⼈私域的介⼊，实现了⼀种新的仪式意义的构建： 通过回忆、对话、伦理反思

和同时包含空间之维与时间之维的⾃我认知，私影像仪 式不是寻求神、不是寻求社会认同、

不是去接受社会权⼒话语的规训——不是朝向 外在的权⼒者，⽽是开始朝向和寻求⾃⼰。  

只有在⽂化多元媒介发达，个体作为⼈类⽂化机体之终端的现在，才存在这样 ⼀种仪式

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所开辟的空间，让⼈得以从集体的认同⾛向个体的 认同，个体的⽣命

因此变得诗意⽽庄严。  

 

                第三章 私影像与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书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论述中， 公共领域⼀

直是私⼈领域的⼀部分，但它有别于私⼈领域，⽽只限于与公共权⼒机 关（即国家⾏政机关

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部分。换句话说，公共领域是国家机 构与私⼈领地之间的某种开放

的信息交换空间。许多⼈认为当下中国并不存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缺乏国家

与社会的相分离的基本前提，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从民间信息交换和共识形成的现象出发，去

思考宽泛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运⾏状态。  

私影像之“私”和公共领域之“公”，似乎是两个截然对⽴的观念。私影像专注于个体的体认，

似乎是纯粹的私⼈事务，并不参与舆论与对话，因此看上去与公共 领域距离甚远。那么，⼆

者的互动究竟是何情形呢？  

  

                          第⼀节 反对私影像  

 

与传统影⽚截然不同的传播机制，以及与⽣俱来的各种浓烈特征，使进⼊公共 领域的私

影像⾃诞⽣之⽇起就⾯临着⼤量的反对声⾳。  

对于被公共放映的私影像⽽⾔，私领域对于公领域的“⼊侵”有时会构成⼀种 对令⼈不适

的冒犯。学者吕新⾬在评价胡新宇《男⼈》等影⽚时，称⾃⼰看到的是 “⽇常⽣活中的暴⼒和

性以⼀种⾚裸裸的⽅式出现，没有任何道德的顾忌和禁忌”65，她认为，“这些影⽚有⼀种共同的

																																																								
65
吕新雨，《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读书》2006 年第	5 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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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那就是摄影机对⼈的隐私的侵犯，以及私领域和公领域的混淆和转换……这类⽚⼦的

暴露、深刻以及道德的冷漠感同样触⽬惊⼼，它所引发的不安甚⾄恐惧，来源于它侵犯了直

接的现实本⾝。”  

事实上，《男⼈》并不是个例，由于私影像的拍摄对象通常处在⼀种不考虑公众 观感的

⾃在状态，放映⼀部私影像常常恰似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那些以往在⽂明 社会外⾐下不为

⼈知的私⼈领域的暴⼒和⽣存法则在荧幕上铺散开来。《操他妈的电 影》中的相互利⽤，《胶

带》中李凝的⾃私、虚伪与不贞，甚⾄《回到达县》中初中 ⽣之间的暴⼒逻辑，都在沉重打

击着我们对社会道德的认知以及对主流价值取向的 信念。  

除了“去道德化”的批评外，更猛烈并且更深含忧虑的质疑声⾳针对的是私影 像在社会揭

露批判⼒度⽅⾯的不⾜。将著名的克拉玛依⼤⽕“让领导先⾛”事件制 作成纪录⽚《克拉玛依》

的导演徐⾟甚⾄在现象⽹上写道：“作为独⽴纪录⽚导演， ⾯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去拍什么‘私

影像’，起码是没有良知。”66 倾向于这种观点 的⼈不在少数。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

开始⾯临停滞甚⾄倒退、经济发展 进⼊平台期并隐现出崩溃的危机，整个社会对于独⽴批判

声⾳的渴求变得越来越强 烈。在许多⼈看来，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将视⾓转向私影像，是曾经

为现实批判和社 会进程影像记录付出努⼒的独⽴电影创作者们在国家机构逐渐增强的意识

形态压⼒ 下“退缩”的表现。  

道德底线、批判精神——这两⽅⾯的质疑，似乎⾜以颠覆私影像创作的所有公 共价值。

这让我们不得不透过私影像的传播特质，重新审视其在当下社会语境下的 意义所在。 

 

                       第⼆节 私影像的传播特质  

 

⼀、边缘化与⾃由度  

从《追忆⽴陶宛之旅》到⽇本的“⽇记电影”，再到中国的私影像，私影像（被 公众看到的

那⼀部分）从题材到⼿法都有着丰富的衍化——“⾃我反射”的创作⽅ 法被引⼊，真实与虚构

的界限被模糊，更多的禁忌被挑战，更多的隐私被暴露。然 ⽽从传播⾓度来看，私影像却具

有⼀种相当稳定的特性：那就是这类影⽚相对于社 会⽂化之巨⼤机体的边缘性。  

																																																								
66
相关网址：http://fanhall.com/group/thread/17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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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边缘性⾸先体现在传播的⼴度上。私影像进⼊商业院线的⼏率近乎于零，⽽且也绝

少通过⾳像制品的⽅式出版。这是由私影像拍摄⽬的的特点决定的。⽐如《不快乐的不⽌⼀

个》（纪录了⽗母不幸婚姻的对⼀家⼈造成的伤害，曾⼊选 2001 年⽇本⼭形国际纪录⽚电影

节）的作者王芬就曾⾃称拍摄的初衷是⼥⼉对⽗母“惟⼀能表达的⽆奈，同情，和理解——给

他们⼀个说话的机会”，⾯对⼤众媒体的关注， 她表⽰“我不想再扩⼤影响了，我不希望这些事

情会打扰我⽗母的⽣活。 ”  

在表达⽅式上，私影像与主流影像也有极⼤的距离。这很⼤程度是因为创作者并没有多

少来⾃观众的压⼒，特别是不需要考虑⼤众的接受⼼理。在主流领域，即 使是纪录⽚（如《海

豚湾》）也难免要参考好莱坞编剧指南，为影⽚划分三幕式结构，配置好⼀群主⾓、⼀个重要

⽬标和⼀堆令⼈⽣畏的障碍，并保证冲突持续不断贯穿 全⽚；⽽在私影像领域，这些“繁⽂缛

节”就不必再作⾼度重视了。此外，私影像 的拍摄者通常并不是影视科班出⾝，思维不受专业

规范的限制，表达趋于直觉跟随 意，这也是其与主流影像有明显差别的重要原因。  

私影像作品是社会⽂化的延伸，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创作者有多少反过⾝来 参与到社

会⽂化之中、产⽣影响⼒的欲望和热情。当我们思考它与社会⽂化机体之 间的关系时，会发

现私影像并不像⼀般艺术作品⼀样与⽂化发⽣互动或者说“触碰”， ⽽是如同⽇记⼀样，似乎仅

仅在接受⽂化机体的单向度“照射”。要知道，像《治疗》、 

《胶带》、《不快乐的不⽌⼀个》这样被公开的私影像只是冰⼭⼀⾓，⽽绝⼤部分私影像

或家庭录像都保存在个⼈⼿中，且很可能永远不为公众所知。这使得私影像之 于⽂化总体就

像⽑发、指甲之于⼈体⼀样，虽是机体的延伸，却并不产⽣类似其他 ⾝体部位那样的“触觉”。  

 “反作⽤于⽂化”或⽈“进⼊⽂化”并不是⼀件当然的好事——你的代价也许 是⾃由。正如

我们说要“做⼀个⽂明⼈”，那就意味着需要准时理发，穿得体的⾐服； 需要按必要的礼节与⼈

交往——这些规约并⾮多此⼀举，⽽是社会交往便捷性的必 须。可是，在这 “便捷性”的背后，

却又隐藏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因素。传播学批判 学派的理论让我们感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规

训⼒。⼈⼈都被当下社会建构和形塑。 ⽽⾯向公众的艺术创作作为⼈之间的⼀种沟通⽅式，

发⽣在其上的则是社会⽂化的 “双重”形塑：除了内化到创作者⼼中的意识形态规训外，其表

达过程——表达所 ⽤的媒介——同样饱蘸着意识形态并对作品实施着⼑砍斧凿。⽽在此处，

私影像似 乎显露出⼀些优越之处：它免除或淡化了后⼀部分，获得了更⼤的创作⾃由。  

于是，我们看到了《回家》(1984，⽯井秀⼈)这样的作品：导演的摄影机对准 了患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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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母，导演的妈妈给祖母脱光⾐服，将她放⼊澡盆，仔细地给她洗⾝ ⼦,她的⽪肤耷拉着，

布满了皱纹，看起来像⼤象。祖母以同⼀句话反复回应所有事 情：“我想回家。” 这样的画⾯在

主流影像中是难以想象的，它所带来的不适甚⾄使 某电影学院的学⽣中途退场。⽽国内王荔

娜的《家庭录像带》、刘伽茵的《⽜⽪》、 胡新宇的《Zigui》等影⽚，则让我们瞠⽬结⾆地看

到了前所未见的家庭隐私。在上 述被写⼊学术专著的作品之外，我们还不应忘记那些没有进

⾏学术放映和进⼊研究者视野的、那些不为⼈知的家庭录像和⾃拍影像（又如近年国内⽹络

上层出不穷的 各类“某某门”⾃拍外泄视频，也何尝不是私影像的⼀种呢）。这些真正属于隐私

范 畴的影像写作，更可能拥有极⾼的⾃由度。  

即便与最具颠覆精神的现代艺术家的作品相⽐，私影像的创作⾃由也仍然要更彻底⼀些。

因为⾯向公众的创作者总有维持⾃⼰个⼈风格和维护⾃⼰“精神专利”67的诉求。⼀旦个⼈的思

考表达进⼊社会交往的领域并受到关注，某种基于便捷判断⼼理的“类型化”就已经产⽣了。创

作者的观点构成了⼈们对创作者的类型期待， ⽽如果他改变观点却不能为观点的改变提供易

于被接受的解释，就容易进⼊认知失 调的困境。反观私影像的创作者，只有作品没有公开，

他就可以随⼼所欲地放纵和 调整⾃⼰的观点⽽不⾄于遭受压⼒。这种⾃由不只是相对于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的⾃ 由，还是相对于“昔⽇的⾃⾝”的⾃由。  

上世纪以来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持续地消解着作者的权威，我们发现作 者实际上

是历史的产物，接受着语⾔结构的制约与控制。正如海德格尔所⾔，事实不是⼈在说语⾔，

⽽是“语⾔说⼈”。⽽罗兰·巴特⽤开放的包含诠释过程的“⽂本” 替代了有具体物质形式的封闭

的“作品”，由此得到的著名的“作者已死”理论，使 ⽂本向⼀切时空开放，让“作者之死”成就了

“读者之⽣”。  

以此为参照，我们似乎又发现私影像的另⼀份独特性：它在⼀定程度上“锁住” 了⽂本。

就像⽇记⼀样，⽂本与作者之外的读者之间有⼀道⼈为的屏障，使⽂本的意义趋于稳定。表

⾯上看，私影像像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式⽂本” (writerly text)，因为它往往没有“读者式

⽂本” (readerly text)的“类型化的材料，鲜明的成规以及对读者理解⽂本的种种预设“；然⽽由

于这道⼈为的传播屏障，它实际上不能⼴泛接纳来⾃读者的意义⽣产，从⽽具有了接近“读者

式⽂本”的封闭性（这让我们意识到，私影像没有呈现读者式⽂本的类型化特征，也许其实只

																																																								
67
朱青生，《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4 月出版，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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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原因 所导致的⽽已）。此外，视听语⾔本⾝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被称之为“语⾔”，它当 然

不具有完全的透明性，当然和天然语⾔⼀样也拥有叙事能⼒，但它并没有像天然 语⾔那样的

真正的“辞典”。⽽且，视听⽂本之间的相互关联特性不像天然语⾔那强： ⼀个没接触过天然语

⾔的⼈必然不会写作，但⼀个从未看过影⽚的⼈却有可能拍摄 影⽚。总⽽⾔之，相对于天然

语⾔来说，视听语⾔有着更难以否决的⼯具性，再加 上私影像的传播特性，我们也许可以⼤

胆设想在这种特殊的⽂本⾥，创作者获得了特殊的⽣命⼒。——换句话说，此处发⽣了某种

程度的“作者复活”。当然，在作出 更深⼊思考之前，提出这个说法还为时过早。  

  

⼆、私影像与⽂化机体  

⾏⽂⾄此，我们关于私影像的讨论已经彻底抛弃了将影视作为⼤众媒介的思维 框架。但

笔者觉得有必要补充的是，私影像对社会⽂化机体的反作⽤⼒并⾮真的可 以“忽略不计”。事实

上，私纪录⽚也许正在通过潜流暗涌的⽅式给我们这个社会带 来巨⼤的改变，只是我们尚⽆

从知晓⽽已。其反作⽤的⽅式有⼆：⼀为“反弹”，⼀ 为“渗透”。  

“反弹”是⽤来描述传播范围最狭窄的⼀类私纪录⽚，包括不被分享的各类家 庭录像和⾃

拍视频——它们的唯⼀观众就是影像的创作者。通过创作者与影⽚的对 话——更确切的说并

⾮对话，⽽是对往昔⾃我的“聆听”——来完成对创作者本⾝ 的改变，从⽽使私影像的影响“弹

射”到社会话语体系之中。此时的私影像就像镜 ⼦⼀样，是属于私⼈领域的存在。这种“弹射”

的基础，既是前⾯所谈到的，私影像对于创作者⾃我意识的构建，是⼀种包含时间之维的深

刻的⾃我认同。   

与反弹不同，“渗透”的机制使得私影像在现实层⾯上⽆法真正被限定在私⼈领 域之中。正

如中国的俗语“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私影像不可避免地以常规或⾮常 规的⽅式发⽣传播上的

扩散，甚⾄进⼊公众视野。⽽在⼈们的窥视欲望的驱动下， 私影像甚⾄可能引发出轰动⼀时

的社会事件。以 2009 年 9 ⽉份的“龙⼜门”事件为 例：⼀段不雅的男⼥⾃拍视频被上传到⽹

络后，不仅在数天时间内被⼴泛流传，更 引发⽹友丰富读解，甚⾄有⼈旁征博引撰写长⽂⼤

作发挥68。在这种情形下，影像 已经演变成典型的“作者式⽂本”。  

																																																								
68典型的语句如：“爱情这玩意，具有中国油价与房价的⾮理性，却又与它们的抢劫般的价格截然不同，因为 爱情

从 来 都 是 全 免 费 …… 如 果 你 确 定 拥 有 的 是 龙 ⼜  MM 这 样 的 真 正 爱 情 的 话 ” ， 见 天 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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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私”影像与私影像之间的界限也并⾮那么鲜明。像前⽂ 所提到的

《不快乐的不⽌⼀个》、《家庭录像带》等影⽚，虽然创作者并⽆类似⼀般 电影创作者那样的

制造社会影响、谋取商业利益或取得艺术成就的明确意图，但也 并⾮将影⽚“绝对私有化”。尤

其是进⼊独⽴影展视野的那部分私影像，创作者往往 持有⼀种模糊的态度：他们坚持影像是

纯为⾃⼰⽽拍摄，但也并不介意拿出来与他 ⼈交流；同时，他们对观众的好恶评价往往表⽰

抗拒，因为拍摄⾼质量的“好”影⽚并⾮他们的⽬的。这些影⽚的进⼊，给艺术领域的价值评判

体系带来了新的难题与挑战，也使得视听艺术领域的图景隐隐浮现⼀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貌。  

 

                       第三节 私影像的公共性  

 

边缘、⾃由、作者性，以及“反弹”、“渗透”，这⼀系列描绘传播特质的关键词，勾画出了私

影像与社会机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的互动机制。  

这提醒我们，私影像直接指向的个体认同与“公共领域”实际上不⽆内在的关 联。现代社

会中的“认同”，实际上是围绕着⼀系列的、代表不同权⼒的差异轴展开的，⽽个体认同——⾝

份的确认，正与这种权⼒差异的感知有着直接的关系。与之相应的是——处在国家机构与私

⼈领地之间的公共领域，恰恰就是各种权⼒差异的 ⾓⽃场。  

私影像的公共价值，与⼀般“⾮私”独⽴影像（主要是独⽴纪录⽚）有显著的 区别。以直

接电影为主体的传统独⽴纪录⽚承担了让⼈们认识世界，重新建⽴理性 认识的功能，有利于

⼈们判断与选择⾏动。⽽私影像则不同，它使⼈认识⾃我，这 更着重于感性，⽽指向着“重新

定义⼀种价值观”的必要。  

胡新宇的《男⼈》捕捉了包括作者在内的三个单⾝中年男⼈的⽣活状态，影⽚⾥主⾓们

时常显现出对爱情的渴望，同时⼜中又对整个异性性别进⾏贬抑与辱骂。 这引发的是对⼥性

观和爱情价值判断的反思。⽽吴⽂光的《治疗》中，那些⽂⾰年 代的马列主义狂热，以及 80 

年代吴⽂光母亲⽀持他读书、买书的事迹回忆，则让我 们思考个⼈价值与国家机器的博弈⽅

式，以及知识对于个⼈的价值问题。李凝的《胶带》中关于价值判断的疑团就更多了：灵与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1180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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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追求与家庭责任、⾃由与道德 在影⽚中都呈现了激烈的冲突。  

这些影像之所以能驱使⼈进⾏价值观的重新定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私⼈领域 中的暴⼒

和⽣存法则被出⼈意料地展⽰出来了。作为在公众话语中长期沉默的事物， 它们的泄露刺穿

了⼤众传媒所营造的社会图景，因此也刺穿了我们所习惯的价值体 系的边界。  

⼤众传媒，包括影视和⽂字媒体，其写作⽅式的主体都是“代⾔式”。“男⼈应 该……”、“⼥⼈

应该……”、“⼤学⽣应该……”、“时尚⼈⼠应该……”、“做⽗母的 应该……”、“做⼉⼥的应该……”

这样的表达⽅式在⼤众媒体上随处可见，流⾏影 视剧也必然要设定出⼤多数观众可以将⾃⼰

“代⼊”并符合主流价值取向的若⼲⾓⾊。严格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明星、榜样、⼈群代表、获

奖作品的塑造，实际上正 在取消多样化的“私⼈的存在及其经验表达”69的合法性。  

为了争取这种合法性，唯有让私⼈经验发声。私影像所能达到的公共价值之⼀ 就在于此。

在私影像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价值与国家意志、边缘价值与主流 价值的对抗。这种对

抗往往指向着⼀种悲剧的结局，然⽽同时又维持着⼀种个⼈与 社会之间的富有张⼒的平衡状

态。  

如果说对抗仅仅针对主流价值，未免有些偏狭。作为⼀个私纪录⽚制作者，他 不仅要反

抗国家机器所带来的那些东西，还要反抗来⾃“当代艺术”领域的主题限 制——也就是说，还

要反抗那些经常站在⽂化霸权对⽴⾯的东西。实际上，它⼏乎 需要对⼀切都加以反抗，因为

私影像是以⾃我⽽⾮外加的意识形态为根基的，它通 往的是⼀种⾼度个体化的⾃由。因此，

不能简单地说这是边缘的意识形态对主流意 识形态和的⼀种平衡与反抗——这不是边缘的

反抗，⽽是真正“个体的反抗”。  

即使私影像的观众只有作者⼀⼈，也⾜以改变（不符主流的）切⾝体验和直接 感受被压

抑并随时间消逝的⽇常情形。实际上，如果说被放映的私影像造就了某些 个体的公共性，那

么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冰 ft 之下的不被公开的私影像，正在不断 造就着具备公共性的个体。  

私影像由于其独特的媒介特性，在⽆法被放映、没有制⽚经费、甚⾄他⼈不接 受拍摄的

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顽强的⽣命⼒。由于私影像，摄像机和剪辑软件成为 了现代经验的⼀部

分，成为了⼈们的肢体的延伸。⼈们从⽽拥有了⼀双更善于记忆 的眼睛，借以认识⾃我与外

																																																								
69  陶东风，《私⼈化写作：意义与误区》，《花城》199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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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世界，借以树⽴起强⼤的⾃我意识。因此，私影像 不应该仅仅是⼀种拍摄⽅式，它还可

以是⼀种⽣活⽅式：⼀种更经得起反思、更积 极的⽣活⽅式。  

如果说 1990 年以来的中国的独⽴记录⽚是进⾏在“百年启蒙延长线”之上，那 么，私影

像也许是这种社会启蒙的重要⼀环。它让被隐藏的个体得以“亮出”在阳 光之下，让⼈们的价

值选择不再基于对集体的消极依附，⽽开始能够通过逐步健全 的⾃律与反思完成。⽽这，也

许是中国私影像所能抵达的最重要的公共价值。 

 

                                结论 

 

私影像是⼀把解剖⼑，让我们得以认知⾃我并“在⼈的⼦宫⾥看社会”；私影 像是⼀把⼿术

⼑，不仅让参与者得以完成⾃我治疗的旅程，还能够刺向被⼤众媒介 矫饰下之当代社会的精

神病灶。  

私影像在中国的重提似乎和吴⽂光在 2010 年的着意推动直接相关，但实际上 这⼀现象

的浮现让我们看到了两个维度的历史坐标。其⼀是独⽴纪录⽚的发展史： 私影像集中出现的

世纪之交，正是以直接电影为主要类型的传统独⽴纪录⾯临多重 困境，开始寻求新路的时期

——它伴着新的影像观念⽽⽣。其⼆是影像技术的发展 史：私影像和 DV 在中国⼤陆的普

及⼏乎同时，某种程度上，是技术的⾰新拉开了⼀ 个私影像的新时代。  

笔者使⽤“私影像”⽽⾮其它带着“纪录⽚”标记的名号来称呼这类特定的影 ⽚，是希望将

它视作⼀种更具普遍性的媒介，⽽不是“电影艺术”的⼀个分⽀。作 为 DV 时代的新⽣事物，

它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艺术⼿段的创新，⽽是⼀种关于影像 创作或制作的新观念：拍出来不

⼀定要公开放映；影⽚可以既⾮商业产品亦⾮艺术 创作；这样的影⽚创作却居然并⾮毫⽆意

义，相反，它可以是⼀次有关⾃我治疗、 拷问、认同的重要的“个体仪式”。  

私影像的⼀切意义都围绕着⼈作为个体的价值⽽展开。因此，它注定是⼀类特 ⽴独⾏的

⽂本。在道德底线与社会责任感⽅⾯，它都备受质疑。  

私影像被作者⾼度掌控，通常既边缘化又⾃由随性。在传播⽅式上，它有着被 笔者称为

“反弹”和“渗透”的两种机制。加上作为私影像根基的那种⼈类对完整 ⾃我寻求与表述的冲动

之后，私影像呈现出了独特的精神⽓质，⽽同公共领域的互 动⽅式亦与众不同。 

它的公共性并不旨在增加观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从价值观层⾯上对主流 发起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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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颠覆。它⼀般并不以事实暴露直接挑动权⼒者的敏感神经，然⽽却依旧 有着天然近乎“精神

洁癖”的真正独⽴精神——这是因为，它为寻求⾃我意识⽽存 在，必然要站在个体的⽴场上去

反抗⼀切。这让我们不禁期冀，私影像也许能带来 ⼀⽚独⽴影像创作不易为外⼒摧毁的⼟壤，

以摄影机为⾃来⽔笔的思想者因为这⽚ ⼟壤⽽⽣⽣不息。在中国社会启蒙的百年长路上，私

影像也许能够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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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011.6 就读福建师范⼤学传播学院电影学专业，师从刘云⾈导演。⼀直在复兴影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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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今 就职北京闪签科技有限公司任 Web 开发⼯程师及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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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ward Gaze at Home: Amateur First Person DV Documentary Filmmaking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YU Tianqi Kiki 

Introduction 

 Family Phobia (Jiating Kongju, 2010), which will be at the center of my analysis in this 

chapter, is Chinese amateur filmmaker Hu Xinyu’s third personal documentary, a seven-year-long 

documentation of the mundane life of his parents in their small state-subsidized flat in an inland 

city of the coalmining Shanxi province in northern China. The production of Family Phobia was 

not carefully planned, as Hu started filming without the clear intention to make a film. In stead, it 

is compiled from Hu’s home-movie footage, which he started to collect since his family’s gathering 

during the 2003 Chinese New Year.  

 Unlike most conventional home movies that primarily document happy moments, holiday 

sequences, and rituals ceremonies (Odin 2008, 261), Hu’s personal digital-camera eye quietly 

observes the daily family life at an extremely close range, not excluding the intimate, embarrassing 

moments, such as generational conflicts, bedroom conversations, and family dramas in which Hu 

himself inevitably gets caught. The act of documenting the unpleasant and the conventionally 

prohibited moments of one’s own family rather than the usual happy faces challenges our 

perception of amateur home movies. As Patricia Zimmermann (2008) points out, amateur cinema 

as “a plurality of practices” includes “home movies, surveillance, narratives, experimental works, 

travelogues, documentaries, industrials, hobbies, sites for emergent subjectivities” (275). For Hu, 

amateur filmmaking is a collection of home movies, the hobby of being an independent amateur 

documentarian, as well as serving as an outlet for his self-expression. Hu’s filmmaking reflects his 

dual role: as both family insider and conscious outsider intentionally keeping an emotional 

distance from what he has been documenting.  

 The conflicts captured by Hu usually lie in between traditional familial obligations and 

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 His work reflects some features of the changing mentality behind 

China’s fast individualizing society. Since the 1980s,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state-en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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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llectivization, which is gradually untying individuals from previous social and ideologi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work units and production teams (Yan 2009, 288). However, as Yan also 

argues, while individuals are gaining more autonomy, the retreat of the government from public 

life has also left them with little social protection (2009). As well as the conflicts represented in the 

film, Hu’s own filmmaking practice also mirrors this individual dilemma. While it fulfills his 

individual interest of being a filmmaker, Hu’s conscious inward gaze at home reflects the anxiety 

he experiences as he searches for social security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Hu Xinyu is among the first of a group of amateur DV filmmakers that emerged in China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ile amateur cinema has been explored by some film 

scholars (Zimmermann 1995; Ishizuka and Zimmermann 2008; Moran 2002; Rascaroli, Young, and 

Monahan 2009) as a valuable alternative site that expands mainstream cinema history and as a 

space for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amateur filmmaking in China still remains 

largely untapped, partly due to the limited access to home movie cameras before and during the 

Mao er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fore, when digital video cameras first emerged on the retail 

market in post-Mao China in the 1990s, they immediately gave rise to a personal amateur 

filmmaking practice. Individuals found DV cameras to be a direct mediator between the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personal expression.  

 Working as a music teacher in a regional college, Hu Xinyu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filmmaking as an amateur actor cast in The World (Shijie, 2004), an award-winning art-house film 

made by the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Chinese director Jia Zhangke, a key figure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filmmakers. Jia’s idea of cinema of amateurism  —filming with a DV camera on 

location with amateur actors and a small crew—profoundly motivated Hu, who realized that the 

charm of cinema lay in the rich layers of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Hu 2010). 

During the New Year holiday of 2001, Hu borrowed some money and flew to Guangzhou, the 

commercial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coastal Canton province, to buy his first DV camera. Since 

then, Hu has been making amateur films, documenting his personal or familial life with great 

intimacy.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I will examine the sociopolitical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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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mergence of DV amateur filmmaking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Facilitated by the 

advance in digital technology, amateur DV filmmaking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new culture of 

self-expression, which also encouraged the rise of public citizenship. Looking at one’s family 

through a personal camera has become a key trend in amateur DV filmmaking. In addition to Hu, 

there are a few other amateur filmmakers reflectively turning their cameras inwards to explore 

their familial selves. These include women amateur filmmakers, Yang Lina (Home Video 2001), 

Wang Fen (They Are Not the Only Unhappy Couple 2000), and Tang Danhong (Nightingale, Not 

the Only Voice 2001), who emerged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s Hu, and investigated the 

filmmakers’ problematic family relations, exhibiting a strong authorial voice that eschews the role 

of a passive, obedient daughter. Following them, more filmmakers have explored the change of 

family structures in the rapid urbanization, most notably banker-turned-filmmaker Shu Haolun 

with Nostalgia (Xiangchou, 2006), a first-person memoir of the vanishing lifestyle of his childhood 

in a local residential area in Shanghai; Yang Pingdao with My Family Tree (Jiapu, 2008), a 

personal journey of returning to his family ancestors’ house in a small village in southern China; 

and the village documentary project (2005–2009) made by villager amateur filmmakers led by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filmmaker Wu Wenguang.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hrough a close examination of Family Phobia, I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filmic text, to how Hu’s family as a collective, his family members, and himself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his personal camera. In addition, I will explore the making and reception of 

the film as social practice, through which the filmmaker comes to understand and further construct 

his self in relation to others. This is similar to Roger Odin’s semio-pragmatic model,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ilmmakers and the subjects, and between the filmmakers 

and the audience during th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films (2008, 255). I will argue that 

these amateur filmmakers take a dual role in filming their families. On the one hand, as insiders in 

their own families, they closely observe their relatives’ lives with great intimacy. On the other hand, 

consciously looking inwards at home as outsiders, their filmmaking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sociopolitical act, which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on how family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affected in China’s rapid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ividuals’ desire to be reconnec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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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of family. Lastly, I will analyze the reception of Hu’s film and discuss 

how screening and viewing become sites in which the filmmaker negotiates questions of privacy 

and explores the limits of what is acceptable to present of his family’s life to the public.  

 

DV Amateur Filmmaking in Individualizing China  

    Amateur cinema, facilitated by the evolution of consumer-level cine cameras such as 16mm, 

8mm, Super 8, video camcorders, and digital video camera, has gained a small number of highly 

remarkable studies (Zimmermann 1995; Ishizuka and Zimmermann 2008; Moran 2002; Rascaroli, 

Young, and Monahan 2009). Current scholarship insists up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amateur filmmaking as a counterweight to the history of dominant mainstream 

cinemas, including highly commercialized and government-controlled cinemas, examining how 

home movies as “historical artifacts” act as “active recoveries of histories and memories” 

(Zimmermann 2008, 16), and serve as facilitators for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din 2008, 267). 

Some theorists focus on historical amateur footage and home movies and their use in 

contemporary media productions. This subfield also overlaps with studies on first-person 

documentary, which emphasize the role of personal documentary in self-examination and identity 

(re) construction (Renov 2004 2008; Russell 1999; Lebow 2008 and 2012; Rascaroli 2009).  

 The amateur cinema in contemporary China usually refers to the DV wave emerged in the 

individualizing China in the late 1990s. As already noted, the rapid economic boom during China’s 

marketization started in the 1990s has provided more resources and choices for individuals to 

develop their own lives, whereas some social constraints still exist. For example, the hukou 

(household) system that ties individuals’ identity to particular places, usually their original 

birthplace, continue to restrict social mobility, creating unequal rural/urban social identities and 

differences. While a vast sec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migrated to urban areas for work, 

these people remain disenfranchised, struggling to recei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such as for 

medical car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like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The resultant social inequality 

has caused strong tensions among the privileged powerful officials, the newly emerged middle class, 

and the rural and migrant workers lower classes. The retreat of the government from public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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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lso resulted in overcommercialised public spaces in the neoliberal economy, such as the 

privatization of real estat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hopping complexes.  

 During the 1990s, the public space for individuals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frustrations was 

very limited, as cultural, media and arts institutions were still affil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mainstream representat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had to fall in line with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rather than causing social upheaval—especially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Though some underground/independent artwork and films emerged, 

such works remained highly marginal outside tizhi, the domina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were not widely viewed by the public. It was not until the 2000s that private and independent 

art and cultural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flourished.  

 It wa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amateur DV filmmaking came to light, finding its soil in the 

postsocialist independent cinema and the new culture of self-expression facilitated by the digital 

technology. Built upon what Chinese film scholar Lü Xinyu (2003) calls the New Documentary 

Movement (NDM) in the 1990s, a crucial part of independent cinema, amateur filmmaking inherits 

geren (personal, individual) vision, as a specific personal perspective approaching to history (Wang 

2008), a realistic aesthetic style, jishi zhuyi, or “on-the-spot realism” (Berry 2007, 116), and the 

“one-person filmmaking” method (Berry and Rofel 2010, 8), allowing for flexibility.  

 The rise of minjian (grassroots, nongovernmental) film festivals has also invigorated 

independent amateur filmmaking, a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creening spaces have cultivated 

independent cine culture and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public space for “critical public discourses” 

(Nakajima 2010, 134). Yunnan Multi Culture Biannual Visual Festival (Yunfest), founded in 2003, 

establishes itself as one of the key venues for independent and amateur documentary screenings. 

Following Yunfest,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was founded in Nanjing in 2005, and the 

China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In addition, more independent 

screening venues have been created in universities, cafes and bars as an emerging niche cultural 

scene. Moreover, state-owned central or regional TV stations, such as CCTV Channel 9 and 

Shanghai Documentary Channel, have started to screen independent documentaries, though the 

contents are still carefully selected and edited to avoid political offense,  Undeniably, such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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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 TV channels also derive from the logic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s the quality of 

amateur productio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ith its lower cost, as recognized by Odin (2008, 

266), it signifies a subtle recognition of independent voices by the state media. 

 Amateur DV filmmaking is also roo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consumer-level, easy-to-operate mini-DV camera, and the social media in the Web 2.0. While 

the broadcasting beta video camera da jiqi (big machine) was normally used by the early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filmmakers, who were usually affiliated with state-owned TV stations, 

the DV camera xiao jiqi (small machine) has significantly shifted the power of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hands of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to those of a mass of amateur individuals.Wu Wenguang, 

the pioneer of independent new documentary in China, regards filming with xiao jiqi as writing 

with a pen,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work much more flexibly and reflexively on their own,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filmmaker and their subjects, creating a communal experience 

rather than a hierarchical one” (Berry and Rofel 2010, 9). In this sense, amateurism can be seen as 

a form of individual empowerment, enabling the makers to get closer to their subjects and their 

own subjectivities. Jia Zhangke’s idea of amateurism also demonstrates a spirit of democracy, as he 

believes that “[a]ccess to cinema is conceived of as a human right—that is, a privilege that should 

be universal” (Jafee 2006, 83). This echoes the debates among scholars of amateur cinema (Odin 

2008; MacNamara 1996), who believe amateur film gives “voice to the politically, ethnically, and 

socially excluded, revive the productive capacities swallowed up by globalization and consumerism, 

and restore creativity and freedom” (Odin 2008, 266).  

 The democratic spirit of amateur filmmaking, joined with participatory media, has 

encouraged the rise of what Haiqing Yu calls “media citizenship” (Yu 2006, 304). As is the case 

elsewhere, social networks have been embraced b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ranging from elites,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celebrities such as Ai Weiwei, to ordinary individuals raising their personal 

voices in public cyberspace. This phenomenon can be seen as a strong rebuke to the control of 

public speech in the Mao’s era. Even though the same restrictions still exist, local social media (e.g. 

www.renren.com), and video-sharing websites (e.g.www.youku.com and www.tudou.com), act as a 

powerful platform for sharing ideas and information within China. The slogan of www.tud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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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is the director of life,” explicitly promotes the idea of individual determination in one’s 

own life. Blogs and more recently the Chinese equivalence of Twitter, Weibo, which literally means 

“mini blog,” function as some of the most direct channels for self-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hough online contents still subject to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traditional media, new forms 

of TV talent shows—such as Supergirl (Chaoji Nüsheng), China’s Got Talent and The Voice of 

China—have also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individuals to “express uniqueness, to perform, and to 

engage in pastiche triumphed over regimented conformity” (Keane 2007, 43). 

 

Reconnecting to Laojia  

    As explored, the increasing access to documenting tools and the growing desire for 

self-expression have paved the way for amateur filmmaking in China. One remarkable yet less 

examined phenomenon is the work of amateur filmmakers who look inward at their own personal 

familial spaces a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They fit into what Michael Renov (2008) labels 

“domestic ethnography,” “a mode of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that couples self-interrogation with 

ethnography’s concern for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lives of others, in particular, family members 

who serve as a mirror or foil for the self” (44). Whereas Renov emphasi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milial others as a reflec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self, the filmmakers, such as Hu, in the 

decollectivizing China inscribe themselves relationally in the net of their family relations,  

demonstrating a proactive move to reconnect with family as a collective unit. Their personal 

family documentations are also embedded in the larger collectiveness, and belong to what Alisa 

Lebow (2008) calls “the first person plural,” that “engages with the embodied knowledge, history, 

memory, and identity of a much larger entity’ (xv). As well as documenting the lives of his family 

members, in Family Phobia, Hu’s “fly-on-the-wall” camera and himself as an inseparable unit, 

have been contemplatively constructing the ongoing family history.  

    It is the laojia, which literally means “the old home,” that attracts the central attention of 

domestic ethnographers’ amateur gaze. In Shu Haolun’s Nostalgia, narrated through the 

 

filmmaker’s poetic and reflective first-person voice, laojia refers to Shu’s grandmother’s hous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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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zhongli, a shikumen, “stone gate”-style residential area. Shikumen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carved-stone pillars and archways that adorn these houses, a kind of tenement building constructed 

in the colonial era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in Shanghai. When Shu Haolun made the film in 

2006, Dazhongli was facing demolition under Shanghai’s new urban plan, which saw the homes of 

generations of local residents redeveloped into modern commercial districts for the benefit of 

tourists as well as the newly emerged domestic middle class (figure 1). A similar concern emerges in 

Yang Pingdao’s My Family Tree, in which the laojia is the family ancestors’ house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old and the dying and that has been left behind in the small village. In these 

two films, though new nuclear families have been created, the demolition or the decline of laojia, 

indicates the loss of family centers, roots and an old life style that links all family members 

together as a collective whole. Shu and Yang’s inward gaze demonstrates a conscious reconnection 

to the old family space, in which they reflect on where they have come from and what influences 

have helped to construct who they are. Their films also become a piece of family heritage,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 to remember and reimagine a family space that is fading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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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trast, laojia in Hu Xinyu’s Family Phobia has not physically changed through the years; 

instead, it is the reshaping of external cityscape and people’s mentality that has made the 

unchangeable familial space inappropriate. In Hu’s film laojia is his parents’ sixty-square-meter 

flat in an old-fashioned state-subsidized jiashu yuan (family dependents courtyard), a kind of 

community housing where staff members of state-owned work units used to live, or are still living 

(figure 2). While the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of housing that was initiated in the 1990s saw many 

modern apartments and commercial real estate being built, socialist state-subsidized apartment 

buildings still remain as homes for many former workers in the work units. In Family Phobia Hu’s 

parents have been living in their small flat for a long time: Hu’s camera reveals the dark and dirty 

hallway and stairways of the building, where cheap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are messily p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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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lls, serving as a symbol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general air of neglects seem to 

signify the decline of socialist collectivism (figure 3).  

 Hu films mostly during the New Year period, when more than twenty family members come 

back to the laojia from their own nuclear homes or from work. The limited space in the small flat 

means that there is little individual space and everyone must connect to each other to some extent. 

Hu’s camera is sometimes placed on a tripod, observing the family members surrounding the 

“grandparents” (the eldest generation) and watching the New Year Gala on the TV in the living 

room, or having dinner together at a round table. In other sequences, Hu’s camera moves around 

the crowded domestic space, encountering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who remain physically close to 

each other as they perform various activities. 

A Dual Self :  Documenting the Unpleasant,  the Forbidden, and the Intimate 

 Zimmerman (2008) states that ‘Amateur films map the private sphe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articipants, collapsing the border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278). As both the 

documenter and the documented, Hu’s what Catherine Russell’s (1999, 277) regards both the “seer” 

(the origin of the camera gaze) and the “seen” (the “body image” of the film) .Most of the time, the 

camera “eye” and the “I” quietly observe the family, almost from a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maganifying his’ ‘outsider’s identity, who consciously documents the triviality of family lives from 

extreme proximity.  

 One striking feature that differentiates Family Phobia from many other amateur home 

movies is the brutal exposure of family conflicts and dramas. The idealized projections, such as 

smiling faces and joyful moments, wedding ceremonies and the births of new babies, tend to 

dominate home-movie-based films. In The Maelstrom (1997), home-movie footage collected by the 

Hungarian filmmaker Péter Forgács portrays the cheerful moments of the Netherlander Jewish 

famil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efore they were sent to Auschwitz. In Michelle Citron’s 

Daughter Rite (1980), stereotyped home-movie fragments of the happy moments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contrasted with the first-person voiceover narration, revealing inner feelings of 

the emotion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Rarely are home movies like Andrew Jarecki’s Capturing 

the Friedmans (2003) in which family disputes, which were recorded solely for private viewing,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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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public airing. The title of Hu’s work, Family Phobia, however, immediately suggests the 

filmmaker’s anxieties and ambivalence around ideas of family and home. Hu’s consciousness of 

being a filmmaker creates a sense of distance between him and his own family. Gazing inward at 

his own familial space, Hu captures the generational clash and private disputes which are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former socialist period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 economy.  

 

 After the opening sequence with the sound of a morning radio program, the film starts with a 

long shot in the bedroom, facing the bed. Hu’s father is standing by the b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rame, trying to wake his grandson Chaochao. This is followed by a sequence of shots observing 

Hu’s parents’ daily lives in the domestic space, such as a long shot showing the father sitting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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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ol while the mother is cutting his hair, and closeups of the mother administering eye drops to 

the father as he lies on the bed.  

Hu’s camera does not pretend it is not there; in fact, it is precisely Hu’s identity as an insider, the 

youngest son in the family, that gives him the proximity to film some very intimate and emotional 

moments of his family’s life without any hint of rejection or intentional performance for his 

camera. During these years, his family members have become used to Hu’s small DV camera and 

are indifferent to his filming, though they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y he does it. In a sequence 

when Hu follows the father across the street, the father shouts at him: “Watch the cars! What’s the 

point of recording this?” The family members regard Hu’s filming as his hobby, albeit a rather 

useless one that earns him neither money nor a wife, the two things about which the family cares 

most (Hu, author’s interview, 2010). In certain moments, Hu’s voice is heard talking to family 

member, such as when the brother talks to him about employment, and when the mother talks to 

him about his marriage. Hu also sometimes presents himself directly on camera as “seen”. I would 

suggest that, at the moment when Hu is seen by the audience, he is indeed presented himself to be 

seen by his other self as a filmmaker, who is quietly observing his own “familial” self.  

 The generational conflicts revealed by Hu’s personal camera are not rare occurrences; in fact, 

they reflect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existence of a mixture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with distinctive social and ethical values, formed 

by varying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s that emerged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is phenomenon has mad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fficult. Hu 

observes these conflicts as they occur in front of his camera, without giving much judgment, but 

sometimes unavoidably caught up in them.  

 In Family Phobia, the eldest generation, the “grandparents”, are Hu’s parents; the 

second-generation family members are Hu and his brother and sisters, born betwee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70s; and the youngest generation is represented by Hu’s nephew and niece, born in the 

late 1980s and 1990s. The conflicts center on daily family lives, from yi shi zhu xing (clothing, food,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 education, career, and marriage, throug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se concerns reflect personal perceptions of an individual’s freedom, and fami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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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as collectives, while also mirroring the larger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s and ideologies in 

China in this period.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as the eldest generation, the retired 

grandfather—Hu’s father—is seen as the authority figure in the family, who intervenes in nearly 

every family issue. He firmly holds the family together as a collective whole, insisting that one 

should study and modernize oneself in order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 His voice is the 

first one heard in the film—when he stands by the bed asking his grandson to wake up and recite 

English. It is his voice that is the one most heard most throughout the film; in contrast, we hardly 

hear the youngest generation speak, despite the many conflicts provoked by their “improper” 

behavior. This youngest generation lives in a time when China’s economy has started to grow and 

has experienced a much richer material life, when the general ideology has moved from the 

socialist collectivism to the so-called hedonism of a market economy.  

 As the “man of the house”, the father also interferes with the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Arguments usually take place at the dining table, presented in long shots framed by the camera in 

a corner of the room. At these moments, Hu also presents himself as “seen”, sitting with the family. 

Just like other sequences, the family members have their discussions as if the camera were not there. 

Such conversations are not just about personal issues but also about their conflicting beliefs in the 

nation. In one dining-table scene (figure 4), when Hu’s third sister comes back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the family, the father is in the middle while the children are sitting around him. As 

the conversation unfolds, Hu’s third sister shouts loudly that Tibet should be an independent state. 

The father seems very angry and insists that Tibet is historically part of China; however, the sister 

expresses her opinion even more strongly, stating in front of her father that her parents have been 

totally brainwa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Having lived outside this familial space and formed 

her own family with an American husb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Hu’s third sister does no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codes of behavior of a daughter and openly challenges her father. Displaying this 

family debate on camera, Hu makes no personal judgment over his father’s socialist ideology or the 

sister’s Americanized beliefs in western democracy.  

 However, this conflict leads to a larger fight between father and daughter that results in the 

father’s refusal to recognize her. At this moment, Hu also gets involved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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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ly expresses himself in the film.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lm, a long shot shows Hu and his 

sister sitting side by side on the sofa in the living room, the voice of the father coming from outside 

the frame, shouting at the sister. The fight is still going on. Hu says to his sister: “I have chosen not 

to fight with them for several years, just to be quiet.” However, as the father continues to shout at 

them, Hu cannot stay quiet any longer and standing up,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of the frame, he 

rebukes his father “You are the Mao Zedong in this family!” (Figure 5).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Hu explicitly vocalizes his own personal view in the film, loudly challenging the family authority. 

The father, however, responds from outside the frame and criticizes Hu’s filming: “Today I carried 

35kg of stuff and you were just filming me!” This argument depicted in Family Phobia opens up a 

larger debate about the ethical position of the filmmaker: the choices he or she makes on what to 

film and how much to show. At this moment, Hu does not response back to his father’s comment, 

instead, he chooses to stop the scene here, leaving the discussion unsolved, and giving room for the 

audience to judge, or for himself to reflect on.  

    One of the family tensions that directly relates to Hu is his marriage. Hu’s situation of being 

nearly forty years old but still without a proper girlfriend is a constant worry for his family.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hile the father/grandfather is concerned about the “public” aspect of 

family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career, the mother/grandmother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personal issues of her children, especially Hu’s marriage—which however is not just a personal 

issue. Marriage stands for the continuity of the family through giving birth. Berry and Farquhar 

(2006) have analyzed how marriage and children represent such continuity in Ang Lee’s first hit 

Wedding Banquet (1993), in which what the aged parents worry most about is the marriage of their 

son. In the traditional view, the son of the family is supposed to carr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duce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so to continue the family clan as a collective whole. In one scene in 

Family Phobia, the mother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frame, facing the camera, telling Hu (who is 

 

behind the camera) her ideal image of a good wife for him. Hu deliberately presents himself on 

camera as a speechless child being educated by his parent—his quietness suggests his 

unimportance in the family as an individual in his own right, though ironically his marriag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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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to the family as a collective whole.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dividuals to one’s family is also reflected by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modern state in the ongoing decollectivization process. 

The lack of social protection from the state in the current era i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social 

benefits offered by Mao’s government. Increased pressure has been placed on individual and, in 

turn, this has led to a strengthening of the tie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As one takes 

from the family in terms of security, he or she is also expected to give back to the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to the elderly. When Hu’s parents are alone, the eighty-year-old couple’s conversations 

are centered on the rising price of domestic appliances and medication. In one scene, Hu observes 

the father in extreme closeup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Hu’s third sister in America. The moment he 

mentions health care, he suddenly breaks down, upon remembering that when he was ill in 1994 he 

realized that if he couldn’t afford to pay for the hospital, the hospital would not provide any 

treatment: “I was there spitting blood and they just ignored me! They only treat you when you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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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 What sort of country is this! It only serves rich people.” In these moments, Hu does not speak 

from behind the camera. He just stands there, observing the emotional moments and insecure 

feelings of his aged parents. His quietness also suggests his powerlessness to provide his old parents 

with a better life, and implicitly seems to confirm his father’s critique that amateur filmmaking is a 

useless hobby that will not provide him with economic power.  

Screening the Private Family to the Public :  Pushing Ethical Boundaries 

 While in the individualizing China affordable DV cameras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family 

and personal activity, amateur filmmaking is not limited to the domestic space; as noted, it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wider independent cinema culture in China. Although Hu did not initially have 

the intention of crafting a film out of his personal home-movie footage when he started filming, 

he was soon forced to make decisions on what to include and what to cut out. This negotiation of 

ethical issues i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amateur documentary; the exhibition of amateur film 

problematizes the border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and pushes the boundary of how 

much to present of one’s life to the audience.  

 In my interview with Hu (2010), he did not make clear whether his family knows that he has 

shown the film for public viewing and admitted that “I would not show this film to them [Hu’s 

family], as they would think this is nothing, not an achievement at all. They would think ‘you 

should at least ask me to dress up properly for your camera.’ They think that art should be 

beautiful and shining.” It is a revealing observation that makes clear that while, Hu’s family 

members know that they are being filmed, they do not know what it is for. Constructing the film as 

a sample representation of a family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a, Hu has made his insider’s identity as 

a member of his own family secondary, which is to be examined by the audience and by his self as 

the filmmaker. Nevertheless, an inward gaze at home from amateur eyes is more than just a 

self-reflection. By screening it to the public, it has become a social practice of exercising one’s 

identity as an independent individual, or a public citizen to negotiate with both family ethics and 

public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audiences’ response to amateur personal documentaries also reflects 

people’s changing percep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Through the years, Hu has experi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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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s his films. His first amateur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The Man 

(Nanren, 2003) observes the very intimate emotional and sexual lives of himself and two male 

friends, as well as their direct, uncensored comments on women. When it was shown in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s in China, the film received strong criticism, especially from female 

audiences, for its provocative language and sexist behavior toward women (Hu 2010). Hu’s second 

film, My Sister (Wode Jiejie, 2006) observes the family lives of his third sister in a typical suburban 

American middle-class environment. Similarly, it also received criticism both from inside the 

family and from the audience. It was suggested that Hu’s personal camera eye, peeping or 

“zooming in,” seemed like a stranger breaking into his sister’s private domestic space. When I spoke 

with other filmmakers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about these two films, some were critical 

of Hu’s overt exposure of private, personal lives, which they felt put the audience in an 

uncomfortable position.  

 While some criticize Hu, the influential documentary filmmaker Wu Wenguang has 

encouraged him to keep producing the personal documentation of his family (Hu 2010). In recent 

years, more screenings of personal documentaries have been shown to audiences at independent 

film screening event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villager documentary projects started in 2005, and the 

artist/dancer Li Ning’s Tape (2009), which is similar to Hu Xinyu’s Family Phobia, in its 

uncovering of Li’s own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with his wife, and his dilemma and split self, 

between family obligation as a husband/father and his pursuit of artistic expression.  Such films 

keep challenging viewers’ perception and idealized imaginings of family, as well as the expectation 

that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es with documentary filmmaking. The increasing self-expression 

through mainstream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s has also made audiences more used to the 

exposure of intimate private lives. In this context, Hu’s Family Phobia did not face the same 

criticism as his other two films. Last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Hu is quite selective on where his 

films are shown inside mainland China: his concern, however, is less about the ethical issues of 

filming his family and more about political sensitivity, as the dining table debates on Taiwan and 

Tibetan issues may bringtrouble to his family (Hu 2010). 

 In my interview with Zhang Yaxuan (2010), a Beijing-based independent film critic,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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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ed on the unlimited exposure of personal issues, which reflects the current imbalance in 

Chinese society. 

Every society needs to leave an exit point for individual personal expression. But 

in China, this exit has been so small for a long time. The public space has been so 

strong that it represses the growth of personal space. For a long time personal 

emotion cannot be openly expressed … Therefore, when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of expressing oneself through DV camera, things are disclosed without a limit. 

One cannot say it is not good, as no one can give a simple ethical judgment.  

Zhang’s observations o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aces and the 

accompanying eth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certainly valid. The overt exposure of private 

family conflicts and prohibitions can be seen as a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mainstream and official 

documentation of family imaginary. However, instead of simply concluding that the amateur 

filmmaking practice is ethically problematic,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this practice opens up critical 

and timely debates on how one interacts with others in public spaces, as well as in the private 

domain. Yan (2009) regards social interactions among strangers, who are outside familial relations 

or other social groups, as new types of sociality.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mobility in social scale 

and geographic scope, more individuals found themselves interacting in public life with other 

individuals who were either unrelated or total strangers, whereby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group 

membership became secondary to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capacity” (284). When a person points the 

camera at close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at him or her self, and displays the camera-mediated 

personal images to a public audience, the filmmaker as an individual bears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filmed subjects, as well as with the audience. In 

other words, amateur filmmaking practice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reflects, and leads us to 

face, a new challenge in the rapidly individualizing society: that is, how one interact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as individuals, in this case an individual with an amateur DV camera, and how one 

negotiates the power of represent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dependent (duli) and underground (Dixia) are two terms that have been used frequently to describ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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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of films produced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without official finance or 

production infrastructure. Paul Pickowicz argues that it is ‘underground’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that is 

part of the identity of filmmakers who work outside the state system, and two features are its illegal status 

and its politically illicit gestures. For more, please see Pickowicz, “Social and Political Dynamics of 

Underground Filmmaking in China,” 2. Zhang Yingjin prefers to use the term ‘independent’ to describe such 

alternativ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se films. For more, please see Zhang, “My Camera 

Doesn’t Lie?”. Berry argues that independent Chinese filmmaking is not just free from something, but also 

enabled and shaped by the changing power dynamics. He points out the three-legged system from which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makers have emerged and within which they are now situated: the party-state 

apparatus, the marketised economy, and foreign media and art organisations. For more, please see Berry, 

“Independently Chinese,” 109. In my article, I choose to use ‘independent’ to describe these films and shares 

Berry’s conceptionalization of ‘independent’.  

 Facebook and YouTube are still blocked in mainland China.  

 Catherine Russell (1999) points out four levels of self-inscription in autoethnographic film and video, which 

are the self as “the speaker,” who usually speaks through a first-person voice-over; the self as “the seer,” the 

“origin of gaze” of a film; as the self as “the seen,” the “body image”; and the self as the editor, who constructs 

a certain aesthetic style (277).       

原文出处：  

“An Inward Gaze at Home: Amateur documentary Filmmak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Amateur Filmmaking: The Home Movie, the Archive, the Web, edited by Monahan Barry, 

Laura Rascaroli and Gwenda Young, Bloomsbury, 2014 

http://www.academia.edu/10187119/An_Inward_Gaze_at_Home_Amateur_First_Person

_DV_Documentary_Filmmaking_in_21st_Century_China                                        

 

 

 

该论⽂由余天琦先⽣提供 



 177 

        纪录⽚如何给予我们了解历史的通道并构建记忆？ 
 

                                                                          黄紫薇 

 

    “历史性地讲述过去并不意味着要确认其’本来⾯貌’……它意味着要在危险闪现的那⼀时

刻去攫住记忆”——沃尔特·本雅明（1973，p.273） 

    历史是⼀个⼈们经常使⽤却很少反思其意义的词语。他们不是理所当然地觉得各种各样

的表现形式能够呈现出⼀个独⽴于意识存在的客观真实，就是相信感官体验和记忆储存能够

记录下⼀个真实的过去。但是这两种⽅式都可以说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都服从于⼀个选择

和排除的过程。这就使得所谓“历史真实”在当前语境中的意义成为了⼀个问题。本质上，本雅

明就是在通过引起⼈们对记忆的重视来回应这个问题。历史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真实性，⽽

在于它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记是否能使⼈们免于未来的伤害。这点明了研究记忆的紧迫性，尤

其是在新媒体科技使得⼈⼯储存记忆成为可能，⽽见证了⼈类暴⾏的这⼀代又在逐渐去世的

背景下(J. Assmann, 2011)。⽽且，更多的焦点应该放在媒体如何表现这些过去的事件上，因为

使⼈接触到这些历史问题恰恰是促成公众意识形成的⼀种⽅式。根据 Aleida Assmann 和 Linda 

Shortt 的观点 (2012)，媒体报道的事件能够改变记忆和改造社会。因此，这篇⽂章将会以纪录

⽚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历史和记忆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它会仔细地考察《和巴什尔跳华尔

兹》 (Folman, 2009)这部纪录⽚，以探讨个⼈历史与个⼈记忆如何能以动画的形式在纪录⽚中

得以表达。 

    “个⼈的即是政治的”-这⼀句被第⼆波⼥权主义运动置于显著位置的标语, 经常被纪录⽚

学者们⽤来为呈现个⼈经验的纪录⽚正名。在纪录⽚制作还牢牢被掌握在国家媒体，以及经

常与国家合作来展现国家形象的⼤媒体公司⼿中时，历史场景经常被裹挟在宏⼤叙事中，以

阐释的形式以及上帝视⾓的画外⾳呈现。这便促成了“集体记忆”这个概念的产⽣。在 Connerton 

(1989)看来，这⼀概念维持了权⼒的等级结构并合法化了已存在的社会秩序。这样⼀来，媒体

在同化记忆上发挥了重要作⽤，⽽不是使得它更具多样性(A. Assmann & Shortt, 2012)。但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控制的消解，个体正通过媒体在进⾏⾃我表达上获得更⼤的权⼒。如

Skoller (2011)所注意到的，当代纪录⽚中重视个⼈观察和主观阐释的作品正有所增加。这导致

了越来越多的构建个⼈记忆的电影出现在纪录⽚领域。有⼈认为这是⼀种改变了国家⾃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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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形象的反记忆，或者⾄少，它给了那些在社会中被压迫和忽视的⼈⼀个发声的机会(A. 

Assmann & Shortt, 2012)。被奥斯卡提名的纪录⽚《跟巴尔什⼀起跳华尔兹》(Folman, 2009)就

是这样⼀个典例。 

    这部影⽚记录了⼀个以⾊列⽼兵通过寻访证⼈与探索⾃⼰的脑海，找寻⾃⼰关于黎巴嫩

内战的记忆的旅程。这部⽚⼦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对动画技术的运⽤。除了末尾关于夏蒂拉和

萨布拉⼤屠杀的实拍影像，动画从头⾄尾贯穿全⽚。除此以外，为了与通过宏⼤叙事塑造集

体记忆的传统纪录⽚区别开来，《跟巴尔什⼀起跳华尔兹》(Folman, 2009)还运⽤反思性的⼿法

将作者本⾝作为⼈物拍摄，还摄制了他与受访者交谈的过程。与对话不同，第⼀⼈称画外⾳

附于画⾯之上，围绕着导演的主观意识形成叙事，并直接与观众展开交流。这些成分都指向

⼀种强烈的个⼈观点，引导观众去思考该⽚的局限性⽽不是它与现实间的距离。 

    尽管这部影⽚可以被看作是在通过运⽤⾯谈这样的纪录⽚⼿法来取得可信度，这些影像

的可靠程度在运⽤动画技术之时就已经被动摇了。这反映出了 Roe (2011)所定义的动画纪录⽚

的⽭盾，即索引材料缺失与动画美感间的冲突。从这点来看，在它破坏了真实性的情况下，

这部电影的美学选择最终导致⼈们怀疑起了⽤动画置换实拍⾯谈的必要性。这也使⼈好奇在

这简化了的线条、点和颜⾊之后，有什么被隐藏、排除和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以及他们对

于描绘复杂的⼈类情感和⾏为的重要性。为了回应这些问题，这篇⽂章主张动画的运⽤，即

使是在⾯谈中，也使这部电影具有了更多的创作⾃由，达到了更好的表达效果。就⾯谈部分

举例，在 Ori 向 Folman 解释说记忆会伪造画⾯来填补遗忘的部分时，影⽚背景⾥出现了摩天

轮和热⽓球的影像，⽽这些影像来⾃于之前关于公园⾥的⼩孩的幻想场景中。这现实与⾮现

实的勾连，在它出现在⼀个应该是真实发⽣的⼆⼈谈话的场景中时，混淆了这部影⽚中幻想

与现实的边界，从⽽为观众们预告了更多想象成分的出现，也为他们准备接受 Folman 眼中的

主观现实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动画使得影⽚中⾊调的变化成为可能。这显著标记着影⽚中时间、空间、记

忆和现实的转换。⽐如说，影⽚开头狗群追逐戏中，钴蓝⾊和橙⾊的对⽐刻画出⼀个洋溢着

暴⼒⽓氛的⾮现实场景，应让观众从⼀开始就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也为全⽚奠定了⼀

个基调。与之相对的是，在 Folman 与 Ronny 的谈话中，⼀层粉⾊笼罩着 Ronny 与母亲⼀起做

饭的记忆影像，象征着家庭⽣活的和平温馨。但是，这很快就被以冷⾊调为主的他在沙滩上

绝望地等待的影像所取代。这快速的切换向观众揭⽰了战争是怎样迅速摧毁和谐的。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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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onny 对话的⼀系列场景都被置于明亮轻浅的⾊彩中，与 Ronny 在海中挣扎那段经历中漆

⿊⼀⽚的⾊彩形成了强烈对⽐。这可能也是刻意为之的美学选择，旨在强调和平年代的安宁

与战争时期的绝望间的区别。总之，如果实拍的场景没有被动画所取代，所有这些效果都不

可能实现。因为⽐起实拍，动画对于颜⾊调整有更⼤的容纳空间。 

    另⼀种通过动画实现的创意是由⾳乐和图像的结合所达到的讽刺效果。在影⽚中，有两

个⽚段被营造得如此之好以⾄于它们看起来⼏乎像是⾳乐电视视频(MTV)。第⼀个是描绘⼠兵

们⽣活的⼀系列场景，配合着“今天我轰炸了 Sidon”这⾸歌。然后是⼠兵们追着⼀辆橙⾊⼩轿

车的讽刺性场景，伴随着“今天我轰炸了贝鲁特”的⾳乐。这两部分明显的相似点在于他们都沿

⽤了同样的⼀⾸摇滚歌曲，只是歌词略微有所不同。从这点来看，这⾸歌本⾝就是在讽刺其

实被炸弹夷为平地的是哪⾥并不重要 - 战争只是⼠兵们玩的⼀场徒劳的游戏⽽已，它带来的

仅有⽆限的破坏。另⼀个相似之处在于影像画⾯都或多或少地随着⾳乐被戏剧化了。在第⼀

个场景⾥，炸弹被投向⼀系列排列整齐的坦克并有节奏地摧毁了它们，这必然是⼀种夸张。

在第⼆个场景⾥，⾳乐跟着⼀个故事出现，故事⾥的以⾊列⼠兵想要摧毁杀死他们同志的⼀

辆橙⾊⼩轿车，但是他们却⼀直失⼿，反⽽杀了许多平民。这两处的戏剧化表现都在试图消

解战争场景的严肃性，⽤幽默感来嘲笑其荒谬。⽽要是没有了动画技术对图像的操纵，这些

戏剧化的效果都不可能达成。 

    动画的灵活性也让它得以吸纳了其它的纪录⽚技法，⽐如以正机位拍摄受访对象。此外，

这部⽚⼦也经常使⽤蒙太奇⼿法来在影像现实，记忆和幻想间穿梭，从⽽模糊了主观和客观

的界限。⽐如说，在果园的那场戏⾥，观众看见⼀列⼠兵正缓慢⾏进在被阳光照亮的森林⾥。

钢琴⾳和树叶筛下的柔光制造出⼀种梦幻般的氛围，像是在暗⽰这更有可能是幻想⽽不是真

实发⽣过的事情。特别是在⼿持⽕箭筒的孩⼦们发起攻击时，纯真和暴⼒的对撞所产⽣的这

种荒谬感使⼈更情愿把这当做是幻想。直到 Frenkel 的声⾳在画⾯中响起，观众们才意识到这

是他真实经历过的事件。即便如此，动画影像始终只是 Folman 根据他⼈的描述所重新构建的

想象，他⾃⼰却已经将其遗忘了。既然画⾯中没有出现当事⼈⾃⼰的证词，这想象中的残忍

与 Frenkel 实际的描述或许仍有差距。即便如此，观众或许很容易忽视这⼀点，因为蒙太奇⼿

法的运⽤会使得他们觉得 Frenkel 才是这段是故事的讲述者，但其实画⾯中表现的⼀直是

Folman 对这⼀事件的阐释。动画因此通过将被认为是“真实发⽣的”或是“事实上的”事件变为

⼀种主观的再演绎，将问题给复杂化了。这引出后⾯的问题：客观真实能在被传达给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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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保持“客观”吗？当实拍影像、证⼈证词，档案资料或是其他形式的记录进⼊我们的脑海中

时，难道不是同样的⼀个重构过程使我们真正懂得了这些材料吗，就如同 Folman 对这些事件

的理解这样？ 

    又⼀次地，从客观性框架出发来讨论纪录⽚似乎是⼀种徒劳，因为只要现实是被表现出

来的，⼈的主观意识对它的⼲扰就⽆可避免，⽆论是从信息的制作还是接收来说。在巴赞(1971, 

p.12)的模型中：“客观总是经由主观投射出来”。所以重要的是要去接受主观真实这个理念，因

为这是每⼀个⼈理解世界的⽅式 - 通过建构、重构、再⽣、想象、幻想，和⼈类⼤脑的其它

⼀些功能。根据 Landesman 和 Bendor(20111, p.355)的观点，“‘经验的世界’不可能被削减为实证

检验过的‘客观世界’”。《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Folman, 2009)之所以使⽤动画这种形式去寻访

遗失的个⼈历史，就是因为对这段过往记忆的追寻必然要牵涉到⼈类主观意识的各种模式。

从这点上看，动画因其丰富的创作⾃由，是将其视觉化的最佳形式。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能够说明为何这种技术能够符合该影⽚特殊的背景。⽐如，

Landesman 和 Bendor(2011)认为这部影⽚中通过使⽤动画的⾊彩和动作效果，激起了观众更强

烈的情感反应。要说明这⼀点，果园中的那场戏依然能被⽤来举例。刻意营造的柔光布景和

⾊泽温柔的树林都与之后向⼿持⽕箭筒的⼉童开枪的悲剧形成了强烈对⽐。通过动画的美学

选择，军队的铁⾎⽆情在这⼀场景中被强调出来，看起来好似将天堂和地狱都汇集在了⼀个

地⽅。根据 Landesman 和 Bendor(2011, p.366)的看法，这⼉童和战争的结合“制造了⼀种能引起

⾝体反响的强烈冲击”，即⼈们对受害者所产⽣的强烈同情之情。这样的观看体验，在他们看

来，能够成为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的⼀部分，从⽽变成⼀种积极的政治参与。可是，又有⼈

指出，虽然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会被动画中这种“魔术般千变万化的幻想世界”压抑了怀疑之⼼

(Skoller, 2011, p. 209)，在知道了“每个⼈都是通过⼀种完全虚构，逐帧建造的形式被表现出

来”(Ward cited in Skoller, 2011, p.209)之后，观众能跟这些影像保持⼀段批判的距离。即便如

此，Bouldin (2000, p.57)相信虽然观众清楚知道动画和真实的⼈体间并不存在相似性，⼀种“补

充性的现实”依旧使得他们能以⼀种增幅的、超现实的⽅式在动画中体会到⾃⼰的⾝体，甚⾄

达到⼀种“逗趣的，令⼈极端兴奋的，以及有颠覆潜能的⾝体体验”。与之相似的是，Sofian(2005, 

p.7)因为动画影像⽐起实拍场景来，呈现出更加个⼈化，更加“友善”的特点，⼈们会更加愿意

接受它们，不设任何障碍地将⾃⼰开放给⼀种更加强烈和可能更情感化的体验。⽐如，在《和

巴什尔跳华尔兹》 (Folman, 2009)中，虽然末尾的影像资料确实极具冲击⼒，它们可能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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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以动画形式呈现的屠杀场景更能联系观众，仅仅因为屠杀本⾝的真实感对很多⼈来说

太难⼊⽬了。但如果以动画形式呈现的话，观众就更容易接受它们并以⼀种理性的⽅式去应

对，⽽不是直接地就被照⽚带来的冲击给震惊⿇⽊了。 

    除此之外，如许多学者已提到，纪录⽚作者通过记录实践寻找⾃⼰失去的记忆，⽽达到

⼀种治疗的过程。⽽这部⽚中，Folman 通过动画的⽅式呈现⾃⼰找寻失去记忆的过程，也可

看为是⼀个疗愈的过程，不仅是从个⼈层⾯，从整个国家的层⾯也是⼀样。借⽤⼼理分析的

理论，Piotrowska (2011)提到证⼈的创伤经验压倒了他们讲述这段经历的能⼒。可是，通过制

造关于这段经历的影像，经由他们⾃⼰参与到对记忆的表现中来，受害⼈们渐渐接纳了⾃⼰

的创伤 (Piotrowska, 2011). 在《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Folman, 2009)中，Folman 在黎巴嫩内战

结束 20 年后才发现⾃⼰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 (PTSD)， 表现为失去关于这场战争

以及关于⾃⼰参与夏蒂拉和萨布拉⼤屠杀过程的记忆。当回忆随着他对友⼈们的探访徐徐展

开，动画影像对其的可视化呈现使得它能被⼀⼀记录在案。他的记忆开始于⼀个不断重复的

主题，即他浮于夜晚的海⾯上，⾯对着⼀列坍圮的城市建筑，⽽天空整被照明弹点亮。他⾚

裸着从⽔中起⾝，跟随着他的还有其他两名⼠兵。他们共同⾛到岸边，穿上⾐服，然后开始

僵⼫般的⾏⾛。他们⼀直⾛到⼀个巷⼜，然后被潮⽔般涌来的看似绝望⾄极的穆斯林⼥性包

围。当他试图发掘其中隐含的意义时，渐渐懂得了更多记忆的运作机制，也开始从⾃⼰和他

⼈的记忆⾥，搜集起了更多关于战争的故事。他了解到⾃⼰的遗忘或许是⼀种⾃我保护机制，

来防⽌他找到⼀些深度创伤性的记忆。他也意识到那个脑海中重复出现的主题是⼤脑伪造出

来的，以掩盖这背后更⿊暗的真实。从影像的⾓度来说，他⾸先基于对⽅个⼈的陈述，以他

⼈的经验弥补了⾃⼰记忆的空⽩。然后他⾃⼰的记忆也开始浮现。他⼈的记忆和幻想由此编

织进了他⾃⼰的记忆中，描绘出⼀个更⼤的战争图景。 

    与此同时，通过重返⾃⼰不断出现的幻觉，他发现这段记忆之所以以这种⽅式呈现是因

为它与⾃⼰最深层的关于⼤屠杀的恐惧有关，⽽这来源于其家族在集中营的经历。当记忆最

终因⼀位记者关于⼤屠杀的证词⽽被唤起时，他发现⾃⼰在其中扮演的⾓⾊竟是通过发射闪

光弹来协助杀戮的进⾏。在 19 岁的年纪，他承受不了犯下与纳粹⼀样的罪⾏所带来的罪恶感。

但是，在这次寻回记忆的旅程后，他对⾃⼰和战争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接受了⾃⼰作为

施害⽅的创伤体验，承认了⾃⼰的罪⾏，并也得知⾃⼰并未亲⼿参与到屠戮中。这便是该电

影如何通过这动画这种能够对事件再表现，再塑造和加以阐释的形式，疗愈了导演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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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通过与战争的参与者进⾏⾯谈，可以发现每个⼈对于这场战争都有⾃⼰的⼀段伤情

故事。去探寻和记录这些回忆，也防⽌了这个国家陷⼊关于这段争议历史的失忆中。⽽对这

段历史的描绘，也极有可能⾯临落⼊宏⼤叙事的危险，从⽽隐藏了受害⼈的声⾳，在此也包

括了那些并⾮出⾃本意却犯下不义之⾏的⼠兵们。根据 Assmann 和 Shortt (2012, p.8)所说, “最

显著的转变当然是从保持沉默到开⼜讲述，从压迫或遗忘，到找回、流传和分享⼀段记忆。”

在《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Folman, 2009)这个例⼦中，动画的应⽤可以看作是促成这种改变的

⼀个⼿段。 

    总体来说， 关于纪录⽚⽂本应该忠诚于“客观现实”的论点或许早就不存在了。反⽽焦点

应该放在何种技巧能够更好地讲述⼀个故事来促成个⼈表达。⽽个⼈表达在当代社会正被置

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通过仔细审视《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Folman, 2009)这部电影，可以看

出动画因为其提供的丰富的创作⾃由，是⼀种帮助个⼈表达对战争记忆的有效形式。除此之

外，也有⼈主张这种技术能够激起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同时，通过想象，它也可能使得受创

的过去和被遗忘的历史得以发声。 

 

作者：黄紫薇，⼥，宁波诺丁汉⼤学国际传播学⼤四在读。 

 

 

 

 

 

 

 

 

 

 

 

 

该⽂由余天琦先⽣指导、推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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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制作者何以成为其纪录⽚中表演者？ 
 

                                                        曾⼦懿 

 
    “我愿做⼀名不向观众揭露⾃⼰把戏秘密的魔术师。” 

                                                             ——沃纳·赫尔佐格 

    “我有什么说什么。与⼈们认为的相反，在电影中使⽤第⼀⼈称是种谦虚的做法，这是在

说：我要呈现的只有我⾃⼰。” 

                                                               ——克⾥斯·马克  

    “表演”和“纪录⽚”⼆词初看上去似乎相互⽭盾。从传统戏剧表演和虚构类电影的⾓度来看，

表演暗⽰着做戏、假装，甚⾄可能带有某种欺骗性；另⼀⽅⾯，纪录⽚追求的则是⼀种对现

实的忠实反映——主张在最⼤程度上避免主观性⼲扰的“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在这⼀点

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如此，“直接电影”的惯例及其作为对现实忠实呈现的正当性，依然受

到了纪录⽚研究者和从业者的种种质疑。与传统“直接电影”的教条式原则不同的是，在“真实

电影”（Cinema vérité）以及⼤量第⼀⼈称纪录⽚当中，电影制作者的主观性和⾃省过程往往

被有意识地展现了出来，⽽这类纪录⽚同样向观众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洞见。“演绎”或“表演

性”的概念，便是从这层意义上可被⽤于审视电影制作者在其纪录⽚中所“扮演”的“⾓⾊”，这

⼀“表演”不仅体现在电影制作者有意识地将其主观性在纪录⽚中加以运⽤，更在于其对这种主

观性作为纪录⽚“呈现真实”过程中⼀个重要部分的承认与认可。本⽂通过讨论沃纳·赫尔佐格

（Werner Herzog）的《灰熊⼈》（Grizzly Man ，2005）和克⾥斯·马克（Chris Marker）的《⽇

⽉⽆光》（Sans Soleil，1983）两部纪录⽚中关于作者⾝份的问题——前者在于⼀种作者在场式

的主观性⼲涉，后者在于对作者⾝份的虚构式隐藏——分析了两位电影制作者在其纪录⽚中

的“演绎”。 

    在关于纪录⽚表现⼿法的讨论中，Bill 归结出了⼀种“表演模式”的纪录⽚，将其描述为⼀

种更为“主观的表现形式”，并具有“现⾝说法所带来的情感强度”（2010：203）。这种对表演性

的阐释将表演的性质等同于演戏，电影制作者在电影中变成了具备⼀定特性或⾝份的演员（在

纪录⽚形式中，Bill 称之为“社会演员”（social actor）），从⽽营造出更具感染⼒的⾝临其境的

效果。诚然，在⼀些“导演本⾝即对象”的纪录⽚中，确实包含了像 Bill 所讲的电影制作者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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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例如纪录⽚《Tongue Untied》，（1989，导演 Marlon Riggs）和《Super Size Me》，

（2004，导演 Morgan Spurlock）。然⽽，对表演性的这种解释⽆疑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它难免

指向了电影制作者与现实之间的⼀个⽭盾：如果⼀部纪录⽚所阐述的“真相”是建⽴在电影制作

者的表演之上，那么这种“现实”还有多少真实性可⾔？ 

    Bruzzi 认为，这种⽭盾的根源在于错误地将纪录⽚视为“在客观（⽤于论证的“记录”或事

实）与主观（指将事实呈现出来的过程）两种⼒量不断抗衡之下的产物”(2000：39)。在对纪录

⽚批判中的这种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元对⽴提出质疑的基础上，Bruzzi 对表演性这⼀概念作了

进⼀步阐释，强调了纪录⽚所呈现的“真相”的复杂性，它产⽣⾃“主体与记录之间难以调和的

折衷，反过来，这种折衷暗⽰到，现实与电影制作者之间的作⽤，正是所有纪录⽚的核⼼所

在”(2000：6)。从这点来讲，纪录⽚的制作本⾝便带有表演性，⽽电影制作者则成为表演者，

通过纪录⽚，不断调整着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为这种关系赋予⼀定意义。这⾥，“表演性” 

类似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与奥斯汀（J. L. Austin）所提出的含义，即将纪录⽚理

解为⼀种“在描述的同时起实⾏作⽤的” (Bruzzi, 2000: 154) “施事”语⾔。换句话说，纪录⽚是电

影制作者构建的产物，它的表演性在于，现实在被纪录⽚记录的同时，也通过电影制作者的

构建被赋予了意义。 

    正如 Bruzzi 所指出的，表演性作为纪录⽚制作者的⼀种反射⾃⾝的⼿段，往往“强调了作

者⾝份和构建性的问题”(2000：163)。相应地，《灰熊⼈》和《⽇⽉⽆光》两部纪录⽚中的表演

性也可从作者⾝份及其引发的构建性的⾓度进⾏分析。可以说，这两部纪录⽚都有着“作者导

演”（auteur）的强烈印迹，以及对这⼀⾝份在纪录⽚中的复杂化处理。⽽“作者导演”在纪录⽚

中的这种存在感，也是影⽚构建性的⼀个显著特征。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是⼀位多产电

影制作⼈，除了执导《灰熊⼈》，他还创作或执导过超过六⼗部虚构以及⾮虚构类影⽚。⽽《⽇

⽉⽆光》的的作者兼导演克⾥斯·马克，与其说他是电影⼈，不如说他是⼀位视觉艺术家和

思想者，因为除了电影，他的活跃范围跨越了⽂化领域的⽅⽅⾯⾯，包括“写作、摄影、电影

制作、录像、装置展览、电视以及数字多媒体” (Lupton, 2005: 7)。两位电影制作者多类型、跨

领域的艺术实践，可在⼀定程度上解释他们其纪录⽚中独特的个⼈风格介⼊。虽然如此，两

位导演在各⾃纪录⽚中介⼊⾃⾝的⽅式可以说⼗分不同。从这⼀⾓度，作者⾝份在两部影⽚

中的展现，构成了两位电影⼈在其纪录⽚中的“演绎”。 

    《灰熊⼈》中关于作者⾝份的争议，在于本⽚体现了电影导演在影⽚叙事过程中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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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主观性介⼊，这种介⼊感可以从两个层⾯进⾏分析，即电影结构和电影观点，⽽两者反

映出的是电影制作者与现实之间不断交涉的过程。在结构上，导演的介⼊感体现在本⽚实际

上是由两⼈拍摄的影像材料组合⽽成，其中⼤概⼀半内容来⾃沃纳·赫尔佐格，⽽另⼀半则

是本⽚主⼈公提摩西·崔德威尔（Timothy Treadwell）⾃⼰录制的。影⽚讲述了致⼒于野⽣灰

熊保护的崔德威尔的故事，他独⾃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同灰熊度过了⼗三个夏天，然⽽在⼀

次灰熊的袭击中，他死于他挚爱的动物掌下。在他⽣命的最后⼏年当中，崔德威尔⽤⾃⼰的

摄像机拍摄了超过 100 个⼩时的影像，记录了在荒野中的⾃⼰和他的动物“朋友”们，在⾯对镜

头的独⽩中，他⽆数次地表明⾃⼰对灰熊的忠⼼，表达着他的⾃我。这些影像成为了纪录⽚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虽说这些材料出⾃崔德威尔之⼿，但他显然⽆法被看做《灰熊⼈》

这部纪录⽚的作者。⽆疑，本⽚的作者应该是⽚中另⼀半素材的搜集者沃纳·赫尔佐格，因

为他才是在崔德威尔死后⾛访了他的亲友，并能对所有影像进⾏全权剪辑进⽽决定了纪录⽚

最终形态的⼈。在⼀次访问中，赫尔佐格回忆了他处理崔德威尔拍摄的影像的过程： 

    “我看着那些录像，⼼中越来越明确哪些部分应该放⼊电影里，哪些部分应该不用。要看

完崔德威尔所有的材料，我⾄少要花上⼗天时间。但我有四个助⼿，他们看完了所有录像，

并筛选出了⼤概⼗⼆个小时的材料。我明确告诉了他们我需要的内容[…] 到今天，崔德威尔

拍的东西我⼤概只看了百分之⼗五。” 

                                        (Cronin 与沃纳·赫尔佐格的对话，2014：369) 

赫尔佐格对崔德威尔录像的这种全权控制，可看作是⼀种通过作者介⼊⽽为现实赋予意义的

过程。在关于纪录⽚事实的构建性的讨论中，Bruzzi 指出“未经加⼯的原始资料本⾝⽆法直接

引出或表现蕴含其中的真相、动机或深层因素，这些需要作者提炼出的总体框架进⾏表达”

（2000：9）。在《灰熊⼈》这部纪录⽚中，崔德威尔⽣前拍摄的影像是让电影导演和观众了解

他的最直接的资料，因⽽这些影像可被视为该纪录⽚的原始资料。然⽽，这近 100 个⼩时的影

像经电影导演的删减、调整、安排，最终作为纪录⽚的⼀部分得以呈现，这⼀过程中，原始

资料经过加⼯被赋予意义，⼀种现实被“执⾏”出来。 

    电影的结构安排引出了作者介⼊的另⼀个层⾯，那就是导演在纪录⽚中通过旁⽩表达的

与崔德威尔对⽴的个⼈观点。电影⼀开始是崔德威尔拍摄的⼀段视频。视频中，他⾛⼊镜头，

蹲在画⾯的右侧，开始介绍在他⾝后草场漫步的两只灰熊。接着，他又开始了⼀段饱含热情

的独⽩，陶醉在⾃⼰对灰熊忘我的投⼊中，他⼗分激动地说道，“我全⼼全意爱着它们，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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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它们，我会为它们赴死。但我不会死在它们的股掌之间，我会反击，我会强⼤，我会成

为它们的⼀员。我会制服它们，但我始终是⼀位温柔的⽃⼠”。之后，随着画⾯转⾄阿拉斯加

草原上的灰熊，赫尔佐格⽤他那⼗分有辨识度的德国⼜⾳的英语开始了旁⽩叙述。然⽽，他

讲述的⽅式远⾮对事件的客观描述。在纪录⽚的旁⽩中，赫尔佐格不仅讲述了崔德威尔的故

事，更是将⾃⼰的观点看法明显摆出，使得在整部电影中，观众始终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导演

的存在。在电影开端的旁⽩中，赫尔佐格先是介绍了崔德威尔拍摄的影像以及他⼗三年来在

阿拉斯加的⽣活，之后，他开始发表他⾃⼰对于崔德威尔⽣平以及他的影像看法： 

     “由于我自⼰也有着在野外丛林拍摄的经验，我发现在他拍摄的荒野⽣活之中，隐藏着⼀

个⽆比美丽⽽深刻的故事。我发现了他的影像蕴含了⼈类的极乐与内⼼最深处的躁动不安，

好像他渴望着脱离⼈类的局限，与熊联结。崔德威尔向外探索，寻求⼀种原始的相遇。但这

么做，他也在⽆形之中跨越了⼀条界线。” 

    从这段话中，赫尔佐格不仅在影⽚中展现了他作为电影制作者的主观性，还在⼈与⾃然

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个和崔德威尔对⽴的⽴场。这种对⽴在贯穿电影始终，奠定了本纪录

⽚的基本框架。 

    赫尔佐格在访问中曾提到，他在崔德威尔为⾃⼰录制的影像中，感到他似乎为⾃⼰进⾏

了“风格化包装”（self-stylization），在评论他的崔德威尔的录影时，他说道： 

    他极其挑剔，也很注重⽅式，只保留下来特定的画面，来让自⼰看起来像“豪勇王⼦”（Prince 

Valiant）那样，在荒野对抗邪恶的偷猎者，保护灰熊。 

                                         (沃纳·赫尔佐格与 Cronin 的对话，2014：368) 

从这点来看，崔德威尔对⾃⾝的“风格化”可以说是他在呈现⾃⾝时的表演性，这种“表演”不仅

使他表现了⾃我，⽽且使他构建起并实现了⾃我。正如他在⼀段录像中⾃⼰说的那样，“以前

的我没有⽣命，但是现在有了”，不论他把⾃⼰看作是“温柔的勇⼠”、“豪勇王⼦”还是“西部独

⾏侠”，正是通过这种“⾃我风格化”或“表演”，他为⾃⾝的存在寻找到了意义。这种表演性不

在于他使⾃⼰成为了什么，⽽在于在“成为”的过程中，他构建了何种意义。在指出崔德威尔对

⾃我的风格化构建的同时，赫尔佐格也在影⽚中“表演”出了⼀个对⽴于崔德威尔存在的⾃我。

正是通过这种⽅式，影⽚形成了对崔德威尔的某种批判，⽽其呈现的现实也变得更为复杂。

可以说，这部纪录⽚作为⼀个“电影空间”（cinematic space），成为了崔德威尔与赫尔佐格的“荧

幕⾃我”（on-screen alter ego）交锋相遇的场所。这种交锋的⼀个⼗分明显的例⼦就是崔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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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发现他的狐狸朋友死在杂草中的时候。画⾯中，崔德威尔悲伤地哭道，“上帝啊，我爱你，

但是我⽆法理解。这是个残酷的世界。”这时，我们听到赫尔佐格的声⾳⼏乎是唐突地插了进

来，“崔德威尔的这⼀点我⽆法苟同。他似乎忽略了⾃然中有掠⾷者这⼀事实。我相信⾃然的

属性并⾮和谐，⽽是充满混乱、敌意和掠杀。”导演这⼀介⼊式存在引发了两种价值的碰撞，

纪录⽚所呈现的现实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由此，现实在纪录⽚中经作者的介⼊与构建，变

成了⼀场“表演”。在这场“表演”中，赫尔佐格作为纪录⽚的导演、叙事者以及崔德威尔的对⽴

⾯，通过意义的⽣产构建了⼀种“现实”。 

    与《灰熊⼈》相似，《⽇⽉⽆光》同样展现了电影制作者强烈的主观性，然⽽两者的表现

⽅式却不尽相同。⼀⽅⾯，《灰熊⼈》的作者⾝份问题在于导演在电影结构和观点⽅⾯的主观

介⼊，另⼀⽅⾯，《⽇⽉⽆光》的作者⾝份问题则体现在电影作者⾝份本⾝的复杂性上，它来

⾃电影制作者在纪录⽚中对⾃⼰作者⾝份的有意虚构和隐藏。在对这点进⾏详细讨论之前，

有必要先来看看这部纪录⽚的内容，因为它同那些关注特定事件或⼈物的纪录⽚相⽐，显得

⼗分特别。从《⽇⽉⽆光》的内容来看，它可被归为“散⽂电影”（essay film）的类别。Rascaroli

指出，作为⼀种纪录⽚模式，散⽂电影的作者“选取⼀个题材的⽬的不是为了对事实进⾏表⾯

上的报道，⽽是要提供⼀种⾼度私⼈、深层、具有启发性的反思”（2009：33）。作为《⽇⽉⽆

光》的构思者和导演，克⾥斯·马克在电影中表达了他对个⼈、集体记忆以及历史再现⽅式

的反思。电影使⽤了拍摄于世界各地的影像（包括⽇本、⼏内亚⽐绍、巴黎、冰岛、维德群

岛、旧⾦⼭，等等），它们由⼀个⼥声旁⽩⽤⼏乎是意识流般的随机顺序连接起来。这种松散

的结构的⽬的并⾮⽤于架构起某种“叙事或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线索”，相反，它实际上是被“有

意如此设置，以表现回忆⽆序的流动” (Montero, 2006: 110)，同时也与电影形⽽上的主题形成了

呼应。 

    在电影近乎⽆序的结构和诗意的表达之中，作者的⾝份也变得扑朔迷离。整部电影的叙

述由⼀个⼥⼈描述她记忆的⽚段以及阅读她的⼀位摄影师朋友的来信组成（这位朋友名叫

Sandor Krasna,⽽这⼀名字直到电影⽚尾字幕中才出现，电影中始终被⼥声称作“他”）。尽管⼥

声旁⽩的叙述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但她的⾝份⼗分模糊。从电影开始到结束，叙述者并未提

供任何关于她个⼈的信息。叙述的开启⽅式也让⼈迷惑，有时她的话以“他写道…”或“他告诉

我…”开头，但有时又直接以“我…”开始叙述，让⼈搞不清这到底是 Sandor 来信内容的继续，

还是她⾃⼰的叙述的开始。此外，叙述者与影像的关系也让⼈疑惑：这些影像由谁拍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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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拍摄者是 Sandor，那么为何其中⼀些⽚段与旁⽩者的记忆重合？如果这是由旁⽩者拍摄，

那么如何解释 Sandor 所游历之处的影像？读信的⼥⼈、Sandor 和影像三者间相互联系，又相

互疏离，这种⽭盾为电影增添了⼀种富有流动性的朦胧感。除了读信的⼥⼈和 Krasna，电影

的相关⼈物还包括⽇本影像艺术家 Hayao Yamaneko 和电影的⾳乐制作者 Michel Krasna（这

个⼈作为电⼦⾳乐制作者出现在⽚尾制作⼈员表中，从姓⽒来看可能是摄影师 Sandor Krasna

的兄弟），然⽽这些⼈的⾝份同样⽆处可查。当然，这些“谜团”都是电影作者的有意设置。《⽇

⽉⽆光》中的⼈物，⾃电影发⾏以来⼀直充满神秘，直到克⾥斯·马克在后来给影迷的⼀封

回信中，才揭⽰了个中“真相”。信中，克⾥斯·马克认真⽽不失幽默地承认，电影中的⼈物，

不论是 Sandor Krasna，Michel Krasna 还是 Hayao Yamaneko，都是他虚构的。对于这种虚构，

他也给出了⾃⼰的解释。其中对于电影最后出现的⾳乐⼈ Michel Krasna，他写道： 

    “我讨厌看到影片最后让⼀个⼈的名字出现⼀次以上…我觉得这乏味不堪。所以尽管我常

常为自⼰的电影配乐，我还是觉得在导演后再写⼀遍自⼰的名字⼗分可笑。所以我创造了

Michel 这个⼈物，并把他设定为 Sandor 的兄弟，好给这个故事添点⼉料。” 

    由此可见，在影⽚⾃⾝迷惑性和⽭盾的背后，隐藏的是电影制作者本⼈的主观性。克⾥

斯·马克在他的电影中，通过对其⾃⾝电影作者⾝份的虚构和隐匿，使⾃⾝成为了⼀种⽆形

⽽又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换句话说，克⾥斯·马克并⾮电影中的⼈物，但他却可以在电影中“成

为”所有⼈。正如 Rascaroli 指出的，克⾥斯·马克“为尽可能多的⼈给予声⾳——包括真实、

虚构、⾃我以及他⼈的声⾳”（Rascaroli, 2009: 67）。在他的作品中， 

    “主体通过评论与观众或读者沟通，⽂本与声音在所有可用的⼈称代词之间自由切换——

将“你”、“他”、“她”、“我们”、“他们”、“⼈们”轮流使用——但它们都始于也归于⼀个“我”。⽽

对于这个“我”，我们将他视为马克本⼈，尽管他在作品中是以⼀个虚构的形象呈现的。因此，

这种沟通的功能主要是⼀种自我展现。” 

                                          （Lupton 2005，由 Rascaroli 引用，2009：67） 

因此，《⽇⽉⽆光》的构建过程本⾝可以说是克⾥斯·马克的⼀场荧幕上的“表演”，他通过对

虚构以及对⾃⼰作者⾝份的隐藏，完成了⼀次与现实的对话。French 指出，“马克构建了新的

表现⽅式，质疑了所谓真实历史的观念，并揭⽰了表现本⾝的局限”（2010：65）。《如⽉⽆光》

中创新的纪录⽚表达⽅式，对纪录⽚叙事、真实性和表现⽅式的传统话语权威提出了挑战，

这也从另⼀个层⾯说明了纪录⽚创作这⼀实践本⾝，是⼀场对现实进⾏主动审视、解构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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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表演。 

    本⽂主要讨论了《灰熊⼈》和《⽇⽉⽆光》两部纪录⽚，通过分析影⽚中的作者⾝份问

题，指出纪录⽚制作本⾝具有表演性。电影作者通过纪录⽚不断处理并定义⾃⾝与现实的关

系，从⽽成为“表演者”。正如 Bruzzi 指出的，“‘作者即表演者’类型的纪录⽚强调了两个概念，

⼀个是作为记录的纪录⽚本⾝，⼀个是那些⼲涉主义的纪录⽚制作者作为⼀个流动的实体存

在，在其所处的环境中被⼀再定义”（2000：164）。电影制作者在纪录⽚中呈现⾃⾝的⽅式多

种多样，⽐如《灰熊⼈》中的主观式介⼊以及《⽇⽉⽆光》中作者对⾃⼰⾝份的隐藏，但每

部纪录⽚⽆疑都是⼀场导演和现实在荧幕上的相遇，在这种相遇之中，现实的意义被施事性

的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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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实践如何成为⼀种社会政治参与？                                                             

                                                                        吕思杭 

 

    虽然⼀直以“揭露现实”为宗旨，纪录⽚其实从来都⽆法完全避免其主观表达，因为纪录⽚

所展现的“现实”只能是影⽚制作者所表现的真实。因此，确切地说，纪录⽚所做的只是通过影

⽚制作者的视⾓构建⼀个主观现实，⽽这也从根本上使得纪录⽚得以建⽴⾃⼰的话语意见。

在《纪录⽚的话语》这篇⽂章内，Bill Nicholas 将纪录⽚的 “话语” 定义为“某种......⽂本所传

达给我们的社会性观点” (FitzSimons 2009:131)。这指出了纪录⽚参与社会，表达主张的潜在能

⼒，因⽽可以被看作是⼀种政治性⾏为，因为它能够构建⾃⾝的社会政治语境。John Corner 

(2009:114) 曾经指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的纪录⽚都是政治性的，不论它们的观众是否

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在这个层⾯上讨论纪录⽚的政治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为了使讨

论更有具体意义，这篇论⽂将只关注⼀种纪录⽚：⾃传体纪录⽚，以其作为⼀个特定的例⼦

来讨论纪录⽚制作的政治意味，并且证明即使是看起来最没有可能具有政治意义的⾃传体纪

录⽚，纵然有着⾼度的个体性，仍旧不可避免地，甚⾄在很多情况下⾃觉地成为⼀种政治⾏

为。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性”这个概念，其之前的适⽤范围过于局限了，事实上它应

该被扩展到⽇常⽣活和⽂化的多个⽅⾯ (Corner 2009)。 正如福科 (Foucault 1980)所说，任何

⼀个具备特定语义环境的领域都可以⾏使⼀定的政治权⼒。在这篇论⽂中，我将主要关注于

70 年代所涌现的⾝份政治，正如 Renov 所⾔，“在这个时代，⼀系列的 ‘个体性’ 话题：种族、

性取向和民族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了……”。也就是说，在⾝份政治的领域，“个体的和经验的”

主观性成为了政治⾏为的发动者。因⽽，很⼤程度上，在后现代社会中，⾃传体纪录⽚的政

治潜⼒是和“⾝份问题”相关的。以下，我将主要讨论两部⾃传式纪录⽚，以具体探讨⾃传体纪

录⽚制作是如何被看作⼀项政治⾏为的：同性恋⾮洲裔美国电影⼈ Marlon Riggs 的 Tongues 

Untied (1989)和英国电影⼈ Carol Morley 的 The Alcohol Yea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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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的，⾃传体纪录⽚看起来似乎是私⼈的和个体的，但仍旧具备

其社会性、关联性和政治性。Coral Morley 导演的 The Alcohol Years 是⼀次关于 80 年代中期

她在曼彻斯特酗酒糜烂过往的诗意追溯。⽚中，她曾经的⽼朋友和旧相识讲述了她这五年中

的经历和故事。当提到这个纪录⽚的创作⽬的时，Coral 表⽰其想法源于⼀次和导演 Clio 

Barnard 男朋友的偶遇。他在当时也⽣活在曼彻斯特，告诉了她很多她⾃⼰早已不记得的过往 

(Phoenix 2012)。其他⼈对于她曾是⼀个怎样的⼈持有着某种看法，这⼀点激发了她创作这部

纪录⽚的灵感，正如她在⼀次和 BFI 的采访中所说，“我对于⾃⾝并没有什么兴趣，我更感兴

趣的话题是：你是如何被他⼈所定义的”(2000)。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看起来是私⼈的，

⾃传体纪录⽚所追求的其实远不仅仅是发掘影⽚制作者的个⼈故事 (Lebow 2012)。虽然所有的

被访者都在谈论 Carol，但这部纪录⽚其实是在处理个体⾃⾝和他⼈的关系以及⾝份认同的问

题。Tongues Untied 也是同样的，这部纪录⽚考虑的是美国⿊⼈同性恋的⾝份认同问题。影⽚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同性恋诗⼈ Essex Hemphill 朗诵⾃⼰诗作的⽚段，以及导演 Marlon 

Riggs 讲述他作为⼀个⿊⼈同性恋者在美国的个⼈经历，其中穿插着展现⿊⼈同性恋这个群体

社交⽣活、舞蹈、同性恋游⾏等场景的镜头。虽然这部纪录⽚包括了很⼤成分的私⼈讲述，

但是导演将这部⽚⼦描述为“同时也是⾼度集体性的”。他在⼀次和 Robert Anbian (1990:15-16)

的采访中说到“对我来说，单看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意义的......是个⼈主义和社会群体、

同辈社群间的平衡塑造了⾃我⾝份认同......我想要和⼈们沟通交流，这并不只是 Marlon Riggs

的个⼈演出”。对他来说，这部影⽚所作出的努⼒是为了质询我们对于⾃⼰到底是谁的旧有看

法(Cutler 1995: 72-73)，⽽这个关注范围显然是超越了个体经验和情感的。 

    除此之外，个体⾝份的构建从不能完全地脱离其⽂化和社会背景。它是融⼊到整个⼤背

景内的(La- clau 1996)。当我们表达⾃⼰的个体意识时，我们也在表达着我们和⼀个群体或⼀

个社会的关系(Lebow 2012)。具体来说，The Alcohol Years 不仅仅展现了 Coral Morley 的私⼈

故事，它同时是对 80 年代中期曼彻斯特城市⽣活的⽣动刻画，它的流⾏⽂化以及浸润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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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那⼀代⼈。类似地，Tongues Untied 对于⿊⼈同性恋⾝份的呈现既是关于导演⾃⾝的也

是关于整个群体的，甚⾄更⼴泛地关系到美国国家认同和⿊⼈⾝份认同。正如 Rideal(2005)所

指出的，⾃画像从来都不是和外界隔绝的，它“纪录的不仅是艺术家的形象，还有他们是如何

理解⾃⾝和⾝边这个世界的” (Rideal 2005:8)。因⽽，我们说个体性的“我”从来不是孤⽴的，⽽

总是社会性的，总是互相关联的。当他发声的时候，他往往代表着某个群体，或者处于某种

关系中。 

    正是在这个层⾯上，⾃传体纪录⽚具有了⼈类学意义，因为它不仅探索了影⽚制作者的

主观性也探索了他或她和其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因⽽是⼈类学的。正如 Catherine Russell 

(1999:276)指出的，“当电影或视频制作者意识到他或她的个⼈历史可以和更⼴泛的社会框架以

及历史进程相关联时，⾃传便具备了⼈类学意义”。 她还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个⼈⾝份不

再是超验的本体显露，⽽成为了⼀种 ‘主观性的表演’ —— 把⾃我作为⼀种表演的表达形式。

在个体的政治化中，⾝份认同发⽣在多个⽂化语境内，他们可能基于民族、国家、性别、⼈

种、以及／或者阶级”。 

    这在 Tongues Untied 中有所体现，Riggs 在⽚中困惑于⾃⼰的性取向⾝份即同性恋和⾃⼰

的⼈种⾝份即⿊⼈种族。在⽚中被反复强调的“沉默” 这个词指代⿊⼈同性恋群体在来⾃于⿊

⼈异性恋社会和⽩⼈同性恋社会两⽅压⼒之下的消声。在纪录⽚的其中⼀段⾥，Riggs 讲述了

他在⽩⼈同性恋社群中的个⼈经历。他在那⾥找寻着⽩⼈伴侣和归属感，但却失败了，在他

的个⼈独⽩⾥，他说，“我假装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崭新的同性恋⽣活中⿊⼈形象的缺失……我

试图找寻反馈和爱，却仍旧⽆法融⼊，⽆法被接纳……在这个开放的同性恋⼤都市内，我是

隐形的......我是⼀个外来者，被⽆视，被抛弃，在这⾥……我仍然，是⼀个⿊⿁”。此外，影⽚

在之后的章节也展现了来⾃于⿊⼈异性恋社会的仇恨和偏见。⿊⼈同性恋孩⼦在家庭和社区

内都是不被欢迎的，他们被视为⼀种威胁，要是他们保持沉默且不引⼈注⽬，⼤家也能容忍

他们的存在”。Riggs 作为⼀个同性恋，在家中是⽆法展现真实的⾃我的。在此，Riggs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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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已不再仅具备⼀种⾝份了，⽽是两种，甚⾄更多。在这部纪录⽚中，他展露了⾃⼰

在不同的社会⽂化语境下试图定位⾃⼰⾝份的困惑”。正如 Mazierska & Rascaroli (2004:35) 所

指出的，“在这个具有‘流动的现代性’（引⽤ Zygmunt Bauman (2000) 的形容）的时代，想要定

位⼀个整体连贯的个体⾝份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同时拥有着多个⾝份”(Barthes 1977:60)。 

    后现代个体⾝份的流动性在 The Alcohol Years 中也有所体现。在整部影⽚中，Carol 的⾝

份都是由他⼈描述的⽚段以及以前和现在的视频素材所构成的。观众很少能直接看到 Carol，

只能看到其他⼈谈论她，⽽每个⼈都提供了⼀个不同版本的看法。在此，⾃我已经丧失了完

整性，⽽是被他者所定义，它成为了“去中⼼化的，被分离的，流动的，被替代的，多重的，

和分裂的”  (Bauman 1996:18)。此外，随着影⽚以⼀个刻意安排的剪辑顺序发展，观众看到的

不是她固定的性向或⾝份，⽽是⼀个持续变动的流动状态。⼀开始，我们会认为她是⼀个和

男⼈⼥⼈乱交的淫乱⼥⼈，之后发现她事实上曾经在那时候结过⼀次婚；但我们很快得知她

曾经卖⾝收取报酬，在最后又了解到是她⽗亲的⾃杀给她带来了巨⼤的创伤，以致变得精神

脆弱。她的⾝份在不同的语境之间不停地变动更改。如 Chanan (2007:242)所指出的，“社会⾝

份的传统边界被消解了，主观⾃我的新表达形式挑战了过去的确切性”。后现代社会的个体⾝

份认同正⾯临着从“是什么”到“成为什么”的转变之中 (Pullen 2013)，这也意味着个体⾝份的扮

演是处在⼀个持续性变动的过程中的。总之，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传体纪录

⽚在探究其制作者的主体性时，这些影⽚往往也在探究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份特性，即其

⾼度的变动性和流动性，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性的。 

    考虑到其对于传统规则和霸权的颠覆性意义，⾃传体纪录⽚的制作⾏为本⾝也可以被看

作是⼀项社会政治⼲预。由于其固有的私密性和坦诚性，它具有挑战旧有约束和打破公共与

私⼈空间之间界限的能⼒。它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可接受的，也因⽽重构了新的⾝份关系。

例如，The Alcohol Years ⼤胆暴露了 Carol 的性私⽣活，邀请⼈们谈论她乱交的⽣活，且将其

置于银幕之上，打破了过往的传统。其中⼀些⽚段包含令⼈不安的描述和画⾯。很多观众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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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影⽚所表现的性反叛令他们倍感震惊甚⾄极度反感。同样的情况也发⽣于 Tongues United，

由于它对于同性恋性⾏为和裸体的直⽩展露，这部影⽚是否应该在电视上播放的问题引起了

全国性的争议。它甚⾄被 Patrick Buchanan 在其总统竞选中⽤作指责前总统 George Bush 允许

花费纳税⼈的钱来赞助 ‘⾊情⽚’的罪证(Rabinowitz 1994, 1-2)。 

    然⽽，也正是他们颠覆性姿态所引起的争议性有能⼒打破先前的禁忌，开拓出重新定义

后现代社会中性别和个体⾝份的新道路。正如 Tongues Untied 中对于⿊⼈同性恋者的⽣活，

情感，性别的直⽩描述提⾼了这个社群在公众眼中的可视度，因⽽有助于维护他们的权利，

也正是 Carol 酗酒淫乱⾏为的⼤胆表达建⽴了现代⼥性性别观念的新定义和新维度。以这种⽅

式，他们践⾏了⾃⾝的⾰命性⼒量，“发明了新的合理化事物的⽅式” (Ranciere 2008)，从⽽参

与到了政治之中。 

    此外，由于采⽤了⾃传体的形式且将注意⼒集中在个⼈⾝上，⾃传体纪录⽚事实上本就

具备了⼀定的政治效⼒，因为这表明了他们对于⼈类个体性和“⾃主决定权利”的明确关注

(Laclau 1996: 87)，⽽这是基于⼴泛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的。他们对于个⼈体验的关注是对现代

个⼈主义（即特殊主义）的歌颂，和对否定个体⾝份的“集体”和“普遍”概念的对抗。因⽽，在

这⼀意义上，⾃传体纪录⽚可以说天⽣具有政治性。The Alcohol Years 和 Tongues Untied 将弱

势群体，⽐如⼥⼈，或是少数群体，⽐如⿊⼈同性恋者（在其种族和性取向上都属于少数者）

置于关注的中⼼，具有颠覆传统主导霸权，反抗普遍的西⽅⽩⼈异性恋男权的政治意义。根

据 Laclau (1996), 后现代社会正经历着⼀次⾯向特殊主义的转变，指代⼀种意识形态，它承认

特殊性的重要性以及个体与他⼈不同的权利，反抗欧洲中⼼意识形态的盲⽬普遍主义，即强

制性的普遍⽂明认同。另类⽂化的反抗因⽽可以被理解为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全⾯冲

突的⼀部分，正如我们在这两部纪录⽚中所看到的，它们帮助少数群体⾝份和⽂化的发声，

事实上是在实现对普遍主导霸权的政治反抗，并因此参与到后现代社会系统性去中⼼化的进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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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察⾃传体纪录⽚的政治潜⼒时另⼀个需要讨论的⽅⾯是它的观众。虽然表⾯上看是

私⼈的、关注⾃我的和独⽩体的，⾃传体纪录⽚却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是⾃恋或是⾃我沉溺，

⽽是总是为某个潜在的观众群所作的。正如 Laura Rascaroli (2009) 所称，（⾃传体纪录⽚）“总

是隐含着对观众的讲话，甚⾄是与其的对话的”。它总是处于对话中，总是“在和某⼈交

谈”(Nancy 2000), 这也多少是由于所有的电影天⽣都是寻求观众的。纵然如此，⾃传体纪录⽚

的观众观影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复杂性，因为在这些纪录⽚中，影⽚制作者是在拍摄⾃⾝，他

或者她同时成为了凝视的主体和客体。影⽚制作者的主体性被撕裂了(Lebow 2012), ⽽这造成

了⼀种“悖论式观影”，⼀个由 Rascaroli 所提出的概念，⽤于指代观众旁观／旁听影⽚制作者

对于⾃⾝看法的第三者位置。如此，观众被邀请去通过作者的视⾓观察作者本⾝(Rascaroli 

2009)。他们看着的是⼀⾯“隐喻意义上的镜⼦，它反射的不是观众⾃⾝⽽是那个制作⾃画像的

艺术家”(West 2004:165)，因⽽观众被引导着和作者建⽴悖论式的⾝份认同，也正是这使得⾃传

体纪录⽚“如此的复杂、也如此的具有说服⼒”，正如 Michael Renov 在《纪录⽚的主题》(2004)

中所提到的。在 Tongues Untied 中，Riggs 讲述了他个⼈的经历和情感，观众看着、听着他的

独⽩，透过 Riggs 本⼈的视⾓观看他本⾝，⽽这是⼀个被强烈的个⼈愤怒、孤独、伤感、⾃尊

和骄傲等情感所感染的有⾊视⾓，他们因⽽下意识地认同 Riggs 对于⾃⾝的看法，且与他产⽣

共鸣。同样的道理也适⽤于影⽚中展现其他⿊⼈同性恋者⽣活的场景，⽐如街头舞蹈、交谈、

或是同性恋游⾏，包括⼀些他的⿊⼈同性恋朋友⾯对摄像机直接说话的镜头。在这些例⼦中，

观众们被邀请透过 Riggs 的视⾓观看那个他所认同的群体⽽不是他⾃⾝，是“复数的第⼀⼈称”

⽽不是“单数的第⼀⼈称”(Lebow 2012)，但即使如此，这仍然是“他⾃⼰”，只是⼀个集体意义

上更⼤范围的⾃⼰。类似地，在 The Alcohol Years 中，Carol 故意将被访者们直⾯摄影机然后

向观众谈论 Carol。据 Carol 所说，这是她开始制作这部纪录⽚时最早作出的决定之⼀。因为

这个设计，观众和 Carol 处在同⼀个位置上，坐在她旧友和旧相识的对⾯，听着他们描述在⾃

⼰眼中她曾是⼀个怎样的⼈。这样，观众们透过 Carol 的视⾓看到的虽然不是她，但也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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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在谈论她。因此，观众会不⾃觉地认同 Carol，并且理解她听着这些⼈的描述时的感受，

然后开始意识到 Carol 所希望展现给他们的，“你是如何被他⼈所定义的”。总之，我们可以看

到，由于⾃传体纪录⽚的悖论式观影过程，观众们更容易和电影作者产⽣⾝份认同，且赞同

他们的观点，被说服和被影响，⽽这⼀点再⼀次地证明了⾃传体纪录⽚的政治性能⼒。 

    最后，为了理解⾃传体纪录⽚的政治效⼒，对于其电影语⾔和句法的分析也是必不可少

的。正如之前所指出的，纪录⽚的政治潜⼒根植于它⽆可避免的主观性和作出论断的能⼒，

但是只有通过特定的修辞设计这种能⼒才能被实现，并且得到践⾏，以改变政治性理解，提

倡推⾏政治性⾏为(Corner 2009)。正是通过视觉的画⾯，⾳乐，声效，讲话或剪辑这些纪录⽚

才能向观众传达出他们对于“事实”的论断，同时从情感和理智上争取认同。 

    这⼀点在 Tongues Untied 中⾮常明显，这是⼀部充满诗性和表演性的影⽚，其中很多感

染性的设定被有意地设置下来以倡导⿊⼈同性恋⾝份，⿎励该社群团结⼀致来争取他们⾃⼰

的权利，同时为这个社群争取公众同情。例如，当⼈们辱骂同性恋⾏为是“变态、有罪的”时给

出的嘴部⼤特写，能很好地展现这些侮辱性对待所带来的恐惧和伤害。通过这⼀细节，观众

们会对⿊⼈同性恋群体在遭受公共歧视时的情感产⽣共鸣。另外，这部影⽚的⾳乐和声效对

于营造情感参与和建⽴起观众与⼈物的共鸣有着重要的作⽤，例如引出 Riggs 爱上的⽩⼈男⼦

的照⽚时，所响起的圣洁⽽宽慰的背景⾳乐；当变装⼥皇⾏⾛在河岸边时所⽤的伤感⾳乐，

流露出她的孤独和寂寞，或是重叠的⼈声重复“兄弟对兄弟”的语句，暗⽰整个⿊⼈同性恋群体

的团结⼒量。剪辑，对于建⽴说服⼒也有很⼤的作⽤。在纪录⽚的末尾有⼀个细节，当导演

将马丁路德⾦的素材和同性恋⼤游⾏的素材剪辑在⼀起时，显然是在⿎励⿊⼈同性恋者跟随

历史上⿊⼈维权运动的脚步去争取他们的权利，这强化了影⽚最后的结语，“⿊⼈男⼦爱上⿊

⼈男⼦，是⼀场⾰命”。 

    ⽽在 The Alcohol Years 中，第⼀⼈称视⾓的镜头令观众可以很好地感知到 Carol 的个⼈情

绪，尤其是在影⽚的末尾，有⼀个⽚段，剧烈晃动的镜头暗⽰了 Carol ⾃⼰的视⾓，伴随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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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喘息声，鲜明地展现出她⾯对⼈们批评指责时的害怕和⽆助，这⽴刻就获取了观众的共

鸣和认同。除此之外，背景⾳乐原声带很好地帮助展现了该纪录⽚对 80 年代中期曼彻斯特流

⾏⽂化、酒吧⽂化的描绘，和帮助反映 Carol 的精神状态。另⼀⽅⾯，剪辑则有意地将那些构

成反差对⽐的访谈⽚段组合在⼀起来表现 Carol 在被访者眼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以此表现⼀个

⼈如何可以被他⼈所定义。不过更重要的是各种⼿段的结合最终塑造了⾃传体纪录⽚影响观

众和创造政治认同的能⼒。在⼤多数的情况下，画⾯配合着⾳乐声效，加上⾔谈，对切对⽐

性的画⾯，来传达⼀定的意义，表达政治性观点且引发观众的思想转变。 

总结来说，这篇论⽂将⾃传体纪录⽚作为⼀个特殊例⼦进⾏讨论，以理解纪录⽚制作如

何可以被看作是⼀项政治性⾏为，⼀种社会政治参与的形式。总的来说，论⽂从四个⽅⾯探

讨了⾃传体纪录⽚制作的政治效⼒，主要指⾝份政治⽅⾯。第⼀，它作为⼀种⼈种志的社会

关联性，以及它如何可以被看作是展现后现代个体⾝份流动性和变动性的重要⼿段。第⼆，

它歌颂现代个⼈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反叛⼒量，以及它如何以其⼤胆直⽩的态度和重构合理性

的举措来挑战旧有规范。第三，由于悖论式的观影过程，它所固有的获取观众⽆意识下认同

作者的能⼒。第四，它构建论断和说服观众的电影修辞⼿段。在这些⽅⾯中，有⼀些要素是

⾃传体纪录⽚和其他类型的纪录⽚在实现政治效⼒时所共有的，但是另⼀些则仅仅属于⾃传

体纪录⽚。然⽽，遗憾的是，要在⼀篇论⽂中讨论所有的纪录⽚类型是不可能的，所以若是

要探究纪录⽚制作政治潜⼒的其他可能性则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撑。 

 

作者：吕思杭，⼥，英国诺丁汉⼤学（宁波分校）国际传播系

2015 年本科荣誉毕业⽣，现在独立影视⼯作室⼯作。 

 

 

 

该⽂由余天琦先⽣指导、推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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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0 

    ……在我看来，个⼈和个⼈之间叫私⼈关系，个⼈和多⼈叫群众关系，个⼈与众⼈的关

系叫政治。纪录⽚中的⽼张和⼩张，是⼀种私⼈关系，男⼥关系。⼈和⼈之间，哪怕是意外

的结合，另类的结合，彼此平等，也会产⽣温暖，⽽其它⼀切关系，更容易⾛向空洞。 

    和最简单的⽣活⽐，艺术都不是东西。⽣活就是这样不停⽌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数的

故事和震撼的东西，可惜就这样流⾛了，回到⾃⼰，看待周围的⼈和事，⽐⽼在谈电影和艺

术的⼈要有意思的多。得再多的奖，也驱散不了我们天空的雾霾，更改变不了我们荷包的⼈

民币！ 

    每个⼈⾝上需求都是很重要的，差⼀点都不⾏，就像打个喷嚏，放个屁哪怕是个不响的

屁是很重要的，他构成了我⽣命的全部。什么都可以影响我，改变我，我没有理想，影响就

是动⼒就是⽬标，我在这⾥。可爱，纯朴，甜美，善良，乖巧，美丽，……这些赞美的词汇

随着⼈们的死去，她们依然静静地，不朽地活着。 

我梦想将来成为⼀个诗⼈，可现实硬要把我变成曼德拉。精神太可怕了，它会脱离⾝体

之外⽽存活，那么感觉⼼脏和⾎会彻底的爆炸，所有的症状就是⼼率加快时间停⽌。这个过

程⽆法躲避，就像电流，或者电影，可以把我击倒。 

 

                                                                           李⽂                                 	

                                  2005－2006 首届后天双年度⽂化艺术奖 获奖感⾔ 

 

 

 

 

 

																																																								
70本版所有信息资料全部由作者本⼈提供 



 200 

 

 

 

 

 

 

 

 

 

 

 

 

 

 

 

 

 

 

 

 

 

 

 

 

 

 

 

 



 201 

 

 

 

 

 

 

 

 

 

 

 

 

 

 

 

 

 

 

 

 

 

 

 

 

 

 

 

 



 202 

家谱  
My Family Tree (2007-2008) 
制作年份: 2008年 

⽚长: 279 分钟 

⾊彩: 彩⾊ 

语⾔：中⽂ 

策划：⾦育 刘鹏 

摄影：杨平道 吴宇⽴ 

剪辑：杨平道 

⾳乐：许龙飞 

 

作者简介 

杨平道 ，广东人，生于 1980 年。中国戏曲学院 影视导演专业，本科。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

/编剧，小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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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梗概 

 

我父母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广东粤西地区的两个相隔不远的小村庄，祖父辈依靠土地养活上

十个子女，两家曾频繁探访，尤其是过年。改革 放初期，家里有些人迁出城镇，摆脱农村

户口；随着城市化进程，更年轻一代进入城市扎根，成为市民，甚至移民出国——随着社会变

迁，当初群居一个大祖屋的家庭向四面八方扩展，大部分出外打工挣钱，基本上只有老人及

孩子留守家中。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千差万别： 

在农村的依然经济拮据，生活寡淡；沉溺于往事的奶奶常常以泪洗面；父亲病逝 8 年，独

自承担家庭重负的母亲迎来了她第一个孙女，却和儿媳因语言不通发生了矛盾；在城市里扎

根并成为中产阶层的年轻一代生活稳定，但也有各自的烦恼——舅母的小儿子不善言谈，30

出头还没找到对象，全家为此事着急，到处找人相亲，却无奈家乡里的年轻女孩都外出打工，

过年才回去几天又出门了；今年，我们要为父亲“ 山”，8 年过去父亲墓地已经杂草丛生，难

以确定父亲的墓地在哪；弟弟生了个女儿，结婚宴席上，父母的两个家族十多年来又终于合

照了一张全家福，但有些人还在，有些人不在了，有新增的面孔也有老了的面容。 

   30 年的改革 放，急剧的社会变化，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农耕社会生态及价值观分崩离析，

但无论如何，对于普通人来说，吃饱饭活下去才是 重要的。 

 

作者阐述 

过去很多家族会有自己的家谱，作为繁衍生息，香火为继的证明。如今，影像能更直观地

记录自己家庭，这使得我想用影像来为自己的家庭做一部家谱，以使子孙们能直观地看到老

祖辈的音容笑貌。 

我想通过这部记录片来展现一个家庭的亲情、生命以及因社会发展而带来的不可抗拒的人

事物的变化。中国改革 放 30 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农耕社会生态及价值观分崩

离析。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个个家庭逐步向城市扩展、扎根或者回归——被动漂泊，顺道而活。 

这是一部散文诗般的记录片，它不会有尖锐的批判，也不对某事某人下确定得定义，它的

镜头将带有人的博大胸襟，去包容一切人和事；它的镜头要平静地倾听老人讲述生死、讲述

家庭琐碎；它的镜头要凝视寡淡的生活；它的镜头散发出的是苍凉而温情的人生，淡淡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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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参展记录 

2008 年北京独立电影节  

2009 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竞赛单元 “评委会特别推荐奖” 

2012 年 阳光华语记录片奖 非竞赛观摩单元 

2009 年 798 伊比利亚艺术中心影像档案馆 馆展 

2009 年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展映 

栗宪庭电影基金收藏作品 

香港中文大学收藏作品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杜克大学收藏作品等。 

 

电影⼿记 

计划开始的时间：07 年底 始 

主题：生命、亲情、社会变化 

拍摄地点： 

主要拍摄地：广东省阳春市（八甲镇及农村为主、春湾镇等）、江门市； 

次要拍摄地：广州、深圳、香港、北京等地。  

 

⼀、线索 

1、按照家谱的脉络拍摄两个家庭（导演本人家族）的生活状况（不全拍，挑有代表性的，也

不拘泥于家谱本身，“家谱”只作为一个意象） 

2、从两个家庭 初的肇始地 始拍摄，然后镜头跟随部分家庭成员“曾经的足迹”从农村到

小镇，然后到中小城市，大城市、甚至国外的轨迹——现代中国家庭和具体个人随着社会发

展而扩散到各地去。 

3、 始与结束：以生死繁衍的传承性作为大的结构安排： 始爷爷和儿孙过年时和村里人一

样，去祖宗的祠堂（摆放了十几代祖宗牌位）祭拜作为 始——以本家的弟弟（爸爸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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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家（妈妈那边）的表姐生孩子的镜头作为结束。 

 

⼆、预计拍摄的内容点 

1、以本人家庭的亲戚关系（父亲与母亲的两个家族结合在一起，拍摄两家人公社里的排列的

祖宗灵位作为 始）为脉络，拍摄已经独立成家的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琐碎和他们讲述（访谈）

对家庭的过去和将来，如自己儿女的将来等等（而每一个人因为处境和知识的不同对自己“梦

想”或愿望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2、他们现在千差万别的⽣活状况 

本家爷爷、奶奶和外家舅父、舅母等老辈仍然在农村或小镇上里过着简朴不乏困难的生活（负

很多外债）——他们的儿女们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家庭，经营了较大型的养猪场、大鱼塘等；

有些儿女 始在城市里买楼并落地生根：表姐们的楼房、别墅和汽车、服装店，装修舒适的

网吧等；也有打工挣不多的工资或者干脆赋闲在家，晃晃荡荡地过着“啃老族”的生活。 

3、地域的变化（由低向⾼发展，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轨迹） 

农村—小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北京、广州、香港）—国外（美国）。 

4、⼈事的变化 

原本稠密的家族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变得淡薄和冷漠起来（重点回忆为奶奶筹钱看

病的事情，大家的态度及一些家庭大小的小矛盾和经济纠纷）；我伯公的孩子也就是我堂叔因

故意伤人被判刑 10 多年，前些年我姑姑去顺路去探望他，他问及自己的父亲状况，我姑姑告

诉他，他父亲前些年已经去世了；也有同村的长辈（据说爷爷的堂兄病在床沿面临死亡，儿

子们各有家庭，因为互相推卸和猜忌都不掏钱给他治病 

 5、关于出⽣ 

谈论自己当时生孩子的情景，老一辈生孩子（因家里人都到田里干活去了，舅母不得不自己

为自己接生，刚把孩子生出来，还亲自到河里打水为孩子烧水抹身）与年轻一辈生孩子（长

辈对怀孕的弟媳妇和表姐过度的关心，雇佣自己亲戚照顾，并在医院里接生；妈妈提前从香

港买回衣服和奶粉） 

6、关于死亡 

长者的身体病痛及长辈的意外过世、去年表哥的孩子被淹死等；要他们回顾过去（访谈）；拍

摄他们到自己亲属的墓碑前去看望故去的亲人；本人寻找自己父亲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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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尘归尘，土归土”的“入土为安”的土葬习惯被行政强制地改为火葬（殡仪馆和火葬

场）。 

7、关于命运 

可能拍摄一个算命先生对本家族的命运进行访谈讲解以及姑丈对弟弟夫妻俩的命数（因结婚

挑日子，曾找算命先生算过）的复述：（从一个算命先生的角度讲述这个家庭的命运，错对或

科学迷信与否不重要，重要是要展现这种中国传统的对生命或命运的诠释方式和角度，希望

传达出一种对生命理解的宿命感，加强影片的生命意识和这种生命的苍凉感） 

8、⼀条现代的⼤型⽔电站 

（据说这个水电站是为在阳江市筹建的核电站作为支持电站建设的）的公路伸进村子里来，

有些墓地为此要搬迁。 

9、导演作为这个家庭的⼀员用画外音（克制⽽客观，不能用任何形容词）来讲述或回忆 

也出现在镜头中去。 

10、⼀些过去的照片 

如“全家福”，每一个家庭的过去的照片，现在的合照。 

11、孙⼦辈的⼦孙们⽣孩⼦的情景（弟弟的老婆，表姐） 

12、自然环境 

岭南特有的自然环境形成的情绪氛围（风景优美，山多，细雨绵绵——诗意的画面）；清明节

扫墓的人们及雾气缭绕的远山的阵阵爆竹声。  

以上仅为部分预想，⼀切以实际情况为主！ 

 

三、创作阐述 

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部史诗。特别在这个大时代——变革中的中国。关于家庭，我们有太

多的心里话要说，往往又欲言又止；而拍摄一部真诚的关于自己家庭的记录片则需要勇气，

一种坦荡荡的心态，因为于我们传统，“家事”不宜外扬，但数十年过后，数百年过后（如果我

们还可以的话），我们再回头凝视自己的家庭，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一切人事纠缠，世事变幻，

都将因人的宽容、时间的稀释、大浪淘沙，记忆的篓篮中只剩下令人缅怀和感叹的金色时光！ 

过去每个家族会有自己的家谱，作为繁衍生息，香火为继的证明。如今，影象的力量能

更直观地记录自己家庭，这使得我想用影象来为自己的家庭做一部家谱，以使子孙们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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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自己老祖辈的音容笑貌——那些在我今生中 紧密的亲人们。这是其一。 

更深一层次来说，我想通过这部记录片来展现一个家庭的亲情、生命以及因社会发展而

带来的不可抗拒的人事物的变化。记得曾经和一位学电影制片的朋友谈论过关于这个记录片

的主题的问题，我真的无法确切回答他，关于这个记录片的主题，我说，只是我对生命的一

声叹息！ 

再者，虽然我关注的是家庭，是人，其实也在关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短短几十年，

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以致使一个家庭当下的生活状况会有如此大的区别。这是从一个侧面

去反映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只要关注的是当下的人，那等于关注当下的社会，很简单，社

会是由人构成，人是历史中的人。 

在我看来，一个艺术作品能用一句话来明确表述的话，我觉得那不会是一部好作品，特

别是影像，影像如果可以“说”，那么我们还“拍”干吗？我将努力使这部作品具有多义性，它的

情感更为丰富复杂些，每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全部。 

这是一部散文诗般的记录片，它不会有尖锐的批判，也不对某事某人下确定的定义，它

的镜头将是忠实的记录者；它的镜头将带有人的博大胸襟，去包容一切狭隘甚至道德不容的

人事；它的镜头要平静地倾听老人讲述生死、讲述家庭琐碎；它的镜头要凝视寡淡的生活；

它的镜头散发出的是苍凉而温情的人生，一种淡淡的诗意！ 

它没有宏大叙事的野心，却也是一部史诗！ 

 

四、关于视听的构思 

1. 以固定机位为主，但不完全拘泥以此，保证一种客观，冷静的品质。 

2. 讲究唯美诗意的画面（但必须是建立在真实自然的基础上的），同时自然环境的氛围必须

是服从人情感本身的，也就是“以景烘托情”。 

3. 不排除一定程度的尊重事实的搬演。 

4. 尽可能有相当的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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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日记 摘录 

20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 

今天天⽓降温了，沥淅小雨，我赶紧给正在⼋甲拍摄的老立发信息，叫他多拍点雨天背

景下的镜头，⼋甲的雨天很有感觉，很有氛围。在我的电影观里，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欢微风细雨下的⼤⼭，还有隐约其中的小镇或者村庄——油然⽽⽣⼀种诗意，⼀种⼈

⽣苍茫感，雨天对于我的影像来说，它是⼀个欲⾔又⽌的“破折号”—— 

 

200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 

晚上 9 点多的时候，阿公打电话说，杨于怀闹着要上⽯望（镇），从下午三点⼀直闹到晚

上 9 点，阿公只能花 200 元租了辆小车送他来到我家，看了下弟弟的⼥⼉，又匆匆地赶下⼋

甲。杨于怀牙疼，我带他去找牙医，此时已是晚上 10 点多了。 

阿梅打电话回来说服他回⼋甲。 

	

影评 

MC2 STUDIO 内部采访  

采访对象：杨平道 记者（实习）：⾦育   

采访时间：2008 年 6 月 4 日 

 

M：首先感谢杨导在百忙的后期工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不忙，不过谢谢金实习记者让我觉得自己很忙很充实。 

 

M：我想在采访之前我们一起为这次地震中死去的同胞和在历史上的今天曾经为争取民主和自

由的那些年轻人一起默哀吧， 

 

M：另外，听说杨导还捐了钱，就于目前社会的捐款惯例我们还是要问你捐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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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问题——既然要默哀就不用废话了！ 

我捐了 100 元人民币，挤不进排行榜比较遗憾，但就我当时身家的十分一有多了。事实上，

不是我捐的，因为是我妈给我的生活费。 

 

M：好，请你介绍一下你现在做的纪录片的情况？是不是接近尾声了？ 

记录片初剪算是完成，8 个小时，就目前这个影片结构来说，这个时间不算长。至于片子艺术

质量怎么样，我就不自作评价了。 

 

M：能说一下你为什么拍这个纪录片吗？这是你第一次做纪录片吗？ 

对我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以前都是拍故事片，所以这次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故事

片思维的影响。 

 

M：这次拍摄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感受？ 

感受很深， 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作为创作者，同时又是拍摄对象其中的一员，而且涉及到家

庭隐私问题，对我来说，这是 困难的，甚至到了现在仍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心理障碍。因为

记录片来说，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它涉及你的拍摄方式，介入程度，用一

种什么身份、视角和对象沟通，怎么沟通，甚至视听风格等等问题。对于这种拍和被拍者的

关系，我别无选择，因为现实中就是亲情关系，他们或她们会像平常一样跟你随意对话，比

如突然问你，站在那干吗，还不吃饭，都冷了——假如你还想保持记录片所谓的“客观立场”，

不作回应地“冷静”地把镜头对准她或他，纹丝不动——这样就很搞笑，反而让观众看到你的刻

意，从而产生心理的抵触。如果你回应了，说，好，就来——那就确立了你跟他的关系，你不

再是一个“局外人”，所以我选择这样的介入的立场（但不强调，不然很容易成为家庭录象，虽

然那可能成为另一个风格的有意思的记录片），这样是自然的，真诚的，同时，这样的立场，

使观众更能体会到我的情感——我想让我的镜头带有一种关怀、怜爱、宽容、温暖。 

 

M：对于纪录片这个工作你怎么看，或者说具体到一些工作方法上？ 

记录片是一个自由的创作方式，它可以很实验，可以很学院，也可以随意甚至无意中你就创

作了一个记录片。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拍”记录片，只要你睁 眼看这个世界，你的眼睛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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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样都要有选择地面对纷至沓来的生活信息。某天，你起床，看了表，知道已经是 12 点 09

分（你的“镜头”很自然地给了这个表一个特写，并传递出信息：12 点 09 分），然后你出门，

扔了一些用过的避孕套，逛了菜市场，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她已过中年，却问你要不要

她吃过的半根冰棍，你买完菜回来，目睹一场事不关己的车祸，女事主没有过多的声音反馈，

生死未卜，你赶回家做饭，上网，又接着睡觉，睡觉前你突然想起那场车祸，那个似乎“有故

事”的中年妇女，你 始反省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很棒的记录片，当然如果它更平淡，也

会成为一个好的记录片，区别就在于你储存的介质只是你的记忆而已。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

因为你无法拥有生活的全部，这跟拍记录片其实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你手中真的有一个摄象

机。 

这样的前提下，就说到了具体的方法上了，比如以上那段生活，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有人喜欢远观，不介入，冷静客观地展示一场触目惊心的车祸；或者介入，很纪实地如电视

新闻那样跟踪这个过程；或者你回到记录片 朴质的状态，一个固定长镜头“凝视”那个莫名其

妙的中年妇女，让用逻辑不清晰的语言来讲述她的故事；你甚至可以把摄影机藏在垃圾桶里，

长镜头记录由不同的手抛弃不同的生活废品，比如拍下你扔一堆避孕套的手，这就产生联想

空间了——也是一个切入生活能反映生活的点。 

所以什么才可以是记录片？不同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记录片。所以往往对一个事物下定义或

者总结出一些固定的程序和方法是危险的，这不是科学。鉴于此，以上所谈为瞎扯。哈哈。 

不是瞎扯的是，一个真诚的心是 重要的。 

 

M：纪录片经常谈到一个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当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社会现实

情况？ 

如何面对现实“约等于”如何面对生活。个人觉得这是一件“私事”，每个人不同，多谈无益。 

2008 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较可怕的是，大众依然被一些能浮上水面的渗杂了意识形态的公

共信息所左右，所以我们知晓的现实不是现实。 

 

M：你会继续做下一个纪录片吗？有什么构思计划？ 

肯定会做下一个记录片。但下一个计划是一个低成本剧情长片，片名叫《荷尔蒙青年的快乐

时光》，一个很风格化，很个人的片子，我依然想从日常而寡淡的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情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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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MC2 能继续资助这个计划，哈哈。 

 

M：你有一次长期工作纪录片的经验了，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或者是一些我们值得学习的实际

技术问题，都可以 

“值得学习”一下子把小弟抬举了，实在不敢当，我也是摸索着上路，目前也不是很搞得清状况。

不过个人觉得，记录片的技术不是问题，想法才是问题，如果你拍得很糙，那你就坚决声称：

“要的就是这种粗野的生长方式”，评论家依然会为你自圆其说的，相信评论家的智慧吧！ 

 

M：对于目前国内的纪录片你个人怎么看？你觉得谁得作品让你印象深刻？ 

我不敢谈“国内的记录片”，因为看过的实在有限。印象深刻的作品很多，比如冯艳的〈〈秉爱〉〉，

但很多基本上都是内容让我深刻，就是“拍什么”让我深刻，我比较喜欢的是德国的荷索，我觉

得他“拍什么”和“怎么拍”都做得比较好。此外很期待小野伸介的作品，目前还没看过。 

 

M：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你相处的时间比较多，我经常发现你夜里老上厕所，我想问一下你在厕

所都在做些什么和想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夜里上厕所是合理的，白天我在睡觉，我常常便秘，所以不想浪费生命就在里面看书，很

多书都是在厕所看完的。此外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带有隐私性质又安全的狭小空间，起码别人

知道你在上厕所，不会进来甚至不会跟你谈话，公共空间或多或少我都会有点紧张。 

 

M：你工作比较繁忙，我想采访时间差不多了， 后在问一个问题：你认为梦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弗洛依德或者梦过碟的周庄，我只知道梦遗是怎么产生的。 

 

M：好， 后祝杨导今晚做个好梦，身体健康！希望在片子首映后能再做一次采访，再次谢谢

你！ 

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花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来看一个记录片，哈哈。 

 

BIFF2008 DAY4 《家谱》放映及现场交流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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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6 23:39  来源:BIFF2008 组委会  感谢 mengcc 的投递  

北京独立电影论坛 BIFF2008 DAY4：据查家谱在⽂字出现之前还有⼝授和结绳的形式，先秦

已有这种⾎缘关系的记载，⼈对自⼰的来源、⾎统的重视出自本能。除了通常的⽂字谱表，

在当代艺术中，已出现过照片形式的“家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杨平道的《家谱》，以纪录

片的⽅式，尽量去描述远近亲戚的每⼀位成员，在世的，已故的，当然，279 分钟的剪辑对导

演自⼰来说，永远不以为长，并且还要继续下去。 

以下是影片放映后由朱日坤主持的观众与导演的现场交流实录： 

Q:很长的片子，但是还有不少观众，我参加过很多 4 个小时以上影片的首映，我的经验是，

后剩十来个观众是很正常的，今天还有二三十位吧，并不是安慰你，而是觉得这确实是个

有意思的现象。 

A:首先谢谢观众，或者能够整体看完的观众，因为片子确实挺长的。 始剪了 8 小时，后来

又删成 6 小时，拿给朱日坤看他说挺挑战放映的， 后改成现在 4 个多小时。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这么长,我剪了八个月，能看完挺不容易的，里面没有奇观，也没有奇闻，就是一些日常

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表现这种日常生活，我希望在非常平淡，平常的纪录他

们的情感，体现一些微妙的关系。 

Q: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我不知道观众能否听懂客家方言,字幕也是方言。 

A:之前想做一个规范普通话的版本,但想了想还是保留了方言,我不想为了让大家看的更明白

而去掉风俗文化方面的东西.我对家庭,所有琐碎的事,那些小矛盾深有体会,想做关于家庭的,所

以我不觉得它特别长.但是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放映大厅里只有我一个在看，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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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完也没有继续交流，看完一个人走了。 

Q:你每次剪完自己会再完整看吗？ 

A:我会看，8 小时的我看了两遍，因为这个片子我需要不停不停地看，因为它离实在我太近了，

因为太深入可能对节奏方面会有不少失误，这导致我折磨自己地不停去看。 

Q:为什么没做简短一点？ 

A:对我来说，如果需要的话，时间不是问题，我曾经想拍 24 小时的片子，我可能是考虑为自

己拍一部片子，我想我做梦一个人看这部片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Q:你的片子分为七八个段落，没想过分 来放？ 

A:我认为会有影响吧，虽然片子不是按一个完整的叙事顺序，但你从头看会有一个情绪积累，

否则在我看来是不完整的。假定这个片子没有人看，那它对我个人仍有意义，我可能还会把

家谱这样做下去，随着时光流逝，三十年，五十年，人都老去，各种变迁，一定会产生意义

的。 

Q:怎么收回成本呢？ 

A:纪录片这个问题本身就挺难的，当时是我一个同学资助我一些钱，他还资助我另外一个作

品，在出钱时他也知道这件事不太可能有什么钱能收回的。 

Q:你的片子整体节奏非常平缓，伴随着一些细节特写响起的音乐，使这种节奏有一个小的跳

跃，烘托了一些观看的情绪，能谈谈你在音乐音响方面的安排处理吗？ 

A:我非常喜欢用这种平缓的节奏，现实生活中我的性格非常急躁，我拍商业作品时会很赶，

但不知为什么做这个时我希望能非常非常稳，稳得忘记去喊停，我喜欢在其中拿捏各种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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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比如从音响，通过一些现场杂音拿捏度，怎样能对情绪有帮助，其实能有多少帮助

呢，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关于音乐，因为是拍自己家里人，如果不克制的话可能会有点过，

会陷入到情绪里。我觉得这个音乐比我想象的还稍微过了一点，如果能更淡一点会更符合我。

像你说的其中音乐也比较少，到一定情绪稍微烘托一下，就可以了。 

Q:你还在做其它类片子吗？ 

A:现在我还在电视台拍一些短片，故事片或娱乐类的，但我还会坚持这种作品，因为这对我

才有意义。 

Q:家人除了面对拍摄时说些什么，对你拍摄他们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吗？ 

A: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拍摄他们，我的 DV 也非常小，拿在手里，一边聊天。如果是拍家庭录

像可能是另一回事，虽然我没告诉他们正在拍一部纪录片，但他们也大概知道我在拍他们的

生活，也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Q:给你妈妈看过吗？ 

A:短期内我不会给他们看吧，时间再长点，当作一个回忆看，可能更好吧。 

⽂ 佳霓 

 

浙江师范⼤学放映意见 

林友桂 浙师范⼤ 2010-11-1 10:24:51 

杨兄，你的电影我们分两次看好了，第一次放在前周日晚上，尽管在网页及 BBS 做了多处宣

传，但来的人还是不多，只有 10 人左右，第二次放在上周六晚上，坚持到 后的包括我只有

六人。我感到非常抱歉，对不住你的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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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友桂 浙师范大 2010-11-1 10:44:52 

看后我和坚持到 后的五位学生作了讨论，觉得你很不简单，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

结构体系。从家族的传说 始到婚宴结束，非常完整。 头的家族传说很宏大，家族的来源

如江河出于群山；结尾也好，利用婚宴把众多亲戚又聚在了一起，而且同时还有一个新的生

命。 在这个结构中， 值得称道的还是它既展示了现代性进程中中国人的无可奈何，影片利

用空间视角的转换来呈现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流程：一方面政治及一些大事件成为这个家族变

化的背景，另一方面这两个从农业社会过来的家族已经在奔波中瓦解，而香港的这个视角则

使影片变得更为厚重丰富。当然，我们也认为总我们的角度看它也存在着一些提高之处，比

如它应该再继续拍摄下去，或许 10 年 20 年，或许一生，二是它有些重复的地方似可再做精

简，如果能把四个半小时精简为三个小时，可能更适合于观众——当然说这样的话观者来说非

常容易，但对于本来就是这个家族中一员的导演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任何在我们

看来漫不经心的一个镜头对你来说可能有它的惊心动魄之处。从这点上说，我们也非常佩服

你的勇气：一个人是很难拍摄他的亲人的，他们熟悉得使人无从选择，同样，也很难去做剪

辑，因为剪辑同样是一个无比冷静的选择过程，这样的选择同样需要和拍摄对象的距离。 在

这样的困难之下，你能把片子做成现在的规模，其魄力和构思已值得所有爱好电影的人学习。 

 
 

⽣命的河流 
The River of Life 
 

⽚长：103 分 

格式：数字⾼清 1920*1080P 

类型：记录/剧情 

制作⽇期：2014/03 

出品:陕西⽂化投资集团 

制作机构：针锋对麦芒电影⼯作室 

监制:耐安 

导演/编剧:杨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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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平道，广东人，1980 年出生，中国戏曲学院 影视导演专业，本科。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

编剧，小说作者。电影作品屡获电影节奖项，并被国内外艺术机构和世界著名大学收藏。 

作品：《阳春之春》、《家谱》、《关于张科长的日常》、《鹅凰嶂逸事》、《生命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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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梗概 

我已经感觉到养育我长大的奶奶即将离世，将近 13 年，她一直惦记着先离她而去的大儿

子，即我的父亲，如同对父亲一样，我感到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是在她驾鹤之前，给她做

一部关于她，关于爷爷，关于我自己——一部家族的生命史。我女儿在她祖母离世 4 个月后出

生了，未能生活于同一时空下，我奶奶生前一直惦念她那未降世的曾孙女，却遗憾终未能见

面。 

所以我拍了这部电影，生命的交替，时代的变迁一如既往，传承破立一直存在，比如风

俗仪式等。当女儿长大时，我要让她好好看看这部电影，一个人要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 

 

作者阐述 

这是关于我家族的史与诗，由纪录和剧情两部分构成且融为一体，纪录片部分历时 6 年拍摄，

剧情部分在 12-13 年新旧年交际时拍摄。生命的格局是相当广阔的，当人问我这部电影的主题

思想是什么，我往往语塞，不是故作深沉，而是概括不了。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厚

重且有趣的电影，当我们要概括自己的一生时，很多时候都是一声叹息、一个笑容、一个木

然的表情，那么简单却意味深长，这是人生给予个人的亦繁亦简的纠结和韵味，所以这部电

影的力量不是我给予的，是人生本身。 

 

参展记录 

2016 年 挪威特罗姆瑟国际电影节 

2015 年 德国汉堡国际电影节 亚洲单元 佳纪录片奖  

2015 年 英国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 

2015 年 “边界漂流” 齐放客家影展 

2014 年 中国独立影像展 主竞赛单元 高奖 

2014 年 北京独立电影节 幕片  获评委会奖 

2014 年 哈尔滨新月独立影像展 幕片 

2014 年 长春青年电影节 幕片 

2014 年 大连艺术电影节 主展映单元 

2014 年 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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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印度新德里 Visible evid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ocumentary 

2013 年西安国际影像节 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基金奖 

 

影评 

关于《⽣命的河流》 

2014-10-26 bohemian1990 

“我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说‘你是在一个篮子里，顺着河水飘来的’”，这一台词几乎是

影片中唯一的一次“切题”，而且是“间接”的。杨平道导演在影片中并未“肆意”使用河流意象，

尽管他家的窗外就是河流。影片的 始和结束的镜头都是从车前窗拍摄的夜间乡镇公路：两

边葱郁的树木夹道而生，加上夜摄的模糊，使之带有了某种印象主义式的隧道感——那应该是

同一次拍摄的镜头。影像文本的循环重复，也是一次生命的“轮回”：祖母逐渐衰老直至逝去，

而自己的女儿也降临世间。在这样的轮转里，生命中的轻与重、衰与荣，透过细碎的生活片

段纷至沓来，被重新观照和审视，亦被喟叹。 

 

影片是由黑白和彩色两种影像混合交叉剪辑而成，阿伦.雷乃《夜与雾》般的色彩使用，区隔

着“我们”的小家庭与大家族不同的时空，也区隔着在剧情与纪录两种电影类型——黑白的家庭

影像是出演的，而彩色部分则为实录——这是美学选择，更是曾经的纪录片导演的伦理担承：

虚构在本质上毕竟迥异于真实，美学方法论上可以混搭，但“本体论”上必须货真价实，尤其是

在受众有可能误读的情况下——这是一杯材质确切、层界分明的鸡尾酒，在品尝时味蕾会对不

同的液层产生不同的感受。 

 

在彩色的影像里，四代人组成的大家族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这些事件逐次而来，既庸

常而又重大。祖母口述的从前岁月，将时间向前追溯延展，那是家族影像的“史前史”。而导演

去香港的片段，看起来与整个叙事略有疏离，但正是母亲的现身使得四代人的链环承上启下、

结为一体，并因此建构起了家族纵向结构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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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出演的“我们的”空间里，剧情既有生活逸事（情景事件），但更多或者说更主要的还是与

“我”的精神困境相关：妻子质疑“我”爱妻子还是更爱来自贵州的女孩“晓菲”；而“我”的文学理

想和实践在现今却难以换得生活的保障，因此备受妻子埋怨；这里面甚至还有着意识形态的

偷渡——导演“自己”在朗诵自己创作的一首诗里用“黄色”调侃和消解“一块红布”，这不禁让人

莞尔。这部分影像既于彩色记录相衔接，又自足自洽、自成一体。它不再是真实的事件流，

而是戏剧情景式的，经过导演的提炼构思加工打磨，“高于生活”，主要由话语（台词）完成，

它是“我”的精神层面的多个维度的自画像：“我”的情感困境、理想困境和“意识形态”困境。 但

此中的“我”并没有象在真正的剧情片中那样，去解决困境（当然，本片的剧情部分依然是作为

一种向内的“呈示”，而非麦基意义上的故事），而是在其间浮沉，既坚守（当面对理想困境之

时）又规避和游戏（面对情感和“意识形态”困境之时），这样的“犬儒主义”带有某种宿命论哲

学的色泽，因此也透射着更深的无奈：从终极意义上说，困境是先验的——当我们被捧入那个

篮子里，放入生命之河的时候，我们即是被置入困境之中——我们无以逃脱。 

 

我们看到，剧情部分的加入既自然而然地延续连接纪录部分，又使影片有了生活化的意趣和

某种形上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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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导演从摄像机后走到了摄像机前 “自反”出演，随着身份的转变，其实同时也颠覆了电影的

经典样态。当我们谈论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首先将它放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范畴——它首先是

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卢米埃尔兄弟在发明电影之时即意味着纪录片类型的诞生，而梅里爱的

电影实践则 创了剧情片类型并使之渐成主流，但却也让剧情片与纪录片从此分道扬镳。这

样的分野让导演们使用既定范畴规定的范式制作影片，也决定了影片受众的心理预期：我们

或是去推 一扇窗（纪录片）或是去做一场梦（剧情片）。 

 

如果我们更加宽泛的看待“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承认电影首先是一种影像化的表达，是电影作

者借以和观者交流的媒介和载体，那么这样的专业化划分则多少令人遗憾——它对表达方式进

行了预设和限定。当然限定的存在也意味着打破限定的行动——对此进行反拨和弥合的努力

——也不断出现，除了本片，在大陆的独立电影里，之前的《地层》和《玉门》，也正是这样

的尝试——既有真实之根，又创造性地生发出了精神之叶，成为颇具意蕴的影像实验文本。可

见，这在电影版图上已形成了一百多年的沟壑，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难以逾越，只要我们

的精神是自由的。 

 

吴⽂光在邮件组的评论 

今年的宋庄影展，我自己觉得 大惊喜是看到杨平道的《生命的河流》，作者的三口之家（和

老婆、和刚出世的孩子）日子，在流水般的叙事娓娓道来，不仅是一地鸡毛的家常琐事，也

链接乡下老家和祖母辈老人的“血脉”，还有包裹着“小日子”的那种“大环境”暗示气氛，比如作

者正在高声朗读自己诗作时，被喂奶妻子喝断场景，是绝妙之笔，那种于细微处听惊雷效果。

2009 年在云之南看杨平道的片子《家谱》时，觉得这是一个底气很足的作者，但没想到的是，

五年之后的这个人，用新片子证明着不仅是他的底气，还有大气荡漾。 

类似拍自己两口子的片子之前有过魏晓波的《生活而已》，而且一拍就两部，那也是我的喜

欢之作。杨片和魏片，同为所谓“私影像”，触及的“生活痛点”却各不一样，魏把“小日子”做到

沉闷至无奈死寂状；杨却把“鸡零狗碎生活”纵情挥洒成某种“云上的日子”。其实“私影像”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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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作者真否有“写作之心”。比如杨片中很有构造影像方式的“场景设置”

（或称“真实影像中的表演呈现”），就可说是那种很具创意的“写作状态”。 

微博评论 

#蓑翁观影#  @电影平道 的《生命的河流》是本届@中国独立影像展 上我看过的作者电影

气质 为浓厚的作品。通过非线性的剪接，将普通个体的琐碎生活片断组合在一起，从而赋

予这些平凡的生命以不平凡的历史感、纵深度和意义，让人感受到作者对于生命、对于亲人、

对于家族的温情。值得推荐。 

托⼦杨  00:53:37 

继续写作 //@caochangdi:一生创作就是一辈子的路。你 30 岁出头，影像进入“写作”状态，

至少你为此准备了 10 年。下面，你的路很宽阔了//@电影平道: 谢吴老师肯定但路还很长

@caochangdi:“作者电影”，与博主一致。再多一句，因为杨平道这部影片，中国的独立影像

创作又高出一个层次。//@中国独立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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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而已 

The Days 
 
制作年份：2010 年 

字幕语⾔：中英⽂          

⽚长：86 分钟         

导演 剪辑：魏晓波  

摄像：魏晓波  谢芳   

⾳乐：邓浩   

字幕翻译：刘洁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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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晓波，生于山东，现居长沙，2005 年 始拍摄纪录片，至今。 

作品：2005 年 纪录片《卖书者说》、纪录片《我想去北京》，2007 年 纪录片《我去了北京》，

2008 年 纪录片《业余》（第三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5152》 ，2009 年 纪录片《渔湾市》

（第四届北京独立电影展）、《北京》，2010 年 纪录片《生活而已》，纪录片《照相》（第五届

北京独立电影展），2012 纪录片《生活而已 2》，纪录片《老兵》。 

 

影片梗概 
    毕业后，我和她住在一起。我（魏晓波）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她不断的辞职和找新的工

作。就是这样，吃饭，睡觉，做爱，吵架，发呆，做梦……我把摄像机架在了角落，它记录着

这一天天的生活，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没有任何希望。 

 

导演阐述          
    在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新闻成为了故事，社会成为了政治，生活成为了交易，人成为

了符号，投机成为了日常。 

    在这些背后，是无数被忽略的大多数小人物，他们没有故事，没有特色，没有大灾大难，

每天吃喝拉撒，柴米油盐，希望和失望。 

    或许有一天，群魔会散去。我希望将来的人能通过这个纪录片看到这个时代的两个小平

民的真实生活，就像每个时代被忽略的人的生活。 

 

参展记录 
2011 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竞赛单元  

2009 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年度十佳纪录片  

2011 第二届北京新青年影展 竞赛单元  

2011 山东首届影像展 2011 纪录片单元  

2014 第二届印度科钦双年展  

 

电影手记 

“私影像”可能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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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而已 1&2》拍摄手记 

 

    记得有一年在某地放映完《生活而已 1》，一位也拍摄过一两部纪录片的女性用很严厉的

口吻问我，你拍这个纪录片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我之前当然思考过这些问题，一般来说，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这么“敷衍”：我拍摄其他“活儿”的时候剩下了很多带子，这些带子浪费了

可惜，又没什么题材拍，所以就拍自己了。这样的回答虽然是事实，但肯定不能被她认可。

她说，你别嬉皮笑脸，我很严肃的问你。我说，我这就是在很严肃的回答。 

    其实有时候，问别人问题不是想得到答案，而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她的观点应该是：

你暴露隐私，制造噱头，投机。我的作品确实缺乏道德上的优越感，甚至不符合某种约定俗

成的纪录片伦理（这个伦理也一直在变，基本的脉络是这样的：49 年后歌颂新中国，文革歌

颂毛，文革后反思，80 年代歌颂大江大河和苦难，90 年代关注平民，新世纪关注底层），从

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很多年前，我 初的纪录片大多关注公共话题。有的涉及农村污染，有的是关于县城书

贩，那些纪录片似乎都是拍几个边缘人，然后告诉观众，看，他们多么边缘，多么孤立，而

我是多么有责任感，观众看了，也就变成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了。这样的独立纪录片道德或者

审美，似乎有点太狭隘。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的那些作品是有问题的。但事实上，很多人对

纪录片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在湖南某学校教纪录片，把纪录片分成了十几个门类来讲，但

多数同学拍出的纪录片还是很狭隘。2015 年参与某影展纪录片单元的初选，不少纪录片作者

同样认为拍摄一个题材、一个话题就是纪录片本身。 

    在一些政治生态正常和影视文化成熟的地区，如果纪录片能够在大众媒体上播出，这种

符合传统纪录片美学，有着社会职能的纪录片是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能够促进民众对政治、

社会、文化、生态、自我的思考，纪录片也没有“独立”和“非独立”的区别，有的只是制作成本

的区别。但问题是，在一个刚刚解决温饱、崇尚物质、“无知即力量”的政治集权国家，这些纪

录片根本没有和大众沟通的可能，没有大众的参与，“社会责任感”仅仅是一种诗人般的“社会

责任感”，几乎没有促进法律、文化、政治、社会变革的可能。公共话题的纪录片， 终仍旧

沦为个人表达。而独立纪录片的“独立”的意义则更多的是拍摄者个人的审美、政治的独立。 

    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手机互联网的时代，纪录片遇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时效性。如果

要关注一个事件、一个群体或者个人，想以一种相对客观、及时、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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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影响，纪录片不是 有效的方式，“微博”倒是帮助了不少人，也让不少事件得到关注。还

有学术性。当下“导演”似乎已经失去了某种学术上的地位，失去了某种“权威”，大家也不再像

以前那样彻底的相信一种观点。一些纪录片中如果涉及具体的学科，比如自然科学、政治、

历史，如果在小圈子放映，大家可能会敬佩作者的某种“勇气”，但是把作品放在学术领域，作

品中往往充满着谬误，比如某部耗时耗钱充满着社会责任感的反转基因调查纪录片在专业人

士看来就是一部笑话集锦。还有来自伦理的压力。各种网站会把影片信息和放映信息公布，

观众也会就影片发表评论，虽然这都是小范围的，但还是经常会让被拍摄者感觉到难堪。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觉得迷茫，无力，我想拍摄纪录片，但不知道拍什么，也不知道

怎么拍。生活的压力也不允许我花太多时间外出寻找题材或者拍摄，到后来，只能拍自己。

我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我是一个相对典型的“标本”，在这个国家有亿万像我这样读

完书后离 故乡，孤身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在影视作品中是被忽略的，即

使略有涉及，也会被戴上“奋斗”、“创业”这样的“正能量”高帽，这种“正能量”几乎回避掉了所

有困惑、迷茫和矛盾。 

    我希望能够记录下看似正常发展的社会下的个体的矛盾。其实 初没什么奢求，仅仅是

记录下来，别人能看懂就看，看不明白算了，反正也没多少人能看得到。所以在拍摄、剪辑

的时候我尽量的以一种完全主观的视角，不去考虑什么客观、真实、流派、纪录片的定义，

真正的纪录片问题只有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说常规的涉及公共话题的纪录片像是公 的演讲，而私人影像更像是人与人之间私

下的言语，它希望能够和观众达到某种沟通。公 演讲和私下的言语同样重要，但有时候私

下的言语可能更能表达说话者的立场。比如在央视文艺节目上的毕福剑和饭桌上唱“老逼养的”

的毕福剑，后者更倾向于真实的他。 

    事实上自己拍自己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在我看来，不管什么纪录片，都应该遵守传统的

电影的规律。哪怕在局部有创新和颠覆，也应该以传统的模式为基础。虽然也有的人称之为

影像日记，但它和日记也不一样，纪录片是一个整体，如果作为长片，它首先应当是一个完

整的电影，应该有宏观、系统、多元的思考，还应该有一般意义和普遍意义。 

    我有学生拍过这样的纪录片，片名好像叫《上学之路》，他从出宿舍门 始拍，拿着 DV

一直往前走， 后走到了教室，整个短片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拍摄。这应该算是纪录片，

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还有同学拍过泡方便面然后吃掉的过程，一个十多分钟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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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也是纪录片。但这应该不是好的纪录片，安迪·沃霍尔也做过一些这样的作品，但这些

都不太符合常规的纪录片的做法，可能有人觉得很好，这样的作品单纯、无功利， 早期的

电影《火车进站》好像也是这种风格，但我个人更喜欢弗拉哈迪式的常规的做法。也就是说

尽量的让作品看起来是常规的电影，不去追求所谓“窥私”或者形式感。 

    我这两个纪录片具体的拍摄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场景用的是固定机位，将摄像机架在三

脚架上或者放在任何可以放置摄像机的桌椅物件上，然后选择可能会拍到有效画面的时间进

行拍摄，实际上很多更有意义的素材都没拍到。还有一些是我拿着摄像机拍摄的，这些往往

是在拍摄环境或者空间中的第二个人。为了使摄像机对对方的干涉降低到 小，机器往往夹

在我的胳膊下，画面可能会有抖动，明暗、对焦等方面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还有的画面

是我让别人拿着摄像机拍我，我会和对方交流，当然我拍对方的时候也会有交流，这样的画

面打破了屏幕上的“第四堵墙”，不过后期剪辑的时候这些画面会让我非常尴尬。 

    后期制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每个画面都需要经过我的选择，我需要考虑每个画面的伦

理问题，场景之间的衔接问题，时间、空间的衔接，甚至还要想到所谓的“面子”。虽然现在的

成片已经不符合“北京精神”（据说我的片在某次放映被领导审查的时候，审查的领导这么说的）

了，但我其实还是做了很多妥协，考虑到作品可能会被公 放映，照顾大多数人的宽容度。

现在《生活而已》到处放映，实际上说明它并没有过多的挑战当下的道德。之前我有一个叫

做《业余》的纪录片，那个是敞 了做的，几乎没什么人看过。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一下。那就是纪录片的真实性的问题。人的前面有摄像机和没有

摄像机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管是谁拍谁，都会有所顾忌。就算是以“客观”的“上帝视角”去

拍一个人，只要他知道摄像机和导演的存在，肯定会适当的“表演”。第一人称纪录片有时候看

上去特别像摆拍，虽然不是摆拍，至于 终的作品是不是“真实”的，其实只有导演知道，作品

是表达“真相”的素材。但是有一种“摆拍”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很早我在电视台的时候曾经看

到记者会安排好当事人的路线，让当事人去找另外一个当事人，碰撞出矛盾。这样的纪录片

似的新闻其实更像是真人秀。国外也有一些节目会这样安排，比如把一个男人和一个 AV 女忧

放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们生活几天，拍下来，这更是设置好的真人秀。很明显我的作品不是

真人秀，是纪录片。 

    《生活而已》系列的两个纪录片在近几年在各地做了很多场放映，也参加过一些影展。

有的场次我在，现场经常有观众问我想表达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上学的时候经常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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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中心思想”，上瘾了。“中心”、“思想”这都是集权词汇，是用来统一思想，排除异端想

法的。电影由成百上千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又有着丰富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有作者要表

达的信息，每一个领域、专业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对作品做出阐释。大家特别希望从文

本中发现真理，以此获得愉悦。我们能不能也试图从文本中发现真理不是真理呢？这应该也

是对作品的理解方式。 

 

我当然可以一本正经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阐释、分析、读解自己的作品的意义，但作品存

在的意义是什么？它比“意义”重要。就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人们在热议上海一个女孩子去了

江西农村男友的家的事（虽然是个假新闻，但很多讨论的人都很有共鸣，也有相似的经历），

我的《生活而已 1》和《生活而已 2》里就有好几场是关于这个的，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别的

影像记录，不管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在中国，每一件热门事件都会被大范围的讨论，讨论甚

至大于事件本身，很多年后，人们的思维更缜密一些，看待问题更透彻一些，“讨论”可能会变

得无意义，而事件本身才是 重要的。 

    所以我要把生活记录下来，什么“私影像”、“第一人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纪录片本身。 

 

影评 

唉，电影...啊，⽣活！ 

文：杨城 

2012 年的一天，在北京，我和两位朋友为魏晓波的纪录片做了一次放映。片子放完，灯

光亮起，在放映主持人的呼唤下，魏晓波很不情愿的推门进来，站在观众面前。他留着长发，

以发箍整齐的梳向脑后，精心修剪的浓胡须让他显得老成，用另一位导演薛鉴羌的话说，他

有点民国乡绅的气质。但和观众打招呼时，一丝羞涩暴露了他的年轻。看着眼前这个大男孩，

观众有些恍惚：电影的主人公，就这样忽然出现了，观影时对主人公的种种评判揣测，因为

他的近距离出场，反倒失去了坐标。 

    这部电影叫《生活而已》，拍的是导演魏晓波自己的生活。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和魏

晓波还未相识。我清楚记得当时的复杂感受，首先它让我感到不适，它“只是”赤裸裸的生活，

有精确但非常基本的剪切和叙事，除此此外，再无更多的修饰，看不到那种试图将素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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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信息层面之上的形式化努力，它让我对电影这种媒介的哪怕一点点审美要求都落空了。但

很快，当我推出碟片，摘掉耳机，合上电脑，起身走出“看电影”的氛围， 始烧水，做饭，和

女朋友说点生活的鸡毛蒜皮，重回日常生活的轨道，我猛然意识到：这不就是刚才看的电影

吗？于是，重新理解《生活而已》才有了可能。 

    在《生活而已》中，生活的琐碎就是影片的全部，导演把自己全盘托出，向观众赠予了

慷慨的坦诚。影片的 始，魏晓波首先进行了自我揭露，他告诉观众，他和女友的关系始于

两个孤独者的相互利用。接下来，影片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个个生活片段。像很多年轻人一样，

他们既一起抱怨生活，又互相抱怨，辛苦谋生，又苦中做乐。争吵、做爱、嬉戏、购物、做

饭、养宠物，工作、看电视、剪指甲，这些琐碎的事情在影片中被一视同仁，没有回避和修

饰。影片虽然直接，但因为这里展示的普通 80 后的普通生活，并没有什么超越“普通”的悲剧

性，所以并不压抑，生活的细节处处动人，加上魏晓波的积极上进和他女友的乐天，影片还

是向观众传递了正能量。在影片的 后，魏晓波带着女友回家见父母，谈婚论嫁，之后他们

回到城里，女友 始在下班后摆地摊赚钱，第一晚赚了十块，这让她非常 心，而魏晓波带

着摄像机在一旁陪伴。生活依然充满希望。 

    有观众说，《生活而已》让她看哭了，她的情难自禁是对这部散淡的电影之“有力量”的证

明，我想这是因为它的日常性让很多 80 后获得一次难得的“顾影（电影）自怜”的机会，而不

是它有什么煽情的元素。这部电影是简陋的，一如片中魏晓波租住的房屋，它的表达方式是

干巴巴的，很难从中拧出眼泪。但人类永远离不 镜子，永远有从艺术作品中映照自身的需

要，所以，当看到如此切近自己生命经验的电影，观众的感受百般复杂，出于感动或心酸，

泪腺 始失控。在这个意义上，《生活而已》是时代的一个标本，是一个有点文艺的“普通青年”

的生活样本，有人说，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很多年后，谁会记得有那么多 80 后曾这样活过。

这句话并不过分，在主流电影中，不可能有这样真实的生活和直接的呈现方式，在独立电影

中，这种日常生活因其缺乏话题性，无法和时代的焦点问题相关，也不是大部分导演的镜头

所向。在这样的电影文化中，我们已经习惯性的认为，电影，就是拍别人的故事，是在别处

的故事，是别样的故事，由此默认了日常生活在电影里的缺席。《生活而已》这样的电影让人

得以重新发现对艺术映照自身的需求，并得到满足。 

    《生活而已》是导演魏晓波的“生活史”，但当我们从中收获了触动——这来自艺术的宝贵

馈赠，就必须认识到，它的价值不仅仅止于是一幅“时代留影”，它自身的作品性更加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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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此处，就要从魏晓波的“生活史”跳 ，考察魏晓波的“电影史”。在创作《生活而已》之前，

魏晓波也拍了几部更接近独立纪录片主流的媒体化的纪录片，但他很快 始对这种方式产生

警惕：“拍别人的时候会有一种优越感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懂人生懂社会，但回到家，吃着一

块冷馒头，吵个架，发现都一个样。”对这种优越感的警惕和厌恶，加上“找不到拍摄题材了”，

使他 始有意识的将镜头转向自己和女友的日常生活，起初这只是“合影留念”的性质，在积累

了足够多的素材后，他决定把它们剪辑成片。这个过程让他发现，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看自

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卑微，他对自己感到恶心，“不管是外形还是内在的，都不能认

同自己”。与这种心情对应，他用“生活而已”这个片名表达了他的无奈、自嘲和自我安慰。 

    由魏晓波的“电影史”，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由外转向内，由他人转向自我。这种镜头朝

向的转变，是中国独立电影价值飞跃的支点。当你是一个狂热的艺术青年，迷恋电影大师，

迷恋自己生活之外的故事，以摄影机作万花筒；或者，当你是一个激进的正义青年，试图用

电影揭露社会丑恶，以摄影机作武器；又或者，当你是一个欲望丰盛的浮华青年，向往电影

圈种种光亮，以电影作垫脚石……那么，非常不幸，你已经掉进了电影为你精心准备的陷阱，

再也抵达不了电影之路至高无上的彼岸——生活。本雅明曾在论及电影时，赞美它不再有古典

艺术那种因距离产生的“光晕”，但时至今日，恰恰是电影，产生的光晕颠倒众生。从杜尚在小

便器上签名起，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已经崩塌，而电影却以它强烈的光晕让生活变成光源背后

的那片阴影。而大多数的导演，正是站在阴影里，仰望着前方的光晕，不肯收回目光，端详

这阴影里的诸多微妙。 

    魏晓波也曾行走在电影的陷阱的边缘。影片中我们看到，魏晓波在客厅的墙上挂了很多

电影大师的照片，而他的剪辑台旁，挂的则是一些独立纪录片活动的海报。片里片外，他为

自己的电影梦想努力着。这种梦想很动人，但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成为电影的寄生虫和

恋尸癖，在青春未去之前，他调转镜头，以《生活而已》，连接了电影和自己的真实世界，他

始真正的理解生活，也就得以真正的理解电影。 

    生活而已，电影而已。当我已经和魏晓波们成为朋友，当我理解了他们的电影，电影于

我便褪尽光晕，同时又真正的明艳动人。这样的朋友还包括吴昊昊和薛鉴羌，这样的电影还

包括《Kun1 行动》、《禁止沉默》，包括《火星综合症》、《一次等于没有》。他们都已经拿出了

不止一部的杰作，但他们的生活境遇依然如故，魏晓波依然住着出租屋，靠艺考辅导和拍廉

价的宣传片度日；吴昊昊依然在为生活费和找女友苦恼，在北京熬了一年后，他已经返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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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前两天他告诉我，他找不到工作，在家无聊， 始画画；薛鉴羌看起来还是那么古怪，

混迹于北京五环外的草场地艺术区，写诗，画画，做古怪的电子乐，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只

要出门，就拎着那部不值钱的摄像机。作为观众，我们不必为他们的境遇唏嘘，也不必对他

们的未来有所期待，他们对自己和电影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生活和创作，他们已经可以淡

然的 Let it be 。 

    他们的电影和他们的故事让我明白，人人都可以拍电影，因为你就是你的电影。 

原载：《文艺风赏》2013 年第一期  

 

 

⽣活，⽽已 

文：调反唱唱  

    是谁说爱情是艺术，生活是艺术。生活会给你一个水泥搅拌机，将你困在这没完没了的

墙上，无处可逃。 

    倒计时完第一个镜头便是美丽的谢芳姑娘，哼地一声拿晓波和自己的妹夫比较，别人的

人生是永远也羡慕不完的，镜头前的谢芳好似几岁孩子不满意地比较着自家父母与别家父母

那般。使劲抹着干干的，怎么也掉不下来的眼泪，像是在表演，但很明显她只想演给晓波看。 

    接着镜头摇到长沙的天空以及他们租住的公寓楼。字幕出现，晓波交待他们在大学时只

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毕业后才成为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关于利用这到底是不是只是晓波的

一己之见，我们无法得知，但既然影片得以完成也应该经过谢芳的认可，这样看来至少谢芳

是默认的。 

    故事并不稀奇甚至是随处可见，一对贫穷的 80 后小情侣，在布置简单的出租屋里非常不

耐烦地活着。片子的底色一直是两人拮据和迫切想要改变的生活，首先两个人生活的空间便

是作为影片主要内景的家具简陋的出租屋。晓波采取各种角度和景别让这个空间变得真实，

没有理想的国度，现实显山露水。80 后的两人渴望的是一样的东西，钱和自由。这些讯息，

丝毫不差得击中人心。 

    时间在镜头前流逝着，就像叛徒，静静地。晓波承担着做西红柿炒蛋，煮面条，扒蒜，

做家具的任务，俨然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但不如意的生活还在继续着，镜头跟着在公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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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昏欲睡的晓波来到了晓波培训高考孩子们的教室，摄像机朝着那帮很不认真听课的孩子们。

躺在宾馆床上看电视的晓波回头还得关心着招生的事，从早忙到晚的活，掐指算着赚到的零

星的人民币。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喝酒聊天，嘲笑自己作为人民终究是炮灰，但向世界仍一把

火，毫无意义。晓波是个艺术家，他很明白自己就像一个渴望像蜻蜓一样飞翔却像草一样生

长的麦子，电脑里的摇滚乐，独立电影，墙上的抽象艺术作品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

己，重要的是摆在眼前的生活困境。就像《敏郎悲歌》中的台词：“生活是条长长的大粪，你

得每天啃一大块。” 

    世界依然以苦恼为食，一片荒凉。两人躺在了床上，谢芳 始对晓波抱怨自己微薄的收

入和到底要不要签劳动合同的问题，由于光线和角度的局限我们看不到晓波的表情，但听得

出来他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当谢芳再次抱怨没钱买衣服买鞋子时，镜头转向了谢芳的豹

纹雪地靴。这个情绪性很高的蒙太奇一下子胜过了千言万语的辩解。 

    爱情也许不会在同房时产生，而那些没有动欲念的时刻里慢慢加深，他们依然寂寞，于

是慢慢明白了交流比交合更加值得珍惜。爱情表达的方式各有千秋，但终究是殊途同归。好

比晓波刚赚了钱便给谢芳姑娘买早饭，像大多数甜蜜的小情侣那样，谢芳心里一定高兴坏了

却还笑着挑毛病，没有拥抱没有接吻，却真真实实地感动了我。那一定是有一种叫感同深受

的东西在起作用；好比两人一块干活做家具时，晓波提醒谢芳有刺，那是一句胜过“我爱你”

的话；好比谢芳感冒了，她躺在床上又 始抱怨起微薄的工资，活着没意思想跳江。晓波说

了句：“你真跳吗？不要跳，不要跳。”又好比谢芳抱怨晓波不在乎自己时，一下被她自己的话

戳中了心里 柔软的那个地方眼泪很自然地掉了下来，真实的东西不需要理由，这回我信了。 

    生活没有情趣可言，每天都是柴米油盐。全是琐碎却给人想一直看下去的无形力量。两

人的说话方式有些特别，晓波好似在故意地刺激着谢芳，但她却偏偏不吃这一套，要么沉默

对待，要么也挖苦挖苦自己。有一回吃饭，晓波好像被谢芳的抱怨真的生气了。眉头皱到了

一起，恨恨地说了一句。 

    “过日子就是买衣服啊？” 

    “那过日子就是天天喝白粥啊？” 

    镜头切到几乎被挖空的电饭煲。那时候我差点以为还有第三个摄影师。晓波的剪辑真的

很厉害。 

    新年伴随着晓波打不通的催钱电话 始拉 了，墙上粘贴着培训课表上的欠费清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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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湿了的破鞋，谢芳为了赶年夜饭见晓波家长宁愿买贵点的机票。到了晓波家之后，谢芳

始理解了晓波的窘迫以及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那些压力，也许今后的她会少抱怨点经济上的问

题。与前面一味要钱花攀比的谢芳不同，她懂事的一面展现了出来，虽然挺不满意的，但她

还是没在晓波父母面前表现出来。  

    关于真实性的讨论在纪录片历史中永远不会终止。诚如片中两处做爱镜头。对于 80 后同

居的小情侣来说这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却是公共话题中不太敢触碰的点。本来剪辑

时大可去掉，碟片上的那几个赫然大字也许将统统不存在，但这样一来却少了一笔欲念的真

实，晓波还是没舍得删掉。 

    而纪录片不可能纯粹地客观，必然或多或少渗透着导演自己的思想而无法旁观，于是我

一直认为片子是存在意象这样的东西，好比生活中的鱼儿，流浪猫，被放生的不知道名字的

虫子。也许象征了一种没有归属的孤独感。还有镜头转向的那两次防盗网，被生活逼迫的不

自由是多么无奈而伤感。而在独立制作的电影中，央视似乎老是充当着反讽的对象，电视里

国庆节什么港澳华人重新回家的感觉，春节晚会主持人模式化的台词，没什么不好，只是离

我们现实的生活太远。什么天堂，什么尘世，全是虚无缥缈的意淫。 

    站起来吧，路还长着，而且路难行。 后那段美好得一塌糊涂，谢芳姑娘 始摆地摊了，

当问及赚多少钱时，虽然挺微薄，她脸上还是绽放出片子里 灿烂的笑容。相比隔壁摊上会

招徕生意的摊主，谢芳显得羞涩多了，她托着腮帮子看向远方的样子，是 动容的时刻。我

们总感觉到未知的事物和更美好的生活的投影，在镜头失焦的彼岸，也许再赌一次我们就能

拥有。 

摆脱现实的遭难与钱的困惑，已然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夙愿，可怕的是人之所谓的追求

犹然冒着那股骇人的铜臭味。世俗就世俗罢，但仔细想想这就是生活，没有那些牛逼的辉煌

的日子，有的只是柴米油盐。 

只是——生活而已。 

原载豆瓣：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576044/ 

 

 

如果你爱她，请和她拍⼀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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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内陆飞鱼 

    3 月 26 日晚，20:43，云南省图一号厅的灯光熄灭，人声渐趋安静，“7/6/5/4/3/2/1”，

屏幕上黑白分明的数字闪过，《生活而已》已经正式降临。此前在“云之南”办公室里一直寻觅

该片，都没找到，实在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因而我是带着挑刺的心态进入现场，尽管从文字

到影像，再到本人，导演是熟悉已久的朋友，越是这样，越想挑刺。 

    片子的女主角、导演女友，美丽的谢芳姑娘，咧着嘴，噙着泪，抽泣着，万分委屈地对

着镜头说“哼，我妹夫他每个月给我妹 500 块钱买化妆品，你都没给过我！”我在会心一笑的

同时，也感觉到这片子一定会带来惊喜。剧情进行到半个小时左右时，对着前排前仰后合的

观众，我左边正襟危坐的卫西谛老师忍不住说“魏晓波太狠了”。 

    观看《生活而已》之前，我一直在担心一个事情，摄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怎么不断切

换镜头和视点，才不会让观众在沉闷的镜头里昏昏欲睡愤然离席？幸好晓波不是蔡明亮，没

有把机器固定在一个位置，让事物长时间在观众视野里保持凝固的状态，人物则晃来晃去地

走动，或者静止不动，发呆或者出神。 

    晓波肯定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同一个角度，不忘记调整镜头，用远、中、近的转换，让

你对事物的观察有了更贴近，更真实的触感。哪怕是拍摄自己拖地的镜头，他都没有把机器

丢在桌子上就去劳动，而是放在地板上（或凳子上？），以低于普通人身高的角度来拍摄整个

拖地的过程，在平视的视线里，晓波来回忙碌的身影，和渐渐油光可鉴的地板比照，一个宅

男似乎等待女友的回来一起晚饭，挺有家庭味。这是跟小津安二郎学的么？ 

    更多时候，晓波和女友互相充当彼此的摄影，吃饭，睡觉，对话，劳动，同样是在平视

的角度上，自然工整流畅大方，大家都没有感到镜头的存在，既没有呈现出刻意的经过计算

和演练的表演气息，也没有忸怩作态放不 ，或者放太 ，都是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略有

晃荡的镜头非但没有失焦，且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彼此 真实的一部分。 

    晓波同学在片中，还和我崇拜的阿莫多瓦导演一样，充分借助电视机里的内容来为片子

增色，比如在他和女友吃饭时，截取了《我的兄弟叫顺溜》里“他不光是男女间的情爱，更重

要的是对贵族阶级的憎恶”的这样的台词，以及建国 60 周年庆典场面，春晚上董卿唧唧歪歪

打了鸡血一样的主持场面，这样的画面和现实场景产生了反讽的效应，幽默得刚刚好。 

    现实中的晓波是一个内敛甚至羞涩的人，不会轻易流露自己的好恶和情感，如果你才接

触他，你无法把本人和他的文字、影像对上号；然而晓波又是一个及其敏感的人，能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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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被人忽略的细节，生活如此拍片亦然。在来昆明参加影展之前，我和他在 Q 上谈论过一

个牛逼的片子，我说只看过流行于市面的普通版，他说有足本，12G，到时候叫我拿硬盘来拷，

千万不能带 U 盘。 

    影展的时候，我都几乎忘记了这个事情，倒是对突然闪现的本片导演很是吃惊。和晓波

见面不久，他就问我啥时候去拷片子，他的细心诚实，哥们义气，在广大文艺青年（或者叫

电影爱好者里）里，此前我只遇见过水怪一个人。一起邀他喝酒，他会不好意思的说，你们

是评委我避避嫌，不去了吧。 

    有女生在片子结束后和我讨论过一个问题，晓波究竟爱不爱自己的女友，如果爱，为什

么他这么挖苦和打击工作不顺心的女友，对她的坏心情、撒娇不理不睬。我说，这个问题不

值得讨论么，肯定是爱的，而且爱得那么细致入微，确实，有几个细节很巧妙地流出了晓波

的爱： 

    晓波同学去外面教学了一天回来，辛辛苦苦地赚了 200 多块钱，为女友买了若干零食，

女友按耐住住自己的感动，故意挑三拣四地说，爱吃啥啥，这些东西不好吃之类的，晓波假

装生气，要抢过这些东西自己享用，却被她夺了回去了，欲擒故纵，欲拒还迎说的就是这种

情况吧，看得人心肝都颤了； 

    作为高考艺校补习班教师的晓波，因地制宜，为了更好地在居住的客厅里教学，光着膀

子，在炎热的夏天夜里修葺木凳，女友和他一起蹲在阳台上，挫平木质凳面，抛光，上漆，

当女友想光着手去抹掉上面的毛刺，他说要戴手套，不要会刮到手，貌不经心的一句话，也

是很让人觉得肉麻。 

    再有就是 2010 年春节（我没记错吧），大美女谢芳同学冒着大雪跟着晓波回到了山东老

家，晓波的妈妈和一干亲戚，给了一笔不少的压岁钱，姑娘乐呵呵地坐在床上数钱的样子，

那么可爱，而为他倒洗脚水的文艺青年晓波，动作里流露出不屑，却也服服帖帖地就范的镜

头，也让人印象深刻。 

    很难想象，集宅男、愤青、文艺青年于一身的晓波同学，如果没有这么逗趣灵动的谢芳，

在那些无活儿可接，无路可退，无人可诉的日子，将怎么度过漫长的黄昏和晨曦，日子会颠

倒成什么样子。我愿意这么假设，晓波却把这个谜留给了观众。 

    日子就在镜头前流转，而且多以室内为主，也没有旁逸斜出地加入其它人物，不显得沉

闷，还娱乐性十足，这得益于导演对片子的高度自信，和游刃有余的控制、剪接。片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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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笼子里的蚱蜢，鱼缸里死气沉沉的锦鲤，还有偶然闯入镜头的野猫，都被他恰到好处地收

入到了镜头里，偶尔出现的空镜头，和自己的心境熨帖地黏合在了一起。有些人说这些小动

物颇有人为“置景”的痕迹，我问过晓波，它们都是一直存在的，他还有养生和放生的爱好。 

    生活窘迫，维持生计的艰难，是本片在斗嘴、缠绵、奔波之余沉重的底色，因此本片的

神来之笔，而且是无法在中国大银幕或者荧屏上看到神来之笔出现了：晓波同学依葫芦画瓢，

经过精心扫描，设计，从打印机里折腾出了一张张尺寸、大小、颜色和实物一致的一块钱的

人民币，为了强调质感，他还卷起来揉皱了。观众再次爆笑。 

    如果你是 80 后，来自小镇，或者偏远乡下，没有在国有单位拿着财政俸禄，在你毕业之

后还能帮你提供一笔首付，结婚的时候，再给你添置家具的什物的父母，也没有当老板的爹

娘给你撑腰，毕业和女友蜗居在自己求学的城市，从事着一份份不如意的工作，你们分分合

合， 终还是难以割舍持续已久的感情，至今还在为未来生活担忧，那么恭喜你，这部片子

是为你而拍的。 

    有《生活而已》问世，就让《11 度青春老男孩》、《80 后》、《奋斗》、《蜗居》这些所谓的

80 后题材的影视剧见鬼去吧。《生活而已》才是真真切切的 80 后生活，才是我们每天面对和

熟悉的日常细节，柴米油盐鲜活可见，梦想与现实的扯淡关系，一如你我当下的处境，导演

不煽情，不矫情，不做作，不故作励志，不卖弄纯情，节制自省掌控自若。 

    作为一个挑剔到扯淡的超级影迷，我常常会在观看自己喜欢的影片时，看到一半，脑海

就会闪现一个奇怪的念头：导演大人怎么结束这个值得打 90 分的故事，如果结尾大失所望，

我只打 70 分以下。《生活而已》的结尾，还是让我感动得起了鸡皮疙瘩，谢芳同学在夜市上

摆地摊，好不容易卖出几件小零用品时，高兴得忘乎所以，连几块钱的帐都算得一塌糊涂。

我看到了我和某个人的影子（难道哥和 EX 在 2009 年的夏夜夜市摆摊的经历，也要告诉你

么？）。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和她一起拍个片子吧。在过十年，不管你们是否在一起，不管你身

在天堂荣华富贵金钱美女无限激赏，还是一身赘肉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抱着孩

子或者宠物，看着肥皂剧，当你在打 今天拍下的这些片子时，估计会有几滴浑浊的老泪潸

然落下，然后骄傲地对无用的自己说： 

    我靠，爷当年也年轻过啊！ 

原载豆瓣：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89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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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南散记：《⽣活⽽已》 魏晓波 

卫西谛 

    魏晓波出生在 1983 年，这部片子是他的私人影像，拍的是他自己和女友共同的私生活。

放映时现场从头至尾地爆笑。晓波说看到自己出现在大银幕上，觉得丑陋不堪、羞愤难当。

不过作为观众，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得体”的作品，每一部分都是恰到好处，男女主人公也坦

白而可爱。我想放在所有的国内影像作品里（包括公映的、剧情的），这可能是八零后 能产

生共鸣的一部作品，将一代年轻人的处境、状态和心情都拍出来了，因为有谁可以把视角放

置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呢？虽然现场有未毕业的大学生说看完“有些绝望”，但是晓波还是展现了

生活内部的乐观。插入的野猫下楼梯的一个场景，令我感受到年轻人的生命力。看时我会不

自觉地把被拍摄者和作者本人区别 ，并想到了洪常秀作品里的自嘲和自省。后来和晓波聊

天，他真的 热爱洪常秀。 

原文链接：http://vcd.cinepedia.cn/?p=1938 

 

 

生活而已 2 

The Days  2 
 
制作年份：2012.5 

语⾔：普通话，⼭东⽅⾔，湖南⽅⾔ 

⽚长：109 分钟 

字幕：中英 

格式：DV 

导演 剪辑：魏晓波   

摄像：魏晓波  谢芳   

⾳乐：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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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翻译：龙鹏屹  

制⽚机构：魏晓波⼯作室 

 

影片梗概 
    我和谢自大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中虽然有很多不如意，但也这么折腾过来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将面临婚姻问题。这是个非常麻烦的事。 

 

导演阐述 
这是我第二部自己拍自己的纪录片，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活得怎么样，只有自己知

道。有些事自己不说，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这些生活的细节，甚

至是一些让我反感的细节。当然，本片也可作为研究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婚姻状况的样本。 

 

参展记录 

2012 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 竞赛单元  

2012 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年度十佳纪录片  

2013 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2012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  

2013 FIRST 青年电影展 佳纪录片提名  

2014 深圳“举重若轻”艺术电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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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青春与镜头，哪⼀个更残酷  

文：崔卫平    

    魏晓波的《生活而已 II》（2012），是一个挑战。  

  它将镜头对准了导演本人和他的女友，有关他们俩结婚之前的一段生活。就一对苦逼屌

丝来说，这是一段 为敏感和脆弱的日子，从影片中看不出任何浪漫和幸福。  

钱。房子。为这些事情不停地吵架，语出凶狠，针针见血。一吵起来，把什么陈年旧事都翻

出来了：“你看不起我，你在学校时就看不起我。玩过我三次。”女孩反驳：“那不叫玩过你三

次。”“是甩过我三次吧?”女孩清脆地答道：“是。”在这一点上，这一对真的很般配。在镜头面

前，他们双双十分坦诚。  

    在这种坦诚面前，观众感到有些惊心动魄。女孩身材挺拔，面容姣好，穿着时尚，有自

己的一份工作，与男友一起住在这套租来的房子里。从她的角度来说，结婚要钱要房子，是

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然而偏偏天公不作美。“我家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钱是怎么挣来的，你又不是不

知道。五万，五万，你们家缺那五万块钱吗?”“我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整天说的是这里下

雨好，我老家不下雨，这雨下到老家多好。你花他们的钱，你是人吗?”男方说得痛心疾首，女

孩却会突然之间笑起来。    

    非常真实。既是现实的残酷，也是生命的残酷。现实摆在那里，但是生命却偏偏要朝向

自己要去的地方，不同的生命要去往不同的地方，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人与人是矛盾的，人

与自身之间也是矛盾的。就这个女孩来说，虽年纪轻轻，但性格方面同样也是一个大矛盾体：

可爱、务实、多情而又无情。                   

    她轻易就能甩出这样的话：“你这么穷，你家这么穷，穷得像一坨狗屎一样。”这时候她的

表情居然仍是那样天真无邪。等到她有了未来婆婆给的一沓新钱，蹲在地上数得呱呱响，还

在镜头面前做了一个鬼脸，观众很容易在心中产生疑惑和抵制。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会同时

出现：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人们看到过的许多尤物，不都是这样吗?  

    一个人如果注意观察自己的内心，注意观察自己的行为，也应该能够体验到自己身上同

样一些令人不齿的东西。只是身旁没有摄像头，能够及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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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他人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正像那句人文主义名言所说的：“凡

是对他人熟悉的，对我都不陌生。”  

    比较起如此深入的内心世界，在床上做爱的镜头就不算什么了。据说这部纪录片的第一

部《生活而已》有更多性爱镜头，2010 入选“云之南”纪录影像节时，观众反映强烈。导演这

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纪录片本来就是有攻击性的，你以为别人拍的都经过了拍摄者的同意？

同意个屁，谁会同意你啊?谁会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观众?”  

    道理是这样，话说得狠了一些。在镜头面前装无辜，是浅薄可笑的;同样，认为镜头是无

辜的，是如此和蔼可亲温暖人心，也是可笑浅薄的。为了拍摄，人们其实费尽了心思，但是

还要做出没有费劲的样子，一切仿佛自动呈现的，其实不然。镜头肯定是一种侵入，只是程

度不同。  

    再者，魏晓波肯定拍到了更多有关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他选择一部分放进片子中去，而

另外一些不放，肯定是有他的理由的。同样的素材，如果由女友来剪辑，肯定会呈现不同的

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真实”的生活，当把它们串联起来时，就具有了一定“虚构”的性

质。  

    换句话说，这部纪录片不仅有关这两个人的生活，不仅记载了这两个人在这段时间的日

子，而且是有关纪录片的纪录片，是在讨论纪录片本身的界限，以及纪录片的伦理和原罪。

那些反观自我的镜头，同时也在反观影像本身，反观镜头的可能性、局限性和它的侵入本性，

以及它的真实与虚构的性质。  

    在那些看似粗糙的镜头底下，原来埋伏着这么多“高压线”。导演魏晓波曾经在电视台工作

过，他在自己的片子中放进对于影像本身的思考，是有备而来的。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私影像”，即涉及隐私的影像——可能是自己的隐私，也可能是他人

的。  

  2007 年，也是在昆明的“云之南”影像节，我看到胡新宇的纪录作品《Zigui》，那是我看

过的 荡气回肠的“私影像”。窥视他人生活中的不幸纠结，只会加深对于生命本身无边的悲剧

感。 

摘自：凤凰博报--崔卫平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24936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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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独立电影？ 

文：無   

    那天晚上，在北辰看完后，原本有一个难得的能和导演交流的机会。原本话都提到嗓子

眼了，心跳也蹦蹦加速，但想着想着，问与不问，又有什么关系，顶多是思想得到了交流，

了解了“导演”。 

    进场之前，我就在想着这个“生活而已”会是怎样的一部“纪录片”，依据豆瓣给的简短介绍，

说是魏和谢的感情生活，以及随之而来必须面对的婚姻问题。就如宣传海报上的大红被套，

那不就象征着婚姻的殿堂？ 

    原来在看的过程中，以及看完之后还保留了一段时间的问题是这个：“魏老师”，什么是所

谓的独立电影？看完您的作品之后，我觉得这和我在来之前所期待的差不多，这不就是家庭

录像、生活录像？从而也引出第二个问题，怎么区分家庭/生活录像和独立电影/纪录片？ 

    甚至在片后交流的过程中，也不禁让我对魏产生了质疑？ 

…… 

    我就不是带着欣赏的心去的，因为对“这四个字很好看”的标题“生活而已”而去的，因为自

己也在生活，或许是想透过魏的生活来给自己一点启示或启发性的东西。可其实不然，不是

欣赏，而是期待。期待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片中大量“下三滥”的语言博得了在座数位观众/

影迷的君子红颜一笑，或煽情或矫情的感情运用也可谓极致。我不否认，在看电影的过程中，

我跟着屏幕背后主角的感情而感情流露，有感动，也有痛心。可是感情是一回事，认识又是

另外一回事。不愿意被感情牵着鼻子走，我还是要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判断。春天不会责备每

一个人，但是他必须责备那些没有思想的人。 

    基于这些 或幼稚或天真可笑不成熟讨嫌的认识，以至于到现在我觉得那个带有“独立电影”

头衔的电影无非就是在大屏幕上跳动的生活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称之为电影，就算苟且

要叫电影，那么电影里的人物可以叫做演员，演员的表演。 

    我到底还是接受不了，更愿意像是电影 始后不久那种睡意来袭，酩酊大睡，一觉不醒，

可是没有睡到电影结束。 

    抱歉，那晚上没有快乐，反而徒添了批判。 

摘自：豆瓣电影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87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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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婚姻 

文：愤怒的胖子  

    第二部的主线和结构与第一部相比都清晰很多了。自然、无结构表达使得第一部获得很

多赞扬，但是究竟不是正路，我们还是喜欢有情节，听故事。 

    第二部的标题是我的婚事，叙事主线很清晰，属于做一件事的母题，有协助者，阻挠者，

主角克服各种阻挠 终结婚。 

    如果有人问我婚姻是什么，我想我会告诉他婚姻是沟通（ communication)+激情

（Passion)+承诺（commitment)。我以此为根据来审视他们的这段婚姻。导演说这段片可以

作为一部分青年婚姻的样本，所以我们再以此来自况我们的婚姻。 

    让我先梳理一下两人的背景，男女主角是大学同学，男主角来自山东一欠发达地区农村，

父母务农，家庭不富裕，在长沙上大学；女主角则是在株洲长大，经济条件还不错。大学期

间他们两人的感情不是特别坚定，女主角算不是特别喜欢男主角，曾经分手三次，分手期间

还约会过其他男生，但是 后即使在男主对她变现出冷淡后依然选择和男主角在一起，一起

在长沙工作，并且同居生活多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男主角是处男，女主角不是。在长沙，

男主角从事自雇职业，除了作为第三方制片外还经营多种副业，甚至伪钞制作=。=；而女方

则是普通的公司员工。 

    在中国乃至世界漫长的历史中，自由恋爱的婚姻获得当今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间很

短，在中国可能不会早于 20 世纪，也就是顶多只有 100 多年的时间；而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婚

姻都是通过父母包办。其实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未必将来就不会离婚，甚至有数据证明自由恋

爱和父母包办的婚姻离婚率其实都差不多，婚姻的满意度也没有显著差别，如果你能举出一

个自由恋爱获得幸福的婚姻，我可以举出一百个父母包办的婚姻也同样幸福，但是为何我们

会选择这种制度来结婚呢？我以为这种制度 大的优点在这种制度下沟通与激情 配对到

好的对象。以片中男女主角的经历大概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部纪录片能放映也可以侧面证明

了这点：如果连隐私公 都可以达到共识，其他生活各种细节更不在话下了。 

    但是这种制度对婚姻中的承诺是有一定的消解性的。结婚虽说是两个人的事，但是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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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着各种的财产交换，家庭成员流动……我们从后面双方在礼金上的矛盾，结婚风俗上的对

立可以看到，仅仅是在两个人沟通和激情建立起来的婚姻真让人着急，似乎时刻都会土崩瓦

解。而承诺的缺失，使得本来只有婚姻才拥有的激情能被婚姻外的人享有，更加对承诺构成

威胁，虽然这部片中没有反映到，但是在生活中必然有这样的例子：如果你是处，你能承受

对方是非处吗？就算你是处，你能承受对方是非处吗？尤其是男人这一方，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传统的包办婚姻已经瓦解，但是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印记：男方需要给女方聘礼，男方还

需要承担结婚的费用以及婚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畸形的结构，过去下聘礼已经承担结婚

费用是因为这种财产的转移弥补了女方家庭的劳动力损失，而这个仪式之后，女方就脱离了

对其自身家庭的义务成为了男方家庭的一员。但是当今社会这种结构已经被破坏，以电影中

男女为例，男主角已经脱离了本身的家庭，自己在长沙组建核心家庭，而在这个家庭中似乎

双方的经济是独立的，而且居住的地方离女方家更近，女方也没有脱离家庭的约束。这种畸

形必然会导致对婚姻的承诺的破坏。 

    这就是我们的婚姻。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得接受。 

 摘自：豆瓣电影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59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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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张 
Lao Zhang and Xiao Zhang 
 
地区: 中国 

制作年份: 2003年 

⽚长: 12 分钟 

⾊彩: 彩⾊ 

制作格式: DV 

语⾔：中⽂ 

制⽚：李⽂ 

导演：李⽂ 

摄影：李⽂ 

剪辑：陈群智 

 

作者简历  

李文，1966 年生于湖北黄石，曾就学于湖北美术学院，武汉大学，现生活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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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及发表记录 

2000 年    参加艾未未策划“不合作方式 FUCK OFF”展 上海 

2002 年    作品收录“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艺术十年（1990-2000） 

2004 年    水彩画“野秋菊”入选第 10 届全国美展 北京 

2005 年    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观念摄影》 

2006 年   《40 年》个人专辑出版。 

2007 年    纪录片《老张和小张》入选“第 4 届中国纪录片电影周” 北京 

2007 年    纪录片《老张和小张》入选德国柏林亚洲热门电影展 

2008 年    《汇》个人当代图片作品展，武汉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 

2008 年    纪录片《怨恨》入选“第 5 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南京 

2008 年    图片摄影入选“上上国际艺术年展”北京 

2009 年    纪录片《金赛性学报告》入选“第 6 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南京 

2010 年     “台北国际实验媒体艺术展 ”   台北  

2011 年     《马上楼》收录“行为艺术中国文献 1985-2010”展   宋庄美术馆 

2012 年   图片作品《合影》入选“武汉设计双年展” 

2013 年   李珞导演《唐皇游地府》主演，获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龙虎奖 

2014 年   纪录片《怨恨》入选“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2015 年   李珞导演《李文漫游东湖》主演，第 12 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剧情长片竞赛单元 评委

会奖 

作品收藏： 

           瑞士希克 Uli Sigg 先生 中国先锋艺术基金会 

           美国中国先锋艺术总裁，Howard, Farber  

           英国收藏家、批评家、凯伦、史密斯 Karen Smith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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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 

2005－2006 首届后天双年度⽂化艺术奖 

李文的纪录片是一种镜头暴力。李文与吴宇森之类的商业导演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暴力美学，

吴宇森是一种血肉横飞的外在形式的残酷，李文则是审视人内心的猥琐、荒诞、可怜而又可

笑的一种内在的残酷。在他的镜头之下，所有的人都扒去了伪装，袒露了灵魂。传统的纪录

片导演均是力求让自己消失于镜头之后，力图绝对客观地呈现他人的生活。而李文则无视纪

录片的种种禁忌，时常从镜头后发声去粗暴干涉被纪录者的行为，有时候他甚至用语言去煽

动被纪录者（一个麻木司机）与另一个麻木司机去打架，以便拍摄到另一个更戏剧化的场景。

在李文的纪录片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路青、杨志超都被他指挥着张口大骂，所有人都在

游戏，没有人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李文就是那个恶作剧中的儿童，在人类行为中不怀好

意地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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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获奖感⾔：  

	 	 	 	感谢后天颁给我这个奖。在我看来，个人和个人之间叫私人关系，个人和多人叫群众关

系，个人与众人的关系叫政治。纪录片中的老张和小张，是一种私人关系，男女关系。人和

人之间，哪怕是意外的结合，另类的结合，彼此平等，也会产生温暖，而其它一切关系，更

容易走向空洞。	

和 简单的生活比，艺术都不是东西。生活就是这样不停止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无数的故事

和震撼的东西，可惜就这样流走了，回到自己，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比老在谈电影和艺术的

人要有意思的多。得再多的奖，也驱散不了我们天空的雾霾，更改变不了我们荷包的人民币！	

	 	 	 	每个人身上需求都是很重要的，差一点都不行，就像打个喷嚏，放个屁哪怕是个不响的

屁是很重要的，他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什么都可以影响我，改变我，我没有理想，影响就

是动力就是目标，我在这里。可爱，纯朴，甜美，善良，乖巧，美丽，……这些赞美的词汇

随着人们的死去，她们依然静静地，不朽地活着。	

	 	 	 	我梦想将来成为一个诗人，可现实硬要把我变成曼德拉。精神太可怕了，它会脱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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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而存活，那么感觉心脏和血会彻底的爆炸，所有的症状就是心率加快时间停止。这个过

程无法躲避，就像电流，或者电影，可以把我击倒。	

 

故事梗概 

70 岁的老张和老婆吵架，老婆用尿盆扣在他头上，他厌烦了现实这个状态。第 2 天他把他朋

友李文带到他为女朋友租的房间去，没想到女朋友小张芳龄才 20 岁，对老张很关心，很崇拜，

他们纯洁快乐的在镜头前跳起舞来。 

 

作者阐述 

2002 年我去湖北省各地县招生的机会认识了一个老画家老张，他原来是湖北

电影制片厂的美术师，文革期间单位送他去上海美术电影厂培训学习，当时老

张年轻英俊和厂长老婆发生故事，被通报原单位处分，原单位处理提出条件是

离 本系统将其调离省城武汉。这样老张来到了湖北 H 市一晃几十年一直到

退休…… 

 

电影⼿记 

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当我们想再来一遍的时候，也许已经是谢幕了 

 

    《老张和小张》这个小小的纪录片拍摄于 2002 年，至今已经过去 13 个年头，如果不是

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拍摄，很难想象谁又会永久记忆那平常不过的小事呢，时间带来的掩

埋把我们所有的情感淡忘。十多年前，那时是因为身边刚刚认识一个口无遮拦的年近 70老人，

我们一见如故。我非常好奇这个传奇的老人，他什么都和我聊，没有忌讳的 放让人怀疑他

的真假，看着他满口无牙更想搞清楚他又是如何口是心非，他不断炫耀自己有个 20 岁的“女

朋友”，并主动提出可以公 他们的秘密，引诱我探究虚实，这种现成的好事当然满足了我私

人影像的欲望，随性就这样 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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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考虑我回避私密的现实，本来我也自乐窥中，片子的拍摄其实是非常短暂和未知

的，DV 的轻便带来的快感与自由，我实际上更多的是破坏并参入了这个故事本身发展，这与

纪录片强调的记录中立和灰色理论的立场显然是不同步的，因此对我来说这个片子 重要的

不是因为如何去证明自己的表达观念，害怕和不安的还是公 后的私人界限与矛盾。 

 

13 年后的今天我要到了老张的电话： 

李文：您好啊，老张！ 

老张：好啊！ 

李文：我是谁您知道吗？ 

老张：不知道啊！ 

李文：我是武汉的，我们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叫李文，还记得吗？ 

老张：啊！记得记得，李文，你好！ 

李文：你现在身体还好吧？ 

老张：还好啊，我腿子不很方便，还在画画啊。 

李文：您今年多大了？ 

老张：81 了，还可以打麻将画画，XXX 给我买了个 2000 块的椅子，我基本上就坐在上面，

不想动了。 

李文：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你的样式和以前差不多吧？ 

老张：我现在比以前胖多了，其他都还好。 

李文：还记得我给你拍的片子吗？你可能没有看过吧？ 

老张：看过啊! 我在网上百度上看过。 

李文：啊？你还和那个有联系吗？ 

老张：有一次她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李文：啊，还有联系啊？ 

老张：没有了，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李文：你在家带孙子吗？ 

老张：不带，很少，他们都大了…… 

李文：下次来 xx 来看你啊，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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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好啊，好啊！谢谢你的电话。 

2016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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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和我的⽗親 
Rivers and my father 
 
制作年份: 2010 年 

⽚长: 75 分钟 

⾊彩: ⿊⽩  

制作格式: HD CAM 

语⾔：中⽂ 

制⽚：李珞 

导演、编剧：李珞 

摄影：李郁 刘霄 陈乐施 

录⾳：李明智 

剪辑：李珞 

主演：罗国强 李光斌 黄菊⾹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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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珞，出生并成长于中国湖北。后赴加拿大学习电影，在约克大学获得电影制作专业的艺术

硕士学位。 

    早期作品实验短片《Fly》（飞）和《Ornithology》（鸟类学）因其新奇的创意，优美的

影像和对抽象画面的巧妙应用而获得好评。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地的国际电影节和美术馆

放映并获奖， 

长片处女作《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动物园》（2009）对动物园这个特定场所进行了细致敏锐的

观察，通过平静舒展的影像风格表达微妙的情绪。曾在德国，阿根廷和加拿大的影展和美术

馆放映。 

第二部长片《河流和我的父亲》（2010）通过混合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元素，讲述作者家里祖

辈，父辈和自己的童年往事。获得第七届中国独立影像展评委会奖，和第24届多伦多实验影

像节大奖。并参加了阿根廷，韩国和丹麦等国际电影节。《唐皇游地府》是其第三部长片。

2012年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首映，并获龙虎奖。2013年入选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光明未来”单

元和纽约新作品／新导演影展，并获第10届中国独立影像展 佳影片奖。 新的作品《李文

漫游东湖》获得第12届中国独立影像展评委会奖。2015年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首映，并在纽

约林肯中心Art of the Real影展，墨尔本国际电影节，都灵国际电影节和多伦多实验影像节放

映。2015年6月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资料馆组织其作品回顾展：“无处还乡－李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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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梗概 

    影片以导演和他家人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将一组童年往事编织在一起，构成一部以河流

为主题的回忆录。导演，以及他的父辈和祖辈都在长江边长大。电影里的各种回忆也是以长

江为背景而展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些往事就象是在过去的地图上流动着的河流。

这部电影结合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形式，尝试通过探索画面，声音和画外音的各种可能性，来

诗意的再现这些往事并且把他们联系起来。 

 

作者阐述 

    拍这部片 初的动机是想把家里几代人的一些童年回忆记录下来。这些回忆都是独特的

私人经历，但同时也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经历都是关于一种似乎停滞在中间的感受，一种

不确定性，生活本身就具有的那种未知性。在形式上，我试图把纪录片和剧情片的一些元素

融合在一起，通过探索声画之间的可能性，把这些回忆重现并连接起来，类似于往事在生活

中不经意浮现的情形。 

这个形式上的选择对观众会造成一些困难，因为影片的叙事可能看上去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我父亲看后的反应就是 好的例子。但是我父亲也是影片中一些故事的“主人”，所以他的反应

促使我对电影里再现或改编别人的故事和经历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我决定把

他的回信放在影片的后半段，同时我也清楚这样做本身也是有疑问的。这部电影变的更象是

我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它是不是帮助我们对彼此加深了理解呢？希望如此吧。 

 

参展记录 

第七届中国独立影像展 评委会奖 （2010） 

第24届多伦多实验影像节 大奖 （2011） 

阿根廷国际独立电影节 （2011） 

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 （2011） 

丹麦哥本哈根国际电影节 （2011） 

 

授奖辞 

第七届中国独立影像展评委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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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和我的父亲》尝试通过复调式的叙述结构，连接起三代人不可还原的对生活的回忆，

诗意地探讨河流如何承载起祖孙三代的记忆和表达。影片追忆逝水流年，却不止步于重演过

去，它探索记忆中的真实性，但也追问到影像本身所具有的真实能量。在经由叙事探索所撕

的记忆错位的空间中，追忆的意义渐次浮现。 

 

电影手记 

    这部电影里的中段部分（约 45 分钟，命名为“河流”）是我的研究生毕业作品。 初的构

想是拍一部由抽象影像构成的实验电影。当时受实验电影以及现代音乐包括爵士乐的启发，

想做一部接近于音乐的电影：抽象的影像在黑暗中象音符般出现，消失，一些“乐段”似曾相识

（也许略有改变）地再次出现，然后一些新的“乐段”加入进来，如此延伸循环往复。 

2007 年 4 月，研究生第一年读完后，回家呆了一个月。走前我父亲给我一个文档文件。

回到加拿大后读了，是他退休后写的一个小自传。后来经常想他写的那些关于往事的回忆，

特别是他童年的那些细微琐碎但经久不忘的小事。这些小事又触发了我对于小时候的一些回

忆。这些回忆的影像如“乐段”般浮现，象海里的一群鲸鱼浮上来又沉下去。在国外生活的几年

里，有时候一些儿时的情景会突然造访，猝不及防。于是想用这些回忆来代替抽象的影像。

跟毕业作品的导师沟通后，决定就这样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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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夏天 始拍第一部长片《我前几天去了一趟动物园》，断断续续地拍到 10 月才拍完。

等到 2008 年初， 始准备《河流》。写了一个非常规的剧本，就是一个大致的框架：6,7 个

祖辈和我自己的童年小事象几条河一样交错，汇聚又分 。5 月回到武汉，整理这些想法，做

了些准备工作，6 月 始拍摄，到下旬拍完（不是每天都拍，实际天数应该是 10 来天）。 

我是按照类似剧情片的方式来构想这部作品。不少场景有分镜头剧本，所以这部电影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虽然我也不在意到底应该怎么对其归类。这里说的剧情片不是指传

统剧情片的情节模式，而是指一种剧情片的电影性－通过电影的方式让日常生活变得有韵味：

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侯孝贤小津塔可夫斯基的一些作品。就这部作品的影像风格而言，侯

孝贤的早期作品对我有不小的影响。自然就拍摄规模而言肯定没法和侯的作品相比，纯粹是

游击队式的： 多不超过 4 个人的团队， 简易的器材和道具。讽刺的是，有时也幻想正规

军的效果，比如说轨道镜头，当然 后实现是靠三轮车。对于往事重现或者搬演的场景，我

并不试图还原过去的生活，即我追求的不是再现表面的历史细节或者说现实主义式的真实。

我感兴趣的是彼刻当事者的心理感受。这些感受如此深刻而成为记忆，而记忆带给我们的常

常是一种幻觉：这些过去发生的动作仍然在某个时空里进行。一个小时候的“我”仍然在雨中坐

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呆在他穿的雨衣里面，而一个小时候的“父亲”仍然在河边，和他的两个哥

哥朝着远处的宝塔前行。在影片里这些场景的反复出现也是基于这种感受。同时，我也不想

回避这个事实：即便可以无限地接近这些记忆，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我也有意保留

了这些场景是“拍”出来的痕迹。这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想引导观众沉浸到这些记忆里，一方

面又想制造一种距离感。这个做法很有风险，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对我父亲和舅舅的“采访”也是想尽量模仿 初听他们讲述这些往事的情景：一般都是

在饭桌上随意聊天进行的。我父亲的部分拍的还算顺利。他已经在自传里写过，不用做什么

准备就可以侃侃而谈。而拍我舅舅那场时，家人在摄像机前都非常拘谨。直到我说拍完之后，

他们才恢复常态，好像犯人憋了很久，终于等到放风的机会，兴高采烈地议论 来。于是我

又打 摄像机，假装在检查之前拍的素材。我舅舅他们后来应该也觉察到我还在拍，但他们

说得起劲，已然顾不了那么多。 

我猜每个人都愿意讲自己的故事，只是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些故事，以及人们讲这些故

事的方式，会多少透露出他们的性格特点。在这部影片里我选择的都是些童年里发生的小事。

我在读父亲的自传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对一些小时候的琐事的各种细节描绘得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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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我回忆起往事，也有类似的感觉。我想人生中固然有许多戏剧性强的“大事”，或者说里

程碑式的，礁石般的转折点，但是往往从记忆深处不经意浮出来的却是些其貌不扬的水母。

在庸常的日子里和这些水母的不期而遇非常有趣。意大利作家 Primo Levi 写过一个短篇小说，

讲一个化学家把各种气味装在小试管里存起来，标签上写的是诸如“儿时躺过的草堆”这样记忆

的索引，没事的时候拿起来闻一下，脑子里浮现的可能便是初吻的场景。嗅觉和触觉似乎更

容易触发记忆。可惜电影不太能表现嗅觉。触觉，通过动作的视觉化，倒是多少可以传递这

种感受。在“河流”里我重点关注的是各种动作，江边走路，码头拾阶而上，游泳，骑车等等。

我希望通过让这些动作的反复出现，在观众的脑子里也能慢慢地形成一种记忆。而这些有节

奏的动作也能形成一种韵律，一种动机，并且可以互相串联——我大概念念不忘 初想做的实

验电影的想法，企图把这些动作／场景当成乐段来处理。 

    环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会从一个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记忆是否也是这样非线性地运

作呢？在剪辑的时候，我想尝试这种方式。不过也不是完全无规则的自由联想，我仍然希望

在各种跳跃间建立某种联系。大部分时候确实不是遵照所谓叙事的逻辑，而依靠的是某种类

似直觉的东西。在看过素材很多遍之后，有时仍然理不清头绪，干脆躺下闭上眼睛，在脑子

里重放，用这些素材造一个白日梦。如果某种“组接”似乎是可行的，就起身在电脑里试一下——

往往发现其实没“梦”里想的那么好，就接着试其他的可能性。剪辑就是这样的不断试错，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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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过河。 

    在剪辑的 后阶段，我才决定加入旁白。 初我没打算这么用旁白。但是在初剪之后，

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部很私人的作品，虽然之前有意无意地想避免做成这个样子。我必须把

自己放进去，并且画外声也能帮助解释一些“剧情”。实际做起来并不顺利，大概我潜意识里还

是抵触这种做法。一个朋友建议我，不必把它想成是一部关于自己的作品，而是让自己去试

着扮演一个角色。我按照这个建议做了旁白，扮演了一个回忆往事的自己－我也说不清片中

的这个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也许这已经不重要了，就如这部作品到底是

纪录片还是剧情片一样不重要。一部作品大概可以形成一套自身的规则来自圆其说，也许同

样能达到某种真实：就像片中加有“1923”这个数字的那个场景，很明显是现在拍摄的（我也没

想忠实再现那个“历史场面”），但也许我们确实能“看到”些许当年的情景。 

    作为毕业作品的“河流”（约 45 分钟）做完之后，通过了答辩，把 DVD 寄回家，但我仍

然觉得没有做完。我想在前面再补一段，既然已经把“自己”放到了影片里，索性把这个角色做

得更丰满一些。于是决定把我当时在学校工作的情景做一个介绍。这一段自然也是按照剧情

片的方式来拍摄。但是在影片 始的那场戏，“我”和同事的对话不是之前设计的，那位年长的

同事很自然地就聊起了他的老家和父母。而就在那段时间，我收到了父亲的邮件——他显然很

失望，这部影片被我搞得七零八碎。回想把 DVD 寄回家时，我甚至还以为在寄给他一个惊喜。

很明显，我对这部影片 重要的观众一点都不了解。可能我父亲对我也缺乏了解，我在影片

中的各种非传统的做法他不但没法接受，甚至认为很多是属于“穿帮”类的低级错误。但是我父

亲一一列出的意见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创作的时候是否应该或者如

何考虑观众的感受？坦白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自然，观众本身是一个很笼统的

概念，作为创作者，我没法知道来看电影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一部电影肯定也没法满足所有

的观众。只是“河流”这部作品有些特殊，很大一部分的原始材料来自于我父亲的自传，他也参

与到影片的拍摄，对于自己的“作品”被改编当然有所期待，我不得不面对他的看法。收到他的

邮件后，我想了很久。我没法按照他的意见来做修改，并且我还是想忠于我自己的想法。我

后决定把他的邮件也纳入影片，就是结尾的那一段。这个做法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实际

上我还是一意孤行，某种意义上走得更远。我跟父亲解释了我的想法，他也表示理解，大概

也有些无可奈何。不管怎样，正是由于他的邮件，这个作品才算完整，但我也清楚，这样做

其实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我也只能面对这个现实，在电影里我能做的也许只限于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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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给出答案。 

 

影评 

我们的回忆，我们的“玛德琳” 

文：鼻子 

     关于某段爱情，这一两年我时常想起的不是那些重要的段落，甜蜜的，痛苦的，不是亲吻，

不是春风沉醉的夜晚， 头或结尾，生命中美好或恶心的一天……都不是。常常不受控制跑进

头脑里来的只是一个特别无关痛痒的场景，和刚才并列的那些相比特别微不足道的场景。那

只是某个闷热潮湿的夏末，灌木丛生的小径，蟋蟀的叫声，青草拂过脚踝酥酥的发痒，我跟

在他的身后，渴望他能在黑暗里拉我的手。我手心微微出汗的跟在他的身后，可他没有拉我

的手。 

     这段回忆以它的渺小，含义晦涩，指向不明，令人无法安置，无法消解，从严密封存完毕

的记忆里跑出来，像个吵闹的孩子，看不清容貌只是跳来跳去没心没肺的孩子，很长一段时

间令我手足无措。于是我明白了，当无数的现在往后不停奔跑变成回忆的时候，它们就成了

不受你控制的事物，在你头脑和身体的晦暗河流里流淌，偶尔浮出水面冒一个气泡，你不知

道冒出来的是哪一部分，多么严重或者微小的一部分，你预料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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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河流和我的父亲》选择了回忆里特别素，特别轻，甚至微不足道的那些部分，我

明白李珞为什么这么选择。我们不是以事件的力度来组成生命的河道的，普鲁斯特的河流里

一块叫做“玛德琳”（Madeleine)的小饼干，它的意义不比生老病死来得次要。而对于李珞来讲，

也许和父亲一起静静吃饭的那个中午，他吃得很香，很慢，他鼓起的小小腮帮，筷子碰到碗

沿的清脆声响，这一个平淡无奇的场景却是他记忆里深情的形式。 

     影片的 头就非常带有召唤意味，叫魂一般的唤起我们对回忆的感觉，它的节奏也和叫魂

接近，绵长、重复，近乎催眠的气息。 

     江边无止无尽，始终向上的石阶上，一个长裙子的母亲牵着一个白T恤的小男孩，缓缓的

走，一直走。那是李珞的爷爷。    

     轮船的舷窗边，摔断了腿的小男孩面无表情的坐着，身后一个男人在不断摇着纸扇。那是

李珞摔断了腿的父亲。 

      三个孩子一前一后的在山林间走，在江边的芦苇丛中走，甩着手摇摇摆摆的走，快乐的走。

那是李珞，还是他的父亲？  

     我看见，一个背着沉甸甸红书包的瘦小女孩，在 满夹竹桃花的路上走。 

     我看见，小女孩和她的姐姐，两个弟弟，在江边的芦苇丛中走，那里野生的灌木丛中有很

多的苍耳，他们一路走，一路拿苍耳攻击彼此。毛衣会粘上，晴纶的就不会。 

     我看见的不是李珞，它的爷爷或者父亲。我看见了自己的回忆。 

     你看它们和李珞对素材的选择一样，也时常不是以事件的形式出现的。也不分主次。《河

流和我的父亲》里面那些单一意象机械的重复，交错，跟我头脑里回忆的节奏无限接近……它

们是刻意为之的吗？当然是。太刻意了。可它们却在一定接近了某种真实，非常的接近。 

     关于还原历史和记忆，传统的方法是去复制它的环境、服装、人物的气质心境，语速和语

法，复制线性的主事件加以组合排列……这肯定是 常用也经典的办法，是写实主义手法的运

用，是临摹，是重现。李珞用的是写意，是表现，是气息上的神似而不是实体上的还原。是

回忆的影子，风，味道，不是它绝对的模样。李珞的回忆是回忆的印象派。如果要选择，我

更希望自己的回忆将来也以这样的方式表述，它们更接近情绪的气质的真实。 

     我们地理意义的故乡，地理意义的童年，都已经消逝或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消逝着。你已经

找不到那片夹竹桃林，那条老街道，青砖房，多年以后你回到故乡你甚至成了一个总是迷路

的异乡人。这个消逝的过程带来了普遍的伤感，无能为力的伤感。《河流和我的父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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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去挽留那些消逝的东西，导演有意让长江边的现代化的不锈钢栏杆、小轿车、大幅广告

牌进入画面，有意让片子里的小演员们穿他们日常的运动装，棉布T恤，让母亲穿时髦的长裙

子。对待在地理意义上消逝的回忆，他没有过多伤感，而是打通此时与彼时，将穿小T恤的零

零后男孩和二三年的爷爷，五三年的父亲，八五年的自己混为一谈。在这种混淆里，怀旧不

再和现实作对了。我们看不到年轻的父亲和朋友们游湖的样子，可我们看见无数的武汉男人

在此时此刻游湖的样子。我们看不到十多年前的父亲在大雨中用雨衣护住儿子送他上学的样

子，可我们看见武汉的街头，无数父亲、母亲，在大雨中用雨衣护住孩子送他们上学的样子。

我们看不到过去，可我们透过此刻看见了它。它并没站在现在的对立面，它是《圣经》传道

书里讲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怀旧不能是逃避现实的借口，一切

的现实都会变成过去。 

     《河流和我的父亲》，肯定是诗意的，但它是后天的诗意，刻意为之的诗意。影像本身单

纯的愉悦感带来的诗意，素材的选择和组接的节奏带来的诗意。但那摄影机后面的人，剪辑

软件后面的人，他本身对诗意的理解，他对非叙事的气息和情绪的尊重，他与身俱来的诗意，

才是这些结果的源头吧。 包括片子结构上 大的亮点，文本和批判并存的结构状态，也是出

于他对父亲的尊重，和一个作品顺其自然的产生的淡然态度，才让他不计后果的做了这样的

堆砌和尝试。当你想了这么多之后，你已经分不清这片子到底是先天诗意还是后天诗意，到

底是接近一首诗还是一段音乐。但那都无关紧要。布莱松说，呈现那些没有你就不能被看到

的东西。在这个太轻易就可以复制黏贴的年代，《河流和我的父亲》呈现了私体验里面独一

无二但是又非常公有的那些部分。 

    博尔赫斯说过，我无以伦比，却又与你相似。 

 

                                                          鼻子于2011年5月16日夜 

摘自：豆瓣电影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951448/  

 

素食电影《河流和我的⽗亲》 

文：吴蕾蕾  

     由于种种原因，今年是我看片 少的一年。倦怠期豆瓣签名已改为：不看独立电影会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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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吃腻了吧。正值被腻住了的时候却瞄到了一份精致而清淡的素

食——《河流和我的父亲》（以下简称《河流》），解油腻，排肠毒，俺灰常喜爱。 

《河流》应该是纯素，素到极致了，不是锅边素。 

    素，对应的是荤。荤，这个字，是草字头的，它原本不是指大鱼大肉，而是指植物里面

比较有刺激性的那些类型，如，葱、蒜、韭菜这些东西。电影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以荤

元素裹身的。暴力、色情、政治、惊险、惊悚、恐怖、刺激、谎言、虚构、题材的暴猎、剧

情的跌宕起伏、影像奇观、视觉上的奢华程度…… 这些《河流》里都没有，连影像都是黑白

的，违背一切荤元素，但是却不违背电影，就是说，类似麻雀也是肉啊，泥鳅也是鱼啊，别

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班花不当干部的意思。动作很少，口述的历史，语气极为平缓和低沉，

非常平稳、从容、沉得住气的素质。对情感的编织少一些，对电影的思考多一些。 内心的挣

扎少一些，平静的回味多一些。《河流》难得地有着一种舒适度。 

    《河流》文体上可能接近散文，但这样讲，不如说它更接近文字（所以说，素嘛）。它

本身来自作者父亲的手记，是一个重拾记忆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拍电影的过程融合在一起。

中间大概会有一个剧本的转换程序吧，将文字转译为口语，在“我”的转述和插叙以及父亲的（口

述）自传之间来回变奏。口述历史，拾起的是私人记忆更是公共记忆。 

    所有记忆都是和水有关的。雨水、河水、湖水……水中暗含太多的危险，这个危险可能是

致命的，水边的童年险象丛生，但也有无比的生趣在诱惑着孩子们去以身试水，所以随水流

逝去的记忆一定特别的多，大河流域和大湖岸边的孩子们全都经历过这个，家长们叮嘱的有

关游泳的禁忌，游到水中离岸太远的恐惧，下雨天的庇护……这些作为《河流》的主体，都只

到被作为历史拾起重现为止，拒绝抒情的层面，拒绝放纵情感，将情绪的延伸以机场、公路、

地图这样的空间构造和视觉元素来替代，而在时间上却不吝惜地无限制拉长，记忆太遥远了，

根本没有仿佛就在昨天的迹象，遥远到变成黑白，就是连伤感都这么节制。——《河流》就素

到了除了一点点盐和食材本身以外不再有调料的地步。 

    汉语里面形容一个人被惹不起、胆正、有野心、天不怕地不怕，就会说，某某某爷可不

是吃素的！这话该怎么理解呢？是说素食者身体弱不经打吗？还是说他背景不菲，有吃得起

足够的肉的实力，因为肉比菜贵，所以诸位要掂量招惹此人的后果。抑或是，强调他的口味

从而判断这个人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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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本身整体上就比较素，因为它很便宜，因为菜没有肉贵。一个各方面都荤的电

影肯定不是独立电影， 成本制约着它的荤素比例。但是今天的独立电影，明显比前几年整体

偏荤一些，这个趋势肯定还要继续发展，挡不住的。 

去，只有出家人才吃素，现在，更多的人为了身体健康吃素。 

    所以，让吃得饱饭的人们的口味发生变化的是供给过剩，而不是物价和自身经济状况。

一旦供给过剩，浪费就是一个必然。今天的观众们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珍惜可以看到一部作品

的机会了，因为条件好了，片源多了，真心想看一部传说中的影片，比从前更容易实现了，

想看的人不必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也是一个必然，挡不住的。但每当出现现场满座、导

演和观众都交流尽兴的情况时，仍旧是令人感动的场面。 

    所以，观众们能够在各种影像盛宴上吃香喝辣（而且是免费的）的今天，当《河流》这

份精品素菜的端上桌时候，它的受欢迎程度将不会是一个悬念。 

 

吴蕾蕾 

2010/10/23 

於 南京晶丽 908 

摘自：豆瓣电影（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4148185/ ） 

 

李珞的《河流和我的父亲》在影像书写上走向更私人、更隐秘的领地，他的这部作品将我们

带入潮湿的河流和潮湿的记忆之中，非常诗化。影片呈现了一个不断对记忆的探索和修正的

过程，不但融合了剧情和纪录、也有实验的成份。 终这些重复的、不重复的片段，剪接在

一起，显示了作者在影像上的专业造诣，同时也呈现出精致绵密的思辨特性。  

—— 选自卫西谛为第七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所写选片⼿记《请不要妨碍我感

动》 

摘自：豆瓣同城 （http://www.douban.com/event/13910253/discussion/39331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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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 
Tape 
 
制作年份：2010 年  

⽚长：160 分钟 

⾊彩: 彩⾊+⿊⽩ 

制作格式: DVCAM 

影⽚类型：实验纪录⽚ 

对⽩：普通话+⼭东⽅⾔  

字幕：中英⽂ 

导演: 李 凝 

副导演: 王瑶 徐浩    

制⽚: 李凝 刘云青 

副制⽚: 徐浩 

剪辑：李 凝 

摄影：葛唯翰 杨宛如 李凝 张道正 王启鹏 丛军 佟卫军 刘云青 张熙 赵东奎 李⾦ 王庚 

副摄影: 许⼀诺 程鹏 崔悦 阎凤卿 ⼤伟 ⼩龙 徐浩 李震 唐鲁 安道林 徐伟 任明炀  

⾳乐: 黄锦 崔健 黄粱公主 Tom Lee Pettersen 李凝 

美术: 李凝 丛军 王启鹏 

道具: 秦磊 ⼩薇 虎胜 虎胜 张龙 张熙 

	

作者简介 
李凝, 生于 1972 年, 剧场&电影导演，肢体教育艺术家，戏剧治疗导师。毕业于美术学院雕塑

专业，1997 年即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凌云焰肢体游击队”(J-Town Physical Guerrillas)，巡回

演出于北京、上海、香港、欧洲…… 再到他如今走向世界的“j 城制造”(Made In J-town )电影

实验室，20 年来始终进行着中国剧场和电影界 前沿的探索研究。 

  

在长期的创造性工作中，他还注重总结身体的训练方法研究，从自身造型艺术的背景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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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美术的观察思维和概念， 创出一种崭新的身体训练课程“肢体写生剧场(Drawing Life 

Theater)”，使普通人可以很快进入当代艺术的大门，对于产品研发部门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目前他正在各地高校以及企业

中积极推广，架设起普通人和

当代艺术之间的桥梁。 

 

尤其近年受邀于阿姆斯特丹

“JULIDANS”国际艺术节，瑞

士的“CLUTURE SCAPE”艺术

节进行表演和放映\交流活动。

自 2010 年起,他还受邀参与法

国 Ilimitrof Company 情境剧团的创编工作，在奥利亚克情景艺术节、比利时根特艺术节、英

国斯托克等大型艺术节巡回演出。 李凝多次获得各国基金会的资助以完成其剧场或电影作品，

比如荷兰的 Done 基金会（曾于 2006、2007、2008，3 年连续给予李凝和凌云焰支持），欧

盟文化项目 Chin-A-Moves，以及中国独立电影基金 Indie Cinema Fund 等等.  

 

*凌云焰肢体游击队简介 

*凌云焰（The Physical Guerrillas）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剧场艺术团体，是中国肢体剧场及实

验影像的先锋; 这支在剧场表演和公共空间表演领域做出不凡战绩的创作团队，由艺术总监李

凝的带领，受邀参加了多年来 具人气和口碑的各大公共艺术节，比如:法国奥利亚克情境艺

术节、比利时根特艺术节、丽江 COART 亚洲艺术节、乌镇戏剧节、深圳湾艺穗节、海口国际

青年实验艺术节等; 其独特的作品极具冲击力的现场，为当地观众带来与传统戏剧非一般的享

受与体验。 

*凌云焰在城市与乡村、社会与自然、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交叉跨界地带不懈工作 

"上得战场，下得剧场"：既可在艺术领域象牙塔内探索纯粹美学；亦可走上街头和公共空间和

民众一起，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 

在国际范围内，他们参与各种艺术节&电影节并不断引发关注和讨论;  

这个团体已作为当代中国民间剧团的典型案例，被写入一些欧美艺术学院的相关教材，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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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 

 

影片梗概 
历经多年，我对胶带的研究和使用达到了痴迷和疯狂的境地。 

我在舞台上再现、在生活中撕扯、在思想深处胶着……无处不与它共鸣、共生。 

在中国这样一个魔幻国度中，我的所作所为注定成为荒诞中的荒诞，以及 终走向徒劳与尴

尬。 

随着国家大事件的不断发生，我被卷入各种极端行为中， 

在那里，我终于用自己的身体把“现实”重构，达到了与“超现实”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但 终，我成为一张照片，被社会的力量贴向一张求职表格，被迫地运行于国家机器之上。 

 

作者阐述 
这是一部纪录片，因为它记录的是我的精神生活，而非传统纪录片的表面真实。 

这是一部剧情片，因为再好的编剧也想象不出那些离奇的情节与发生的巧合。 

这是一部实验片，因为它的内核是一种无畏探索的实验精神，而不在于表面形式。 

历时 5 年，3 次搬家（包括被拆迁），4 次电脑损坏，2 次被审查， 

30 多个人当过过摄影师，演员换了 4 拨人，身体受伤无数……. 

倾囊而出、砸锅卖铁…… 

我已经把自己变成胶带了，牢牢贴在《胶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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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记录 

2010 年 北京独立电影节 

2010 年 中国独立影像展 

2011 年 The 40th Independt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Official Selection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光明未来单元  

2011 年 Jeonju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 

2011 年 The 10th MoMA Documentary Fortnight, Official Selection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纪录片双周 

2011 年 The Era New Horizons Internetional Film Festival 

 波兰新视野电影节 

2011 年 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 “幻面奖” 

2015 年 印度科钦双年展 

 

授奖辞 

第 5 届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 “幻面奖” 

（遗失	网络亦搜寻不到）	

	

电影手记 

    《胶带》的 初灵感是在 2002 年春天，那时有一只蜘蛛从窗口滑下，它的尾部闪烁着

丝质的光泽，我产生了错觉，那好似一条胶带…… 

    2005 年， 始作时，我还是想拍一个以往那样的所谓“实验”电影，苍白的概念、夸张的

表演、对动作的狭隘迷恋、似乎是深刻的思想——可是思想不过是灵魂的一层衣裳，和真正的

我毫无血肉之联…… 

1. 初的转变出现在老吴兄对我说：“你只需要裸露下来”，我 始明白自己”脱”了那么多年，

实则暴露的只是身体，而对于“精神之我”毫无触及，因此我决定作成一部纪录片，这个裸下来

的过程是一步一步走向彻底的。 

2. 第二个转变是在思索“自画像”这个命题时。看着这几年浩如烟海的素材时，我觉得很难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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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部将自己置身事外的那种很像纪录片的纪录片，对于这些强大的素材本身是极大浪费，

更是停留在现象表面，那时，我真的想到了自己的绘画老本行，美术中那些牛叉的自画像，

从伦勃朗到梵高到莫地利阿尼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这些形象中放射经年而不衰，虽然在表

面形式、风格、材料、和所处的年代各异……写实和写意，真实和抽象，差异极大。 

    后来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他们都描述了深度的精神世界，以及直面自我灵魂的勇气……

那个时候我感觉是不是纪录片又不重要了。 

    那时曾撰述文字给老吴兄：“……如果说剧情片、纪录片、实验片……是组成金字塔的 4 个

侧面，那么在塔尖上的那个顶点是什么？在那里是不分类型的，什么都不重要，只有精神” 

    老吴兄回信说，“这将会对你未来的作品和生活产生突破” 

    老吴兄多年前曾经提出过”记录精神“，冲击的反而是我的剧场创作，现在当我要做纪录片

时，觉得“精神记录”是对我更好的提法。 

3. 还有，对于“真实“的理解，这是每个纪录片人的情结和困惑，我也绕不过去，写实和写意

的段落始终在我的片中冲突，我几乎是今天删除，明天又添回去，是以什么为主线？反反复

复纠结，自己都要崩溃了。一直到 2010 年的 8 号，给草场地的大家放映，老吴兄以及大伙的

建议，坚定了“我”为主，干脆删除那些想揭露什么社会本质，国家机器的所谓肢体戏剧，因为

我自身在过程中经历的那些素材更强大和说明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的诠释什么.....

这才算了结。 

    我们大多时候所说的“真实”是表面的，以及眼睛、摄影机拍摄到的这些写实，甚至是超写

实巨细无遗，它真的可以呈现自我或者他人的精神和灵魂吗？ 

尤其，当自己剪辑自己，我该如何认识自我，追问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感情……我

端着摄影机游离在黑暗的街道上，舔着刚刚受的伤，高声叫嚣朗诵着心底的诗句，那眼中、

镜中的风景是真实还是虚幻？心中的感受真如那个外部真实环境吗？ 

我选择写意，外物为我所用，我要的是感受层面的真实，心理层面的呈现，但是有一点，我

绝对不能抛弃——那就是诚实，面对自己，保有这一点，我的片子仍然还可以称之为纪录片，

其实这也是别的艺术或者说生活的 重要的死穴。这就是我对“真实”的标准。 

    一切似乎都在理论上很头头是道、很高级、很大师，但当我明了这一切，带来的自由度

和付出代价是同样巨大的，包括生命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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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日纵观素材：我发现陷自己于绝境和极端事件中，才能达到将现实和超现实浑然一体，

舞蹈是什么？它就是把真实和荒谬连接的那个点、一个 G 点，当我 始动，改变的不仅是自

己的身体，而是环境和公共空间，一切都在那时 始转换了。我用表演把虚实重构为新的现

实，这个存在是常人眼中的荒诞，但同时对于我们日益魔幻的社会和生活，他们却能够接受，

认为那是正常秩序。 

    毫无疑问我是自恋的，自拍的，当我呈现出这个特异的生命个体，我不想挑战什么，反

抗什么，我就是一个别人眼中的傻逼。自己却坚定的活着的，一个人。 

    其实作品至今一直没有完结，是因为不断地有新的事件发生和我的游击队不断地作案，

矛盾的生活一直在延续着…… 

4. 有一位老人家看片段后，和我产生很大冲突，他告诫我：不要舍本逐末，你所钟情执着的

不过是些漂浮表象和形式，整个艺术其实都是不存在的，是因为你的心你的生活，或者说大

了，人是第一位的，是树的主干，什么戏剧，音乐，绘画乃至电影纪录片，他们不过是衍生

出来的枝叶和表皮，是不必孤立存在和被重视的，不要为了纪录片，为了作品，为了艺术去

作什么……那样你就太小乘了，真正的大作品不应该让人首先感觉到这是纪录片或者戏剧。 

我当时出于对他严厉的批评本能的反抗，很难仔细品味，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这味药

始发挥作用 

真的很感谢他。 

    作完这个东西，我算是对自己的半生有个交待，历时 5 年，3 次搬家（包括被拆迁），4

次电脑损坏，2 次被审查，30 多个人执过摄影机，演员换了 4 拨人，无数次和家人、社会摩

擦不断…….呕心沥血毫不夸张，我已经把自己变成胶带了，牢牢贴在《胶带》上面。 

    那天老吴兄看完了说“是淋漓尽致的我“，其实那还是表象，我依然迷茫自己到底为什么要

这样生活、这样去存在，4 个小时的片长，5 年的追问，这个答案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血液

中的基因？这样说有些拔高自己吧？ 

    再问，其实是惰性和被动---这个被动是躲在我灵魂后面那个魔的操纵，让我失去理智多

年，遵从它的摆布，作品是它的，其实是害苦了我，我会堕地狱的……. 

    几年下来，作品完全改变和忽悠了我，我是不由自主的，我不是导演，是它。 

    这样说又陷入了宿命的俗套,还推脱了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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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我还是有信仰的（可笑，做了那么多没有信仰的事情，还贴金在肮脏的私处） 

    玩命和冲突是我的常态（对于他人，这是进步了），而我，什么时候能冷静下来，克制自

己、遵守秩序，那是我的进步、提高。 

    早晚一天，我会翻身，干掉它 

    也许是在《冰冻期/卫星》这部影片的过程中吧 

	

影评 

吴⽂光的影像笔记：⼀个⼈的纪录片（之三） 

  李凝近 4 个小时的片子《胶带》，那天草场地试映后，过去几天了，脑子里不断盘绕片子

的那些人、场景、话，纠缠着我。我的经验，看了部好片子一段时间内都会挥之不去，但这

次有点凶猛，有时做着事也被弄得心不在焉。几个上午坐在电脑前试图写下这种感受，发现

涌到脑子里的话，凶猛而无序，裹挟着种种复杂感受，难以顺序找到泄口。   

  回头想我看李凝这个片子的感受，4 个小时时间，我总是被抓住、被挤压、一些时候感觉

呼吸急促，手心出汗，类似高潮。哦，我太少有这样看片体验了（毛片除外）。李凝，把自己

的肉身整个地全部抛出，扔到这个巨大的现实漩涡中，一个黑洞中，一个看不到光亮的漫长

隧道里，一路狂奔，徒劳绝望挣扎，没完没了，几近疯狂。我无法安稳坐在这些画面前，更

无法轻松离 它们转身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片子 头是一个固定长镜头，黑白画面，夏天，作者李凝本人给躺在床上的怀孕妻子扇

着风，接下去的画面还是李凝，独自一人，在一个本子上草拟着自己的艺术行为计划。两个

画面构成片子的基调：一个世俗人生的李凝和一个疯狂艺术行为的李凝。一个人，一个身体，

两颗心脏，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处境。片子就这么一路流下，我的肉身和我的社会，“我的黑夜

你的白天”（作家棉棉一篇小说名），私人生活，公共空间的艺术行为，过程，细节，突入而来

的斗殴，母亲老婆儿子，没完没了的家庭絮叨抱怨争吵，拆迁工地推土机前的裸体行为，闹

市中的撒钱艺术，一段私情，一次手淫，一次公共行为的集体预谋，裸身冰河下的潜游，公

安进入，摩托送儿子去幼儿园，伙伴聚会，喝酒呕吐，黑夜街上独行和自说自话……李凝完全

彻底地自我抛出，抛进片子中，抛到无比坚硬的现实和冰冷的社会机器前。我似乎听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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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在咆哮：来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或成齑粉或飞翔。   

  这是我 被感动所在。我估计到有人会议论这个片子的过度自恋和自我暴露。仅仅就此

吗？如果这样那我就是过度“他恋”了。我和李凝之间犯得上这样？“过度自恋”某种程度上就等

于一种自杀行为，是内心黑暗的一览无余，也是冰冷社会推土机前的体无完肤。我们知道的

那些所谓艺术家们，有几个能做到？所以，不敢或不愿，那就暴露“社会黑暗”吧，那虽然也不

容易轻松，但瞄得见的前方，会有人给自己送上“富有社会责任和正义感”的“勇士”“斗士”高帽。

而如李凝那样，一要诚实二要勇敢，接着就需要来自作者对现实和社会的深度感受，自我拷

打同时也剑指社会敏感点。诚实和勇敢是必须的，然后要求的就是作者的思考力度。眼目下

常见作者几乎就是绕 前者，看到的作品就是假惺惺地披着艺术丝绸睡衣。我指的是，包括

剧场和记录片都有。所以这些年我无比烦闷那些装逼的口水艺术，只在村民作者的记录片中

看到光亮。李凝的《胶带》是我难得看到的光亮之一。我想说，这是可能达到的极至之作，

伟大之作。所谓“可能”我是觉得片子结构上还有问题，这个我会以后慢慢说。   

  说出别人的作品“极至”、“伟大”这些话对我并不容易，要诚实自贬自己到无能才能说出。

那天看完片子，我对李凝说，我后悔看这片子了，因为让我妒火中烧：为什么这个片子不是

我做的？我现在还想说，我暗杀作者的心都有了。因为这个片子让我感到：妈的我真的老了

吗？我必须得夸张地大声说出这个片子对我的冲击，不然无以表达我对自己的愤懑，还有那

天也一起看片人死一般沉默和浑浑噩噩的不理解。李凝让我不安生了，我也得让一些人别那

么舒服安稳地身子陷在沙发中。   

  片子看过，习惯地再在脑子里“回放”，一定会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场景不断“闪回”。说出来

可能作者李凝都想不到，是那些很家庭很日常的场景，而非那些很“艺术”的行为。比如，家里，

那种普通的居室，小客厅，摄像机架在旁边，李凝茶几前吃着早点（好像是面条之类），画面

更远处厨房的门和窗户，看得见李母做着洗刷之类的家务。母子俩一直没有身体靠近，对话

就这么断断续续。大意是，母亲对儿子不顾家不挣钱不做正常人、却弄那种莫名其妙的什么

艺术极度不满，儿子的回应是让母亲别管。妈话密、絮叨，带着明显的怨气，儿子不想听，

烦，忍和压抑。镜头固定在原地，画面持续了 7 到 9 分钟左右。   

  这类家庭场景和对话间插整个片子，包括和老婆之间类似的絮叨抱怨，为一个摩托车证

搁在什么地方，为钱，为儿子（摄像机大部分时候是架在旁边，或抱在李凝身上，即没有外

人的“第三只眼”）；还有和自己三、四岁儿子的相处，儿童不谙大人事的天真问话多少减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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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沉闷，但依然是冗长烦闷的通常家庭生活一部分，深不见底，喘不过气来。这应该是

李凝的真实生活一部分，一个肉身长在现实之树上，结结实实，和我们熟悉的人没什么两样。

转身，离 家庭的李凝，另外一个肉身抛到外面世界，带着自己的伙伴和学生，企图以艺术

行为对抗强大冰冷的社会，马路边表演“胶带”，车上撒钱动作，拆迁工地推土机前的裸体行为，

全裸潜入冰河。稍微懂点现实的人都明白，这种以“虚弱”艺术对抗坚硬冰冷现实的动作，不仅

徒劳、无助，还可笑荒诞。但正是所谓荒诞蕴育着“艺术始终有效”，也许不是现在，是以后或

将来。可以追问，是本性还是枯燥无聊生活或是社会压抑致李凝如此，也许都有，也许都不

是。片子中看到的就是：一个人、以及两种肉身的存在。   

  一个和李凝生活和艺术似乎完全无关的段落在片子中。一个妇女大概是自己的店铺之类

被强行搬走，反抗，被三个男人按在地上，没有殴打，只是被凶悍野蛮按住，不让其动弹。

妇女看属体面有身份（穿裙子），6 只粗野的男人手按住，挣扎，咒骂（很脏的话），但无用，

裙子挣扎中翻到大腿，体面的脸因诅咒仇恨变形。镜头或者说李凝本人目击现状，站在 6、7

米距离看着。只是看着，或者只能看着。没有任何援手的女人，看到摄像机，叫：拍下来，

这是证据。你不拍我跟你没完。片子没有任何这桩事件的交待，只是看到。我没有揣测李凝

为什么要搁这段“公共环境目击”画面在片子中，我读出我的理解，现实中的种种真实肉身反抗，

让我们更觉所谓艺术的虚弱和无能。类似意思的另外一个段落是片中李凝在拆迁工地做裸体

行为，旁边一个钉子户过来，指着贴的标语说，你来看看我们的行为。   

  片中还有个突发打架事件，打架者是李凝和一个图片摄影，只是在那里做挣钱的演出，

与艺术无关，两人无仇，很简单的小事情（李凝不让其拍照片）就动手。我们看到，从头到

脚被银色外星人演出服包裹住的李凝，和拿着相机的摄影师，在无数只拉架的手中女人一样

毫无套路地撕打。结果，外星人李凝头上流血，地球人皮肉占了上风。边脱外星人服装的李

凝边骂对手：小一辈人练架不按规矩出手，不敢单练。钻出外星人外衣的李凝，裸出地球人

身体，骂声更显其窝囊，毫无风度。也是一个问题，这种自显窝囊丢脸的故事，事后再讲给

别人听都不好意思的，但作者还是把它放进片子中，什么目的？不用多想了，一个为挣钱装

成外星人的李凝，却输给地球人的打架，足够好看了。那些故事片编剧打破脑袋虚构不出这

种故事，更不用说，真实现场的影像记录其意味无穷到有时候我们都百思不解。   

  我无比钟情热爱真实材料的原因出于此，我无比崇敬嫉妒的作品就是使用这些材料构成

作品的非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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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李凝也不是那么就“老实”遵从“真实”的。片子中李凝使用了相当多的“重现”、“再现”

场景，即作者把曾经发生过的事“重拍”。比如片中不少次使用的“手机短信”，传送计划，心事

交待，情信，都是专门设置好机位，作者翻看手机短信拍摄；还有作者独自一人，走在深夜

街上自拍自说，镜头架旁边，拍自己做事，或架在家门口，拍摄发动摩托，裸体玩单杆。一

次重现拍摄还发生在事情刚过一会儿，也是在那个挣钱演出活动中，一个衣冠体面的男人过

来和李凝握手，大学同学，自称在文化局工作，问李凝近况，回答：大部分时间在欧洲。“重

演”得我看不出破绽，但李凝说，这是重拍的。当时和这个同学碰上，说了两句话。那人离

后觉得自己怎么说出那么虚荣的话，马上就在现场安排“重现”拍摄。找了个类似老同学的人替

身，还原刚刚发生的场景和对话，原模原样。片子结尾也是摆拍，想回到“通常生活”的李凝，

在排队应聘工作的人群队伍中，然后，面对一张应聘表格填写（镜头从填写人头上俯拍），画

面定格在表格。   

  无法确切地说，李凝这个《胶带》片子是记录片，还是剧情片，或是真实记录和表演和

剧场混杂的什么实验片，什么都有，但可能什么都不是。暂且可以找到个名称说它，但包括

不了全部，也不重要的了。重要的是，李凝镜头直指自己直指肉身直指心脏，对自己残酷也

对他人对社会残酷。李凝横跨私人与公共社会、横跨真实与表演、横跨影像和剧场的“越界”

行为，尝试的是一次自己伟大的“突围”。   

  美好的话说得差不多了，该说点难听的话。看片后也当面和李凝说了，再重复说说。

大的问题还是觉得，李凝对身体表演行为成为作品的过度迷恋。也许还是摆脱不了“艺术”的勾

引，觉得这方面的东西展示才显得自己“艺术心灵”，片子中太多身体表演的作品展示，让我看

得心烦。这些作品大部分我都很熟悉，剧场看过，被拍成影像作品看过，作为单独的演出或

影像作品来看，有它的意思，但大段大段地展示在片中，非常破坏片子的构成。我喜欢的是

这些艺术行为或作品实施过程中的“插曲”、“被打断”，比如，裸体跳入冰河前的犹疑，拆迁工

地行为被钉子户的打断，烂尾楼裸体表演中间的外人进入，爬在卡车上准备撒钱行为时的紧

张焦虑……这些是“艺术过程”中的尴尬，无数尴尬构成了艺术效果的尴尬，还有李凝这个人企

图对抗现实的尴尬。种种尴尬的构成应该就是片子的核心。   

  还有，片子以三个部分构成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尤其是第三部分，主要集中在私人生活

中，莫名其妙地分 。这个段落的内容（即私人生活）应该是整个片子一路贯穿下来的“主线”。

也就是说，这个片子应该是一气呵成走下来的。   



 276 

  还想说点多余话，是李凝这个人。想想我怎么和李凝认识的。04 年年末吧，和文慧一起

在朝阳区文化馆做“ 门工作坊”，草场地的“前奏”，就此和很多八杆子打不到的人（当然主要

是年轻人）认识了，何凡、姜均、延丰兄妹、丰海，等等就是那时认识的（当然大部分人的

关系也就流星一划）。李凝也是那时认识的，从济南过来，30 岁出头，长得像中文系学生，介

绍自己热爱舞蹈，跟过金星。印象中是那种热爱舞蹈的“业余分子”，希望把自己的腿练得掰到

和专业舞者那样高和直，还优美。但注意到他雕塑专业背景，觉得应该有些不一样。这个不

一样是 05 年 5 月，策划大山子艺术节的表演节目看出来了。当时让他带作品过来，是《棉被》，

跟着他身后的是一群学生还有死党。作品印象一般，但艺术节期间他们做的集体户外演出惊

人，我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徐浩，背靠破墙倚着拐杖朗诵诗歌。姿势像 80 年代初那个“星星画

派”的马德升。06 年，李凝带着另外一个作品《抽屉》参加当年第一次青年编导计划，那是个

好作品，简单生猛激烈。以后李凝不断给我看他拍成影像的作品，有表演，也有记录片（很

假惺惺的关怀民生的那种）。08 年，李凝参加过一次记录片工作坊，说自己要拍的一个片子是

“寻人启事”，觉得非常有意思，根据街头墙上电线杆报纸角落发现的“寻人启事”， 始“寻人”，

真的去寻找，寻找那个丢失的人，也寻找要别人帮助寻找的人，等等，这些真的实施过程（也

许找到也许找不到），但就可能是想象之外的过程。但两年过去，没有李凝的这方面任何动静

消息。  

  无数次看片，无数聊，觉得有点了解李凝这个人了。记得我说他：李凝你这个人，结婚

就是错误，生下个孩子更是错误。当时他反驳说，我觉得挺好的。他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在生活的错误漩涡中，错误是我们的常命，反抗不得而为之，尽管徒

劳还更加错误。挣扎而死总比忍受窒息完蛋有点意思。我理解的李凝，玩舞蹈玩剧场玩表演

只是外表，内心狂野，狂奔至死才是宿命。所以，终于有一次我说，扔掉那个鸡巴艺术外衣

吧，别只是裸身给别人看，直接裸露真实内心吧。   

  说这些话是 08 年到 09 年间吧。那时李凝一次次让我看他的“胶带”素材，我不耐烦了。

我也直觉李凝实际不缺欠直面自己和内心的勇气，包括才能。翻过 2010 年，就看到这个完整

片子，终于出笼了，一个走出艺术外衣的李凝，即便还不是那么彻底干净（这种过程永远就

没有完结的时候）。现在这个站在亮处的李凝，如果说之前我多少说过些对他有点用处的话，

那现在他回报我了，就是狠狠踢了我的屁股。人世间能有这样互相踢屁股的诤友，即便少也

值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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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说李凝和他的片子话够多了，很少这样，也难得这样。李凝独自黑暗隧道中

狂奔下来，我一个人面对电脑说这些，类似窃窃私语。人生不同空间却类似的黑暗，某个互

相打量的时候。 

   

■ 抵挡太平洋的堤岸  

作者：阿千千  

  中国有些独立电影，说不好听了，就是些人格扭曲的老处女，活该没人要，一点也不值

得同情。 

  底层题材跟现实主义、长镜头跟长镜美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要

我名词解释何为“现实主义”，我也发愁。以我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热爱，自以为能判断出一

部有立场的、作为武器或作为悲鸣的电影。所以《老驴头》这样的电影拿下大奖，使我很是

纳闷——是我的鉴赏能力出问题了？？ 

  其实看到第二场的时候我就暗自寻思明年影展再不来了。 

  然后我看到了李凝的《胶带》。 

  174 分钟，我仿佛进入了一种时空迷乱（除了大约放了一半的时候一不小心注意到观众已

经走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很满，却又说不出话……几次我觉得我活在银幕的那个世界里，几

次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导演。 

  春一脸凝重，我还疑心她是不是在怪罪我把她领来浪费时间，结果发现她在思考。哲学

系的姑娘在想，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纯艺术家，他得要多大的勇气，要经过多少现实的、心灵

的磨难。 

  我发现坚持看完的人里面一半都是独立电影导演，不禁暗爽：你们有没有点觉得自个儿

的片矫揉造作了……？ 

  李凝说，很多东西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你必须试着用非语言感受和思考它们。 

  正如我无法定义《胶带》，故事，乃至体裁。 

  我没专门关注过身体政治之类的，而对行为艺术更是一向不抱有好感。 

  但是在看《胶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我的身体。 

  胶带、胶水、粘腻感和撕扯声……这些是容纳这个时代 完美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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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带》的原意或者说凌云焰肢体游击队的目的，当然是政治的，他们的方式是超现实。 

  然而这部历时整整五年的电影， 终现实反戈一击，冲淡了这种超现实。正如对城市化

的抗议慢慢转化为生命本身的狂欢那样，这部电影从一个别有用心的记录慢慢变成了对自我

的虔诚的找寻。 

  于是你看到了一个人的一段生命。 

  好的纪录片永远都是时间的馈赠。 

  我想世界上少有人像李凝那样跟 DV 有这样一种关系，这关系几乎令我惊奇：自拍和 POV

镜头，甚至不存在切换的问题。据说，一个人若能将这门媒介的疆域往外推一步，那他就足

以影史留名。 

  ……可是李凝连给我签名都不肯。主要他不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人讨签名，更不知

道我是带着“解构”的心态。 

  一个艺术家，他先要跟自己透明，才有可能跟现实透明。那些在文章 头被我鄙视的导

演们，我都能从电影里读出他们在享受把现实变成艺术时的那种权力感。 

  所以李凝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太可怕了，可怕得大概都不会在梦境里出现。 

  另外，看完《胶带》我想，一个人他要很自私，才有可能产生爱吧！ 

  至少是有力量的爱。 

  李凝说，他并不觉得自己以及自己做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当然喽，几千年都没个谁敢对

生命有没意义这事打包票。 

  不过看完《胶带》我十分确定的是： 

  不管生活本身有没有意义，但电影对生活有意义。 

（出乎意料的是，这部电影缺少肯定的声音，倒不乏负气离场的观众……不过让我安慰的一点

是，我看见春给它打的也是五颗星。也许，和电影的相遇真的不过是灵魂和灵魂的相遇吧。） 

 

■ 身体的自传书写——李凝的自传电影《胶带》 

作者: ossa  

自传，是一种不可能的写作，因为任何真正的自传叙述不可能被自我所算计和操作，而总是

被他者所写，被他者所穿越，剥离自身之上的种种装饰、矫饰，在自身之中切 一道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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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是尴尬还是无所适从还是焦虑不安，自身需要面对的是暴露、裸露、赤裸这样一种自

身的敞 ，和被穿越的疼痛和创伤。如果没有这种对自身的经验，那么自传仅仅只是个人冗

长生活，或者自我的精致设计的说辞而已。 

在李凝的自传电影《胶带》中，这种自身的敞 对于艺术家的个人经验而言是身体，也许没

有比身体更为独一的了：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人身体固然都被个人专名和自我主体这两

种形式所打上烙印，但是一个独一的身体也许还没有被深深地思考过：它的欲望、它的黑暗、

它的声音、它的快乐、它的痛苦…… 

而且身体可能也是当下个人空间被公共空间压榨、剥削所剩余的可能是 微小的一个单位：

在当下的中国，眼睛所能接收到的信息，耳朵所能听到的声音，口鼻所呼吸的空气，填入我

们口腹的食物等等都成为了问题， 后我们都不得不关心身体，我们所剩下的只是身体，仅

仅只是身体。身体如何去反应、如何去对抗这是亟需去思考的，在李凝的戏剧《准备》之中，

我看到了在这方面非常有实验性的探索。从《准备》这个戏剧现场到《胶带》这个自传电影，

是一种有趣的回溯，因为前者的影像媒体元素是来自于后者：艺术家自传叙述的片段、个体

生存经验播散到他的艺术创作之中。也许，一切的创作都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自传，都不可

能不书写自身。 

仅仅只是身体，在没有个体自我声音，也没有尊重每一个个体专名的当下，我们仅仅只有身

体，甚至这个身体也不过是权力机器的一个小小的螺丝，身体也被刻板化了。身体在巨大的

权力机器之下如此微小，甚至可以顷刻成为齑粉。艺术家创痛的经验是来自于个体身体在私

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夹击、挤压之下的艰难转身。如果这种经验实现为艺术形式的话，

对于李凝而言，则是“胶带”。一条胶带、一小片胶带……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一物，用来修补、

缝合，用来拉扯、撕 。它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片段，如同影片的叙事片段。胶带，一 始就

意味着两个物，或是毫不相干的两物，或是需要关联起来的两物。它的粘连性意味着偶然性

的脱落和胶合，或者强行的剥离、撕 ，总之是不可能完全同一的一物，而是有着缝隙的两

物。 

这也是艺术所介入的位置，一条如同胶带一般的狭小缝隙。因为影片在探索自身的艺术形式

的过程中，无不呈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强烈焦虑感，无论在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都如是。

艺术并不是二者之一，也不是等同二者，艺术需要将二者的粘合撕 ，作为一道裂缝在其中

生长，在这道狭小的缝隙中如何去转身、跳跃，乃至是舞蹈，这是艺术家所呈现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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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是身体的某种症候，或者说，胶带这个薄薄的带着粘性又光滑的表面，正就是身体的粘

膜和皮肤。这是物的身体性，和身体的物性。 

皮肤，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仅仅剩下一张皮了呢？在权力规训之下，我们将身体套进一个个被

分配好的表面：白领文员、领导、工地工人……各自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甚至儿子、丈夫、父

亲这样一种私人生活角色也被其所侵染。影片一 始和 后所提及的简历、档案和档案袋的

封戳是这样一张皮，你被间隔为一个又一个的选项：姓名、年龄、出生、学历……你按照同一

性规定贴上一张证件照或者身份证照片， 后你被盖戳、封存、存档。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

日常事件，其中庸常的暴力却是如许令人震惊：你只是一个表面的套子，那些选项是你的一

张皮，一张光鲜体面的皮，但是你被窥视、被评判、被监控、被污蔑……你却永远无法知道这

些档案文件的内容——你其实是一个人质，权力机器的人质。权力只是将你的身体变成一个印

戳，你自己的身体盖在你自己档案上面，仿佛完美之至，杀人不见血。 

正如影片所呈现的这些日常的可怕悖谬，在我们的生活中，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暴力不再

是触目惊心的，不是血腥的残酷暴力，而是庸常的、平庸的，正如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

庸常得那么驽钝，那么麻木，那么不假思索，这却是更为具有销蚀性，因为它更为隐蔽、渗

透、传染，仿佛不是器官的突然病变，而只是皮肤和粘膜的一点点溃烂和被侵蚀。李凝的戏

剧和电影就是将这种庸常的生活流中虚幻的泡沫膨胀加强，然后尖锐地击破。因此，在某种

意义上，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 

现实在于艺术家对于当下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直接把握：城市建设问题、拆迁、奥运、伪币等

等，这些大事件和小个人之间的冲突。超现实则是这种现实 为核心处的泡沫和虚浮，以及

艺术家的呈现形式——身体探索。艺术家的夸张、变形和魔幻拼贴都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超现

实：被权力所渗透、所监视、所规定的身体，是没有直立起来的佝偻，是刻板印象式的僵硬，

波普式的符号狂欢。与盛世图景的宏大叙事相反的是：硕大无比的建筑废墟、烟尘和垃圾场；

与官方话语的集体叙事相反的是：艺术家的个体，和组成凌云焰这一个艺术共同体的一小群

人。他或者他们的介入是对我们的话语模式、我们的生存环境的介入，在其中舞蹈、行为表

演、拍摄。胶带，在个体意义上，是对独一身体表达的重新发现和对于身体这个表面重新拯

救：毛孔、色斑、黏液、皮屑、血液、伤口、泪水、尿液，舔吮、喘息、呕吐、喷射、刮擦、

切 、搂抱、亲吻、撕裂、按压……在影片中，词语不是词语，这里每一个词语都是一个不可

减约的身体，都是身体这个表面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图像，艺术家一直在探索这些图像，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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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身体的图像。 

在影片中，李凝曾说，要将外在声音和身体结合在一起。如果说那是让声音穿越身体的行动，

而不是简单的动作，那么在这些声音之中，就有着身体的快乐和痛苦。从这一点而言，胶带

不仅仅是一个表面——或是被程式化的表面，或是独一身体的表面，而且胶带同时是一种声音。

胶带之为胶带这一个物，在于它的撕 、缠绕、粘连、脱落等等这些过程，一个完封不动的

胶带还不是胶带，尽管它有着它的物性。也许，没有谁比李凝更加敏感于胶带在运动过程中

的声音了：尖的、钝的、沙哑的、微小的、刺耳的、机械的……声音这个主题从胶带的声音，

一步步地播散 来为机械的锈蚀声音、拆迁的尖利噪音、伪币飞散的沙沙声、印戳盖章声、

封条封存声音、电视的官方话语、人们对这套话语的流利复制…… 

如果这之中有某种微观权力的对抗的话，我认为，那是声音的对抗。艺术家面对那些大事件

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地采取相对的立场，而是在更为细微、细碎的声音之中去解构之。在这些

声音之外，艺术家试图寻找的一种个体的声音：孩子的声音、个体欲望的声音、在共同体中

彼此分享的声音、死亡的临界点上奔跑的微弱喘息声、动物的声音……无形的声音是穿越的，

它似乎直接击中了我们的身体，也更不着痕迹。身体被说，身体需要说。说不仅仅是指话语，

各种各样的话语，而且更重要的是话语之前的声音、声响。在童音之中，在生命的极限中，

在动物之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声响的遥远回响。这些声音、声响在公共社会

之外，在机器的轰鸣声之外，只关乎身体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身体的意义。 

尽管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中，艺术一直无法找到其自身的位置：徘徊的身体、执着的身体、

打游击战的身体，正如所有的这些身体表达都不可能通过分类来进行，也许也并没有一个称

为“艺术空间”的空间，但只要艺术在某一个场域发生，哪怕是街头、哪怕是烂尾楼，那一个空

间就变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艺术事件的某一次发生，每一次发生都是不可重复的。这是艺术

家所说的。让每一次的身体书写都成为一次独一的艺术事件，保持为一种对于未完成性、未

知性和不确定性的敞 和责任。需要敞 让渡出一种创造性，同时需要责任保证艺术事件的

严格性。这是艺术家 为可贵的思考。 

 

PS： 

谢谢导演李凝对于此文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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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胶带》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我自己认为应该叫做“自画像方式的纪录片”，而不是“自传

式”的，因为前者专注于状态的描画，而后者专注于叙事性，很显然，我的影片是属于前者的。 

“它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片段，如同影片的叙事片段。胶带，一 始就意味着两个物，或是毫不

相干的两物，或是需要关联起来的两物。它的粘连性意味着偶然性的脱落和胶合，或者强行

的剥离、撕 ，总之是不可能完全同一的一物，而是有着缝隙的两物......”这段写的非常认同！！！

也是影片给观者的外延性思考之一...... 

"这也是艺术所介入的位置，一条如同胶带一般的狭小缝隙。因为影片在探索自身的艺术形式

的过程中，无不呈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强烈焦虑感，无论在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都如是。

艺术并不是二者之一，也不是等同二者，艺术需要将二者的粘合撕 ，作为一道裂缝在其中

生长，在这道狭小的缝隙中如何去转身、跳跃，乃至是舞蹈，这是艺术家所呈现给我们的。

胶带是身体的某种症候，或者说，胶带这个薄薄的带着粘性又光滑的表面，正就是身体的粘

膜和皮肤。这是物的身体性，和身体的物性(器具化)。" 

这一段是 精髓的！！ 

“如果这之中有某种微观权力的对抗的话，我认为，那是声音的对抗。艺术家面对那些大事件

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地采取相对的立场，而是在更为细微、细碎的声音之中去解构之。在这些

声音之外，艺术家试图寻找的一种个体的声音：孩子的声音、个体欲望的声音、在共同体中

彼此分享的声音、死亡的临界点上奔跑的微弱喘息声、动物的声音……无形的声音是穿越的，

它似乎直接击中了我们的身体，也更不着痕迹。身体被说，身体需要说。说不仅仅是指话语，

各种各样的话语，而且更重要的是话语之前的声音、声响。在童音之中，在生命的极限中，

在动物之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声响的遥远回响。这些声音、声响在公共社会

之外，在机器的轰鸣声之外，只关乎身体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身体的意义。” 

这一段你的解读启发了我，我自己对于声音，还不如你深度！！谢谢！我得好好研究和展 探

索一下！影片中声音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体系，我第一次想到呢.....谢谢你！ 

嗯，我们需要一起去 拓中国当代的新艺术，来书信那些沉浮的，已经失去意义的所谓艺术！

所有的凌云战友聚合起来哦！！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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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应： 

的确，我在语言的使用上还需要更加严格，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独一性，“书写”未界定清楚的

话，还是非常“写作化”的一个词，“自传”也是。 

从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一种勇气。这使我相信艺术较之某些理想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更具

有力量，尽管我第一次看你的青戏剧《准备》的时候真是非常坐立不安。但我觉得作品总是

在召唤你进入的时候拒斥你，观者和艺术在这种对抗的张力中才展 了某种关系，于是我坚

持看下去了…… 

 

■ 《胶带》：身体凝视下的荒诞 

作者:岸边树  

       以自身敏锐、神经质、癫狂的艺术特质，用一种很自我的姿势纵身跳跃精神自由中，不惜

遍体鳞伤，抵达了真实核心的纪录片，至今看过的中国的纪录片有两部，一个是吴文光的纪

录片《治疗》，一个是李凝的纪录片《胶带》。《胶带》是一部有关于李凝“自画像方式”的纪录

片，摄像机不仅赤裸裸的进入了李凝的私人生活中，同时也富有强盗式意味地入侵到李凝的

精神生活中。在《胶带》中这种极度私人空间的描述、无数碎片式生活影像的堆砌、现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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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上的尴尬、个人的逃避和无奈、城市荒原的写实、隐形的暗讽画面、肢体写生的反抗、

中国魔幻现实化的存在，后现代主义的堆砌，这些都是片子里真实存在的。《胶带》历时 5 年，

其中导演经历 3 次搬家，4 次电脑损坏，2 次被审查，有 30 多个人当过摄影师，演员换了 4

拨人、身体受伤无数次。 

       “人体就是胶带，欲望产生粘性。具有随机性和强迫性。”人有社会属性，李凝也不例外。

这种粘性来自于家庭，也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处在生存状态下的妻子 始对李凝不满、母

亲因为儿子的不务正业的絮絮叨叨的对话、乖巧懂事的儿子不让自己的爸爸偷自己储蓄罐的

钱、凌云焰舞蹈团的演员经常不固定、摄像师换了一拨又一拨、房子拆迁、李凝被人监控、

在拍摄拆迁工地时被人追赶、在进行艺术行为时那些围观的人群空洞而盲目的眼神、在与老

同学见面时虚情假意的寒暄等等。这些理想与现实呈现出来的一种巨大的间隙感，衍生出一

种粘性。这些粘性迫使李凝去商业演出、要自己的工资、要自己承担起一个有责任感的角色。

这种粘性像一个巨大的网把李凝罩住喘不过气来，身体和灵魂进行了分离。那是一个与现实

中的自己抽离的灵魂，是一个没有现实压力、没有国家机器的干涉，自由自在享受艺术的个

体。用“身体”呈现世界，借助游击队式的街头表演，成为李凝逃避现实、自我救赎、对抗现实

的一种手段。在一个陌生的固定环境中，表演者利用自己的身体，对环境组合再重构，整个

空间在解构之后重构，成为被重新定义的一个超现实空间。但这个超现实空间，它本身就是

现实的存在。 

       任何形式的文本涉及到自我回忆和自画像时，都难免出现自恋，这是人本性使然。当李凝

拿起摄像机对准自己时，其实就和“自恋”逃离不 关系。影片里出现过多的身体裸露画面，醉

酒后那次自我街头上痛苦的咆哮，其中还有对儿子身体的迷恋。儿子就是自己的生命的延续，

对儿子的这种迷恋是来源于对失去的自我的年轻、迷恋幼时自我的一种无可自拔。这种自我

迷恋，又可以说成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身份的一种自由转换，是李凝陷入艺术创作时自发的

另外一种身份的确认，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身份，是由潜意识中的自己创造出来的。如化妆

后的李凝、花园里的带翅膀的李凝。李凝：“在现实生活中我经常感觉到自己的角色、身份在

不停地变换，甚至混淆（男与女、观看与被观看、灵魂与躯体……）” 

      而《胶带》呈现出来的绝对不仅仅是对于自我迷恋和身份转换的问题，让人思考的是现实

环境下作者作为艺术家的所呈现出来的尴尬和困境。 巨大的城市像个怪物，有种吞噬掉人的

感受，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建设，济南脏的环境、每天重复建设的街道、强迫被拆迁的家、



 285 

在身体写生时遇见的钉子户、围观报警的群众、 走警车的两个小偷、自己的生活被监视等

等，这种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艺术行为搁置在环境中，被外界环境打断。我们甚至能在影

像中看见李凝在这个巨大的环境中苟延残息。 

      李凝选择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用一种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期待着自己不被整

个社会所“格式化”，但是在《胶带》的结尾，李凝有段自省式的告白，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屈服、

妥协。段姐说：“你可以为了自己的作品跳进冰河，可是你却忍受不了刷碗时的冷水，你倒是

每天过的很快乐。可是，这对你的家人公平吗？”“我无地自容”。在这场对抗中理想向现实妥

协，李凝 终走向人才市场，走进秩序中，拿一千二恰好支付养老保险的工资，他感觉了一

种安全感，他承担起家庭责任，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成为一名普通人。 

       片子看完后，脑袋中有两个影像一直很清晰地向我咆哮，一个是奥威尔小说《1984》中温

斯顿形象，他努力偷偷保留着自己思考的权利，尽管只是一点点而已， 终他还是把这种权

利放弃了，把有思想的自己放弃。“他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

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这正是老大哥所要求的。他们之间形

成一种共识：温斯顿心甘情愿地不再思想。 一个是李凝的纪录片《胶带》中的留给一个特写，

工地上的胶水慢慢地向几只蚂蚁流去，蚂蚁被胶带粘着，慢慢无法挣脱，慢慢死去。 

      

      维特根斯坦：“到此结束，不能说的，就该缄默！” 

 

■ 粘性，温度和自画像 

作者: 鼻⼦    

      第七届纪录片交流周里 全面的抵达真实的一部，你几乎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概括它。这个

东西已经超出了纪录片本身，可以说成是一种日志，一个人和世界在几年里发生的所有关系，

激烈然而晦涩的诗，越来越黯淡的那道弧线，一次没命的燃烧。   

  其他纪录片里单独涉及到的层面，《胶带》里面都有了。极端的私人，逃脱不 的公共，

赤果果的政治批判，间接的隐喻，超现实的创造力，空气稀薄的家庭生活又无限的窒息在现

实的层面中。有的时候，你看到他躺在床上自慰，有时镜头会对准手机上某个女性发来的短

信，对准他儿子的小鸡*鸡，你会觉得这太私人了，但就是这样极度的私人居然 后抵达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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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层面。这个人的私人认知拼命的寻求表达，和公共建立他想要的那种角度锐利的关系，

他的表达不是流行歌，地摊文学，也不是示威游行，不是自*焚，甚至不同于其他孤芳自赏的

艺术表达。他要的是一种侵略感，用他完整的力量去和社会环境造成一个危险的切割面。  

  “胶带”，是他的凌云焰舞蹈团用燃烧殆尽的方式尝试的身体艺术，大多数时候借助于游击

队式的街头表演。它的粗砺感来自于对现实元素不加修饰的采用，垃圾，不干胶，三轮车，

编织袋，机器极具吞没性的节奏感，灰尘，沙土，混乱不堪的拥堵的街道，错愕的人群如同

观看火星人。又是自由的，释放身体能量和可能性的尝试，和舞蹈甚至没有关系，只是肢体

和肢体之间各种关系的探索。这种身体的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它粘着在胶带上，靠粘性来

达成自身，靠人和人之间的束缚，撕扯，实现一种互动的，有戏剧性的（因为有人物关系）

自由变化的肢体动作。这些纯粹的肢体探索又混入了社会政治批判的不少符号，比如学生的

课本纸，作业纸（对教育的讽刺），工业机器的声响，推土机（拆迁），被碾压的身体纸片儿

（学*生*运*动）。游击队式的街头表演把它们又生猛的还给社会，直接粗暴的发生在一个毫无

准备的社会空间和人群里。 为带劲的也就是这种和环境的间离感带来的张力，那些围观的

人群空洞而盲目的眼神，这种完全的不理解，又被冷不丁的强暴，个人认为恰恰是他要的侵

略感，这里面有居高临下的成分么？也许吧，但围观的人群也可以用他们的嘲笑居高临下。

把垃圾还给这个巨大的垃圾场，把人民币还给车水马龙的街道，把僵硬的粘着的关系还给僵

硬粘着的人群…… 为魔幻的莫过于他在推土机面前表演的时候，钉子户看懂了，跟他说出了

他更为惨烈的计划，他准备了汽油瓶跟他们拼命。超现实在某些瞬间，会无限的接近现实的

真相。   

  从纪录片的技术角度来讲，它的影像很业余，而且非常不稳定。换了三十多个摄像，你

能从拍法上看出哪个是男的，因为他能奔跑着跟拍，跟得还稳），哪些是女孩，因为她们充满

好奇的晃动镜头像忽闪的年轻的眼睛。有一个叫宛如的女摄像在李凝打架的时候被揍了一拳，

机器剧烈的晃动，但是她还是镇定的把整个惨烈的场景记录下来了，那是一个年纪很小的女

孩，从她出乱不惊的镜头里你能感受到她的力量。这力量是李凝的附体。   

  但这种力量同时也是孱弱的。片子里引述了李凝的朋友段姐的一句话，“为了理想你可以

跳进冰湖，却不能忍受洗碗的冷水”。这句话让身在纪录片交流周的许多人觉得在说自己。我

们患上的是相同的病，这个病就是拼命的想要找到活着的感觉，却无法降落在大地上实实在

在的生活。   



 287 

  季丹的《哈尔滨旋转楼梯》拍的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空气稀薄快要不能呼吸的生

活， 日复一日的拎着沉重的食品袋子,日复一日的走不出去的旋转楼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活着的啊，可是也有那么极少的一部分人，偏要较劲，偏要把自我探寻和表达当信仰，当呼

吸，这样的人有多狂妄勇猛就有多虚弱，虚弱得过不了一天普通人的生活。没人能够分清，

那些和日常生活较劲的人，是源于勇气，还是源于恐惧。就像拍《恋曲》的赞波说的，去拍

片子，去创作，是我的治疗方式。   

  在片子里李凝自嘲的说，艺术比吃喝嫖赌厉害多了，要一个人成为败家子，就让他去搞

艺术。 于是就这样砸锅卖铁，众叛亲离的一路狂奔，背着伦理道德的负疚感，和他脱光衣服

跳进冰湖的行为一样一样的，完全是肉搏式的理想主义。不留余地，义无反顾，自私自利，

气味强烈。那一定是他那个时期唯一的治疗法。   

  而小小的儿子就在这中间无声无息的长大着，那么的乖巧懂事，是人世里甜美的拖油瓶。

父亲终于暂时撕掉了身上的胶带，为了责任落在了生活里。这场滑落可以说是血肉模糊，但

是人才交流市场排队的人群中，父亲搬演时故意的带着心甘情愿的笑容，那也是他的自由，

自由的砸向了地面。 

  画面之内，之外，都充满了很多被他的个人行为裹挟进去的年轻的身体，他们在这场滑

落中陆陆续续的退场，从面孔上看起来，很多人甚至带着农村孩子的那种土气，一定有些人

到了都不明白李老师在搞些什么。但是他们那么兴高采烈的加入了游击队，盲目的热情，认

真的演出了一段和他们前后生活都没有关系的插曲。可能存在唤醒者，但没有人是救赎者。

本来就是一艘漏水的风雨飘摇的船，其他人只能撤回自己的破船，带着一知半解的，解放了

又束缚回去的身体，困惑着回到原本的生活轨迹里。那些身体和凌云焰要做的事一样，是半

成品，也许无疾而终。 

李凝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的无法解决，始终困惑，才是我们不立马了结自

己的那个理由。 

   

《胶带》中的非反抗与超真实 

作者: 影⼦  

      今年宋庄电影节，因为时间以及交通的问题，我只看到了电影节的 后一部电影，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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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过了很多好的独立电影，尤其李凝大哥的《胶带》。不幸中的万幸，我偶然的机会在策展

人朋友 Reinaart 策划的 ALSO SPACE 展览的闭幕式上看到《胶带》。当时我还不知道李凝是

何许人也，但我愣是被这个 3 个多小时的片子吸引了，一气呵成，从头看到尾，就像片子的

名字《胶带》一样----被粘住了。 

       我深深的被这部“混杂的”庞大电影重击，之所以用“混杂”来描述，是因为不能以常规的纪

录片，剧情片，实验影像来定义这部影片，因为这些划分标准在这部影片面前变得模糊，而

正是由于这些标准的模糊，也增强了这部片子的真实。 

       “真实”是这部影片之于观者重击的关键因素，在影片中我们首先也是 直接的一个感受就

是李凝的诚实，这种真实生活的诚实描述以及诚实暴露的勇气就足以给观者带来的极大的震

撼。影片中暴露的是一些极端私人化的东西，用李凝自己的话说：“一个极端的个人性呈现出

来的恰恰是极端的公共性”。保证对自己的一个诚实的态度，通过自省或自嘲的方式反抗冰冷

的社会机器。 

     也许李凝不同意或者不希望在这里太过于强调这种“反抗性”，而我在之后的反思中也确实

思考出了一些问题，一是基于影片的名称------胶带，其实是一个粘性很强的词，具有吸附感、

紧贴感，这与反抗恰恰是相反的一个作用效果，或者说是相反的作用出发点。这种“反抗”的来

源，其实是观者对于这部影片粘性的误读或者说是一种后续衍生思考。影片中李凝带着自己

的队员在马路上进行肢体表演，每个人只要相互接触就马上被粘住，这种粘性使社会上的每

个人紧紧相连，形成一个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又同整个社会紧紧相连，每个人都无法

摆脱这种对于社会的依附性，每个人都生活在粘性社会中。 

      我认为，这部影片在这里想表达的 重要的其实不是“反抗”，而是一种状态的描述，一种

粘性生存状态的单纯描述。而“反抗”则是观者通过影片的描述而产生的后续衍生思考，或者说

是潜意识中的化学反应。在影片的 后我们也能寻找到答案来解释观者从影片中感受到对抗

的荒诞。在影片结束的镜头中，李凝去寻找工作，镜头 后落在了申请表格上，事实上在这

里李凝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回归体制，无论是因为现实的无奈或者是生存危机，这

是艺术家 后的姿态，也是艺术家选择并接受了的姿态，不然这个镜头不会在影片中出现。

这其实对应了前面所讲的观者的后续衍生思考的问题，这便是李凝的后续衍生思考，不是反

抗，恰恰是继续依附，甚至是更强烈粘性的依附。在这里李凝用了一个很含蓄的手法表明了

自己并不激进的立场，在验证了“反抗”的阐释的荒诞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一点使这部影片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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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提升了一个层次，因为在这里导演通过将自己的决定进行了隐晦的表达的同时，为观者

提供了判断或者说后续衍生思考的权利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观看自由，观看自由恰

恰是其他影像中致命的缺陷（因为以前影像没有或者很少实现观看自由，故导致观者的过于

简单的后续衍生思考）。另外在这个反抗与否或者说对待社会粘性的态度问题上，假如我们还

继续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观点来阐释和选择的话，恐怕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另外一个是有关于这部影片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真实感”的问题。李凝说，这是一个他近

几年生活的衍生品。我认为正是因为这部影片作为一个衍生品存在，所以才具有一种“侵略式”

的真实，其实是一种超真实状态或者说“强迫真实”。在影片中有很长的时间是在描述家庭的琐

事，为了摩托车证件妻子跟李凝争吵的镜头，以及李凝去隔壁看拆迁镜头的拍摄等等，在影

片中有很多类似镜头，我们可以注意到摄像机是一直跟李凝在一起的，好像摄像机已经跟李

凝合而为一了，生活中摄像机已经几乎替代了李凝的眼睛，这是一种用第一视角来叙事的手

法，而这种拍摄手法在利用的过程中很好的做到了对摄像机的忽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通过对于摄像机的忽略，也实现了一种真实感。摄像机完全便成了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不光承载着记录的功能，还承载着参与事件的任务。另外一点，如果理性客观的来分析，

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超现实，所以影片中的超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超真实。 

      李凝在后来的采访中多次提到“责任”----—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妻子和儿子，我们可以明显

感受到李凝这些年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始终无法挣脱，当然了，无法挣脱不代表不可以突破，

这里所说的无法挣脱是指突破以后的 终回归的宿命。他说自己内心是空虚的，其实还有恐

惧，这种恐惧来源于“责任”，或者说来源于社会，包括社会道德以及社会体制。 

      “责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变成一睹厚墙，阻碍着艺术家的前进，当然了，这是基于

笔者看完影片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条件或者说为自己后续延伸思考出的“反抗”的激进而亢奋

的状态下的观点。李凝有句话：“我不想被利用，被消费，但我现在希望被利用，被消费，因

为我要赚钱。”这句话中除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艺术家的无奈与妥协以外，其实还反映了李凝

的一种恐惧，其实这种恐惧在胶带中一直存在，焦躁，不安，激进，僵化，妥协是恐惧的外

在表现，而这种“恐惧”也在暴露着艺术作品在“社会黑暗”现实中的渺小。 

      李凝在影片的 后还是选择了回归，选择了撕心裂肺似的吼叫之后的归于平静，顺便我在

这也猜想一下李凝接下来的影片可能会是一些更加诗意的，更加平静的表达感受的片子。写

到这里，我发现看过这部片子以后应该收获的或者说这部片子试图产生作用的的其实不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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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肾上腺，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平静思考，对于社会，对于自身。 

写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凌晨 

■ 来自⾖瓣 

看完长达三个小时的《胶带》，心里满满的将要溢出来，沉默地思考，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是

同行的朋友对影片的厌恶激起了我的认知，也找到了一个表述渠道。所以说，有质量的对话

是能激发人的灵感的，不同的观影感受来自于对电影对艺术对人生的不同理解。哈哈，你说

对不？  

 

李凝带领的舞蹈团排演的那个舞蹈，假如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穿着高级定制的舞蹈服，各种

精美道具和精致妆容，这舞蹈艺术是不是就显得高雅些？高雅人士都爱看？可惜上海大剧院

就是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只能用七零八凑的演出经费在街头在酒店晚宴上演，人群像看马戏

般观看。但难道这不是艺术？艺术一定要放着高雅和谐的配乐，跳几个天鹅湖之类？  

 

我不是在看电影，我是看李凝在来自国家社会家庭的种种压力束缚下对艺术的追求，对生活

的反抗。这些束缚都是胶带，而胶带也是他们带点后现代风格的舞蹈的道具，我不会解读舞

蹈艺术，但我知道他们用身体想表达的是在粘力作用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

及冲破这种粘连关系的来自身体内部的欲看(原创)，哪怕血肉模糊，哪怕深进(原创)冰冷的河

底。 

 

人应该如何存活？是被外在框制在一个囚笼之内，还是遵循内心的声音？平凡人没有这个困

惑，但一个有着艺术梦想的人或许一辈子都在拷问自己。我敬佩李凝的地方就在此，他在生

活拮据、条件简陋的环境之下，依然不放弃对艺术的追逐。在那么多纯粹记录生活琐碎的事

件中，母亲说屋子如何如何，摩托车被没收后和妻子产生的摩擦，队员不断发来的短信等等，

组合起来的是一张生活的大网，会把所有的热情和耐力都给打磨掉。 原生态的现实和形而

上的艺术是如此的格格不进(原创)，所以他的坚持才看起来如此令人动容。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彷佛随着他一起在经历着这些矛盾、痛苦，又共同体验舞蹈时生命的绽放和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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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部纪录片是对这么多年李凝带领舞蹈团进行舞蹈创作和演出的一个记录，把拍摄花絮和

成片混杂在一起，打乱顺序，摄影机镜头晃动地厉害，甚至摄影师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导致

很多人对这种纷乱无序的记录，以及拙劣的拍摄技术的厌恶和鄙夷。有人在豆瓣上指责他说，

"你能不能把摄影机端平了再拍"，李凝本人回复"当你被一条狗狂追撕咬逃走之时，你还能端

稳摄像机？当你被别人殴打，你手中的摄影性能稳定不动"。形式只是形式，不是么？你为什

么看不到晃动的背后窘境的坚韧？记录就是 大的真实，他让真实进(原创)侵了公众的或者说

一拨小众的眼，他的目的达到了，何来形式的苛求。  

 

电影的结尾无疑是无奈的--走向人才市场，拿一千二恰好支付养老保险的工资，承担起家庭责

任，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他的故事结束了，只想说"也只能这样了"。这段往事是为了

对现实生活作更好的妥协。 

 

■ 艺术可以是独立的，⼈⽣不可以  

作者: 纯粹  

《胶带》是一部独立电影，但是却又不能完全算是电影。影片长达三个小时，拍摄历经五年，

是艺术家李凝对于凌云焰舞蹈团行为艺术的纪录，是他对艺术的记录，也是对社会体制的反

抗和人生的思考。三个钟头的影片，几乎没有情节，时间是所有的线索，支离破碎是叙述的

状态；胶带，是他思考的方式；粘性，是他生活的围度。《胶带》同时也是他的凌云焰舞蹈团

用燃烧殆尽的方式尝试的身体艺术的名称，他们的艺术大多数时候是游击队式的街头表演形

式，没有场地，没有策划，没有宣传。这个艺术是粗砺的，这样的感觉来自于对他们现实元

素不加修饰的采用，垃圾、不干胶、三轮车、编织袋、机器极具吞没性的节奏感，灰尘、沙

土、混乱不堪的拥堵的街道，错愕的人群如同观看火星人。又是自由的，释放身体能量和可

能性的尝试，和舞蹈甚至没有关系，只是肢体和肢体之间各种关系的探索。李凝狂热的陷入

对胶带的研究中，用舞蹈、行为艺术、实验电影等各种方式将“胶带”作为自己世界观的构成元

素，让它在自己的生活中撕扯着。 

 

影片里李凝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粘性。这种粘性可以保持我们和周围的关系。于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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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表演。赤裸着身体在各种场合宣誓着生命。于是，他将遗书夹在日记本里，脱掉所有

的衣服，在被冰块覆盖的河流里用一口气来“破冰”。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个情节将是这部纪录

片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终点。垃圾还给垃圾场，钞票还给节水马龙的社会，嘲笑还给自以

为是的观众。这是对生命感的寻找，和对世界的挑衅。影片里他说，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这样

的粘性。这个粘性将我们牢牢的粘在一些东西上，用力却无法逃脱。 

 

从拍摄和制作手法上来说，影片算不上专业，甚至粗制滥造的让人寒颤。无端晃动的镜头，

猛然断裂的叙述，偶然转换的场景，拙劣的三维制作技术。可是这样的拙劣让我们清晰的看

见，害怕下岗的 4 个四个大汉，将一个妇女压在地上，强制关掉她在一所大学 的小卖部。

让我们看见，为了几尺瓦房便要自焚的钉子户，在几番反抗之后始终没有夺回他们几平米的

容身之处。他让我们看见力求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却为了生计无奈的出卖了艺术， 后连

自尊都丧失了。影片直视了当下的社会生存状态：城市建设问题、拆迁问题、奥运、伪币等。

是的，我们被胶带紧紧和这些现实黏住，无法释放。这些现实，我们并不愿意了解。 

 

可是让人悲伤的是，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拼命的想要接近真相，可真相往往让我们无法

接受。拼命的想要体会或者进入一种状态，却无法走进真实的生活。在影片中，导演他从不

羞于揭露自己的丑陋，赤裸的身体和性欲；无法结合的身体和灵魂；想要脱离这个世俗的社

会，却又被各种事情牵拌其中。暴力不再是触目惊心的，不是血腥的残酷暴力，而是庸常的、

平庸的。庸常得那么驽钝，那么麻木，那么不假思索，这却是更为具有销蚀性，因为它更为

隐蔽、渗透、传染，仿佛不是器官的突然病变，而只是皮肤和粘膜的一点点溃烂和被侵蚀。 

 

从 片的第一秒，潜意识，我便排斥这部影片，直到 3 个钟头后，李凝出现在人才市场的人

群里，那是他 后选择的归宿。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对这部影片产生厌恶的疏离感。晃

动的让我作恶的镜头，毫不掩饰的孕妇面颊上的油光和斑点，胶水和着灰尘在镜头前面产生

的弹力，男人赤裸的身体以及暴露在眼前毫不避讳的生殖器，不知所云的人群在一堆粘稠物

中的撕扯....这些都让我排斥。可悲的是，这些都很真实！这样的真实让我有了意识被强奸的

错觉。 

 



 293 

然而，可贵的是荷尔蒙。因为荷尔蒙，才会自私自利、义无反顾、冲动而盲目，强烈的表达

自己，反抗自己。深夜，李凝拿着摄像机在路上走，他的声音被来往的车辆卷入无声的大流

中，他说，十三岁时他疯狂的迷恋自己的同桌，而他是个男生；他说，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肉

体和灵魂是分离的，他很容易迷失，他也一直在寻找自己。2005 年影片 拍，到 2010 年 3

月影片正式的完成。5 年，李凝不仅仅是在纪录一些东西，也是对自我的认识的回归。从 初

的豪气冲天，义无反顾，到之后的委身于现实，是荷尔蒙的消减，是对自己和生存环境的认

识，是成长。 

 

有些片段令人永远无法忘怀。他的母亲说，添个七八万就可以把房子从 96 平换成 120 平了；

妻子拿出几张一百块丢给他说，就这些钱了，是给孩子上幼儿园的；儿子不停的追着他问，

爸爸你怎么又把叔叔的摄像机借来了.....同样令人无法忘怀的是，他穿着舞蹈演员服装在某政

治活动的后台遇见已经成为文化部门骨干的同学，然后他告诉别人自己 近在欧洲展影片；

他出卖了自己心中崇高的艺术，在酒店表演， 后连仅有的自尊都失去了。 

 

幸运的是，影片的 后有个比较温和的解决。影片的 后，李凝的一个朋友说，“你可以为了

艺术，在寒冷的冬天跳下冰河，却不肯为了自己家人，下冷水洗碗。”在回忆自己去世的父亲

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却不知道珍惜身边的母亲、妻儿。是的，他放下了，在 37 岁。当他走

在人才市场，为了家人，为了责任去寻觅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这是 完美的结局，也

是荷尔蒙 好的归宿。妻子发来短信说：“一千二就一千二吧，总比你光花钱要好。”当李凝将

简历放在桌上的时候，俨然一个他已经从他身上剥落，虽然痛苦，却是人生必经之路。他丢

弃了一个我，却得到一个简单，直接的自己。 

 

事实上，影片中有些过分的自我宣泄和故作姿态的表演，而我认为，这些从来都不是艺术，

只是一种叙述。电影史上叛逆的影片也大都符合潮流的发展，并且在表现手段上也具有美感。

艺术是撞击人的心灵并且由此产生美感的。艺术直接来源于对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感悟。

艺术可以是独立的，那是艺术家表达自我的方式和途径，只有在正常的世界观下，才能制造

出真正的艺术。但是，即使不是艺术，也不防碍我们去解读李凝的叙述。因为在他对自我成

长的剖析过程中，我们清晰的认识到：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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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配偶、一个父亲。只有更多的温情细节代替了猛烈的冲突，才会产生美感，才会拥有艺

术。 

 

艺术可以是独立的，但是人生不可以 

 

■ 《胶带》⼀部经过剪辑的⽣活视频 

作者: ⼼也可以清 

      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所有电影中，画面质量 差、音效 差、 粗糙、 不忍

直视的电影。看完这部电影，你会觉得电影离我们很近，近到你随手拿起摄像机也可以成为

导演。只是……只是那种对生活的感悟和深度的思考，却真心不是所有人都能表达得出的。与

其用“电影”来描述《胶带》，我个人更愿意称它为一部经过剪辑的生活视频。这样的生活视频，

很接地气儿，很生活，也很真实。 

     《胶带》是一部需要时间回味的片子，从昨天看完电影到现在已经近 20 个小时了，我的

脑袋里似乎没了胶带，又似乎满是胶带。这是一部自由度非常高的电影。除 头、结尾符合

传统意义上的相互照应外，中间的整个大篇幅，就像一幅被打乱的拼图碎片，导演和演员负

责呈现每一块碎片的原貌，而观众需要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喜欢的方式将其拼合，有人拼得

快，有人拼得慢，有人没有拼完就不想拼了，还有人拼了一半就像被胶带附着在了拼图上……

拼图是一种游戏，游戏的过程远比结果更让人纠结、狰狞、抓狂、不知所措，亦或富有激情。 

    《胶带》应该是一部倍受争议的小众电影，如果用吃货的思维来表达，这部电影很像香菜、

辣椒或芥末给人的感觉，喜欢的人爱得死去活来，讨厌的人弃之不屑。 

     李凝说这是一部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理解到什么就是什么的电影。我必须承认：这是

我喜欢的风格——多元、自由、丰富，看似漫无目的，实则深入骨髓。我并非一个特别喜欢电

影和电视剧的人，因为不喜欢那种单向的信息传递和无需思考的简单接受。而这部电影却彻

底颠覆了我对“电影”这两个字的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电影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节奏，但我却

始迷恋这种当你还没缓过神来为它点赞或拍砖时，一 始就先被电影本身拍晕了的感觉。

于是在我的晕车晕船晕飞机的经典三晕后，又可以再光荣地加上一条晕电影了哈。于是 始

试着在每一个片断中，在片断与片断间寻找那根贯穿始终的线。于是 始重新认识胶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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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粘黏性、难以清理性、所粘之处必留痕迹性、甚至挥之不去性，胶带有时让我们觉得

很烦，有时又真真离它不了。这，就是——胶带。胶带是一种关系，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

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独立而又彼此粘黏，有时你无法选择要或不要，只能被动地接受。

胶带是一个中性词，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胶带的存在，我们有了依附感，才觉得并非孤独。 

     这是一部赚了我些许眼泪的电影。我承认：我是一个哭点很低的人。观影中，我第一次

泪流满面，是因为李凝说：爸爸从来没有支持过他，到死都没有支持他。我曾经同样是一个

不被爸爸支持的人，为了圆梦，我执拗地选择了坚持。爸爸曾经指着我的鼻子怒吼：你要再

由着自己的性子，就从这家里滚出去！所以李凝说那句话时，他的心情我都懂。那种不被家

人理解的心情，我都懂。当我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痛哭时，我想我的心情，李凝也是懂的。我

相信爸爸是爱我的，我也相信李凝的爸爸也是爱李凝的。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比李凝幸福很多，

因为在若干年后的今天，那种“不支持”离我越来越远了。李凝说：其实每个人都会选择坚持，

只要触碰到那个点。我想：是的。 

      电影中，李凝说：想让大家都有饭吃，有房住。这话一出口，我又哭了。这也曾经是我

的一个想法，一个你可以说它很空、很大、很假、很不现实、很荒诞的想法。但我必须承认：

这的确是我之前很多年萦绕于心的一句话。是的，想让大家都有饭吃、有房住。每一个人，

无一例外，这是“都”的概念。影片结束后，李凝说这种想法是 70 后的，呵呵，我很遗憾，我

是一个 80 后。当这种想法在我脑中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当我觉得拿出一些时间去做公益、做

志愿者，让周围更多的人相对幸福更靠谱时，李凝用他独有的方式在《胶带》中给我做了一

个唤醒。于是乎，我泪光点点了。 

     影片临近结束，李凝的儿子说：“我是爸爸的胶带纸，粘在爸爸身上了。”那种稚嫩的童声，

让我一下子觉得“胶带”很温暖。一个小小孩儿，在耳濡目染中，竟也用他的方式理解着“胶带”。 

    我是谁的胶带？谁又是我的胶带？当我作为胶带附着在你的身上，或当你作为胶带附着在

我的身上，我只想静静地……去感受……那种粘得结实、撕之痛苦、难以清理的……杂味…… 

 

ps1：李凝说他的片子已经从指向外变成了指向内，而越往灵魂深处走，伤害的人就越多，也

就越不便拿出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一种成长。很期待李凝的影片直指人心，

很期待被李凝的影片伤害，剧痛中的声嘶力竭会让大家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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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2：在前往时代美术馆的路上，不慎跌伤了膝盖，如果当时我可以像胶带一样依附于某人，

或许我会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起来，而我现在的假装坚强，只不过是因为没有附着、游荡在

空中的一截胶带而已。 

 

ps3：截至发帖时，“胶带”这两个字还一直占据着我的大脑，没有任何想要离 的意思。感谢

李凝，感谢凌云焰！ 

 

■ ⾼温胶带⼈造⾰，不错！ 

作者: rubcn1  

高温胶带人造革用胶带由耐高温的 PET 材质+硅橡胶胶水合成,适用于其它电子行业。它透明

度高，而且能够耐高温，一般撕去后不留残胶,抗老化.也可以用于太阳能电池组件层压板内固

定电池片，防止移位，具有绝缘/良好的隐形效果,也可用于太阳能层压组件周边固定玻璃与

TPT 或是接线盒位置的焊带，防止移位/折邹，层压后撕去不残胶;耐高低温，抗老化/不变色,

能很好的适应自然重要条件! 

 

高温胶带人造革用胶带是由特种高分子材料制成的无毒，无溶剂，自粘型耐高温密封胶带。

高温胶带人造革用胶带解决了多年来烟道接缝处粘接密封处理不严密，漏风量高，橡胶垫片

易燃，石棉纤维致癌的一大弊端。 

 

高温胶带人造革用胶带具有良好的耐热，耐寒，耐温，不透气，耐酸，耐碱耐油，耐水，无

刺激气味，不污染环境，对金属和非金属具有良好的粘附力，施工简单，高温胶带人造革用

规格可任意调整主要用于通风系统风管安装的密封连接，排烟道施工中接缝处的粘接密封处

理，采光屋面，游泳池，体育馆，温室屋面的粘接密封及防水处理，钢结构压型板屋面。 

 

高温胶带人造革用胶带的气密性，水密性，耐侯性，耐腐蚀行，耐高温，耐低温，粘接性，

性能优异。高温胶带人造革用胶带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密封材料中耐温 280 度以上得空白，国

家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依据 JC/T942-2004 GB8624-1997 检测合格，被中国建筑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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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协会认定为 无毒害绿色产品。 

 

■ 《胶带》纪录片 

作者：shzhjn008 浏览：151 回复：0   发表时间:2010-12-02 12:38 

  上海正寰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和研发各种优质胶带的生产厂家，公司注册商标

为"宏邦胶带"。   

  第七届纪录片交流周里 全面的抵达真实的一部，你几乎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概括它。   

  其他纪录片里单独涉及到的层面，《胶带》里面都有了。极端的私人，逃脱不 的公共，

赤果果的政治批判，间接的隐喻，超现实的创造力，空气稀薄的家庭生活又无限的窒息在现

实的层面中。  

  “胶带”，是他的凌云焰舞蹈团用燃烧殆尽的方式尝试的身体艺术，大多数时候借助于游击

队式的街头表演。它的粗砺感来自于对现实元素不加修饰的采用，垃圾，不干胶，三轮车，

编织袋，机器极具吞没性的节奏感。   

  正寰胶带远销海内外三十多个国家，是联想、DELL、明基、清华大学项目常年合作单位。

欢迎马上咨询，咨询热线：021-510xxxx； 

胶带 短评(来自⾖瓣电影) 

■  salonbus  

越到后面越是淋漓的自剖；终于看到一个像人的艺术家，扔在人堆儿里他就是个普通人 

■ 绝缘⼉  

9.26 大声展 算是导演对人生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吧，这种骨子里透出的执着让人感动。粘连撕

扯以及杂乱的脱离的声音，至少他的梦想在这个时而快乐时而痛苦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 

■ 内陆飞鱼  

够凌乱，够疯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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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毒丸  2011-02-28 

把艺术的癫狂和生活的琐碎用胶带黏贴在了一起 

 

■ ⽜角酥  2010-05-11 

竟然有豆瓣条目了！ 另一座济南城。 表演性纪录片的代表~ 

■ [已注销]  2010-10-23 

太长了，没人建议他多剪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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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爆 2010-07-24 

看片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次照镜子的机会。 

■ 晨晨的五月天空  2011-06-18 

期待見李凝。 

■ 罗蕨  2012-05-02 

猪油蒙心！ 

■ ⽂ wen  2011-03-22 

近三个小时的片子，看下来又是一次晕车的感觉，但这一次晕的值得。导演李凝很诚恳，明

显听出来我的问题有些难为的他意思，还是很认真的回答。李凝就是纪录片界的贾宏声啊，

喜欢《昨天》的人不妨看一下。 

■ 断弦的耳朵  2012-12-01 

多少人和导演一样，“为了理想可以跳进冰冷的湖水，却不能忍受洗碗的冷水” 

■ 墨鲲  2010-11-02 

神作，这不是纪录片，而是一段生命映射在银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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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  2010-10-24 

勿说影片，只说，那是我的家 

■ 巴塞罗那蛋糕  2011-02-02 

好的实验纪录电影~ 

■ ATHENA 2010-10-07 

随随便便拿个 DV，拍点生活琐碎，或者搞不懂的艺术人体行为？首先，请把摄影机端正，除

非你是想要那种镜头晃动的眩晕效果；其次，片子毫无主题，毫无意义，只是号称在追求艺

术；再次，如果在看到电影贴上“独立 实验”两个字，我还是谨慎吧，一不小心自己就被“实验”

了一把。对不起我提前离场！ 

■ daruke  2010-10-19 

脑残。这个是电影？居然满分。像个搞传销的。家庭不和谐。我看算了吧。勇气可嘉。 

■ 芒果老丸⼦  2012-07-28 

09 年武汉暑假和朋友在 VOX 瞅的，今天还和朋友回忆起，真心不喜欢。 

■ 赵小楞  2010-09-27 

我不能承认这可以被称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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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城门  2010-09-26 

作为济南人必须顶 

■ 寶⽟ 2010-07-24 

又是一个 3 小时。。我 X。。我没有带头鼓掌，没有一个人鼓掌。现在是怎么了，觉得 3 小

时是底线是吧？至少后面 1/3 可以分出来做副篇，就像三峡好人和东一样，非要 3 小时一起。。

你继续放吧，我今后再不耗费这样没有情节满是碎镜头的 3 小时了！ 

■ 飞飞  2013-06-02 

7.5 

■ 明明  2010-10-24 

实在不敢苟同所谓行为艺术 

■ ginsberg  2011-12-01 

不大气心胸不 阔表现也不惊人并且很自私。。。合成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 轨  2010-07-24 

还挺喜欢其中的舞蹈，抽象的附着或是捆绑，或许这胶带就是他小世界里的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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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éro ′  2011-11-25 

精神可贵、 

■ 愚比王  2010-10-27 

非常好，剪輯待加強。 

■ Rockie  2010-10-26 

太个人化了 

■ 猫⼉  2010-06-10 

后的结局 还是去了人才市场 所有的坚持 在面对生活的时候 都是那么的脆弱无力 我们

只有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我们才能更好的生存 看到导演 后一幕 另一个自己死了 其实你

是幸运的 因为你至少曾经拥有过另外一个自己 

■ 露丝玛莉  2011-03-24 

在第五届云之南纪录片影展看到的， 深刻的一部电影。 

■ 某⽂~||加班呢 2010-08-31 

我都不知道这片子还有豆瓣。罪过。罪过。 

■ 王安⽯  20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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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人 

■ 圆月超⼈  2010-07-25 

听说山东残酷的高考制度，使得这个省份有了很多艺术家。 而我看到的，不是从严苛竞争下

走出的木偶，而是赋予思考、关怀以及反叛精神的有血有肉的行动者 

■ 风麦  2011-03-25 

不管愿意与否，我们都被贴上标签。 

■ 红乐乐  2010-10-27 

听完崔健那首《从头再来》就走了!!什么东西这是。。。。 

■ Connie Connie  2015-05-26 

看了第三部分，我只能说，他在艺术的道路上走的有点远。 

■ [已注销] 2011-12-23 

这个我觉得花絮比较有趣-v- 还是不太能接受太超现实的艺术境界啊 = = 

■ 骚兵卫  2011-05-14 

内心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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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2011-03-31 

过几天写影评 

■ 装蛋的演员  2013-09-16 

“玩命和冲突是我的常态（对于他人，这是进步了），而我，什么时候能冷静下来，克制自己、

遵守秩序，那是我的进步、提高“，看李凝老师写到这句时，无比感同。 

■ ...  2010-05-11 

野猪排长 

■ 凌云焰  2010-06-26 

首先把摄影机端平？呵呵呵，当你被一条狗狂追撕咬逃走之时，你还能端稳摄像机？当你被

别人殴打，你手中的摄影机能稳定不动？生活中的琐碎是你唾弃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你洗

澡和做爱时是穿衣服的？你需要重新了解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生活？什么又是

自己？ 

■ 摄像诗潘潘潘  2012-05-02 

今天下午黎小峰老师的纪录片课上观摩了《胶带》，被李凝所深深震撼了…！导演完全对大家

坦诚相待。我终于理解到了泰州老师曾说起的纪录片工作者应具有的真诚了！相比之下我在

自己的作品面前是显得如此之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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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边树  2012-11-01 

它是炙热的、自恋的、分裂的、自私的、痛苦的、思考的、对抗的。它是一个高度。因为它

抵达了我们灵魂深处的不曾触碰的真实。 

■ 红  2012-05-24 

虽然很真实，可能环境原因、时间原因，真的看得人很难受，虽然的确让人看着难受让你思

考的电影，但这电影很显然不是，而是垃圾、废镜头太多了，导演至少要知道一点，我们的

时间也是时间，不是看这种自己都没认真思考的情节塞给我们，浪费别人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美国 MOMA 纪录片双周影评: 

“自画像方式的纪录片”《胶带》也时长 3 个小时，片子以李凝儿子的出生为 头，孩子对于婚

姻和家庭的黏性自不必说；在李凝的镜头和独白中，儿子显然也是他与生命的纽带之一。而

家庭，是依靠也是束缚，李凝在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的同时，似乎无法平衡家庭这种暧昧的

黏性所带来的困扰。 

■ 来自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影评: 

With disturbing honesty, performance dancer Li Ning turned his life in China into a work of 

art. Using a range of cinematographic means for five often absurd years, swerving between 

harsh reality and artistic pretensions, between pathos and insight, between perseverance 

and self-pity. 

 

'A person is nothing more than a series of undertakings', said Jean-Paul Sartre and it is a 

statement that is very apt for the Chinese dancer and performance artist Li Ning. Not only 

at his avant-garde performances but also in his private situation, where he wrestl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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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families': his wife, his son and his mother who accuse him of earning too little money 

for them and his guerrilla dance group, which is enthusiastic about not very well organised. 

 

In the almost three-hour long Tape, Li records five years from his own life, balancing 

between the harsh reality and his artistic pretensions, between pathos and insight and 

between perseverance and self-pity. 

 

He uses a motley collection of cinematographic techniques: observing images, self reflective 

confessions, and written voice-over and also digital special effects. This story has a jumpy 

chronology, in which some scenes are repeated. Tape is a recalcitrant, confrontational ego 

document in which Li succeeds in revealing his own soul and all its nak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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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Treatment 
 
作者：吴文光 

拍摄：吴文光、文慧、邹雪平、唐志、谢莉娜 

剪辑助理：邹雪平、唐志 

视频技术：王文立 

英文翻译：奥黛 

翻译协助：唐志 

字幕制作：章梦奇 

对白抄录：李新民 

片长：80 分钟 

制作：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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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吴文光，1956 年出生云南昆明，1974 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至 1978 年； 1982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之后在昆明和新疆尼勒克二牧场任中学教师三年，在电视台做记

者、编辑四年。1988 年至今，作为自由职业者居住北京。 

纪录片作品：《流浪北京》（1990 年）、《我的 1966》（1993 年）、《四海为家》（1995 年）、《江

湖》（1999 年）、《和民工跳舞》（2001 年）、《你的名字叫外地人》（2003 年）、《操他妈电影》

（2005 年）、《亮出你的家伙》（2010）、《治疗》（2010）、《因为饥饿》（2013）、《调查父亲》

（2016）。 

录像短片：《日记：1998 年 11 月 21 日，雪》、《公共空间》（2000 年）、《寻找哈姆雷特》

（2002 年） 

著作：《流浪北京》、《革命现场 1966》、《江湖报告》、《镜头像眼睛一样》；主编《现场》

（出版三卷）。 

2005 年，策划与组织村民影像计划。2010 年，策划与组织民间记忆计划。 

 

影片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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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品的初衷是想做一个有关我母亲的影像，以之纪念和我感情极深、在 2007 年去世的母

亲。做的过程想法不断被打断和改变，特别是对整个 12 年中有关我母亲的影像素材整理过程

中，一些之前没有留意的细微之处重新再现，一些往事重新恢复；还有，重新面对母亲的活

动影像，一个已经消失人世的亲人突然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起来，说话，表情，一切宛如昨

天，发现这个影像作品不仅仅是纪念，是一个让我母亲重新活过来的尝试，尤其是在我现在

这个需要自我治疗的过程，母亲成为这一过程中 重要的元素。所以，母亲－回忆－现在时

－治疗与自我治疗，一个结构和叙述方式自然而成。 

 

参展及放映 
1.  2010 年 草场地“五月”艺术节，北京 

2.  Visions du Reel, 2010，瑞士尼昂 

3.  第七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宋庄，2010 年） 

4.  2010 年 台湾光点影展  

5.  北京猜火车“第一届北京青年独立影像年度展” 

6.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0 年 9 月， 

7.  深圳 OCAT 当代艺术中心，深圳大学，2010 年 12 月， 

8.  2011 年 芬兰坦佩雷电影节 

9.  2011 年 第五届云之南影像展，昆明 

10.  2015 年 10 月 杂家放映（北京） 

11.  2015 年 青岛独立影展 

 

电影手记 
1． 

回昆明，去了趟老家屋子尚义街6号，在文化宫广场后门那条街。老房子是我母亲房产，四十

年代盖的。1956年我出生，在这个老房子和尚义街长大，上崇文幼儿园走路两分钟，读明通

小学走路十分钟，初中和高中都是昆六中，走路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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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尚义街6号老房子一直到1988年，32岁，我离 云南去了北京。这30余年时间中，有三

次我离 尚义街6号长点时间，一次是1969年，13岁，随我母亲下放“五·七干校”去五百多公里

外的思茅一年多；再一次是1974年，18岁，到农村当知青，四年后返城；第三次是1983年，

27岁，我从当语文老师的一所中学自动离职去了新疆一个牧场中学教了一年多书。 

说尚义街6号这个老房子，起因是我正在剪辑的这部叫《治疗》的影片。取名“治疗”，第一动

机是我母亲2007年春住进医院，夏天去世，这是我母亲人生的 后一次治疗。人从医院始，

再至医院终。 

我的影片从医院讲起。 

【影片旁白1】 

    两年前，也就是2007年7月份，我母亲已经住院⼏个月了。我赶回去看她。 

    若⼲次我母亲住院都是平安出来，但这⼀次，⼤家都有预感：她出不来了。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医院(出⼝)她要⾛到另外⼀个地⽅。 

 

 



 311 

 

    我母亲住的医院叫老⼈医院。“老⼈医院”的意思，我去了后就知道，实际上是⼀个等死的

地⽅。住在那里的⼈都是些不治之症的⼈，垂危的⼈。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就到最后，有⼈

车推着他们去到该去的地⽅。 

    2000 年冬天，我回昆明。我父亲去世十年，过八十的母亲独自一个人住在尚义街老房子。

敲门进家，母亲给我 门，身体哆嗦，老房子见不到阳光，天冷时像冰窖。我在城外买了可

以晒到太阳的房子，接母亲过去住。以后城里的老房子一直空着。2007 年夏天，88 岁的母

亲去世。料理完母亲后事，我回到尚义街 6 号老家。回老房子是要找我父亲的墓穴证，为父

母合葬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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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带着摄像机回去的。从九十年代末我有小 DV 摄像机 始，我的影像拍摄类似“影像

日记”。2007 年夏天回尚义街 6 号老房子，为什么想起带着摄像机？我回忆当时大概是觉得

我父亲那个墓穴证 18 年前安葬时看过，之后再没见过，也不确切会放在什么地方，印象中记

得是放在我母亲一个专门搁照片和信的抽屉里。我想记录下找墓穴证这个过程，但完全没想

到这些镜头以后会怎么用。 

剪辑《治疗》这个片子是两年多以后的事。 

 

【影片旁白2】 

    在昆明将近12天时间里，每天我就像上班⼀样去到医院，有时上午去，有时下午，有时

晚上去。 

    12天时间里，我母亲开始见到我时神志还算清醒，还跟我亲热说些话，慢慢地她说话次

数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微弱。她好像也不想表达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和我母亲度过的最后12天时间，在昆明⼀个老⼈医院里。 

    老⼈医院从⼆楼到三楼、四楼，都住着病⼈，都是上了年纪的。这里的⼈都是些什么病

呢？瘫痪，丧失记忆，癌症，最后的晚期，中风。中风病⼈是最多的，神志完全不清醒。 

 

在医院里明显感觉到的是，治疗只是形式，医⽣只是按照常规⾏事，发药，打针。所有

⼈⼼知肚明，这里不负责解决问题，不可能进⾏有效的治疗，因为没有任何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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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天我回到尚义街6号。我有近两年没回来过，门锁生锈，死活 不 。去街上叫了个修锁的

来撬 锁。看当时拍的素材，我的镜头就从这里 始：天已黑，撬 锁， 灯，没电。大概

是因为常年没人住被掐电了。 

我找了电筒和蜡烛， 始翻寻，在母亲老柜子抽屉里找到我父亲墓穴证之前，先看到一些我

母亲的老照片，在一个旧相本里。这些老照片我很熟悉，我母亲摄于二十年代幼儿期、三十

年代少女期和四十年代已婚期，照片上我母亲，来自“旧时家庭”，旗袍，烫头，表情安详，

来自完全另外一个时代。照片翻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列宁装、干部服，变成一个新时

代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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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旁白3】 

    老⼈医院里的那些老年病⼈，基本上都是：冷漠，没有什么表情。病⼈家属来了，都站

在床边，做出非常关切的样⼦，嘘寒问暖。 

    ⼀般每天中午两点左右，午觉后，那些护⼯会把老年病⼈用轮椅推到⾛廊上，那地⽅可

以晒到太阳。 

    ⼀排轮椅上是老年病⼈，他们面朝窗户，太阳照在他们脸上，在他们身上⼀点点移动。

那些护⼯坐在旁边打⽑线，聊天，抽烟。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那些老年病⼈⼀排面朝窗户，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他们在

这里呼吸新鲜空⽓，晒太阳。他们始终沉默，好像失去了知觉。 

我想这些老⼈住在这个老⼈医院，他们的⼈⽣已经丧失了能够治愈的可能和希望之后，他们

望着窗户外，在想什么呢？也许他们在回忆他们的年轻，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也许他们在

想有谁⽋着自⼰什么，或者自⼰⽋别⼈什么。也许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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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父亲的墓穴证找到了，回看当时拍的素材，我的镜头没有就此停下了，还在找，抽屉里翻

出我母亲的其它遗物：五十年代的工作证，毛主席像章，旧粮票……我的镜头离 抽屉，转向

我母亲屋里其它地方：一张老式双人木床，床头印着“云南省食品公司”一排字，这是我母亲曾

经工作的单位（证明这个家庭的部分家具来自“公家”）。墙角是一台华南牌缝纫机，我记得这

是七十年代初买的，和我二姐的自行车、我三姐的手表组合成我家当时的“三大件”。 

 

柜子上我发现我写的两本书，《流浪北京》和《革命现场1966》，九十年代台湾出版，出版

后寄给我母亲。翻 《革命现场1966》，扉页有我的字：“妈妈，我写的这本书，有您和三个

姐姐以及我们一家过去的生活。送给您此书，以此纪念。儿文光。199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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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镜头还在移动，出了我母亲屋子，去到我以前住的屋子，镜头跟着电筒光移动：一些书、

信件、照片……屋里黑暗，灰尘的味道。 

 

两年多后，2010 年 1 月，我 始剪辑后来定名《治疗》的片子，这些镜头被用在影片 头段

落。 

 

【影片旁白4】 

    在老⼈医院，我注意到有⼀个老头，他⼿里永远有⼀本书，书名叫《秦城监狱纪实》。

我记得第⼀天我看他读第7页，到了第10天，他读到第8页。10天时间里他只看了⼀页。我觉

得他是在非常努⼒地看这本书，非常认真地看。其他⼤部分老年病⼈，他们不看书，只是眼

睛呆滞地望着窗外。 

 

 



 318 

当他们⼝⽔流出来，或者是想要喝⽔时，嘴里就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这些老年病⼈的样⼦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之将死时可能就是这种命运，他们被⼈推到窗户旁，要他们晒太阳呼

吸新鲜空⽓。没⼈知道他们⼼里是不是就想晒太阳或呼吸新鲜空⽓，也没⼈问过他们，也没

⼈想知道这些。 

    这些老⼈会⼀个接⼀个从这里消失，被⼈抬上车，送到⽕葬场。⼈们聚在⼀起，说些悼

念的话。这个⼈变成灰，装在⼀个盒⼦里，埋在地下。立起⼀块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治疗》剪辑过程，打 有关母亲的记忆，我自己的成长记忆自然也伴随其中。剪辑顺着这

条线索行进：母亲—医院—治疗—我的革命青春记忆—自身病症—疾病与死亡—自我治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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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去世两年多期间，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总是缠绕我，内心似乎被催促着该做个什么动

作对某种情绪作个了断。这就是我想做个有关我母亲的影像初衷。 

  

重看影像素材库所有我拍的有我母亲的镜头， 早是 1998 年拍的，那是 12 年前，是很随性

拍的，我母亲很生活的镜头：看报，坐着，发呆，打瞌睡…… 

 

始，我不敢直面母亲生前的这些画面，看着就揪心，想掉头跑掉。慢慢地，忘掉了母亲已

不在人世的事实，然后有一种和我母亲再次相守的感觉。在十年零散记录我母亲的这些画面

中，一些早已忘掉、或之前没怎么留意的细微之处重新再现，一些往事重新恢复。 

 

重新面对我母亲的这些活动影像，突然发现，一个已经消失人世的亲人在动，在说话，样子

表情宛如昨天，就这么栩栩如生“活过来”了。还发现，做这个影像作品不仅是记忆和纪念，

也是一次我和我母亲重逢并再次厮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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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旁白5】 

    我觉得医院不是⼈告别⼈世的最好地⽅。这里嘈杂，有各种陌⽣，⽓味很难闻，冷漠，

⼀切都是按部就班。⼈应该在自⼰的家⾛完最后的⼈⽣，这个家是他曾经出⽣的地⽅，那张

床也是他出⽣的床。然后他在这张床上结束⼈⽣。 

    ⼈在⽣病的时候倚赖感很强，很脆弱，觉得自⼰很渺小。我认识⼀个⼈，他老婆是个护

⼠，是他住院时认识的。我体会他的感情⼤概就是在⽆助时产⽣的，这是他爱上那个护⼠的

重要原因。 

    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病痛中，在极度虚弱和脆弱的时候，戴着白⼝罩的护⼠

在他眼睛里就像⼀个天使，或者是能够带他回到正常⽣活中的⼀个重要的⼈。这个叫什么？

脆弱时期的爱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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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出生到中学毕业下乡当知青之前，18年时间里一直和我母亲在一起。这18年时间，有10

年是我父亲空缺。我10岁那年，即1966年，文革 始，我父亲被送到单位农场，11年后回来。

18岁以前，我的少年和青春成长记忆主要和我母亲有关，丝丝缕缕缠绕。 

  

想做《治疗》这部影片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这些年我尤感需要自我治疗。打 有关母亲的记

忆，我自己的成长记忆自然也伴随其中。 

 

剪辑顺着这条线索行进：母亲——医院——治疗——我的革命青春记忆——自身病症——疾病与

死亡——自我治疗。 

 

剪辑过程，不断有新想法突然蹦出来，击溃原来觉得不错的想法，思路不断被改变；或某天

醒来，觉得应该补拍个什么特别的镜头，或是对着镜头讲些什么。似乎总有某个隐秘在暗中

招手，诱惑我步步往前，但前面是什么，依然模糊。 

 

这种剪辑经验我从未有过。我一直不确切到底要剪辑出个什么样的片子。“不确切”，是太多东

西在内心涌动，那些往事中无数琐碎细节，那些徘徊缠绕的情绪，在找着出口排泄。从硬盘

中 1998 年至 2010 年间数百小时的“真实影像材料”中，我渴望找到翅膀，渴望想象飞翔起来，

渴望天马行空。 

【影片旁白6】 

12天之后，我母亲从这个医院消失了。 

夜里1点时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我知道：这⼀天到了。我开车出门，下着暴雨，街上

没有⼈，也没有车。我车开得很快。 

10多分钟后我就到了医院，我看见医⽣和护⼠在做着“最后的抢救”。护理我母亲的⼈、还

有其他护⼯站在旁边。⼏分钟后，医⽣说：不⾏了。“不⾏”的 意思是：到此为⽌。实际上做

这些⼯作都是象征性的。这时旁边的护⼯们⼿脚麻利地开始帮着替我母亲擦洗，换衣服。我

母亲的衣服早就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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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时间， ⼀切都收拾妥当。再打电话给殡仪馆，车开来，把我母亲拉⾛。两三个小时

后我离开了这个医院。 

    我母亲已经离开这里，我想我以后也不会再来这里。但谁知道呢，哪⼀天我可能也会被

⼈推到这里。 

 

6 

剪辑未结束，2010年初，我回到昆明，去了老房子所在地尚义街。这条街正在准备拆迁。昆

明要建地铁，尚义街位置是计划中的一个地铁站，周围上万平米都要拆迁。很快，尚义街六

号就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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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条老尚义街还在，门牌 1 号到 8 号，5 号和 6 号之间夹一个公共厕所。我还进了 4

号和 5 号，小院，狭窄，昏暗，一股霉味，楼梯踩上去咔吱咔吱响。 

 

40年前，我和这条街的男孩子们一起玩大，游戏如“躲猫猫”、“打死救活”、“斗鸡”，蹲在街边

赌香烟壳玻璃弹豆腐干子弹壳，讲鬼故事，把电影《地雷战》里的音乐填词唱成“松井的亮蛋

滑溜溜滑溜溜”。其时是文革期间，我的少年和革命无关。 

  

以后我上中学了，要“学好”，要进步，积极入团，爱上篮球和诗歌，就和这条街上的男孩疏远

了。我看不起他们唱黄歌抽烟讲女人，路过就绕 他们，招呼都不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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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了这条即将消失的尚义街，给它留下 后的影像。我80年代时期的文学朋友于坚有首著

名的诗叫 “尚义街六号”，写了80年代初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诗结尾是：“在别的地方/我们常

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 

  

不久，孩子们会来参观，参观的是可能很现代的昆明地铁“文化宫站”。 

 

片子的 后剪辑完成是在昆明。我待在城外新居10层楼，窗外远处是昆明老城，更远处是西

山睡美人山，往事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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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的剪辑，是和去世两年多的母亲继续相守的时间。我母亲在看报，讲我父亲1966年

以后每月汇20元做我的生活费，讲她生我那天的疼痛（这是1998年和1999年的镜头）；我母

亲在沙发上发呆，睡着了（这是2006年、我母亲去世前一年的镜头）。 

 

我母亲还活着，和我相依为命。 

 

 

一些身体动作，那是《治疗》剧场作品在 2009 年的排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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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影像剪辑进行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画面顺势加入——我母亲幼时到临终前照片，那是她88

年人生不同时期的定格。 

 

1969 年末，一张全家福照片，我母亲 50 岁，我大姐 26 岁，我二姐 22 岁，我三姐 20 岁，我

13 岁。我父亲缺席，1966 年文革 始，他被送到单位农场“劳动改造”。这张照片拍了后，

我三姐当知青去农村，我大姐去“五七干校”，我跟我母亲也去了“五七干校”，全家各奔

东西，重聚是 10 年后。 

 

还有，我在看报，在发呆，在电脑前剪辑，在镜头前自语和我母亲的一段往事、以及我的内

疚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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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的青春史记忆，那些我 16 岁至 22 岁写的日记和诗歌，20 多本，非常“革命”的感情

和语言，那是我当年“充满共产主义毛主席雷锋的精神史”。这些满篇理想、空洞无物、没

有个人、甚至连闲话都没有、让我后来非常丢脸的“残酷革命青春证据”，在 40 年后打 ，

暴露在镜头前。 

 

 

1981年，和“尚义街6号”的文学朋友照片（右起：于坚、杜宁、费嘉（已去世）、朱晓阳、陈

坚、李勃、我） 

还有我的一些声音，那是我2009年在录音棚的一次声音即兴发挥，从我对医院的印象说起，

说到病，说到死。 

还有，影片的结尾是我的一首诗，这是我和诗歌情人告别近20年后的第一次重逢，2002年我

在哥本哈根机场候机楼稀里糊涂划下这些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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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打盹的时候 

什么都拦不住了 

向你飞去，轻松得像⼀只鸟 

…… 

渴望向你飞⾏啊 

只是飞⾏，没有终⽌的飞⾏ 

想象中开始 

想象中继续 

然后死在想象中 

…… 



 330 

 

 

就这样，来自12年间的影像、声音和文字被装进80分钟的片子。组合，打断，延伸，切入，

转换……移动鼠标，摁着键盘，我在做着这些动作。我眼睛盯着画面，思绪在远处。这时我觉

得自己真的是一个作家，在用影像写作。 

 

【影片旁白8】 

    回过头想我母亲临终前的那⼏天，消瘦，眼睛没有光彩，她也不能说太多话，好像她也

真的不想说什么话。回想我⽗亲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和我母亲完全不⼀样。我⽗亲是非常焦

虑，非常着急想说什么 东西，但是他没法说了。 

    我母亲临终前好像不想说什么。⼀切归于自然。⼈⽣已成定局，80多岁了。 

    可能对她来说，早就活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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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刀在划 。自我治疗进行中。创作是一次排泄，也是一种治疗。片名也在剪辑过程中确

定，叫《治疗》。 

（写于 2010 年） 

 

 

 

 

影评 

（以下英⽂摘自瑞⼠尼翁真实电影节影评） 

Wu Wenguang: Autobiographer of the Fringe 

 

Wu Wenguang, Wenguang is his first name, was born in 1956 in the Province of Yunan. 

As a child, he saw his family dispersed by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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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 Film director and producer, he has published books in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inema culture. Since 1994, Wu and his companion Wen Hui, who is a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 have created spectacles of dance, several of which were 

presented in Europe, among other places of Zurich Theater Spektakel. Wu knows how to 

play with the projection of pictures and audio visual scanning which he integrates in his 

choreographies. Pictures where the body in movement becomes the screen! In 2005, the 

couples founded the Caochangdi Workstation, a space for independent creation, where 

choreographies born, seminars are held and every year a film festival; residences are 

provided ther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here participants gather together, sometimes at 

the end of long days of work, around tables in the large kitchen of this independent campus 

which is truly exceptional. Wu launched big project, particularly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he has initiated a series of films shot by farmers. In 2006, he produced the famous Villagers 

Documentary Project. As far as his own films are concerned, they number around ten. His 

latest work, Treatment, opens a new avenue in his work, more intimate and of an 

autobiographical character. 

In Fuck Cinema, Wang, a 28-years-old peasants’ son, has come to Beijing, where he 

has been refused admittance to the filmmaking Academy. Yet vehemently he persists in 

wanting to enter the moves world, to sell the script that tells his life story, to shoot a film. 

He is penniless and… he meets up with Wu Wenguang. The latter decides to make Wang 

the main character of Fuck Cinema. Their route consists of various stations that reveal 

powers, postures, businesses, illusions. One of the recurrent bits of derring-do in the film is 

casting of oung women, who the camera takes malicious delight in a plush hotel room 

between the poor debutant and the upstart filmmaker, it is worth its weight in minutes and 

amused, condescending smiles. The single shot sequence lasting a good 12 minutes at the 

end of the film, in which the filmmaker and his character are in an unending face-to-face, is 

exceptional. The face-off is set up by Wang reading to Wu a detailed text of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filmmaker; a description of the ontological violence with which one films the other. 

As for Wu Wenguang, he shoots without saying a word, when he could help the you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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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at his fill and find a roof. No, the cinema answers to other laws, insists the filmmaker, 

before his character – all the move characters in filmmaking – disappears into the crowd 

and into the night. Shooting amounts to holding them in images as one sees fit before losing 

them forever. 

In Treatment, the ruins of a geriatric hospital guide Wu Wenguang as he picks his way 

through the scattered rooms, some of which are identified by the light of a flashlight or the 

portrait of his deceased mother.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unfol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disperses families; the steps of the son’s education follow on between Maoist doxa and 

ideological and poetical emancipation. The notebooks that Wu fills with daily observation 

and poems, his words in semi-darkness, evoke as much the course of his own life as that of 

his mother’s. then there are the shots of Wu Wenguang on all fours, swallowing a long 

ribbon of white paper, enough to make one choke, or die. This mise-en-scene, whose 

counterpart comes at the very end of the film when he pulls paper out of a woman’s mouth, 

is traumatic. Its symbolic violence reflects the treatment we bestow on our bodies. 

Compared with the narration of the end of his mother’s life – her mouth gradually empties 

of all words – the realism of these heart and soul performance by Wu Wenguang is form of 

painful and liberating exorcism, whose final meaning remains abeyant. But the sensitivity 

with which the filmmaker restores his mother’s presence, the black and white pictures, the 

admirably detailed photos, the beautiful violence of a downpour and the whiteness of the 

first snow give Treatment the dimension of meditation. So how does one treat one’s life in 

the face of death? What this most complex and moving of Wu Wenguang’s films offers us to 

hear is voice that is strangely pacifying.  

(from Visions du Reel, 2010, by Jean Perret) 

 

吴⽂光：边缘的自传作者 

文：让�佩瑞特（Jean Perret） 

翻译：程颖  修订：张亚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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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光 1956 年生于云南，文光是他的名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看到文革影响下的家

庭离散（见《治疗》）。作为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他曾在中国出版介绍国际电影文化的著作。 自

1994 年，吴就和他的伴侣文慧------一位舞者和编舞，一起进行舞蹈剧场创作，有些作品在

欧洲演出，其中包括苏黎世的 Spektakel 国际戏剧节。吴懂得如何灵活使用图片和影音材料

的投影，再将它们融汇到剧场作品当中，运动的身体图像变成了屏幕本身！2005 年，他们两

人建立了草场地工作站，一个独立创作的空间，这里产生剧场作品，举办论坛，每年还有电

影节，并提供驻场计划， 国际会议， 有时一整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参加者们聚在一起，围

坐在这个独立学校偌大食堂的餐桌旁，那种经历真是非同寻常。 吴发起了一个很大的项目，

主要是在农村，他促使农民拍了一系列的电影。 2006 年，他 始运作著名的村民影像计划。

迄今为止他自己的电影作品大概有 10 部左右。他 新的作品《治疗》，为他的工作 启了一

个新的路径：更为亲密，有一种自传性的特征。 

     在《操他妈电影》里，王，一个 28 岁农民的儿子，来到北京，但被电影学院拒之门外。 

然而他执意进入电影世界，卖掉讲他自己人生故事的剧本，把它拍成一个电影。他身无分

文……然后遇到吴。后者决定把王作为《操他妈电影》的主角。 他们的历程包括几个不同的

阶段，其中揭示了权力、姿态、商业和幻想。 片中一个大胆无畏，不断重复出现的场景，是

年轻女孩的试镜。在一个奢华的宾馆房间里，摄像机在这些可怜的初出茅庐的女孩和正得意

的电影导演之间，带着一种心怀叵测的愉悦拍摄。它在那分分秒秒和好玩、居高临下的微笑

里，显示出重量。 影片结尾一个长达 12 分钟的段落单镜头，也不同寻常，拍摄者和他的人

物面面相对，似乎没完没了，这种对峙通过王读给吴的一封长信得以确定，讲的正是他与吴

的关系。它描述了一种本质的暴力，当一个人去拍另一个人的时候。至于吴文光，他一言不

发地拍摄，即便在他可以帮助这个年轻人，让他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的时候。 不，拍摄者

坚持让这部电影回应另外的法则，直到他的人物——以至拍摄中遇到的所有人物－－消失在

人群和黑夜当中。拍摄意味着在他们永远消失之前，用一个人认为合适的方式，把他们保留

在影像当中。 

在《治疗》里面，老年医院的废墟引导着吴文光，他穿过错落的房间寻找出路，有些

房间被手电筒照亮，有些是吴已过世的母亲的肖像。中国的历史铺陈 来，文革令家庭离散。

子一代的教育在毛主义，意识形态和诗歌带来的解放之间与时俱进。 吴写满了日常观察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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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笔记本，他那些幽昧中记下的文字，在唤起他自己生命历程的同时，也唤起了他有关母

亲的记忆。然后有一个长镜头，吴文光四肢着地，吞食一条长长的白纸，长到足以令人窒息，

或死去。 这是一个创伤性的场景，它在影片结尾得到呼应：他从一个女人的嘴里拉出纸条。

它象征性的暴力折射出我们施加在自己身体上的暴力。相对于母亲生命 后时光的叙述——

她渐渐病到不能说话——这些吴文光用内心和灵魂作出的表演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形

式的招魂术，令人痛苦又得到解放，它 终的意义悬而未决。但是作者重述母亲的存在，带

着一种感念，黑白照片，照片上令人感叹的细节，一场倾盆大雨，带来美丽的暴力，以及第

一场雪的白皑皑，都赋与《治疗》一种沉思默想的维度。人要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在死亡

面前？这部吴文光的作品当中， 为复杂和动人的一部，让我们听到那极度令人平静的声音。 

 

摘自：瑞⼠尼翁真实影像电影节 2010 年⼿册 

 

 

 蒋樾纪录片《彼岸》中的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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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的信仰 

Faith in Ailao Mountain 

地区: 中国 

制作年份:  2013 年⾄ 2014 年 

⽚长: 71 分钟 

⾊彩: 彩⾊ 

制作格式: 磁带（Tape ） 

语⾔：中⽂ 

制⽚： 张慈，娄欧-布兰克 Lowell Blank 

导演： 张慈 

拍摄： 张慈 

剪辑： 张慈 

作者简介 

May May Miller 英文名字：美美.米勒 (张慈)  美国纪录片制作人/作家 

张慈，美国华裔著名女作家，纪录片制作人。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张慈在北京参与拍摄

了由吴文光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1988 年)，同时，她是中國女性主义

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1988年离 中国，1994年参与吴文光拍

摄第二部纪录片《四海为家》。近年出版书籍《浪迹美国》，《美国女人》，《从云南到加

州─我的西游记》，中短篇小說多篇，長篇兩部，2013年出版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张慈

现居旧金山湾区，硅谷帕罗阿图镇，正在带领团队制作大型纪录片《硅谷中国人》。 

张慈的散文纪录片《哀劳山的信仰》，获美国圣地亚哥大学2014年的选片放映，2015年2月在

斯坦福大学，索菲亚大学放映，对美国公众的首映为2015年9月27号，于旧金山“新人民电影

院”New People Cinema”。有关张慈的纪录片收藏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柏克莱大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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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太平洋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她正在制作一部长达20集的纪录片《SVC硅谷中

国人》，由幸运星电影公司制作发行，张慈为总制作人。 

 

作者在《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中的⼀个镜头。曾在云南⽂坛红极⼀时的传奇⼥⼦，也

是导演吴⽂光首部纪录片《流浪北京》中的那个从个旧出⾛的⼥作家。 

影片梗概 

2013年，作家张慈从美国回到云南哀牢山 – 她的出生地去写一本书。写书期间，居住在另一

个地方的母亲自杀未遂。张慈遂中断写作，去照顾在医院抢救的母亲。陪伴母亲期间，她为

了解脱痛苦，用一部DV拍了母亲的故事，从医院一直拍到母亲曾经工作了半辈子的哀牢山，

拍到哀牢山上她写作那间小屋、周围的大山、梯田、童年到少年、如今被各种车塞满的老街、

清真寺、各色男女、被母亲的病压得未老先衰的弟弟、信伊斯兰的姨婆、舅舅，甚至屋后面

的屠宰场和凌晨传来的杀猪嚎叫….这一切都被收录入镜。 陪伴母亲的过程中，听母亲回忆过

去，张慈终于发现自己为何回到家乡，回到母亲身边。在纪录片中， 她和母亲共同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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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一起寻找生的可能和希望。《哀牢山的信仰》，讲的是人如何在危机中找到人生的真

实信仰？ 

张慈的这部片子已经超出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纪录片”，具有一种作家影像写作的启示，有

无限多的可能性正在延伸。这种“散文电影”、“作者电影”、“个人影像”，正是观众多年期

待而没有看到的那种“影像写作”。 

作者阐述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爱我妈妈。这部片子很虐心，很虐心。 

参展与放映 

2013年11月 北京草场地放映 

2013年12月 上海尔冬强文化中心 放映 

2014年4月 云南大学经济学大楼 放映 

2015年3月8号 斯坦福大学 李嘉诚大楼130室 

2015年4月18号 索菲亚大学 1059 C 室 

2015年9月27号 旧金山 新人民剧院  

2015年9月-2016年1月 送片：  

                    休斯顿WorldFest, 

                    邵氏电影 

                    法国 Cine Ma Du reel Film Festival 

                    香港国际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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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双年电影节 

                    韩国国际妇女纪录片电影节 

获奖 

2015年9月25日《哀牢山的信仰》获旧金山“世界独立电影节 TWIFF” - 佳家庭故事奖  

The Best Family Story Award 

2015年11月1日获洛杉矶“中美电影节CAFF” - 入围奖 Official Selection Award  

获奖词 

TWIFF：感谢世界独立电影节给我颁发的奖励， 在美国的多种族电影中，我希望以我的声音，

唤醒人们对故乡，对母亲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关爱。 

电影⼿记 

哀牢山，一条位于中国云南省中部的山脉，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

界线，也是云江和阿墨江的分水岭。主要由砂页岩、石灰岩和各种变质岩组成。哀牢山走向

为西北－东南，北起楚雄市，南抵绿春县，全长约500公里，主峰同名称哀牢山，在新平彝族

傣族自治县西，海拔3166米。 

哈尼梯田， 哀牢山雄伟高大，山体两侧对称呈锥形，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高耸人云，气势

磅礴，景象壮美。 整个哀牢山地区由于平坝少，多为梯田梯地，其中者东江两岸，特别壮观

美丽，层层叠叠，弯弯曲曲。春天撒秧（二月底），夏季碧绿，秋天金黄，冬如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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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的少数名族。云南哀牢山南麓红河州元阳一带，世代居住着哈尼族、彝族、苗族、壮

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他们用世代之力塑造出震惊世界的哈尼梯田。他们现在的劳作依然是

原始的，生活依然是简朴的。 

 

上图为作者和患病的母亲--纪录片《哀牢⼭的信仰》：重新认识了母亲和故⼟ 

 

1. 拍片的来龙去脉 

自1975年后，我就没有回去过哀牢山。 我见到过云南深处的这座山，因为我父母大半辈子都

生活在山里，巡回医疗，为少数民族治病服务。我也于1962年出生于元阳县医院，即哀牢山

的一个山头县城。 

但他们没有抚养我，他们将我送到山下盆地的蒙自县城，我从一个的婴儿，由外婆养大，短

期回哀牢山去过两三次，后来离 故乡去上大学，没有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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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天，当我的 后一个孩子去上了大学，我决心回到哀牢山去，那里有我残存的对父

母的记忆。 

我的父母都已经离 了哀牢山。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希望重新寻找父母在山里的生活轨

迹。我的父母都还活着，已经离婚了。他们似乎都生活得很痛苦。爸爸已经被我接到了美国，

而妈妈总是生病，不能坐车，更不能坐飞机，她苟活在她母亲留下的小屋中。 

到哀牢山去，我的打算是住下来，到处寻访，写一本关于自己父母的书。 

就这样，我从旧金山回到了哀牢山。 

旧金山国际机场 – 汉城国际机场 –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 昆明长水机场 – 长途公共汽车到

蒙自市- 私人轿车到个旧- 元阳南沙- 元阳老城 –全程旅行时间共27个半个小时。这个过程我

很兴奋也很哀伤。 

经过哀牢山腹地，元江红河谷边的漠沙镇葡萄农庄，哀牢和漠沙，这字面透着怨与荒，走近

却是一派热带田园风光。高大的芒果树、苗条的槟榔树、秀气的木瓜树和果实累累的芭蕉树；

攀枝花树太高，地上有落花；葡萄可以收获过了。过了红河，很快就进入元阳县政府所在地，

南沙。南沙，常年热度高达40度， 我在那里累吐了，鼻子流血。 

从这个热不可耐的河边盆地，汽车 始爬山，窗外的高山峻岭越来越雄壮，且有雾。我知道

我已经进去哀牢山脉了。从哀牢山脉云雾山中走出来的人，对雾和云海有着一种别样的情结，

闻到味道我就浑身沉静而激昂。倾刻间雾聚雾散，令我心潮膨湃。当公共车艰难地行走于大

山小路上，眼前雾蒙一片时，几十年久违的亲近感顿时浓烈起来。 空气如此清新， 顺山的

芭蕉林，行走于山雾之间的彩色少数民族女子，视觉上真是奇妙而愉悦。到哀牢山来是我人

生的一种奢望，我终于来了。老城是是一座建于山顶的小镇子，它的主要街道就是一条山路。

延绵起伏的地形让老城被各种原始树林环抱其中，野蒿错落有致。大饥荒曾使这里一个寨子

的人饿死半个寨子，文革等曾经劫难的历史也在这里留下脚步，能够存留下来生活在这儿的

人无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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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为什么要拍《哀牢⼭的信仰》 

我一辈子从没想过要自己拍电影。 

就在我回到哀牢山后，我徒步或者坐三轮电动车到一些寨子逛逛，找到一两个父母当年的朋

友，和他们的谈话总让我泪流满面。然后我进入闭关写作。 三个半月后，我接到舅舅电话，

说我妈妈自杀了，要我赶快回蒙自去。我赶紧下山，拦车坐了两个半小时回到蒙自。我赶到

妈妈所在的州医院。急救室里满地是血，靠墙坐着几个十六岁，十七岁左右的少年，他们用

砍刀打架，有的脸皮被割下来，吊在下巴上，有一个男孩，左手拿着一只被砍下来的他的右

手，拿着那只手在等医生。。。在急救室的一个角落，一张床的白床单上躺着昏迷不醒的妈

妈，打着吊针。她在急救室被抢救了三天终于被救活了。可是在恢复知觉之后她继续千方百

计爬楼想自杀，每天要求我带她去南湖跳水，帮她死。我像生活在恶梦里一样。有一天我实

在要崩溃了，给北京的朋友文慧打电话，文慧竟然鼓励我把我妈妈用摄像机拍下来。我对她

说：我妈都被病折磨得那样痛苦了，我还拿个机器对着她拍？亏你想得出来！她说：我爸去

世前三周，我拍下了他生前 后的全部过程，我不后悔。这话打动了我，我就去公安局借了

一个旧摄相机 始拍我母亲。一拍呢，我妈妈就不是我妈妈了，她就是一个被拍摄对象；而

我也不再是我，我的眼睛变成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一个叙述者，我的观点也不重要了，被拍

摄的对象自己会说话，就这样，我反而神奇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发现纪录片有三个特点，

第一，可以用镜头捕捉和牢记自己的母亲，人类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第二，做为

体制的受害者，小人物或普通人历史总被掩盖，而镜头可以将灰尘推 ；第三，真实的影像

即真实的历史，噩梦般的历史被演化为“光荣梦想”是不应该的，纪录片就是帮助人们寻找真相

的尖锐工具！ 

 

3. 哀牢⼭的信仰，影像写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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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牢山，是我的母亲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哈尼山区，它位于云南省中部，海拔3166米，是

云贵高原和横断山的分界线，我出生在哀牢山。 

 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讲述了一位女医生，我的母亲的故事。  

介绍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要先从我2013年回老家云南讲起。在美国生活了25 年后，我

回到云南哀牢山南部元阳老城， 始小说创作。期间母亲生病，自杀未遂，随即放弃写作，

到蒙自照顾母亲。  

由于不堪的精神沉重，我拿起摄影机，端稳， 始将镜头对准妈妈，讲述关于病中母亲的故

事，以及清真寺，以及她一生所经风暴。  

下图是云南个旧沙甸清真寺 

 

作家影像写作，在美国，法国都已经形成气候，在中国却没有这样风格的纪录片电影，我决

心要自己创作一部。我 机后，母亲很镇静地坐在病床上，态度坚决、条理清晰、情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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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我，她的女儿谈论着自己要如何死亡，并要我帮助她跳湖，吃毒药。我抱住妈妈，无助

地低声说着：“妈妈，我帮不了你……”母亲为了让自己脱离痛苦、不拖累儿女，选择再度自杀。 

 地狱般的记忆。 

  我如何有勇气把摄像机对准走向绝望的母亲和自己？我看过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讲

述纪录片的书，摄影机的出现，好像有了另一只眼睛在看生活。这好像让我找到了解脱痛苦

的方法。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我和母亲对话，试图用各种方式解救快要丧失灵魂的母亲。

我和母亲没有太多的感情，因为我从小就和外婆生活，甚至在26岁以前从没有心甘情愿叫过

一声妈妈。 

2013年10月7日，我 始往硬盘里灌带子，24盘，1440分钟，它将成为我的第一个片子《哀

牢山的信仰》。我也由此正式成为两栖动物：写作与影像。太阳透过窗户照耀在我的电脑上，

我在我的录像上进行第一次，继而第二次，第三次。。。创作。同时，图像成为我的书的另

一个版本，我不清楚新的方法可以拽多长，又可以缩多短。不以为然，怎么好做怎么做，做

自己想做的，做别人没做过的，做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我在自己的拍摄手记中写道，“这是

我第一次拍片，我努力地将镜头对准人物，端稳，这是我离 美国时没有想到的，当母亲的

面孔在镜头中看着我，我流下了热泪。她在向我求救，而我却毫无办法，无能，只能听她讲

述她的痛苦。怎样看这个世界，对待身边的人，一直是人类认识自我，解决生存困惑的立场。” 

 又是一种不堪，也是一种升华。美国纪录片大师 Frederick Wiseman的作品给我的启示，

也常来自不堪于救赎的混杂。 

单纯的写作，与用影像写作， 从作家的角度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呢？拍纪录片似乎是一种

危险的游戏，自我总是暴露出 真实的方面，比文字更具有力量。它可以漫不经心，却可以

产生与漫不经心完全不同的效果。比如说，有一天我还剩下很多磁带，而我没有拍摄对象。

这时我正坐在汽车上，我就漫不经心地对着窗外的街景一路拍过去，结果这个部分却用到了

这部片子中很重要的地方。这与写作是很不一样的经验，写作是不客观的，都是作者的主观

叙述。使用摄像机还可以记录你心爱的风景和陌生人的影像。也许我以后会一直拍下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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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机写作和文字写作的 大不同，是图像和颜色带给我的冲击，那是 大程度的激情，这是

文字达不到的。 

片子里 后一个画面，嘹亮澄澈的可兰经唱经声音穿过哀牢山，穿过清真寺，穿过山峰和田

野。我母亲出生于一个祖祖辈辈的回教家庭，那是她的祖先对她的召唤。 

母亲痛苦的一生，有离婚的撕扯，计划生育的记忆，病痛的折磨，孤独的时刻找不到爱，茫

然的人生中没有依托；其实在我母亲病痛的背后还有老一辈人信仰的崩溃。他们们为了党为

了革命付出了一切，包括家庭，孩子。到头来，还要再去重新承认真主！真的是很惨痛的人

生啊！而且这种悲剧在中国老一辈是很具代表性的。哀牢山，它的原始性，表现力，表达着

我的母亲那一代人生命的凝重和对信仰的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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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也表达了我对生活，对自然，对世界的爱。母亲的绝望是我痛苦的根源，她的不

堪就是我的不孝，我在制作纪录片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对母亲的感情，对故乡的依恋。25 

年后，我回来中国，然后因为家乡一座故城的一川山水，一间屋宇的一个亲人，寻到了名

叫信仰的东西：与母亲关系的重新建构。 

在巨大的痛苦里，我找到了巨大的力量，没有这些痛苦，哪来人的杰出？  

25 年前，我离 中国之前，在北京出镜了一部纪录片，导演为吴文光。我背靠着北大东门胡

同里的一堵破败砖墙， 讲述了自己的生活与文学梦想，那部电影叫《流浪北京— 后的梦想

者》； 我离 中国之后，这部片子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由于它纪录了中国在转型

时刻一代年轻人的 后梦想，它的重要性得到很多国家的肯定，被收藏于各国大学图书馆，

包括哈佛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多伦多大学 史，坦福大学Green Library,  柏

克莱大学图书馆,  我也被史坦福大学邀请，给比较文学和电影学院的博士生讲过有关这部电

影的起因和制作过程；2005年，柏克莱大学主办“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放映周，我被邀请为

幕主持和演讲嘉宾。 现在，由中国纪录片中第一人，成功拍出了自己的作家影像，我希望在

史坦福大学放映这部带有云南地理色彩，寻找爱之根的《哀牢山的信仰》。 

《哀牢山的信仰》影片的结尾，镜头缓缓滑过那些山峰、变成黑白的街道，我的内心独

白在这里走向纵深处，我终于发现自己为何回到家乡，回到母亲身边，和母亲共同面对人生

绝境，一起寻找生的可能和希望……我非常喜欢这些述说的声音，甚至可称迷恋，它们娓娓蔓

延在影像中，一起流动。这些声音并非文稿的朗读，是我独自待在一间屋子里的即兴喃喃自

语，每个字词发自心底，包括那些停顿、迟疑、感叹。我不在此摘录这些词句了，只有和影

像一起观看和聆听，才有 直接的被击中效果。这部片子已经超出通常意义的“纪录片”，一种

作家影像写作的启示，还有无限多的可能性正在延伸。不管这种影像叫作“散文电影”、“作者

电影”、“个人影像”、或“私人影像”，这就是我多年前期待而没有看到、自己现在努力尝试终

于达到的那种“影像写作”境界吧。很多次，不断想到加缪的小说《局外人》是不是也可以变成

一种影像书写的文本，非常个人的，甚至极度私人的， 具体的真实材料和 疯狂的想象混

杂……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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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出手的影像写作，还有可能继续下去的新作品，会不会正在启示着这种伟大影像写作的

一步步实现？ 

 “我希望这部纪录片成为 启中国的作家电影中有关信仰的 门之作，借此踏上不归路。”我

对后来采访我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说，“我们应该怎么离 这个世界？也许我以后会一直

拍下去。” 

 

下图为哀牢⼭脉的⼀个部份冬瓜岭  （张慈摄影） 

影评 

【非虚构影像10】⼀个⼈的纪录片|吴⽂光影像笔记之9| 

 

《哀牢⼭的信仰》：张慈，⼀个作家的影像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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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 

关于张慈，这个名字出现会让我一长段文字写下去。长话短说吧，她是我关系中的“老人”，当

年云南大学中文系同学，她79级，我78级，彼此靠近和这个没有多大关系，主要因为文学，

她属于文学才女，一篇《我是鸣凤》散文让文学男才子们啧啧，就和“尚义街六号”那个文学窝

子有了关系。我和她关系更走近是80年代末我们同在北京盲流，《流浪北京》88年夏天 拍

时，她是第一个被拍对象。再往细处说，实际上张慈是这部当时连片名都没有的片子启动的

关键人物，因为她马上要离 中国去美国了。 

我当时写下一段“拍摄动因”的话：“八八年四月的一天，在北京靠写作谋生的张慈在她租住的

小四合院里告诉我，她准备结婚出国。张慈的对象是个美国人，叫乔治，一头银发。在张慈

处见过乔治的高波说他像海明威。张慈叫他作‘我爷爷’。我当时想，我们这群自八十年代初满

怀艺术梦想，抛弃职业和户口约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许不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结束自己‘流浪

北京’的历史，我应该动手拍点东西来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拍这部片子的原始动机。” 

88年张慈离 中国，至今25年，我们中间也还一直保持联系，90年代以前靠信件，以后是邮

件，偶尔见，在美国，或她回来，她又婚，丈夫是心理医生，生两个女儿，住在加州某个小

镇（后来知道是著名的硅谷所在地），偶尔看到她写的东西，感觉轻，没有我希望的那种重。 

日子就这么滑过去，我理所当然地想，这个张慈也差不多是被生活干掉了，就像很多我们那

个时代的人，出国的或待在原地不动的，现实真的是很冷血，灭人不眨眼。  

2013年初收到张慈邮件，说她回到云南红河老家，待在山上一处房子写作，说她两个女儿，

一个18，一个20，都进大学了，终于可以撒 ，奔自己的路了，打算在那里待一年，写一本

书。听了，心里一动，想着张慈是中年后 后一搏啦，也为她捏把汗，80年代过来的中老年，

有她这种想法的无数，但基本都是黑暗中的咬牙切齿。 

年中，收到张慈发来的书中一个章节“哀牢山的信仰”，读了，吓一跳，这完全是另外一个张慈

啊，文字从美国那个加州小镇飘忽到云南哀牢山上，似乎是20几岁时的那个“鸣凤”和中年后

的加州张慈混合，古怪精灵，悠长厚重，我觉得这不是我自以为认识的那个张慈了。接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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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吓一跳的是，她居然端起摄像机在拍了。后面这个消息是文慧告诉我的，说张慈写作期

间，她母亲自杀，被抢救，她中断写作，去医院陪护，感觉很难受，文慧建议她用摄像机去

拍。  

张慈拍摄这个事，是发生在她和文慧之间的讨论。假设张慈和我说她碰到母亲麻烦这事，我

断然不会想到什么拍不拍的。我是干这个的，清楚这个“面对真实”的镜头何时端得出来，何时

只能藏着。我母亲病重住院，我是有过想法，但绝然被沉重心情压倒。但奇怪的是，跳舞的

文慧，三年前在她父亲病重到临终，居然始终端着摄像机，看着我都心惊肉跳。三年后，写

字的张慈，遭遇母亲自杀，听文慧这么一说，就找当地朋友借了台DV机， 拍了。两个女人，

这方面如此合谋默契。奇怪。 

在以后的片中，张慈有一段旁白讲到 始用摄像机的心情：“这个一拍呢，奇怪了，那个痛苦

就转移了，镜头背后那个眼睛看到的妈妈和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妈妈是两个人，用眼睛看到

的妈妈让我痛苦不堪，整天哭啊，然后身体都要垮掉，可是那个镜头看到的妈妈就是另一个

妈妈，心里就平静很多。我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回事……” 

以后张慈剪辑出来的片子，张慈从医院 拍时的内容，即她陪护自杀被抢救过来的母亲那个

场景，那段母女对话，是片中 震撼人心之处。  

写到这里有些担心，怕还没有看到片子的人会用那套“道德论”想当然地判断，说拿母亲自杀痛

苦来成就自己的作品。这个判断会很吓人的，提前预告一声，还是等看了片子再说吧。  

再说回到张慈，结束云南写作的张慈，10月1号这天如约到了草场地，背着的包里还装着20多

盘素材带。她居然拍了，一直从医院拍到母亲出院，再拍回到哀牢山上她写作那间小屋、周

围的大山、梯田、童年到少年混大、如今被各种车塞满的老街、清真寺、各色男女、被母亲

的病压得未老先衰的弟弟、信伊斯兰的姨婆、舅舅，甚至屋后面的屠宰场和凌晨传来的杀猪

嚎叫都被收录入镜，画面里还有持摄像机者张慈的喃喃自语：“今天是7月27号，早上六点半。

这是老街元阳。这里是一个杀猪场，每天天快亮的时候，三点四点钟就杀猪，那个猪叫，就

像有人受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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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各种层次和细节的20多个小时素材，从来没有没有摸过视频剪辑软件的张慈，坐到

剪辑电脑前干起来了，边学边干， 始她的影片处女作之剪。初稿剪辑出来，她继续发挥她

的作家+讲故事人本事，把语言描述和内心独白录制为旁白声音。张慈的言说能力的确非同一

般，独自关在小屋里，面对麦克风，即进入一个独白境界，没有文字稿，完全即兴发挥。这

些即兴独白加入到影像中，成了她片子绝妙的穿针引线、铺垫、延伸、递进，想象与情绪共

生。  

这就是张慈，一个作为现实中活得诚实生动的人，当她端起摄像机，镜头就在她的身体位置

牢靠之处，进入镜头画面一如她为人一样，诚实可靠；接着还有她作家的敏锐犀利感受，

转换成细致入微的内心独白，一个作家的影像写作由此而成。 

张慈片子初剪完了，我问她片名叫什么，她说就叫《哀牢山的信仰》。接下去我想我该说

说我被片子击中的是什么了。  

影片 始的第一个镜头，拾阶而上走到一个平台，看过去，是群山、寨子、梯田和云，距离

那么近，似乎伸手可摸到。接着听到声音：“从旧金山回到了哀牢山，又一次看到了日出……”

这是手持摄像机者张慈的现场说话，也是贯穿全片的作者独白的第一句，这个镜头动作及独

白，如作者推 一扇门，观片者跟随，进入作者曾经度过的童年、少年至青年的故地，还有

海外漂流25年后返回的现实，当然还有 显示这部片子特质的作者内心世界。 

片子 始的三分钟长度的高山日出景象中，伴随着作者的旁白，讲述自己回到出生和成长故

地，是一次写作冲动，通过这次写作想寻找某种丢失的东西。接着影片转到作者老家街道，

蒙自县城一条回民聚居地，镜头在街上移动，拐进临街一间低矮老房子，一个老年妇女端坐

屋子中间椅子上，这就是作者张慈的母亲，70多岁，多病缠身， 口就诉说自己被病痛折磨，

被尿折磨，被大便折磨，一夜没睡。 

作者在影片中要讲述的故事，就从眼前这个脸上没有颜色和笑容的母亲 始。一组母亲年轻

时老照片，曾经是运动苗子被培养，美丽活泼生动，有激情有作为的年轻时代回忆，但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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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天唠叨她的病，有关大便可以说老半天。作者的潜台词是在追问，母亲是怎么变成现在

这个样子的？  

跟随作者的镜头回忆，我们知道张慈的母亲五十年代学医，一个基层卫生所的妇产科医生，

在山区走村串寨，工作第一，忙碌，顾不了孩子，她被生下来就交给外婆抚养，以后弟弟妹

妹出生也一样。作者记忆中，母亲经常说，要去边疆为边疆人民服务，申请入党，积极得很，

是回族，连猪肉都敢吃，还批评外婆：“你们这些群众，觉悟不高。”说自己：“我是党的一块

砖，东南西北任党搬。” 

一个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那种积极妇女形象，非常熟悉的那种革命时代女性。后来的结

果是，这个母亲，丈夫和她离婚，女儿张慈25岁以前不会叫她“妈妈”，老年一身病，整日哀

叹。所谓“背叛”是因果相生的，因为革命，母亲背叛家庭和亲情，跟着自己又被丈夫和儿女背

叛，而自己曾经追随的那个“革命”， 后也虚无缥缈，了无踪影。 

这个被革命时代遗弃在黑暗屋子里的母亲，病魔缠身，还有噩梦纠缠，身为乡村妇科医生时，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亲手“捏死”的无数“超生儿”，是不是自己的罪过？  

这是一个曾经被文学描述过很多次的悲剧形象，张慈现在的动作发生在她的“返回”，她要返回

那个被背叛被抛弃的母亲，新的故事就在这里 始了。  

影片进入到中后段，一个电话把沉浸在山中小屋写作的张慈唤回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忍受不

了病痛折磨的母亲吃药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以后是医院，作者和母亲陪伴的日子，和一

个整天谈如何去死的母亲待在一起的日子，煎熬。这是片子 让观者揪心难忍的段落。  

画面，医院病房，母亲坐在床上，女儿张慈在她身后为她梳头。这个镜头是支在一旁的摄像

机录下的，约11分的长镜头。其中有母女如下对话：  

女儿：我打水给你洗澡？ 

母亲：我一样都不想，我想死。 

女儿：我拿点水给你擦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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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哎呀，不有功夫……擦擦去跳？ 

女儿：去跳哪样？ 

母亲：跳水。 

女儿：你要去跳水整哪样？ 

母亲：我跳水死了嘛。这样活咋个活？痛苦啊…… 

女儿：妈妈，你不要乱想，你好好的活，我每天都来这里陪着你。 

母亲：活？咋个活？我还不是想好好的活，肠子在里头跳舞，大便解不出来。我想去跳水 

      你支持我死，死了以后，你们就轻松了，不要望着我在这里活受罪…… 

（女儿抱着母亲，大哭；母亲脸色平静，不断说：“罢哭，罢哭，我叫你罢哭，你哭我更难过。”） 

女儿：妈妈，我帮不了你。 

母亲：你帮不了我，我认得你帮不了我，不是要你帮我，你应该支持我。 

女儿：我不能支持你。 

母亲：你不支持我，你望着我在这里，死又死不掉，痛苦…… 

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段场景，任何文字，包括对白引用，都无法代替直观影像的那种冲击

力。只能说，真实影像中， 打动 震撼人现场，可能也是 让人掩面难忍之处。 

影片走向结尾，镜头缓缓滑过那些山峰、变成黑白的街道，作者张慈的内心独白在这里走向

纵深处，她讲到终于发现自己为何回到家乡，回到母亲身边，和母亲共同面对人生绝境，一

起寻找生的可能和希望……我非常喜欢这些述说的声音，甚至可称迷恋，它们娓娓蔓延在影像

中，一起流动。我知道，这些声音并非文字稿的朗读，是张慈独自待在一间屋子里的即兴喃

喃自语，每个字词发自心底，包括那些停顿、迟疑、感叹。我不能再摘录这些词句了，只有

和影像一起观看和聆听，才有 直接的被击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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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慈的这部片子已经是超出通常意义的那种“纪录片”了，一种作家影像写作的启示，还有无限

多的可能性正在延伸。不管这种影像叫作“散文电影”、“作者电影”、“个人影像”、或“私人影像”，

这就是我多年前期待而没有看到、自己现在努力尝试仍未达到的那种“影像写作”境界吧。  

很多次，不断想到加缪的小说《局外人》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种影像书写的文本，非常个人

的，甚至极度私人的， 具体的真实材料和 疯狂的想象混杂……张慈第一次出手的影像写作，

还有可能继续下去的新作品，会不会正在启示着这种伟大影像写作的一步步实现？ 

 

9-27-2015 旧⾦⼭“新⼈民电影院”放映之后 

邓小凡 HOBO（Dolby ⼯程师） 

《哀牢山的信仰》像所有没有资金预算，或者说彻底没钱支撑的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一样，天

生生命力极强。张慈的这部影片充满了制作者的激情，她有话要说，不得不说，说得一句赶

一句，一行压一行。 

每位观众每次观看都能发现一个新的热点，整个影片像地下温泉的一个活口，蒸腾的热气泡

此起彼伏。巨大的能量给你带来治疗也带来灼伤。 

妈妈至今生活在老家，那条我长大的老街上。我长大的房子是妈妈居住的那间屋子的隔壁，

外婆家。那时妈妈不住在这里，她是一位妇产科医生，在半山腰的医院工作。 

妈妈叙述她从前的工作经历，我叙述对从前记忆清晰的部分。 

妈妈骑着马拿着火把，奔走在少数民族的山寨里，接生救急。那时候婴儿的存活率不像现在

这么高，死去的婴儿被草席包裹放在林中树木的枝头，等待被天鸟接走。 

妈妈说六十年代她坐过一次飞机，飞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跟一位民间老婆婆学妇科技术，

用火罐帮助子宫脱落的妇女做子宫复位。后来因为这项技术，你爸爸借调我去他们医院工作

三个月，顺便把我变成了他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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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妈妈，一直是一位病人。第一次出镜，她在服药。她的肠胃膀胱不适，不停地想要

大小便。有时就坐在马桶上半宿一宿，不知是醒着还是睡着。 

我住在万里之外，回到这里是为了写作，希望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一些作品。但是这个计划很

快被打断，舅舅的电话急匆匆打来，妈妈服用老鼠药自杀，正在送医抢救。 

妈妈醒来后在医院里继续绝望。她说活着太受罪，肠子整天整夜地在肚子里跳舞，活不下去。

你是女儿，你要支持我。你要去医生那里要求他们给我打一针，安乐死。 

 

我哭了。妈妈没有哭。她继续平稳而坚定地说，别哭别哭，你要支持我。我走了，对你们大

家都是一个解脱，你回去好好带娃，看着她们结婚生子，你前面的好日子还很长。 

妈妈说那时候推行计划生育，第二胎不准出生。快要足月的孩子也要引产下来。出来的孩子

哇哇哭，医生把孩子摁进产床边上的桶里，盖上盖子。每天下班前要提着一口袋的死婴，去

外面地里刨坑把尸体埋进去，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妈妈说自己现在病成这样，有一种说法是从前杀了那么多人，现在得到报应。妈妈的表情一

如她劝女儿别哭时一样从容坚强。 

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十几岁的时候就去省里的体工队做专业运动员，破过两项纪录。后来身

体受伤退下来，进了学校学习医护工作。不仅仅做了医生，也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她

不惜反叛自己的回教背景，以吃猪肉的方式表达自己要求进步的决心，以跟外婆吵架、斥责

家人落后的方式摆脱自己思想上的落后。 

那条街的尽头，如今有一座很大很新很漂亮的清真寺。我小时候被外婆送到附近的清真寺背

诵可兰经。那时候没有这么漂亮的寺，我也懵懂无知，只是跟着念、唱。那是五岁以前的事，

文革 始可兰经就结束了。我到现在还能背唱一些。 

回到有美丽的哈尼梯田的故乡写作，冥冥之中，像是寻求自己此生来路的一趟逆向旅行。长

大的过程中，从不记得有这样惊天动地的梯田，有的只是千方百计地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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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住院，我去医院照顾她，跟她对话，把那些对话留在那台式样老旧的录像机里。拿起录

像机的初衷，是想让自己从面对、照顾全身是病、厌倦生活的妈妈的沮丧里跳出来，站在镜

头后面看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 

这一切，轰轰烈烈。 

背景里，清真寺诵经的声音密密麻麻铺展 来，柔和而坚韧地弥漫进所有的缝隙之中。像中

餐 后那碗浓密的填胃汤。 

 

It is a privilege for me to be here today to have the honor of introducing my friend, Ci 

Zhang who I’ve known and admired for many years.  

Ci Zhang, or May May as she is known to many of her friends, is a talented writer, and an 

artist.  In her native China, she is a nationally-known figure having starred in the 

ground-breaking documentary film “Bumming in Bejing”.  She published her first book in 

1996, runs the American-Sino Literati magazine, and today writes for the Shanghai 

Literature Magazine and Independent Writing website.  

In the spring of 2012, May May needed inspiration to complete her latest book, so she 

decided to return to her hometown in Yunnan, China, the Ailiao Mountains and the 

YuanYang Rice Terraces, an exquisitely picturesque place that is designated by UNESCO as 

one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YuanYang is the home of the Hani people, a 

Muslim ethnic minority group in China.  Thousa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visit the Rice 

Terraces each year photographing the stunning tiered landscape of rice paddies that extend 

for so many miles. 

She intended to write her book in a peaceful mountain hide away, far from the troubles of 

the world. But fate had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in mind. For when May May arrived in 



 356 

her hometown, she quickly discovered that her mother had attempted to kill herself and 

was under extreme stress.  

Like any good daughter, May May abandoned her book to console, protect and care for 

her mother.  She had no intention to document the ordeal on video, but May May’s 

friend urged her to do so because her friend’s father passed away the year before and 

the last moments of his life captured on video were precious.  May May had traveled to 

China to write a book, and now she was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whether or not to 

document this difficult family experience. 

It is a testament both to her courage and honesty, and to her depth as an artist, that she 

chose to borrow a camera from the village’s local policeman and started filming, and in 

doing so create what, as we shall see, is a profoundly authentic and moving essay film. 

As a writer, May May has never been afraid to take on taboo subjects. So it should 

surprise no one that in this, her first foray into filmmaking, we find someone unafraid 

to focus the lens on troubling subjects, even those in her own family. Because May May, 

like every true artist, values truth in her work; truth despite blemishes, truth despite the 

heavy concerns of others. 

On one level the film examines differences: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between 

May May’s life in China and here in the US, between faith and atheism, between life and 

death. But on another level it reminds us that in many ways we are more similar than 

different. 

And through her honest telling of the story, we discover a tenderness between suffering 

parent and grieving daughter.  And the essence of this story, reflected in the rice 

paddies and echoed in the forests of Ailao Mountain, reaffirms our own faith that 

though there is suffering in life, there is much goo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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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nd gentleman,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begin the film and I hope you will enjoy it.  

With Love, 

Emmie 

翻译 

今天在这里我非常荣幸地要介绍我的好友，张慈，一个我认识了一辈子也崇拜了很多年的朋

友。 

张慈，大多数她的朋友只知道她叫美美。她是一个满腹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她的故乡中

国，她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人物，因为她曾经是史无前例的纪录片“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之一。

1996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2011年到2013年办了《美华文学》杂志，现在也在为《上

海文学》和独立写作网站创作。 

2013年的春天，美美需要为她 新的书籍寻找灵感，所以她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中国的云

南。哀牢山和元阳梯田，这个在中国风景别致的地方被UNESCO指定为是世界文化遗产风景

区之一。元阳是哈尼族的家，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年都会到这里的梯田来拍摄

这令人惊叹的，绵延不绝的，层层叠加的风景。 

她试图要藏在这个安宁的大山里写她的书，远离世界的喧嚣。但是命运往往跟我们想的完全

不同。当张慈（美美）到了她的家乡，她很快就发现她的妈妈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想要自杀。 

就像所有乖女儿一样，张慈（美美）马上放弃了写书 始安慰，保护和照顾她的妈妈。她本

没有任何的想法想要把这残酷的一切记录在影像上，但是张慈（美美）的朋友鼓励她这样去

做，因为这个朋友的父亲也在一年前去世，他 后的时光都被拍摄下来并且变得非常珍贵。

张慈（美美）回到中国想要写书，现在却要面临令人难以抉择的到底要不要拍家里的困境的

考验。 

这是对她勇气，诚实和她作为艺术家的证明，她决定向当地的警察借了个相机然后就 始拍

摄。等会我们会看到，在拍摄中她创造出了意义深远的真实的散文电影。作为一个作家，美



 358 

美从来没有惧怕过提到禁忌话题。所以大家不会为她是第一次进军电影拍摄而感到惊讶。我

们找到一个不会害怕将镜头对准麻烦的主题，甚至来自于她家里的困境。 

因为张慈（美美），就像每个真正的艺术家，将真实的价值放在她的作品里；尽管有瑕疵也

要真实，真实就是一切。 

朱克安 （硅⾕80岁的在职电脑⼯程师） 

晚上参加著名作家张慈的电影播放会。一个人所谓的杰出，肯定是因为他/她有个“杰出的痛苦”。 

张慈的纪录片“哀牢山信仰”是触及心灵的好片子。这是一部充满了对故乡、母亲的爱的优秀纪

彔片。非常感人。 

Dawn Pickering  (旧⾦⼭⼥企业家) 

我们想知道哀牢山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还有电影中为什么没有提到父亲？这部纪录片的信

息层次很丰富，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 

江铸久 （中国围棋九段） 

《哀牢山的信仰》，电影一 始就是张慈惯有的“打 口袋” 手法，摇摇晃晃爬天梯，通向天

台的门洞大 ，平铺直叙，像一把菲菜，味浓而生，如一碗白皮刀削面，只有盐没有油水，

这种手法她在写作中已经登峰造极，但这是影像嗳！噗～ 。第三段落确实把观众惊着了，中

国的某个闻所未闻的角落，竞有成千上万身穿白袍的穆斯林在聚会，对1975年的沙甸被镇压

想象，登峰造极。张慈确实动了真气，以至于电影结束人车都被淋在雨中。拍摄就不谈了，

剪辑顶属张老师老道，其实这些巳经不重要了，张慈用手稿方式完成了她的观念，粗糙而富

有创意，《哀牢山的信仰》，这个电影一点也不好看。 

邹遥 （旧⾦⼭湾区物理学博⼠） 

上周末应邀去参加斯坦福大学的活动，看了多年知名的中美作家，朋友，张慈的处女纪录片＂

哀牢山的信仰”，深深地为其真实和原始性打动。这也是张慈女士多年对生活的真诚，对信仰

和生命意义的追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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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 （成都作家） 

那年去元阳，在蒙自与张慈见面，她只说妈妈病了。我没有想到病这么重，因为她乐呵呵地

陪我玩，穿着穆斯林女式袍纱与我去沙甸参加 斋节。他弟弟 车带路去碧色寨…一路看她拿

着太业余的小DV拍着，以为她是闹着玩的，我一点都没有在意。她那么业余和生疏，机器全

部采用自动模式，一副简陋的脚架…真没想到，她就这样完成了大作，在我的镜头里有她玩皮

心的样子，但我居然没有拍出她内心的苦痛与沉重。对不起，张慈，向你致敬! 

陆洪伟（云南建筑设计师） 

看作家张慈老师处女作，纪录片电影《哀牢山的信仰》，平实，自然的叙事，各种苦难掺杂，

真切中透露出一种能量，似乎带着你找到某种失散的又存在于此的东西，如同不经意抬头望

见天空 后的一道晚霞。 

《洛杉矶环球日报》 

旧金山湾区作家张慈写作并拍摄的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昨晚在中美电影节（Chinese 

American Film Festival，简称 CAFF) 获“优秀纪录片入围奖”。这是此片继 twiff (世界独立

电影节) 之后再次获奖。此片讲述了张慈与云南故乡和生病的母亲重建情感的故事，表达了对

信仰与爱的渴望。CAFF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和美国电影协会以及中国驻美使

领馆共同支持, 也是首个列入美国国会年报的中美电影文化交流活动。2014年第十届中美电

影节被列入中美两国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成果清单104项中的第55项，成为中美

两国人文交流的国家级项目。同时，也被美国第112届国会收录在《国会记录第157册第194号

文件》，称赞中美电影节以高度的奉献精神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成为美国历史永久保存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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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和三个⼥⼈ 
Self-Portrait with three women 
 
导演、剪辑：章梦奇 

拍摄：章梦奇、章燕 

类型：纪录⽚ 

⽚长：70 分钟 

⾊彩：彩⾊ 

拍摄格式：HDV 

语⾔：中⽂ 

制作：2010 年 

	

	
	

作者介绍 

章梦奇，1987 年出生，2008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草场地工作站作者。作品创

作围绕“自画像系列”、以剧场和纪录片方式进行，剧场作品有《自画像及和母亲对话》（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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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画像及自我性教育》（2010 年）及《自画像：在 47 公里》（2011 年）。 

 

纪录片有《自画像和三个女人》（2010 年）;《自画像：在 47 公里》（2011 年）；《自画像：47

公里跳舞》（2012 年）；《自画像：47 公里做梦》（2013 年）；《自画像：47 公里搭桥》（2014

年）；《自画像：47 公里之死》。 

 

影片梗概 

我 23 岁，这是每个女人怀梦的年龄。女孩在孕育自己梦想的同时又要背负着另外两个女人的

愿望。这个片子从自我寻找 始，涉及母亲、外婆三个血液相传、成长于不同时代的女人。

作为婚姻牺牲品的外婆把追求美好婚姻的愿望传递给了母亲，而母亲再次牺牲后又把同样的

愿望传递给我。婚姻成为女人的梦想，也是梦想的杀手。 

 

参展记录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2010） 

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2010） 

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2010） 

中国独立影像展“纪录片年度十佳”（2011） 

芬兰坦佩雷国际电影节（2012） 

巴黎影子电影节（2013） 

印度女性电影节（2013） 

 

电影⼿记 

《自画像和三个⼥⼈》影像⽂本 

                         【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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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个作品，这是我的第一个舞蹈作品，和我自己有关系的一个作品，作品的名字叫《自

画像》。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和自己有关的作品呢？想这个问题是 2009 年的年初，我 22 岁了，刚离

大学，刚失了一场恋，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走向什么样子，是和大部分人一模一样的

生活，还是我自己真正需要的？那什么又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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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湖北随州。这一年我妈结束了多年在外漂泊的生活，回到了老家。我们一起住在

外婆家里，生活好像回到了我的小时候一样。这次回家我买了新摄像机，拍着拍着镜头里就

只剩下我们三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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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想自己从前的经历和我现在的生活时，我没有办法不想到我妈。我妈有多少像我外婆？

她会重复她母亲、也就是我外婆的生活吗？我呢？我的命运是什么呢？我想的是，我能有多

少和她们不一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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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没有上过大学，但她特别喜欢文学和艺术，她在我身上寄予了特别大的希望。我跳舞成

了她梦想的延续，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她的替身，是对她失落和不如意的现实的一种补偿。 

 

【出生】 

 

 

为了创作这个《自画像》作品，我把摄像机寄给我妈，让她讲讲她 想跟我讲的话，比如我

是怎么被生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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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怀（怀孕）你的时候大概在六个来月时间吧。就感到你在我的肚子里面动啊！好像在

里面踢腿啊、伸拳似的。你每次在肚子里动的时候，我的心跳就会加快。等你安静下来，我

才能感觉舒服一点 

 

 

 

 

母亲：去医院的时候还不疼到天快亮的时候吧，肚子 始一阵一阵的阵痛，越疼越厉害。疼

的我又不能躺下来，站着也疼，坐着也疼。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好。一阵剧痛时候，真的是非

常……难以忍受。疼痛过去之后，才舒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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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然后医生就指导我要用力，要呼吸，要配合她，那个时候啊……哎呀，那个痛苦感觉是

用语言很难表达出来的。但是我的意识非常清醒。听到医生说：恭喜你，得了一个女儿。然

后，好像我看到医生把你的小脚倒提起来，在你的背上拍了两巴掌。然后我就听到你清亮的

哭声，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我妈讲我怎么被生下来的事。我的出生伴随着我妈的痛苦、还有幸福，然后

是她寄托在我身上的希望。 

 

【给妈妈的信】 

1993 年我 6 岁，我妈离 了我。我听人说，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想去广东、深圳，那些沿海一

带的城市去发展。我妈不甘心在随州，她去了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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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走了，我就一直留在外婆身边，外婆带着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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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刚 始上小学，我外婆给我妈写信的时候教我也在信上给我妈写上我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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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内容： 

妈妈： 

你好。我会好好学习，不要挂念。 

奇奇，1993 年 8 月 23 日 

 

妈妈： 

你好。我很想念你。我会好好学习，听外婆的话， 

再见，妈妈。 

奇奇，1993 年，9 月 6 日 

 

妈妈： 

你好。我很想念你。我要好好学习。 

学校放假了，外婆要我给你写信。我身体很好。 

外婆教我写日记，并坚持写。等你回来给你看。 

奇奇，1993 年 9 月 28 日 

 

妈妈： 

你好。我很想念你。 

学校有两次语⽂考试。第⼀次我考了 87 分，第⼆次考了 94 分。 

教数学的老师是何老师，教语⽂的老师是李老师。 

我⼀定好好学习，听外婆的话。 

敬礼。 

奇奇，199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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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妈告诉我，她看到我写给她的信，激动得哭了。 

 

一年后，我妈接我去了海南，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去了舞蹈学校，直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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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自我性教育】 

 

我、妈妈、外婆，我们三个人长得很像，都是大门牙，大嗓门，都有罗圈腿。除了长相之外

我妈和外婆她们俩都是老师，她们是我的成长过程影响我 大的人，她们教给我很多的知识，

但有一些她们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性教育”这个词在我 14、5 岁的时候天天都能看到，报纸上、电视里、广播里，但是我妈却没

有给我上过性教育课。 

 

我上六年级时胸部 始发育，觉得胸特别涨，很疼。那种疼是身体里面的疼，一点都不能碰，

也不敢跳。我不敢跟我妈说，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然后胸部就一天天变大，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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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上舞蹈课，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你的胸都这么大了，怎么

还不穿内衣？多丑啊。”回家以后我就让我妈给我买胸罩。我买的第一件胸罩是白色的。 

 

我跟我妈要了 15 块钱，去了内衣店，看得眼花缭乱，脸红心跳。我选了一件白色的有花边的

胸罩，摸起来是硬的，里面有一条铁丝。我不敢在那里试，就跟老板说给我一件 小号的，

买上就回家了。像做贼一样。 

 

我问过妈妈为什么她不给我上性教育课，她回答“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上过这样的课，所以

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 

我妈觉得这样的事情羞于说出口。于是我就问了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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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外婆视频聊天对白： 

我：你的胸部什么时候 始发育啊？ 

外婆：十多岁吧，不记得是十几岁了。 

 我：你没有感到害怕？ 

外婆：不害怕，我乳房很小。那个时候啊，女生乳房大的才带胸罩。 

她们带胸罩不是为了变大，是要把胸勒紧，勒住。当时人们觉得乳房大不好看，是丑事。因

为我的乳房比较小，所以没有勒。有的女同学勒得背后都是印，勒成了一道道的痕迹。那个

时候不像现在认为越大越好看，现在的女孩还故意把胸垫大，那时候认为是丑事。  

性的这些父母亲也不好教育，不好说。只有从书本上了解嘛。那样更好一些，书本上的还正

确一些。 

我从小在农村里听到那些男女之间 玩笑啊，男女唱情歌啊。唱那些哥啊妹的，那些比较酸

溜溜的歌曲。那时候叫黄色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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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知识很多都是从其他同学那里、漫画书、言情小说、还有妇科广告里得来的。 

 

小时候我家前面的街道两旁全贴着那种小广告。什么淋病、梅毒、不孕不育。我每次经过都

会偷偷的瞟一眼，也不敢待长，怕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有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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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的时候，教室的桌子下面拜了一大瓶浆糊。一个男生突然大叫：“哇！好大一瓶精子啊！”

其他男生都笑了。当时我就想，难道精子是透明的？它不是应该像例假一样红红的艳艳的？

这是我 始第一次想象男人的身体。 

 

我想做一个“自我性教育”的剧场作品，因为卫生巾是女孩成熟的标志，所以我想用很多卫生巾

来做一个道具。贴卫生巾的时候把小女孩文婧吸引来了。 

 

 

 

我和文婧的对话： 

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周：知道啊。 

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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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就是那个垫在内裤上的。 

周：大人都用，我妈也用。 

我：谁告诉你的？ 

周：没人告诉我。 

我：那你怎么知道的？ 

周：反正我一般上厕所看到别人这样啊。男的一般都不带。 

我：你怎么知道男的一般都不带？你又不去男厕所，你怎么知道？ 

周：谁不知道啊。 

我：我像你这么大我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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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教育是自我完成的，“恐惧”和“想象”是关键词。 

 

【不同时代的青年梦想】  

 

外婆每天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她每天不到 5 点起床听广播、练太极剑。然后忙碌的一天就

始了。 

外婆喜欢练字和唱歌，她写得一手好字。我听外婆说，她年轻时可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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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拍摄外婆早晨锻炼，我 5 点钟起床。外婆似乎等了一晚上，一到 5 点，就把我喊醒，她

很高兴我把她的练习的动作记录下来，一口气把几天的锻炼内容都表演给我看。有太极剑、

五禽拳、踢腿摔臂…… 

院子里晨练的人不止外婆一人，都是老人，他们都有各自的锻炼方法。我看着外婆的矫健的

步伐想象着外婆年轻时候的样子。 

外婆有很多照片，从小到大。我 喜欢的是外婆青年时期的照片，英姿飒爽，朝气蓬勃。 

外婆的青年时代是 50 年代，那个时代青年要求进步的方式就是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优秀的

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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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告诉我，那个时候要想成为一名团员非常难，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考验。她非常积极，

但是 后还是没有如愿。 

我妈妈的青年时代是 70 年代，她那时想成为一名党员，但是要想成为党员必须先成为团员。

那时候入团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妈妈在中学时候就入团了，但是她并没有成为一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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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舞蹈学校时入的团员，当然 终目标也是党员，不过我没有那么积极。团员的名额有

限但是都已经是内定的。班主任在每个班里挑选成绩 好的俩个同学，我在其中。老师发给

我一个小红本，告诉我“你现在就是一名共青团员了”，于是我交了 7 毛团费，之后……就没有

之后了。 

 

外婆青年时的梦想到了我这一代就已经不是梦了，但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从小我就有很多梦想，我想过当老师，像妈妈和外婆一样；我想过当兵，因为潇洒；我想当

钢琴家，但是实在没有天赋；后来我想当舞蹈家，这是我 长久的一个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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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和外婆对我的梦想也一直在变化。小时候她们希望我能好好学习，考高分，长大了她

们希望我考重点初中，后来就是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2004 年我考上了大学，终于如愿以偿。

现在她们希望我能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婚姻。 

婚姻是梦想？ 

【婚姻，梦想？杀手？】  

我的外公不善言辞。我的印象中，外婆和外公从来没有亲近的时候。外公越来越沉默，外婆

越来越急躁。他们就连说话都很少，吵架成了他们的日常，一切皆因繁琐杂事。 

有一天我不在家，妈妈拿着我的摄像机玩，碰巧拍下来一段她和外婆的对话。 

这段对话中外婆向妈妈讲述了她和外公家庭的矛盾，这一段我是后来剪辑时才看见。妈妈拍

下之后并没有告诉我，外婆讲的内容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听着外婆愤怒的讲，我心里想：她

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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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那个年代是介绍婚姻，读完高中后她离 家乡，到了武汉读书。那时候能到武汉上学的

姑娘是不一般的，可尽管离 了家乡，她的命运也没能就此改变。很快，外婆被叫回家，与

亲戚介绍的外公结了婚。婚姻抹杀了她的梦想。 

外婆不满意她的婚姻，她也不希望她的女儿像她一样，为婚姻吃苦头。到了我妈谈恋爱的时

候，已经是崇尚自由恋爱了。她遇见我的爸爸的时候是 20 岁，正是为爱情疯狂的年龄。外婆

非常反对我的父母谈恋爱，因为我爸爸是从农村出来的，她不希望她的女儿嫁给一个从农村

出来的人。妈妈并不甘心顺从外婆，他们结婚了，然后有了我，那时我妈 24 岁。在她 27 岁

时离婚了。 

妈妈还是重复了和外婆一样，不幸福的婚姻。后来她离 了老家，远离了所有亲人。 

一直以来，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要去海南，一走就是那么远。现在我才明白，也许那是妈

妈对命运的不服，她想去闯一个不同的未来。 

我知道妈妈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书，写得一手好字。她曾经告诉过我，她年轻时的梦想是

当一名作家。她告诉我这个梦想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惊讶，可命运的坎坷让她对这个梦想有所

迟疑，她接着说：“可是后来我就想当一名图书管理员，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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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的代价】  

我第一次谈恋爱是 15 岁，在舞蹈学校，对象是同班的同学。我瞒着妈妈和他交往，没想到一

个月后就被发现了。 

 

我妈发现我和那个男生传纸条，然后在教室外面聊天被逮个正着。她太生气了，把我喊回家

里，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然后让我写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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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这么早就学着谈恋爱？他有什么吸引你的？他学习好？他聪明？他长得帅？还是

他有本事？有能力？有钱？”妈妈问了我这样一长段问题。 

 

我回答不上来，我只是哭，我妈也哭了。后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让我写检查。 

 

 

 

我想在剧场作品中表现这一段故事，于是采访了妈妈。 

 

妈妈回忆“写检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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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上晚自习，我在教室去找不你，其他同学还帮你撒谎，说你上厕所去了。我不相信，

在那里等了一会儿不见你回来就去找，结果发现你和一个男同学坐在那里聊天。在我的观念

当中，男同学和女同学可以有很好的友谊，这是正常的交往，但是如果要是超越了正常的交

往，有了其它的想法的时候，那在我看来，15 岁就这样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写的检查： 

 

妈妈今天是我不对，是我错了，惹你⽣⽓我也很难过，事情是这样的。晚上上自习的时候，

我和他传纸条，然后就到教室外面聊天，刚说了⼀会话，棒棒（同学）就跑出来，告诉我们

你到教室去找我了，我们正往教室里⾛，你就出来了。我们很害怕就到楼道里躲了起来，最

后还是被你发现了。我和他是过年前好的，我们互相喜欢，经常在⼀起聊天，其他就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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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了。 

 

妈妈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相信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和他交往，再也不和他说话了。我

⼀定好好学习，刻苦练功，考上理想的⼤学，再也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再也不惹你⽣⽓，

不让你伤⼼了。妈妈，请你原谅我！今后你看我的⾏动吧！ 

 

奇奇，2003 年 5 月 17 日 

 

【和妈妈一起反思“写检查”】  

重新回想写检查的事情，我有很多疑问。比如妈妈为什么要用写检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

我和妈妈做了一次采访，我问她回答，这是我们一起的回忆与反省。 

我：妈妈，你为什么要让我写检查？ 

 

 

 

 

妈妈：因为你犯了错误啊，你犯了错误妈妈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错误，然后真正的能改正错

误。就是这个检查，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或者是说，你写出来的东西，帮助自己加强自己这方

面的一些意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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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用写检查这种方式？ 

妈妈：因为妈妈是老师啊，老师叫学生写检查是正常的啊，所以妈妈把这种写检查的方式就

用在教育女儿身上。 

 

我：为什么你会让学生写检查？ 

妈妈：让学生写检查不是妈妈发明创造的。 好像是中国多少年来的教育方式，在学校里用来

教育学生的一种方式吧。是什么时候 始的我也记不清楚，反正我们读书的时候，学生写检

查的很多。等到我做老师的时候，也继续用这样一种方式。 

 

我：检查要怎么写才是正确的？ 

妈妈：首先就是检讨自己、反省自己。 

就是把自己犯错误的整个过程啊，详细的写出来，挖掘自己内心的一些所谓的不健康的、或

者是错误的根源， 后要保证痛改错误的决心。 

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吧，反正我没有写过检查，但是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我们要求学生写检查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这几个内容。 

 

我：你们让子女、学生写检查，你们有没有被要求写检查过？ 

妈妈：写检查主要是用到学生身上的，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管理方式。别的方面，比如有政

治运动，像文化大革命、1957 年“反右”，那个时候写检查写反省是太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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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这样？  

妈妈：因为那个时候，50 年代、60 年代、包括 70 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是被组织管着，

被单位管着，管的非常的严格，没有了自我。每个人就像是机器上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木偶

一样，听领导的话，听单位的话，听组织的话，如果工作上出现了失误，或者是生活上出现

了违背当时人们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东西，都会受到批评教育，也会写检查。你比如说，一

个人在单位里，工作上出现了失误，领导会批评他，也同样会要求写检查，也叫做自我反省。 

 

我：那个时候男女青年谈恋爱会被要求写检查吗？ 

妈妈：有这样的事，那个时候谈恋爱还要领导批准。如果两个年轻人自己谈恋爱被发现了以

后，也是要当作一个很严重的事件来处理，批评教育他们，让他们写检查，这样的事也听说

过。 

 

我：那你看完我的检查是什么感觉？ 

妈妈：看到你写的检查，我看到了你认识错误的态度还是诚恳的，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我觉

得比较安心了。如果没看到你的检查，那可能我还不一定放心。 

【我是谁】 

 

 

 

“我的脚趾头会说话，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它们性格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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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人生理解也不一样，对未来的想法也不一样，欲望和目的都不一

样。但它们又长在一起，分不 。它们被迫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可能就是人的组成了。

但是为什么它们会长在一起呢？谁也不知道，上帝安排的。十年前它们也不一样，二十年前

它们也不一样。所以后天里面它们也不断在变化。往前数过去，十年后它们不一样、二十年

后也不一样、三十年会不一样，等到这个脚长到七十年会是什么样……” 

 

 

 
 

 

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来这里是做什么？ 

我要找……⼀个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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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男⼈？ 

他在哪？ 

我能找到吗？ 

我不能和我妈妈⼀样， 

我也不能和我外婆⼀样， 

我不能和她们⼀样， 

我要⼀个⼈ 

…… 

 

 

 

影评 

 

每个女人都是戏 

⽂：孙浩然 

 

《自画像和三个女人》CIFF 放映现场，有观众问章梦奇，你通过这个片子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吗。 

这种从自己出发的纪录片，几乎每场放映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也是很多作者都很难解答的

问题。一旦试图去回答，就会遭到一连串猛料的追问，为什么拍摄，每个人都同意被拍吗，

是否遭到过反对，家人看过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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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相比那些拍摄社会问题，艺术活动，或者公共机构的影片，很多

观众会询问发行，成本，团队的问题，这部自画像，几乎全部的问题都集中于影片本身。集

中于家人的关系，作者的成长。 

我相信很多人并不是怀着较真挑刺的心态去交流，很多问题被问出来，都源自对纪录片功能

的误解，观众看一个作品，以为作者可以在一个作品里把一生的问题全弄清楚，其实谈何容

易。 

08年第一次去草场地学习，吴文光老师布置了两个题目《自画像》和《公共空间》。回头想

想，这两个题目很狡猾的提供了一个助力，你的起点是关注社会问题还是勇于面对自身。这

两个题目帮助一个拍摄者站在自己拍东西的起点上。帮助那些对影像没有了解的人，站在一

个发现新方式的起点上。 

很多人选择了拍村子，拍草场地的环境，拍参加活动的人们，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拍摄的。但

也有几个人选择了拍自己，这几个在我看来具备某种勇气的人，在自己看来都是自热而然的

选择，几个人后来都在自己的方向上走出了很远。 

后来的一年里，我都在草场地的邮件组里关注个人作者的讨论，直到今天看到这部《自画像

和三个女人》。 

要试图回答“是否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的问题，对很多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或没有自觉的冲动，

或缺乏自省的勇气。想要去寻找自我的第一步，本身就是很多人难以迈出的。 

片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姥姥和姥爷吵架，章梦奇在边上拍，姥爷要求章梦奇关机，不要拍家里的丑事。章梦奇第一

次在家人面前大喊起来：我要拍下你们自己的毛病，给你们自己看看！ 

很难说清楚这几句突然爆发的大喊是为了继续拍摄计划，还是她真的认为姥爷看了视频以后

能改变性格。 

章梦奇自己的肢体表演舞台，与家人的共处空间，包含了讲述老照片和叙旧聊天的童年回忆，

三者一起构成了几个互相影响又互相排斥的舞台。在童年回忆中被选择性放大的情绪，在肢

体舞台上喷薄发泄，而在共处的家庭空间中，身为女儿和孙女的章梦奇努力询问妈妈和姥姥

的成长发育，我们看到一个坦诚带有愧疚的母亲，一个和蔼又有脾气的姥姥，另外两部分中

那些激烈的情绪，好像都只来自章梦奇的想象，并没有被现实所佐证。在心理上又从未离去，

一直与现实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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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种努力，她试图把所有人，包括家人和自己，都作为一个需要去理解和重新理解的

人，这种努力成功的实现了。几代人的关系在这里被观众理解，被章梦奇理解，被她转变为

肢体和影像，成为另一种形式。至于她们是否互相理解，我想对于人的理解永远没有尽头。

刨根问底的追问，也不是其目的所在。 

纪录的意义，已经在寻找中获得，在相处中获得。	

浩然于2011年10月31日	

摘自：豆瓣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6432166/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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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The Man 
 
片长：112 分钟  

完成年份：2002 年 7 月  

色彩: 彩色  

制作格式: DV 

语言：中文 

摄影：胡新宇 

录音：胡新宇 

剪辑：胡新宇 

主要人物： 老苏、史霖、胡新宇 

制作机构：hsinyuhu’s Personal SPACE 

 

作者简介 

胡新宇，私影像作

者。2001 年初，

始拍摄电影。12

月底，尝试拍摄第

一部纪录片《男

人》。2007 年，完

成 第 二 部 作 品

《Zigui》。2007 年

7 月，做为艺术家

艾未未《1001 个童

话》纪录片上海部分剪辑。2002-2009 年，完成纪录片《家庭恐惧》。2013 年 8 月，完成纪

录片《刍狗-关于黑道小弟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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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梗概 

   老苏下岗，被学校 除后就住在了我这儿。极度痛苦时，就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去北京找

了趟工作回来，就接到婚姻介绍所打来的电话，从此电话就成了他的知音。 

    史霖也是单身一人，他的女友在广州。白天代完他不多的几节课后，就提着气枪在外打

鸟。晚上，在我这里，有时蹭顿饭。但他 终目的还是用我的电话说服他的女友来太原和他

一起做些事情。 

平时大家在一起，没有太多的爱好。除了有时候在户外——拿猎枪、摄像机练练瞄准，在

屋内怎么勾起一个段子、一个趣事（我想法的勾引拍摄）。 更多的时间他俩还是放在了电话

联络上。  

终于，史霖等到了女友辞职过来的消息；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老苏破了他立志不谈女友

的口，道出了他几年前的一段感情经历。现实不是一本固定的教科书。当老苏再一次为老问

题困惑的时候，那些多年的经验和痛苦，早已经被他满腹哲理的牢骚所取代。 

导演阐述 

    “男人”有着多层的含义。有时代表逞强，有时代表忍耐，有时代表成熟，有时代表自大，

有时代表荷尔蒙，有时代表恶俗势力。作者以自己的视角，记录了 3 个单身男人的日常生活，

并对以上“代表”进行了剪辑划分，用意是通过这些没有具体中心的思想和行为，来进一步探究

“男人”的属性。 

2005 年第⼆届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幻面奖(评委会奖)颁奖辞： 

     我们把本届幻面奖授予影片《男人》是基于该片通过几个男人心灵世界的倾诉，表达了

某种真实的快乐、困惑、痛苦、悲哀。隐藏于中国悲哀下的这种生命的真相非常难以捕捉。

以为这种生命世界似乎是毫无意义，但通过黑色幽默式的记录与想象，游离于纪实与虚构边

缘风格化的影像语言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为我们呈现了几个值得思考的、当代非英雄人物的

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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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记录 

（1） “Public Space and Personal Eyes”— A New Vision in China（October 9- 30,2003. 

Kampnagel Hamburg，Germany） 

“公共空间和个人眼睛”— 中国新视觉 （2003 年 10 月 9-30 日，德国汉堡） 

（2）17TH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pril 15— May 1, 2004 

Singgapore )  

第 17 届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2004 年 4 月 15 日-5 月 1 日，新加坡) 

（3）5 TH EDITION SHADOW FESTIVAL (November 15 – 24, 2004, Amsterdam ) , 

nominee of Kodak Award.  

第 5 届 SHADOW 电影节 柯达奖提名 （2004 年 11 月 15-24 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4）2004 LES ECRANS DOCUMENTAIRES （December 3 – 12, 2004, Paris）  

2004 年法国 LES ECRANS 纪录片电影节（2004 年 12 月 3-12 日，法国巴黎） 

（5）2TH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ORUM (YUNFEST) 2005  (March 

21-27,2005. Yunnan)  the Jury Award named the Mask Prize . 

第 2 届 2005 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 幻面奖(评委会奖)（2005 年 3 月 21-27 日，云南） 

（6）DASHANZI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May,1–12. 2005. Beijing) 

北京大山子国际艺术节（2005 年 5 月 1-12 日，北京） 

（7）ARCHAEOLOGY OF THE FUTURE: THE SECOND TRIENNIAL OF CHINESE ART 

(June11-26,2005. Nanjing) 

未来考古学：第 2 届中国艺术 3 年展（2005 年 6 月 11-26 日，南京） 

（8）The 3rd 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April 20-23，Nanjing) 

第三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2006 年 4 月 20-23 日，南京） 

（9）“REEL CHINA — Documentary Biennial 2006” (October -November 2006, New York , 

Boston, Los Angeles, USA ) 

“真实中国”—2006 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2006 年 10-11 月，美国纽约、波士顿、洛杉矶） 

（10）12TH Kassel Documenta /Shanghai Duolun Museum Of Modern Art 

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特约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放映作品之一（2007 年 6 月 16—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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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estival Shadow 2008  (9-19 Octobre 2008, Paris) 

2008 法国影子电影节 云之南电影节回顾单元 

 

电影⼿记 

 
 

男人放映后“微线体空间”交流   
2014 年 11 月 15 日 

李巨川：微线体空间要做一个中国独立导演系列展，就是准备每个月请一位中国独立导演来

做放映交流。 

李巨川：胡老师在独立影像当中是比较出名的导演，他的工作是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的老师，

实际上是一个男高音。他到这边来是以独立导演身份，他的作品参加过国外很多的影展，包

括很多，今天我们下午先放导演的短片，短片放完后大概休息一个小时就接着放长片，他的

代表作品， 新剪辑的一个版本。  

胡老师要不要做一个介绍？ 

胡新宇：短片吧，好多年了，就是有一些片段，当时拍的一些东西放一下，你们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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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那我们 始先看他的短片，短片完了，然后晚上放映长片，放完以后会和大家有个

交流，明天下午长片完了之后也会和大家有个交流。 

李巨川：许多的女同学坐在这里一起看下去了…… 

胡新宇：对不起，太冒犯你们了，不是我冒犯你们，这也不是他冒犯你们，誰让你得罪他。 

李巨川：他拍的这个实际上是因为在很多电影节都是一些女士评选，所以特别反感这个电影， 

实际上我觉得它正好暴露了其实就是你们女生看不到的男的一面，中间有一些非常不尊重女

性的一些言论和脏话。 

胡新宇：其实纪录片嘛，本来电影是具有宣传性质的，纪录片你要考虑到那些东西，很多东

西都没办法弄，他实际上就是这样说的，我当时也没有搞上对象，我觉得我也挺··我觉得他说

的还挺*** 

我女朋友看完了特生气，很生气 ，当时她看完挺生气，一堆女的攻击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管

怎么样我不会按照你们的方式来，她当时就觉得别的女的说我不太对，我下来我们两个在一

起，她对我说，当时你在台上我突然觉得我说你可以，别人说你不可以，这个特别有意思， 

李巨川：是什么时候的女朋友？是现在的女朋友？ 

胡新宇：对现在内蒙的那个对象。 

李巨川：喔，你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哈哈哈 

胡新宇：看完之后她难受知道吧。 

李巨川：还有一个我觉得因为他的表现的那个人是 63 年的吧？差不多跟我一般大的啊，就是

八十年代受教育的一代。 

胡新宇：就是八十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美国往事》教学用的经典电影。 

李巨川：《美国往事》在电影学院是很多学生崇拜的经典，实际上那一段是表现它的理想主义

的东西。 

胡新宇：老苏片中说找女朋友也请吃饭，在北京的什么什么姆（以前的苏联餐厅），去那请她

吃的。 

李巨川：老莫，其实就是模仿那个莫斯科。 

胡新宇：不是，好像是什么姆。 

李巨川： 苏联人 的。       

李巨川：其他的八十年代，大家可以看到是另外一代人，这个影片大家觉得比较陌生的，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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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是理想破灭之后的一个情境。 

胡新宇： 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一段还有崔卫平的影子， 我为什么反对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

觉得这个里头 主要的讲的就是男人的那一块儿，但是说做纪录片，某些似乎还要虚伪的放

来，其实提这个命题就不太对，纪录片就是应该没命题，我觉得这还好一点，你说我们几

个男人，像那崔卫平说的那叫艺术家，我当时觉得特恶心， 因为我们从来没谈艺术，当时的

时候也特别的反感，但是这个方面就产生个东西。一个是李老师说的，另外一个是我马上想

说害怕忘了，就是老苏为什么说这么激烈的话，他有他原因，这个原因就跟我和李文一样，

你们看过《老张和小张》吗？其实那个感觉是一个对抗的感觉，老苏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他

对我这种业余的能力应该有怀疑。我就给他用了很多的花招，我来激怒他，所以你看到他那

么激烈，他给我说的特别下流的话意思就是——我给你造难题，你不牛逼吗？我叫你的片子拍

不成，我觉得他他是这样的认为的。“叫你剪！叫你剪！”， 然后我就把它剪出来了，然后在

头其实剪的过程中还有点贾樟柯那种，《孔雀东南飞》，有点这种朋友啊、义气啊什么的，

然后去北京找老吴(吴文光)，他看后说，这部片子就是男人那种熊德行，在外头胜利不了，在

家里窝里横，我当时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当时就剪成这样了。其实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吴文光

跟我提的，他说你没有必要装，你就他妈的，该这样就这样，但是老吴的事我也不知道，当

时拿出来觉得怎么这么可怕，在电影节上，我推销了两次，不行。我气得··· 

李巨川：你刚刚说我那个崔卫平的例子，崔卫平那篇文章我看过，她是纯粹从那样角度。 

胡新宇：对，他那个角度没有问题。 

李巨川：因为我觉得你的拍摄对象和你的主张是两个东西，你在拍摄的时候你是带有一些，

当然不能说你是纯粹客观的，因为你的意向还是在里边的，但是和那个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两

个东西，她有个问题是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块儿了，但我刚才说八十年代，它是贬义的，就

是说你把八十年代描写成这样了，他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但我刚才不是想说这样一个意

思，我主要是想，因为这边坐的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陌生，像我们

看了会非常熟悉，因为我们身边都是一些这样的朋友。这种宿舍，我们原来都是住单身宿舍

的，结婚之前啊，在学校的时候，他也住学校的筒子楼啊，都是这种，现在年轻老师都不是

这样的啊，所以那个情节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再一个我觉得的话，艺术家这个问题的话，其

实我是持批评态度的，就是对你的片子啊。 

胡新宇：我觉得完全可以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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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不是，批评我都是要批评的，但是我现在这句话不是批评你的片子和批评老苏那样 

 

的一个观点哈。这确实是八十年代一些人的观点，我们身边全是这样的朋友，艺术家什么都

可以干的，这个其实，当然是觉得非常可笑的，实在不会说自己是…… 

胡新宇：老苏说戈雅怎么着怎么着，艺术家就应该…… 

李巨川：是这样子的，我想你们那儿·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瞧不上艺术家的。 

李文：我不好插嘴了，我不好说什么。 

（场   外：哈哈哈哈……） 

李巨川：李文的片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李文：这片子太长了，其实我都不想看，他实际上太把这个东西当做很正式，我们刚一见面

就要给碟，还送海报给我，但说老实话，我都没看，我拿回来了，我非常尊重，我看了，我

那个小电视我看了一下我就累了，很累…… 

李巨川：刚才你睡着了？ 

李文：刚才没有睡，但是后面我还是不想看了，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说清楚了，因为他这个年

龄包括我在内都舍不得剪，好多位置都看的太好，但是总想留着、总想留着，因为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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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就贴在里面嘛，你的命都搭进去了，那些东西你都舍不得丢，但是对别人来说，我说现

在信息太多了，就拍的这些东西，你不打字幕就不是一个片子，你打一个字幕大家一看，哇，

正式了。就像你一个纸一揉做成一个框子它就是一个作品，这种感觉。我收藏老照片哦，我

是有一个怀旧情结，这个东西我就想，诶，说到胡新宇死了，那个时代就特别宝贵了，我觉

得这个东西就特别宝贵了，那么现在我看这东西了，太多了，我都忙不过来。 

胡新宇：所以说，我新剪了一个版本，我突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十年前，我回顾十年前

的我，我 始往回走，但是我觉得怀旧是一种艺术的 肤浅的现状，我觉得 好的就像纪录

片一样，它就像你没有观念地丢在了那个地方。 

李文：我不认为怀旧是什么，怀旧是我过去的一个经历，我看到它，我的一种感受，跟艺术

没关系，我觉得。 

胡新宇：我认为是更人为的着色吧！就是因为你富有了感情，你富有了时间的差距，但是物

理性的东西为什么对你产生了感觉，它没有感觉它就不存在吗？ 

李文：本来这个老头我看了很有感觉，前面一下子，就是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我觉得很可

爱。但这可爱太多了，我就也对他没感觉了，而且你这个跨度这么长的东西，骂人的话都集

中在这一个时间，大段的时间…… 

李巨川：那个拍摄时间实际上就一个礼拜的样子？ 

李文：但是有雪景的哦？ 

李巨川： 后那是另外的。 

胡新宇：20 天。 

李巨川：总共就 20 天嘛，因为正好是老苏非常特殊的一段时间集中在一起。 

胡新宇：其实我这个方面确实有一个猎奇阶段，因为当时他叫我留作一个纪念，我一看他当

时状态不太一样，但我现在愿意剪，就是我愿意抓住他那时候那个状态，但是这个里边，你

发现没有，我在玩内容，这个有点不好。 

李巨川：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刚才李文讲的好像纯粹是把它看成一个人类学的资料。 

李文：是这样的，我还是看重这个。 

李巨川：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的艺术手法还是很多的，虽然你是临时拍片

子，对吧？  

胡新宇：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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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但是你当中有些调白平衡的过程都被记录下来了，但实际上都构成了一种修辞，就

不仅是一个记录了。 

胡新宇：对，还是年轻的时候，当时有点狂妄，之前拍剧情片电影的时候没拍成，我拍纪录

片我就说我别正规了，然后把水平仪调歪，然后把颜色调的很偏。 

李巨川：包括李文的片子也是这样的，李文刚才说的似乎都是好像跟艺术没有关系，但是我

不是这样看，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纪录片，不存在客观纪录片，任何片子实际上都会有主观

的东西，其实都是一种表现，实际上李文的片子也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其实李

文的片子形式上是高度凝练的，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好像只是一个记录…… 

胡新宇：一个障眼法，就是他拍《老张和小张》也好，好像……其实后面我当时看完以后，我

拍到老张的一只手，“你这老手啊！”我觉得这有…… 

李文：***（省略） 

胡新宇：因为你这样结束，我们一下子点到那个地方。 

李巨川：艺术家不一定是理性来指导做这件事，他可能就是有那个形式的感觉，当时应该怎

样去处理，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拍，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同意你这么说的…… 

李文：这个描述肯定是不太准确的，词不达意，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我自己有些疲劳，像有的

那个叫什么，《麦收》，你给我片子我拿给别人看，那个看起来比你这个要好，就是一个妓女

变成····那个叫什么，作者叫什么…… 

李巨川：徐童 

观众一：我想知道现在的男主角过得怎么样？ 

胡新宇：男主角，他后面结了婚了，06 年结的婚，后面又离婚了，他现在又回了老家，在一

个大学里教摄影。（注：隐私，删除。）老苏这个人，你看他其实嘴上说的这样，其实不是这

样的人，就是很懂礼节，他父母也是大学生，他就是我认为-为了在我的镜头面前让我拍不成，

因为我觉得他认为电影就不是这种形式，他觉得电影应该像《美国往事》, 起码要有正义感，

他就用没正义感的，就往死里说。这就是老苏的片子背后。 

李巨川：他后来没有拍片子呢？ 

胡新宇：你看他教我联系女孩的时候他就很正经的，对女孩要沉稳，其实我觉得说女人那个

部分还是蛮正常的，其实挺对的，在女的面前不要多说话， 

李巨川：那个东西那段话里面有很多那样的内容啊，不光有这个内容啊，前面有一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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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接受不了的那种， 

学生二：以女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遇到这样一个男人，我也许，刚才我就跟这个旁边

的朋友聊说，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话，实在是，我会用一种很鄙视很厌恶的感觉，因为作为

一个男人他太失败了，而且他很懒惰，他天天在家里就睡，是吧。 

胡新宇：他下岗了，你说他不懒惰有什么办法呢，叫他扫地？他还没有工作 

李巨川：他拍的是 20 多天非常特殊的一段时间，你要知道他前面在学校跟他一起干了那么多

的活都白干了， 

胡新宇：这都是我的问题，其实李文的感觉特对，十年的回忆，其实这个东西给大家的只是

个片面的东西，不是老苏自己，我觉得这有问题，其实后面的东西应该叫我来解释，而我不

是我好像我盗取别人的，严格来说是他的片子，不是我的片子 

学生三：我在想你拍这个片子的视角很多都是主观视角，有什么艺术手法 

胡新宇：我对女人的认识和老苏特别相似，其实确实有一种感觉在里面，“女人啊，就是贱”，

然后女人怎么“…你要这样”，他就感觉，“你越对她怎么样她对你越不喜欢”… 

学生三：对，你对他传达了这种思想。 

胡新宇：你说从电影的角度来讲，它有一种文化在里面，反正现在地下的独立电影啊都以女

权主义至上，当时我觉特别反感，我们现实就是这样啊，现实就是骂你们女人，我就是叫你

们难受，为什么叫你们好，这不是另一方面就是叫你们女人看看，下来背后男人是什么样儿

的这有什么不好，叫你不舒服了，你要舒服了你就去找个按摩的，它现实就是这样。还有就

另外一点儿，还有感觉到越来越往后年轻女孩就容易接受，就觉得没什么，如果是后面的 90

后的女孩看了这绝对没什么。 

李文：我说你前面有个片子拍的是两个女的讲话。 

胡新宇：哪个？《夫妻关系守则新概念》？对。 

李文：那个是你同学是吧？ 

胡新宇：她老公是一个什么钢铁的什么矿产大亨，后面把她给蹬了，离婚给了她一辆奔驰车。

你看片中我这两个女同学，她俩谈什么家庭成功经验， 后她们俩都离婚了。就我觉得这个

很有意思，我要不拿出来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她们谈成功结果谁也没成功，咦，潘贺说一

说。 

潘鹤：我就想说还是找政治上正确的一件事吧，聊纪录片的话，只有影像，就是说正确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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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可以被放映的话，或者只存在这种影像的话，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因为它本身就

暗含一种很专制的东西，所以就是说这种东西… 但是西方现在过于强调各种各样事情上的政

治上的意义，它没法去包容一些，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拍出来只有说它存在

才会让别人知道他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说我这个是这样的观念我就给你们放出来，我是这么

认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像这种私影像的这种方式，我认为说拍的可能离人越近，或

者说生活离人越近， 后发现的都是人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身体与空间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但是你离得越远的话可能各种各样的修辞和问题都出来了。嗯，我说远就是说中

间加个一些修辞一种眼界，比如说一种理想、比如说社会、比如说这些东西，但是 主要是

在同一个部分里面，24 小时拍一个东西，更多的时间会付出在拍摄中，但是这种私影像会不

会形成一种主流？ 

胡新宇：应该会的，反正国内目前还没有，好像我拍私影像这个，我觉得有很多艺术家在拍，

我看过，他们拍的是普通的视频，而我拍的好像有点传统，我现在想如果没有老苏那张嘴的

话，我是拍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东北老出片啊，为什么出《铁西区》啊，为什么出那个

于广义啊，为什么出顾桃，为什么出徐童啊，全是东北的，因为他们靠语言，我自己的片子

也是东北的，当然靠语言，如何不靠语言，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李珞就是，李珞给我影响，

因为当时那天李巨川带我去他一哥们儿家放完李珞再放我的，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你知道原

因，就是话唠，太多了。 

李巨川：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类型的, 看你在微博上说你要按照李珞那样来剪片子。 

胡新宇：没有按照李珞，我是受李珞的影响。 

李巨川：那怎么会影响？ 

胡新宇：那以后来看一下新版，我觉得作为一个…… 

李巨川：我觉得你们是完全不同的创作，完全不一样，他的作者类型跟也不一样。 

李文：性格也不一样。 

胡新宇：另外一个，他是一个作者电影，我这好像作者性稍微少一点。 

李巨川：但实际上你就是私电影嘛，可能就是说作者电影的极端形式，跟李珞那个其实不算，

作者电影这个概念现在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了，他前面谈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有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一个是放映问题，西方比如说一些电影节拒绝胡的片子这是一

个方面，那个批评我完全同意，那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拍摄问题，我觉得我们



 406 

现在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拍摄问题的政治正确性的问题。 

胡新宇：因为这个以前就是说私影像，包括徐童一直在说他的那个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我倒

觉得指责道德更应该让作者自己琢磨去。 

李巨川：道德是一个问题，刚才说的就是你拍摄的视角问题，我不是太清楚同学的准确意思。 

学生三：我是想问你当时出发点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 

李巨川：他实际上是把这当做一个正规的创作… 

胡新宇：我当时 主要想的实际上是把那个女孩泡过来，没想到老苏将来会是怎么样，因为

我要想怎么样我就做剧本。 

李巨川：你要把哪个女的泡过来？ 

李巨川：你是在拍老苏里面那个女的吗？ 

胡新宇：我那个时候老苏就问我有什么打算，我那时候只想泡妞，哪儿想老苏啊！ 

李巨川：我觉得你这个不太真实， 

胡新宇：不是，那时候我还是想联系那女孩，当时那时候也有一个机子。 

李文：我看这个我才看明白，你老来拍我，成天的在旁边拍来拍去，你就想拍纪录片，说白

了。 

胡新宇：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许。 

李巨川：只是说艺术家做创作都会有一点。 

胡新宇：当时我那个机子也是……对史霖说的一句话，我当时对他说，我是想得到这个女人还

是这台机子？后面想还是这台机子比较划算，摄像机三万块钱买的，借钱买的。 

李巨川：你说得到这个机子是什么意思啊？ 

胡新宇：当时我跟史霖问我，你选择叫我得到这个女人还是机子（拍那片的摄像机），我回来

心里想的还是得到这台机子比较实惠。 

李巨川：那台机子当时还不属于你的是吧？ 

胡新宇：当时还没有买那机子， 

李巨川：那你用什么拍的？ 

胡新宇：后面买了的，就是和史霖畅想的那个 SONY VX2000E。 

李巨川：不是，你说这台机器是谁的机器？ 

胡新宇：你听我说，在拍摄第一个剧情片之前，我还没有一个 DV 摄像机，后来我借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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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拍 了。结果我们拍了一周，三千块钱就没有了。老苏那时候帮我当副导演，艺术家宋永

平给介绍的。 

学生三：这个片子获了些什么样的奖？ 

胡新宇：获奖？我自己给自己已经颁了几十个奖了。 

李巨川：这个片子得过“云之南”的评委会大奖，是吧？ 

胡新宇：在荷兰得了一个提名。 

李巨川：当时好像“云之南”那一届，有些评委是主张给你大奖的是吧？ 

胡新宇：没有没有，第二届，《淹没》是大奖，《淹没》是那种社会题材，四川三峡的，那个

拍得不错的。 

学生二：我觉得虽然这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也让我们看到不管是

男人还是女人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些角落里面的另一面吧 

胡新宇：其实男人都看过，也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李文：但是女的看了觉得不想看了，戴眼镜的，美院的提个问题？你，你是 90 后吧？ 

学生四：其实我觉得我挺能接受的，我跟我朋友都能接受，就是没有觉得很反感，如果说作

为男朋友的话应该不认可，但是可能会作为很好的男闺蜜。 

胡新宇：我认为 90 后就是这样。 

李文：他觉得就是这样子。 

胡新宇：根本觉得没什么，他们 90 后什么都见过，什么甘露露、闫凤娇、乱七八糟的东西，

老苏这点算个屁。 

李巨川：那个女同学说一下。 

学生五：我觉得还挺接地气、挺真实的。 

李巨川：你说一下。 

学生六：我先说一下我对男主角的看法，我觉得真的算很好的，特别看前面的时候，男主角

那张嘴特逗，而且让我们看到很真实的一面，我觉得拍片子就这样嘛，我觉得艺术家就两种

吧，一种是自嗨的，还有一种就是拍给别人看，让别人看到很嗨的，不知道胡老师您当时拍

这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当时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想记录下来，还是去为了做这个电影，想

去参加影展得到什么东西，然后恰好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胡新宇：因为当时拍那个剧情片就想参加什么展，然后在拍的过程中拍纪录片从来没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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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 

李巨川：拍剧情片是跟老苏一块拍的？ 

胡新宇：对，后来拍不成了，我就拍了两下，我没拍过纪录片，我就想把它拍成纪录片，我

看看自己能不能做成，结果做成了，在做的过程中我就想如何叫大家看进去，当然方法比较

多，现在比较普遍，但是我还是想做电影，我始终认为电影就是放大，如果电影不是大放大

话那为什么要弄那么大个屏幕，但是现在不说这些东西，我想要别人看、我想叫它恶心，我

也想叫它有艺术性，我什么都想，还想得到钱，什么都想，这确实都想过。 

学生七：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长。 

胡新宇：明天的还有更长，明天的三个小时。 

学生七：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胡新宇：拍我家那个片我拍了七年。 

学生七：刚刚有同学讨论关于私影像的道德的问题，我觉得既然是私影像就是去表达自己的

主观，没有必要去评判他的道德性什么的。 

李巨川：不是，纪录片肯定会涉及到道德问题，但是刚才这边同学不是在说道德问题，在说

政治正确性问题，西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对政治正确性的过度强调本身就是一种不正确。 

学生七：我觉得艺术这方面，就是你要是想去获奖或是想去得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你就按

照这个世界的规律来，不要触碰会遭人批评的东西，或者这些能够遭人批评的东西它带来的

风浪能够让你的片子引起人的注意，因为所有的事情，你既然想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你必然

就有这样的一种功利性…… 

李巨川：纪录片的道德性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纪录片，一个导演是拍黄

河里面捞尸体的，那天正好是放你的片子的时候，然后有人把你的片子跟那个导演比作一类，

属于那种不道德的，然后我恰好是要在道德性上为胡新宇辩护的，就是当时是为李文辩护，

当时放完你的片子你走了，接着放他的片子，放完之后我跟那里一个电视台的导演一起发生

了一个争论，他就认为你们俩都属于不道德的导演的领域。 

学生五：就是觉得不尊重似的是吗？ 

李巨川：不是不尊重，他是那样拍摄的，然后他认为他们是一个类型的，其实当时那个片子

是那样的，那个片子它是拍的一个捞尸体的人，他是没拍好中间有一个镜头没拍好，捞尸体

的人把尸体再扔回去再去捞，当然不道德啊这样的纪录片。观众是看不到的，这个不道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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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后发生的。而他们两位的片子正好相反，我们看到他们跟拍摄对象是什么关系，就是假

如说他是在拍捞尸体的人的话假如他也把尸体弄回去的话这个过程也展现给大家看。 

胡新宇: （如果说我和李文这样把尸体扔回去重拍也放到片子里）其实把这个不道德呈现出来

也是不道德的。 

李巨川：这是两种道德性，一个是你拍摄行为本身的不道德，就是说你拍摄对象的内容不道

德，还有一个拍摄是不是道德的，拍摄本身有一个伦理问题。因为我是非常反感那种把纪录

片拍摄成那种… 我们称之为剥削电影吧，就是剥削对方的东西，然后拿去自己获奖啊，或者

是不一定获奖是成为自己的艺术作品。 

胡新宇:对我来说我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如果教我拍绝对是 无耻的不道德的，绝对是这样

的。但是我能承受的了吗？我良心能承受的了吗？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还有社会、法律我觉

得在这个私影像就是咱们中国法律的空挡，这种法律建立了以后你不敢拍了。 

李巨川：这跟法律没关系。 

胡新宇:我认为这个是隐私权嘛，首先我姐姐那个就不让我放嘛，现在老苏这个也不让我放了。 

学生六：但是你内心又很想去表达这个东西。 

胡新宇: 在剪这个片子的时候从来没有自己反思过这些问题，什么照顾别人，都是剥削阶级。

我认为我是剥削阶级。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片子，人在表达恶的时候是 有才华的，善良什么

的…. 嗯，人表达的才华其实都是恶！ 

李巨川：我觉得胡新宇还是八十年代的艺术家，还是把这样的观点看的这么至高无上。为了

艺术可以牺牲道德，牺牲法律，呵~我不赞成这个观点。 

胡新宇: 但是做不到，做不到，慢慢就做不到了。像我现在拍我女朋友什么洗澡、俩人做爱全

在里面，现在我都不拍了，因为啥，我都拍过了。 

李文：跟你女朋友做爱？呵呵~~ 

胡新宇: 我新剪辑的那版，我一朋友说，能够把黄片拍的痛苦点就是艺术片了。然后我就说，

行吧拍个苦难片，说不定大家还手淫呢。第二就是我俩做爱了。 

李文：你拍的挺投入的，就是挺不容易的，我们以前拍的话，就是花自己所有时间去做这个

事，挺无聊的事情。 

胡新宇:挺有聊的，每天没事干嘛。我发现李文特别有意思，李文一说话就不是这样了，李文

不说话，就是另外一种。 



 410 

李文：是什么样？ 

胡新宇: 咱们去山西…那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我发现跟那个老苏特别相似，他看着劣质的画时

候就是特别一样，他画那个水彩画的时候…… 

李文：在哪儿？ 

胡新宇：就在那个蟒河嘛。你在画那个花水那个特别那个劣质的摄影的时候，那种感觉和老

苏特别一样。就是对现实妥协，不太好的一种状态。 

李巨川：这个同学有什么问题？ 

学生七：我觉得私隐像都有一种偷窥欲，包括李老师和您那个片子的风格都有一点偷窥欲在

里面，能反映 真实的一面吧，表现的暴露出来。把一个 狭小的空间把它变为一个 大的

世界里面，或者是荧幕外，然后让别人去反思您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觉得我想说的。 

胡新宇:帕索里尼已经说了嘛，“电影就是偷窥和偷盗”，我觉得这片就是盗窃别人的东西，这

个我发现我确实是…… 我也不是说我这样堂而皇之站在上面说了。应该是这样，实质上就是

这样说的。要不然你没法拍啊，李文打炮的时候我不拍，因为他从来不打。哈哈哈哈，正经

人呐。我后面就发现他不是生活中的李文，我真的发现有时候拍的不一样。或者他专门跟我

演的特别好，因为他是一个表达欲特别强的，表达欲特别强。 

李文：我还是喜欢那个，那种都是手段，你想怎么拍也好，就是他说的偷窥欲也好，我们不

想看到这个层面太熟悉了，我想看到的是比如说科级干部的生活、或者是中级干部的生活、

或者省级干部的生活。因为我现在接触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大了像灰尘一样，这些东

西真的对我来说，你那个也好，在你们谈这个道德那个道德都扯淡。 

胡新宇:我觉得 主要的是人的问题你不是说身份的问题，你在说一个身份，他那个也是这样

的啊。你在说那个当官的人他也是基本的人，人的本质基本上差不多。你看的信息还是信息。 

李文：他的骂人绝对不会像老苏这样骂人。 

胡新宇:对，他会阳奉阴违。但是你具体面都还没见过。 

李巨川：你面对观众，你们两个一直…… 

学生十：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那个徐童那个妓女那个片子、算命的片子他那个片子其实里

面有很多地方，细微的地方说着一些黄色的、骂人的，甚至比你这个片子更要厉害一些，那

为什么我看他那个片子后面获了一大堆奖，包括他的游民三部曲获了好多奖，您的奖为什么

就获得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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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十一：他说的《老唐头》。 

学生十：不是，我说的是《算命》。 

李文：徐童的《算命》是吧。 

学生十：对对，徐童的《算命》。 

李文：徐童这个片子，获奖这个，大家谈获奖其实没什么意思。 

学生十： 因为我看它里面有段乞丐说话找以前妓女的房子的时候说实话比你这个片子还要恶

劣一些。 

胡新宇：那个女的好像太放的 了，《挖眼睛》那个好像是他家的亲戚。 

李文  ：纪录片，好多人就喜欢看这个，它不是演出来的。 

潘鹤：《老唐头》就是唐晓燕的父亲。 

胡新宇：东北人可放得 了，是他爸八十多岁在那儿撸管，声音特大。 

潘鹤：后来不还有《麦收》吗？ 

胡新宇： 早是《麦收》。 

潘鹤：但是，其实徐童那个问题，就是说道德问题，徐童那个可能是不道德的，比如你们拍

的是一些灰色地带，就是说不是很积极向上，或者说很适合让人看，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犯

法的东西。但是徐童他讲的是要么是很弱势的群体，像算命那老头，要么很犯法的，就是像

是唐晓燕。这些事情，他找一些很犯法的事情，一他知道不制止，二或者像算命老头一样已

经过的这么悲惨了，他拍摄的成本是不是可以让老头活的更好是一个更好的一种选择。 就是

对徐童这个一定他是面临着一些道德选择的，他选择的是拍片，但你这个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的道德选择我认为是大的东西，就是艺术的权利，艺术之名的权利在社会上有多大，我认为

是这个，就跟徐童还是不一样。 

李巨川：他这样一个片子他是得到别人许可的，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相对来

说在你面前还是一个强势的面目在里面，他知道你会拍成电影，这个没有大的问题。 

胡新宇：徐童是个艺术家，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的策划。你不是讲过获奖吗，他获奖怎么获得

了，和那个赵大 X 也是，评委在办公室那看电影，他就在评委旁边站着，往那热水杯里倒完

热水之后…… 就站在旁边…… 就靠这功夫获奖。 

李巨川：这个不用讨论这个。 

胡新宇：不是，我就说获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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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获奖不仅仅是这样，它本身就是讨巧，整个片子讨巧。 

胡新宇：当然中国就是人情社会，什么时候别谈民主，先把人情去掉以后就是民主，就是人

情社会。 

潘鹤：然后就是去年看的《刍狗》，你每天给被拍摄对象一百块钱这件事，这件事是不是经过

后来一些思考。 

胡新宇：我 头就跟他说的，我说我要拍你我就给你钱。 

潘鹤：经过这么多年拍这些人的一种思考和被拍摄着之间的关系。 

胡新宇：他想拍，他说哥哥你拍我，我 近穷的不行，我说我拍你。然后我说我那个时候工

资有两千块钱，我说我只能给你两千多块钱，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他就要钱，他没有要钱的

时候怎么吃这吃那？ 

李巨川：还有哪位有什么问题的？ 

学生九：我问一下你那个，我看了三个，一个是拍小孩大屏幕的那个，一个是采访两个结婚

女的。 

胡新宇：不是采访，聊天在。 

学生九：哦聊天。另一个就是老苏，我想还是从内容上说，就说一下你想记录是记录什么的

呢。 

胡新宇：他遇到什么就记录什么，真的，我没有什么太多想，确实没有太多想法。因为我好

像跟别的艺术家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不知道概念、观念，艺术是什么。说白了，其实有业余

的成分，就是说我有时候拿机子想拍一点就拍一点，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也没有给观

众思考，就是说想把它成为一个片子。 

李巨川：不是，因为我之所以请他过来，我是对他拍摄方式感兴趣的，实际上他的是一种新

的拍摄方式，就是从他个人出发，就是刚刚拿到机器的新鲜感拍摄还是怎么样？他是这样一

种方式，他正好而且他是参与在过程当中的，他是拿摄像机的人，同时也在跟这些人发生关

系，我觉得我感兴趣的是他的这种拍摄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新颖的，所以像前面那个同学

提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采取这样一个视角，这是一个传统的创作方式才是这样，才会先设

定一个决定拍摄什么东西，来表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要拍什么拍哪些素材。 

学生*： 看到他的短片，很直接很明白，就是给我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它，比如之前那个小

孩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一 始镜头没有交代他要做什么，一 始就看着他哭，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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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哭，就是在哭。以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带入进去，小孩的那种感觉，还有苹果分苹果。 

李巨川：他拍的时候是不知道会发生这些的。 

学生*： 就是你在拍的时候没有想很多，但是那个电影我想知道你当时拍这个的心态，我想

知道这个问题。 

胡新宇：我知道了，刚刚你说的应该是这样，您的趣味是什么，我有什么样的趣味，我可以

总结一下。趣味好像就是… 

学生九：我问这个问题只想问你你想过趣味这个问题没有，还是我看了以后这个片子对我有

什么样的感觉才对你产生这个意思，我看了以后才觉得，大概片子都是一个意思，也差不多

的，我从内容上说的，我不会从刚才李老师说的拍摄手法，其实拍摄手法就是个技术问题。 

李巨川：不是技术问题，这完全就是全新的观念。 

学生九：对，在我这里，他就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就是一个机器，你说他是观念也可以。每

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嘛。我从我的感受出发，我就会从这个地方来看，你说是记录，那我就从

纪录片的角度来看，纪录片首先是内容，这三个内容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容，就是给我的感觉

是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很聪明的位置。他们三个人都感觉很傻一样，很落魄这样，你站在旁

边，我就要问你你为什么要记录着三个人这么傻，或者这么搞笑，或者我看了以后感觉大家

都在笑，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在看赵本山拍的小品一样犯傻啊，大家哈哈一笑。我就想问你为

什么记录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他天天都在发生，很荒诞，而且中国目前很多这样，婚姻、

教育所有问题都这样，你呈现了到底想干嘛？你想记录他有什么意思？ 

胡新宇： 他说的确实有个切入点，其实背后就是我对这个的看法，你刚刚说的就表达了一个

观点，我有窃喜从一个聪明人看一帮傻子，但是我有一个 主要的是我不冒充上帝，这是我

强烈表达的，但是他们人不觉得自己是上帝。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个特别好，我拍别人的时候

确实窃喜，确实把别人当做傻子，这是没问题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活下去，我觉得做人、

生活都是，我也坚持这样。 

学生九：我还是会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讲，它记录下来了，如果说三个东西都是这样的话，就

是说这个东西太大众化了，跟我的摄影工作一样，结果是一样的。 

李巨川：电影就是这样的，电影是约束人的。哪怕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但是你把它拍下来

跟那个不一样，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观影经验，他去拍，或者子杰去拍，或者李文去

拍，拍同样一棵树，肯定会不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个重新的创造。所以我觉得你只关注他的



 414 

内容，而把我刚刚说的形式问题你认为是技术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差别。他不是技术

问题，就是每个人的拍摄方式一样，他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修辞在里面，就是镜

头，哪怕镜头的焦距不一样拍摄的都不一样，这就是技术问题，但是说他为什么采取这种焦

距，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拍那就不是技术问题。所以再一个因为是纪录片所以我要怎么样，这

个说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纪录片，不是现在哦，从纪录片诞生 始就有各

种各样的纪录片，并没有说纪录片就必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纪录片应该怎么样，不存在这

样的问题，。 

胡新宇：对刚刚说的修辞，你们刚才说的我还有一个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观念的但是我无法说

不来，因为我不是绝对专业的，就是说我突然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我就要发现我当时拍摄的时

候突然感觉到这样，那时候我也是受到贾樟柯的影响，我就发现取消修辞，拉近距离，不要

装 B，不要构图，不要外景，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感觉有一种当时就觉得有一种探索的精神，

他不好玩，身边都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拍他了，我当时就想：老子就要拍这个。 

李巨川：其实这个记录片和我们在中央台看的纪录片差异是非常大的， 重要的一点就是他

主观的东西非常强烈，他的叙事非常流畅，中间有一些抒情段落，然后有一些纪实的段落。

其实这种形式上是非常丰富的，并不是简单的人物，包括那些处理啊。 

学生十：这个片子对音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考究，我看其中有几段另外加了一些音乐。因为

后字幕显示的一些音乐制作。我就刚才突然间…… 

胡新宇：中间有一点加过。 

学生十：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胡新宇：没有，中间那段音乐是歇一会，正好把那个日常生活给浓缩一下。 

学生 11：就是我想知道你在拍老苏的时候说那些的时候，镜头后的你是什么感受，你是以主

观的视角去拍他的，我想知道你是认同还是怎么样？我想知道你的感觉。 

胡新宇：一般来说，我有我自己的话我都会删了的，明天那个片子里面的我就没有删，或者

我强行加进去，我觉得太丢人了，特别恶心，我觉得放上去挺好。我觉得把别人卖了，也贩

卖了。要把自己贩卖了，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我既然用老苏的东西我绝对是赞同的，我前

面已经说了赞同的。 

学生二：但是那个是十年前的你。 

胡新宇：十年后的我也好不到那里去，我女朋友在我家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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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二：真实。 

胡新宇：我觉得男的想正儿八经一点，随着生理慢慢不行了他就越来越正式了，越来越道德，

越来越正经了。这是生理上的问题，心理上我们都挺正常的。 

李巨川：这个道德问题是这样的，他把自己暴露出来，李文的片子是把他的煽动过程记录下

来了，他愿不愿意与其发生关系嘛。但是问题李文把他自己是记录下来的，过程是被他记录

下来的，所以这个不存在。你像老张，他就是暴露自己嘛，他自己愿不愿意发生关系嘛。拍

摄者不是隐含的摄影师，而是他把摄影…… 

李文：我就喜欢暴露毫无缺陷的暴露自己，这样的话好。我不喜欢拍的人总站在很高的地位，

再的我就想拍一个完美的自己，极其装 B 的人。实验一下，就刚刚那位同学陈世美，哦哦陈

世东啊！ 

观众⼀片笑声。 

李文：陈世东提出的问题背后是什么，你说他究竟想拍摄什么，因为三个片子完全不一样，

前面两个片子根本都是别人在演，就是他就是收集起来而已，我就想知道还有什么可能了。

你刚刚你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如果导演是你的话，你想说什么，他说的很丰富了，你说那都

是技术，那么还有一个，你要说什么呢？ 

学生九：我没说，我是说这个。 

李文  ：那我们有点像，……纪录片 美 有意思的就是真实感，至少他后来呈现的是另外的

一个产品，但是他的这个东西，的确是有很大的信息是永远抹不掉，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学生九：你刚刚说的真实，但是纪录片的真实还需要有一点，因为当时在…… 而且电影不一

定就是真实的。 

李文  ：是的是的，这是没办法的，他也变不了上帝嘛。 

胡新宇：我并不想拍真实，我是想拍好玩。 

李文  ：就像一个摄像头它挂在那里它真实是真实啊。 

李巨川：其实真实是不存在的东西。他跟说的那个问题其实你自己刚刚承认是这样的，我觉

得你的表达说法是不准的，你说你是处于那样一种把别人都看作傻子。 

胡新宇：不是，心里是这样的。 

李巨川：但是由于你自己也暴露在里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简单了。 

胡新宇：不是，我活着都是这样的状态，两个人说话说你这个人傻，其实你和他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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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那个状态。 

李巨川：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因为你暴露了你自己的状态，所以实际上你想有一种优越感。

其实也没有，当然另外一点也就是你说你不是上帝，其实我觉得你有点混淆了，在叙述上你

有一种上帝的视角，还有一种是态度上的，态度上你既然有优越感你就是上帝。 

胡新宇：可以这样说。 

学生九：我看那个《苹果》其实蛮残忍的。 

胡新宇：说很多不一定有力量，我只是想把信息互相交流传达出去。 

李巨川：前面一个短片《苹果》残忍的话首先我觉得是那个主持人很残忍，暴露了一个残忍，

本身并不残忍，只是一个记录，那是电视台的节目残忍。就是通过胡新宇这种方式才把这种

残忍凸现出来，这是有他的选择的，他的主观视角在里面的。 

学生二：还有一个我想问就是一个老婆婆坐在那个屋门口，她的表情和动作·· 

胡新宇：她是脑袋有问题，然后她一看我就跑回家了，完了我看到她在楼下找我，说：“他在

照相了、他再照相”，其实前面那么长时间我没有传达够，你们看起来有点不正常。 

学生二： 我刚刚还在问这是有人撵她的还是自己跑的，我旁边的人说这肯定是真实的记录的

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种短片就有一种可以无限的让人无限思考。 

胡新宇：她一起来我一看她的眼神就不对，心里想就要拍她，拍了她一下她就赶紧跑到找人，

我就赶紧跑到楼上。 

学生 12：因为我是在当一个电影在看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老苏为什么被 除的，因为我是

当一个电影在看。 

李文： 哦，你是当一个故事，小说来看。 

胡新宇：这和他们内蒙古人有关系，内蒙古人比较直，他们在制片场的时候工人啊，跟那个

电影厂长打起来了，我就觉得这种性格还蛮好，所以他落下了个毛病，他就是有什么就说什

么，他就跟领导对着干，他想做动画片，但是领导不同意。（哥们个人隐私删除了） 

李文：哥们儿，把自己出卖了。 

李巨川：其实我觉得许多和暴露是没关系的。 

胡新宇：老苏也正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比较豁达，他就说全是他的问题，人就把他

除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他比较豁达我也不要纠缠，我也太不忍心了。 

学生 12：我觉得当电影看是很有意思的，叙事上确实有很多还是在追求表现，叙事的这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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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可能有些不够完整，这个人物 后他自己脱离电影，他再脱离作品。也就是像你说的他有

一个对抗，他的对抗其实不是在对抗导演，也不是对抗作者，就是你怎么书写他，他心理上

并没有模糊，个人感觉他在里面表现的是他在心里上没有太大的抵触，但是他是不希望他自

己成为影像这个东西。我是这么感觉的。 

胡新宇：对，他不希望成为影像。他认为电影好像是有一个仪式的。可以主轴支撑这个人物

的，这是他认为的，所以他一说的全是歪理邪说，他对电影，就跟他的画画一样，技术还挺

高，但从来画不好一幅画，他做电影就是这样，做的一个片子他叫我剪，我都没法剪。大特

写啊什么乱七八糟，我说你在拍什么啊？不知道他再拍什么。 

胡新宇：拍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拍摄，他还动用剧组还吊杆儿呢？我哪知道他怎么拍摄啊！ 

当时我也不知道有取景拍摄，过程中他也去摆弄机位吗？ 

李巨川:不是啊，这个拍摄过程中看的到啊，他有时候用……谁允许他拍了啊？ 

胡新宇：我新片中有他怎么拍摄，怎么样教那个聋童小孩儿，但那小孩怎么不听他的那些话。 

李巨川：在你这个片子里面？ 

胡新宇：哦，不不不，新版的里面。 

外：就是参与到这个表现力的问题上面？ 

胡新宇:  对，他就喜欢这种有符号的啊，火车站啊，第一场啊，小孩儿要玩一个什么东西啊，

溜溜球啊，要有这种情节。溜溜球啊这个景是什么样的景，一定要是这个题材。 

李巨川: 对对对，你这个要是剪多一点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因为老苏他自己正好是一个电影专

业背景。所以对这个电影增加了一层丰富性，增加一个层次，变得更加有趣了实际上是。 

胡新宇：会变得更拉近人，更加就是你可以了解到他的创作灵感。 

李巨川：也会去干预他的拍摄是不是？给导演给烟。 

胡新宇：对，但是这样的话对导演减压，如果要进入他怎么去拍摄的话，好像他这个命题…… 

李巨川：不是，就像那种镜头你在拍，没人管了吧，在那吃饭，你是说那个时候他摆弄那个

小孩儿吗？ 

胡新宇：不是，就是聋哑儿童. 

李巨川：哦，你说那个啊，那个是，那个没必要，这跟电影没关系。 

胡新宇：你得把那小孩儿先处理。 

李巨川：那那个小孩儿怎么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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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宇：那就是说只能说是一种。 

李巨川：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挺完整的，其实因为他跟那个电影关系挺清楚的，就中间有一段 他

讲那个… 这让电影变得更加有趣。火车站， 后一个镜头火车站 

胡新宇: ……  

李巨川：大家在关注你的离 吗？是这样的吗？ 

胡新宇：李文他有一个画画的很成功，他的画很多种。我也不说抨击环境，这个福柯，福柯

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叫什么，说的怀旧的问题。电影不应该只是怀旧。我 近看的一本书，

刚买的。 

李文  ：……你把那个记住了对吧。 

胡新宇：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这个怀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好像就要这个倾向。

好像是我抛 了这个好像出来之后引起的一些。所以之后去掉一些情景化的东西吧，通常是

物理化的。有一种倾向，我也说不是太明白。 

李文：反正这些都是感受，所有的感受都是无限的。有你的感受有我的感受。 

李巨川：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改天再聊。 

李文：不是，我说他们坐在这里好像有些走了吧。 

胡新宇：坐在这的都是不感兴趣的，走的是感兴趣的。嘿嘿！ 

李巨川：要不我们明天再继续？明天下午两点钟吧。 

胡新宇：明天下午和这个截然不一样，因为明天下午是我家。 

李文：也许有新的一拨人。 

胡新宇：你们明天还来看了，又哭又闹，又打又跳。 

胡新宇: 就当时在家里拍的时候觉得，那个拍完老苏我就想拍电影在家里没法拍，他妈的每次

过来拍，我就把它攒啊攒…… 你们没有看到一点意识学？ 

李巨川：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吧。 

 

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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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吴⽂光 

收件⼈：胡新宇 

发送⽇期：2003 年11 ⽉25 ⽇，星期⼆，上午4:37 

主题：答复：信收到 

新宇： 

我理解你做完⼀个⽚⼦后希望得到被承认的⼼理，⼈都这样。如果是⾦⼦总不会被淹没的，

我依然相信这是个好⽚⼦，但现在的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纪录⽚的认识都是靠“社会问题”或者

“苦难⽣活”来选择的，这很悲哀，但是现实。你的⽚⼦的独特是离开了这个通常的纪录⽚的定

义，是关于⼈的正常状态，这确实和⼀般纪录⽚需要的那种“⾮正常状态”距离遥远，所以⼀些

我⽐较尊敬的电影节(⽐如⼭形)放弃了它我也不觉得奇怪，虽然很失望，失望得我都不想理睬

那些电影节的⼈了，尽管我们互相还认为是彼此理解的朋友。 

最近陆续看了些别⼈送来的⽚⼦，都没什么太⼤的感觉。依然还在想你的⽚⼦，那种物料琐

碎⽣活隐藏着的残酷让我挥之不去。 

我觉得你是明⽩做完⼀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还有以后的，所以慢慢来，让

这⽚⼦跟着可能的命运⾛吧。任何推送也许不是它需要的。 

今天给你写这信是刚刚给新加坡电影节的PHILIP 介绍了这⽚⼦后有感写的，他让我推荐认为

新的好的纪录⽚，我只写到你的。 

新加坡电影节不是多著名的，但PHILIP 很有眼光，也许他会喜欢也说不定。⼤概应该放弃那

些所谓的⼤或著名的电影节的考虑，任其⾃然吧。我把你的EMAIL 地址给他了，让他直接和

你联络。 

就此。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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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影像8】吴文光影像笔记之7|胡新宇和《男人》 
2015-12-02 吴文光 草场地工作站 

 

    2002年左右吧，一个陌生男人从太原跑来找我，带着他初剪的片子找我看。这个人就是

胡新宇，30岁上下，一个美声歌唱教师，唱歌之余，拿DV拍了两个朋友，还有自己。片中就

三个男人，没有女人，在大学教书，一个教绘画，一个教影视，一个教唱歌。三男所教：绘

画是传统油画，影视是如何给动画讲电影，唱歌是西洋美声，但私底下三男是方力均张艺谋

的鼓吹者兼抨击者，抨击原因大概与“为什么自己不是方力均张艺谋”有关。 

    片子大部分事情发生在一间狭窄、混乱、昏暗房间里，即拍摄者胡新宇的单身教师宿舍，

一张被子永远不叠的大床，散乱着书、影碟和空酒瓶，墙上是性感醒目的各种招贴画。三男

动作总是躺着，卧着，喝醉，说着；话题永远是前卫艺术、自由、性……一间狭小房间里塞着

三个文艺男，蜗居，憋屈，在现实和艺术中自淫。 

    看了，我立刻有被“当头一棒”疼痛感。那种无聊琐碎生活隐藏着的残酷让我难受。 

    片子只是初剪，没有名字。胡新宇说想叫“孔雀东南飞”，我打断：不好。这个名字侮辱了

这部片子。 

    以后这部片子定名《男人》。我说我被这部片子“当头一棒”，是指对我之前死抱着的那种“纪

录片客观观察”方式的彻底颠覆。我当时对这部奇异之作心情可称“挚爱”，不断给认识的各个

电影节选片人推荐，花费时间琢磨英文该怎么表达我对这部片子的非同一般热爱。但很不幸，

日本的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不喜欢，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也不感

冒， 后我推荐的电影节只有新加坡电影节看中。胡新宇告诉我，他自己邮寄报名各个电影

节大概有几十个，邮费花了好几千，看中他片子的只有几个，还是没有多大名气的小电影节。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定《男人》是非常之作，它对我的“当头一棒”效果就是刺激我把初剪

是“我爱电影”意思的片子，修改后变成“操他妈电影”。胡是一个刺醒我的关键人，当时决定以

“暴露躲在镜头后的那个自己”修改片子时，心想，让胡新宇这个小流氓看看老流氓是什么样吧。 

    看了片子后的胡，表情沉重，好久不和我直说为什么，后来和我说了，觉得我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是指什么？胡当时没有明说，后来引用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批评是，我是明知道王诛

天的剧本无法变成电影，但还耍猴一样玩他。我承认，事实上片子中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奇

怪胡自己怎么想，莫非他也突然退回到一个“道德制高点”来俯视我？如果他真这么想，就纪录



 421 

片这个东西来说，胡是小流氓而我是老流氓，还有就是，我的“流氓性”是被他的“男人”勾引出

来的。 

    胡新宇这个男人，内心是个渴望“胡作非为”之人，现实中当一个大学声乐老师不敢胡来，

就在影像上上乱来。他从《男人》起步，接着又拍了《Zigui》、《家史》（这个片子说有好几个

名字），一路走下来，从个人私处捣到社会私处，亮出舌苔，喷人一口酸气。 

    和胡新宇的交往，表面上似乎我总对他指手画脚，恶声恶气，挖苦打击，但内心我深知

我被他启发照亮很多，我全面转向“个人影像”（或“私人影像”）方式，起因之一就有和他邮件

里那些云里雾里、神经质的胡说八道有直接关系。 

    转眼，胡这个人已混到DV中年，社会更加暧昧虚伪人更加萎缩，但这个人还是不依不饶，

一点都不受他的本职专业“美声唱法”的丝毫影响，胡言乱语继续拍下去说下去。这么些年碰到

和认识与纪录片有关的人无数，就胡这个人，始终是个异数。而且不变，变了的话，他名字

就叫刘新宇。 

（写于 2010 年 8 月） 

 

    摘自《吴文光  草场地工作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cwNjkyNg==&mid=401219813&idx=1&sn=b

6433ba987f61eef6bd9e5095abe8ea4&scene=1&srcid=1202zaJFjEQwI2bwUE3bNGJj&key

=710a5d99946419d9457399011da8e66db2deed62167c63cad851f7896a5d17ad83070b9440

b2e4801ddeca605e82bac5&ascene=0&uin=MTY1NTUzNzA4Mg%3D%3D&devicetype=iM

ac+MacBookPro5%2C1+OSX+OSX+10.11.3+build(15D21)&version=11000003&pass_ticket

=U1BH7iMSKAvkTJGPrIi%2FEgLi1ACpp8JtWI1QaG2b6iFzcrX1unMKXy3l5fxdDrZL  

 

八十年代的精神漏洞 
文：崔卫平 

 

    纪录片工作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面对拍摄对象时，制作者并没有事先预备好一份理解。

当他（她）每日打 机器，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她）也就不可能对这些事情抱有

一种先入为主的见解。对他（她）来说，纪录第一，阐释第二。于是便可能出现这样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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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纪录片导演本人并不理解他拍摄到的内容，或者他的理解是错位的。这给了纪录片观

众极大的阐释空间及挑战。 

    胡新宇的《男人》便是这样一部影片。它在2005年“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 高奖

项之一“幻面奖”。实际上它获得这个奖项也并非一帆风顺，5个评委中惟一的一名女性、也是

很好的剧情片导演彭小莲拒绝投票，结果使得它在其余男性评委的一致拥戴下胜出。 

      此前这部片子送了20多个国际电影节，一概遭到拒绝。2006年3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映，

影片放到四分之一时，女性观众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目前这样的话打在纪录片的 头，被视

为具有一种性别挑衅的意味：“本片内容可能引起女性反感，请接受作者善意提示后考虑是否

观看”。说实话，这种情况非常能够激起一个批评从业人员的好奇心。 

     情况看起来的确十分糟糕——记录片中，挤在同一个单身宿舍的三个男人（三十岁到四十

岁不等），长相不齐，无所事事，喝酒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喝多了呕吐、流泪，喝完了的啤酒

瓶用来对着撒尿。片中人物之一的老苏不仅长得“糙”，语言更“糙”，与身边人谈论女性时，张

口都是鄙夷、侮辱、暴力、污秽的字眼，实际上他对男人的评价也不高，并放言：“男人是女

人的填充物”。他是这部影片引起争议、遭到女性观众严厉拒绝的主要原因。片中另一位年轻

人没事就提着鸟枪在楼房前后转来转去，指望能够打下一只鸽子或者麻雀。他的女朋友在广

州，打长途电话是他生活的惟一亮点，但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把握。导演兼摄

影本人也在影片中爆料，声称自己患有难言的隐疾。 

     赞扬这部影片的人认为，它具有一种少有的真实，表现了男性 隐秘的欲望；以秽语来发

泄某种不满和减轻压力，符合许多男性的实情。而笔者恰恰在对于影片的基本理解方面，与

此前的人们大相径庭。我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男人”的影片，不如说这是关于“潦倒艺

术家”的影片；由于其中的老苏来自1980年代，因此进一步，我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八十

年代艺术家的纪录影片。 

    从查建英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我们得知来自那个年代的一批成功艺术家和其他

成功人士，而实际上所有光辉的顶点都是由许多黑暗堆积起来的——某个年代成全了一批人，

同时也毁了一批人。他们是一群共同塑造了那个年代的气氛但是却被毁掉的人们。通过他们

的失败和无法掩饰的缺陷，也许正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漏洞。 

    这位老苏1985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在内蒙电影制片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便浪迹天

涯，在多个城市呆过，包括再度返回北京，但始终没有在任何地方生下根来，年近四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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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家学校的美术教员的他刚刚被解聘，理由是不能从事相关教学工作。比起他的许多同时

代人，他是个“背运者”。但这并不能将他从他的同时代人当中排除出去——形成八十年代那样

一种时代气氛，造成那样一种追求艺术到如痴如醉的氛围，他本人也是贡献者之一。只有这

样，才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迄今迷恋《美国往事》，在他收拾行李时，还将一本《纪录电影文献》

放进自己的行囊之中。影片中两次出现老苏观看《美国往事》的片断，而且都是主人公求爱

被拒绝强奸对方的镜头。胡新宇对此的解释是：“对老苏来说，《美国往事》是他的经典，他做

的事情，对女孩子的态度，全是来自男主角”。 

    以影片中的人物自居，以电影中的感情来理解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这么说，老苏并不

是天生“世俗”的那种人。他或许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美好事物抱有遐思。《美国往事》

的主人公在对心仪的女孩子做出暴力举动之前，心中一直存有对于爱情圣殿的向往，他毁掉

对方也是毁掉了自己。对于老苏，情况也可能如此（影片中他恨恨地说“过去我们对于女人太

尊敬了。”）如是，我们来理解他目前的满口秽语，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理想破

灭之后的状态。已故李慎之先生曾谈到他小时候在苏州街头看见过瞎子阿炳的情景，这个街

头艺人并非后来传唱的那样美好，而是口中淫秽小调不绝。老苏与阿炳的情况肯定不同。在

老苏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某种时代特色。 

    问题在于是否追求事业及异性失败，就一定要表现得如此怨恨、如此亵渎？以世俗的标

准看，这个世界上“一事无成”的人多了，离 艺术队伍的逃兵也不胜枚举，但是否都要走上老

苏这样一条道路？从此与任何美好的东西绝缘，与道德绝缘？目前的这位老苏看起来毫无道

德感，他用“他们有价值感”来称呼那些处罚他的人们，表明他自己与这个东西无关。——不仅

是无关，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一有机会就要冲撞和冒犯它们，表现出那样一种挑战

和挑衅的姿态，决不想为此添砖加瓦。这就触及到八十年代一个起点上的问题：即那样一种

文艺繁荣的局面，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哪些隐患至今没有被注意

到？ 

     余英时先生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中国若干年遇到的 大问题，乃是道德上的破坏。在更

早些时候，这种破坏更多的是以“历史”的名义——为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为了先进阶级能

够掌握政权，有必要对于反动阶级予以肉体上的惩罚和消灭，在一桩改天换地的巨大运动中，

原有的道德标准彻底颠倒。及至六十年代的文革时期，这种做法达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地步：

一批年轻人被授予“砸烂一切”的特权，给予他人施加极度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并使之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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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乐事。 

    今天的人们谈论的八十年代，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当年有一个词汇叫做“拨

乱反正”。但是这项“拨乱反正”的工作并不包括道德领域，在意识到很多事情需要重头再来时，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需要重建自己的道德。在年轻人身上史无前例地集聚起来的怨恨、仇恨，

那么多的蔑视和亵渎，始终没有得到反省和清理。在经历了有关“创造历史”的幻灭之后，从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始，他们退回到个人身上，退回到对于艺术的追求当中。但是那种不破

不立、自以为毁灭一切便创造一切的劲头，并未有所减退。年轻人中流行着将普通人视为“庸

人”，没有比做一个庸人更大的“恶”这样的看法。于是，新的反常行为就发生在了“艺术”的名

义之下。只要是为了艺术，就什么都是可以的。迄今有许多那个年代散落的故事，关于打架

喝酒，关于朋友之间的背信弃义，关于玩弄女性，都是在那个“文艺复兴”年代辉煌外表之下的

晦涩的一面，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后遗症，迄今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在这种背景之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美国往事》，而不是同时进入人们眼界的比如伯

格曼、塔尔科夫斯基，能够成为当时年轻电影人的经典。《美国往事》描述了主人公在饱受屈

辱、羞辱之后，如何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一面疯狂地仇恨与亵渎（以毁灭他人来自我

毁灭）、一面却对美好事物仍然抱有柔情。这些对于用仇恨和蔑视培养起来的那一代中国年轻

人来说，它有着特殊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其中的某些东西与他们自身的文化教育正好衔接。

当然，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这部影片的前四分之三的内容，对于后面身为歹徒的主人公们多年

之后如何反省和悔恨，几乎置若罔闻。当然，这部电影对于当年那些年轻的中国电影人所产

生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专门话题来谈，比如它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后者曾经被称作“本土版的《美国往事》”。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将胡新宇的这部影片坚持放回到八十年代语境的理由。 

    同样使用污秽的语言谈论女性，一个经年离不 《美国往事》的人，与不知道《美国往

事》为何物的人是根本不同的。我甚至认为，他口中那些污辱性的字眼并不仅仅是针对女性

的——在他需要集聚自己的力量或者表明自己还有力量的时候，当他只能从仇恨、蔑视、亵渎

的体验当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和感情时，他能够作践的对象，只有看起来比他还要失

败的女性了。这令我想起诗人万夏在回忆1983年冬天，在四川南充这个地方，一个叫做胡冬

的年轻人半夜爬起来写了一首诗《女人》，“用的全是极尽侮辱的词”。第二天，周围的人看见

都“觉得太棒了”，于是一帮人天天炮制这样的东西，终于形成八十年代诗歌运动中重要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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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汉派”。这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当时可以说是对于女性一无所知。 

黄文海完成于2005年的作品《梦游》，获2006年3月的法国真实电影节（ 权威的纪录片

电影节之一）上评委会奖，这是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的又一重要收

获。该片记录的是几位艺术家在拍摄一部电影之余的生活及聊天。其中画家丁德福、李娃克

都是“八五”新潮美术的风云人物，目前前者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后者仍然在做行为艺术，影

片纪录了他在拍摄电影之余仍然在做他的“寿衣”系列，即一有机会就给人往腿上抹粉和包脚。

再一位是网络诗人“魔头贝贝”，据说在网络上名气很响，现实中只是一名警卫室看大门的。他

们参加拍摄的这部电影片名叫《轻》，描写的是八十年代这些人自己的生活，拍摄过程中摄影

机器被砸烂的玻璃瓶碎片弄坏。 

与影片《男人》的 头三个男人百无聊赖地躺在一张床上相呼应的是，《梦游》的 头是

三个全裸的男人，其中一位赤身裸体还在往墙上倒立，此为“艺术行为”之一。他们的一位朋友

走进来也不免大叫：“太牛X了！我这是进山洞了？”追求所谓“真”的极致，将裸体理解为 大

的“真”， 一看就知道是某个年代的语法。作为八十年代的接头暗号，这样的“台词”是 典型

的：“我要飞，但飞不起来”，并伴随着即兴演奏的吉他和狂叫。 

    与老苏狂暴的语言中流露出强烈的“亵渎”的冲动不同，这部影片中的“艺术家”们身上体现

更多的是“自渎”，通过“自渎”而表现一种无望和绝望。影片有一处长达3分钟之多的镜头，两

位艺术家始终赤身裸体，一个在蚊帐里拍打自己的生殖器，并且弄出很大的声响，一个在屋

里转来转去，结果拿过一幅自己的油画，用生殖器对着它做出亵渎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这

个镜头带有很大的寓言性质，就像是一幅地狱的图景，或者说地狱也不过如此。 

    与老苏相同的是，这些来自八十年代的艺术家， 口必深刻，必针针见血——即使不能通

往终极目标，起码也要终极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语言到自己为止，听上去仿佛这些人

是来到人们中间的“先知”：影片中李娃克有一次赤身裸体地扶着一扇门，字字清晰地说：“耶

稣就是我，我就是耶稣。凡高哥哥死了，他是渴望生活……”。“魔头贝贝”是他们当中年纪 小

的，七十年代生人，但是那样一种谈论问题的方式仍然是非常“八十年代的”：“佛释迦牟尼，

在我这个年纪已经 始传道了，耶稣也是在我这个年纪 始传道……我现在就有这个信心，我

就是那个人。……就是。绝对是。肯定是。百分之百地是。”如此不知道自身的界限，不知道

作为肉身的自我与彼岸的永恒距离，在某个精神奢侈的外表背后，恰恰是 大的精神贫困与

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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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艺术家们在镜头之前多少都有表演的成分。但问题更在于他们用来“表演”的东西，

与他们“本色”的东西是一致的：镜头能够调动起来的，只是他们更为深层的反智反文明的潜意

识。观看这两部片子时，我不只一次地想到马龙·白兰度在《现代启示录》里扮演的那位文明

野人库尔兹，当他气息奄奄时想到人性之恶，嘴里只能发出叹息：“horror，horror”（恐怖，

太恐怖了！）。感谢两位纪录片导演，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提供了一份复杂而详实的资料。

这份资料对于理解今天某些艺术家的怪诞行为，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7-02-09 07:31“观察家”专栏  

http://www.eeo.com.cn/2007/0209/44881.shtml  

 

 

胡新宇，《男人》，男人 
魏晓波 发布于： 2007-06-03 17:10 

 

    本来看到自己喜欢的影片都该写些评论的，倒不是为了投稿或学术，仅仅是为了记录自

己那点随时会像屁一样无影无踪的感动。现在面对的是胡新宇导演，竟不知道该怎么拿捏自

己的文章了。 

    在这次在北京宋庄举行的纪录片交流周上，胡新宇是外围展的负责人，我是外围展的参

与者。他在交流周上放了他的新片《Zigui》，作为 幕影片。我觉得他的片子似乎和他的人格

都很大的分歧。按照我的推测，像他那样性格的人应该拍些暴力血腥或扭曲一点的片子。《Zigui》

却很平静。当然，平静只是表面现象。现在想想，或许真正的暴力并不是拿着砍刀出去砍人，

也不是群殴，就像胡新宇所说，那是小孩才拍的东西。其实真正暴力，真正能伤害人的是生

活。能在看似和谐看似平淡的生活中拍出波澜似乎才是真正懂的利用影像。 

     回湖南后，胡新宇把他的老片《男人》给我快递了过来。我和几个人一起看。有人说，

这是一群什么人，一群流氓。有人看了半个小时，说，这是序幕？怎么还不 始？有人说，

你们搞艺术的怎么就喜欢把自己搞得颓废。有人说，我操，他家没厕所？还有人说，他究竟

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一脸苦笑。我对人说，这是一群人民教师。还说，这就是 始了，没有

序幕，这就是正片。还说，这不是颓废，大伙不都是这德行吗。还说，又不是小学课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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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中心思想！我看到片尾的死老鼠，心里很难受，似乎看到了自己奄奄一息的鼠命。看完

影片后马上给胡新宇发了短信，晚上他给我打了接近四个小时的电话。这是我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打电话打这么长时间。 

     他一直强调拍片不能带有道德负担，包括审片评片都是如此。有道德的人往往会好人办

坏事。《男人》其实就是一部挑战道德影片，虽然很真实。真实和道德似乎并不是什么有联系

也不是什么相对立的概念。但是有时面对真实需要勇气。也不是说面对真实有多好。《男人》

拍的都是胡新宇的朋友，他给我寄片子时再三叮嘱不要翻录，为了保护朋友的隐私。他拍片

的对象都是自己身边的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在《男人》中他甚至把自己拉屎尿尿也拍了进

去。也许这就是平等。大伙都一样，大伙都是男人，都是这个*样，没什么好伪装的。《男人》

的摄影和剪辑如果按照学院理论应该是非常粗糙的，但是拍一群粗糙的人，用细腻的手法，

那似乎也别扭，就像在四壁都是刺绣的闺房里养猪一样。我作为男人的一员，做过不少坏事，

当然也做过好事，我也接触过五花八门的人，我知道男人就那德行，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地

位。 

     胡新宇说他以后不会再参加国内的纪录片活动，也不想和圈子里的人混一起。他想接触

各种各样的人，这样思路才能打 。他把现象网论坛的版主也辞了，本来他想在那里骂骂人

找找刺激延缓衰老，顺便带动一种民主的氛围。民主就是好人能说话，坏人也能说话。他说

他作为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非常反感浅薄的政治符号，一看到他的同代人在片子里玩这些

东西就恶心。所以他只关注生活，因为生活才是不装逼的，生活才是与每一个人有关的，但

是这并没有削弱《男人》的深度。《男人》没有出现公共空间，却无处不存在社会对人的影响。

老苏下岗后喝酒度日，说女人，史霖整天拿气枪打鸟，老胡也不结婚……似乎都是些私人和私

事，也是个人的想法。说的书面一点，这叫独立思想。 

    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比独立思想更珍贵的呢。 

魏晓波 

2007-6-2 于株洲 

 

摘自《魏晓波  一个人的江湖》  http://i.mtime.com/weixiaobo/blog/37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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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胡新宇——草他妈正义 
酋长夫人刘球球 2015-08-14 03:12:21 

 

时隔6年，再次见到胡新宇。和印象中的他，没有太大变化，除了多了几条眼角笑纹，生于73

年的他，看起来仍旧比实际年龄要小。 

 

这次胡新宇受邀，带着他的新作品《刍狗》，参加美院主办的第四届金拴马桩大学生影像艺术

节的《变焦未来》特邀展映单元，考虑到片子时长，《刍狗》被一分为二，分别安排在上下午。

放映时，胡新宇坐在观众席中，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放映结束，他才站起来和观众进行简

短交流。散场后，我随他以及几个本次艺术节嘉宾，一同找地方休息喝茶，随后在美院董钧

老师邀请我们一起去回坊吃饭，逛夜市， 后到酒馆时已是夜里十点。采访被一系列“糖衣炮

弹”拖延了五个多小时。 

 

说“糖衣炮弹”有点过了，以上休闲活动只是国内独立影展独有的习俗惯例。北京、重庆CIFVF、

南京CIFF、昆明“云之南”等，每一场大型影展，不仅是独立影像爱好者的饕餮之宴，也是参

展导演们一次难得的大趴。短短几天时间里，大家白天看片讨论，晚上则聚在一起，坐在啤

酒火锅旁，本着“促进友谊”的主旨，交流想法，切磋技艺，更多时候扯些八卦。 

 

这次亦不例外，当我称赞当晚的行程，他笑说：“那当然，目的就是堵住你们的嘴，然后吹捧

我们呗~让你们失去真实性，变成伪善的官方报道。”少顷，他又正色道：“希望你能再刻薄一

点，就像咱们随意喝酒时，可以互相争论狡辩。我是爱较真儿的。” 

 

1999年，适逢胡新宇在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执教的第七个年头，每天练习七八个小时的他却

发现自己逐渐走入声乐专业的瓶颈：肌肉紧张致使他有点唱不动了。“当时一心钻进去，急功

近利，被称为灵气的东西随着专业的深入，反倒消失了。”加上不甘于平淡生活而产生的焦虑，

他需要放松，于是买了个摄影机，换言之，给自己找了个玩具。摄影机到手后，他兴奋地拿

着晃了三个小时，然后尝试拍了一个残疾被拐儿童。“当时摄像机好像代表一种优越感，觉得

可以怜悯别人，其实现在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和他一样悲惨。人作为生物，本来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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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幸福地悲惨着。” 

 

于是他收回自己。2002年，他的朋友老苏下岗，被学校 除后就搬来和胡新宇同住。酗酒，

和另一个常来串门的男人史霖，在胡新宇的镜头下，三个人聊情史聊女人。三年后《男人》

面世的同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原因是片中男人们关于女人的谈话过于尖锐直接，几乎每场放

映现场，都有女性观众提前离席以表抗议；某个影展上，甚至有女评委对该片弃权。胡新宇

对此态度坦然，“这是群体性的差异。男人之间是很公 的，说的都是 常态的话。但是女人

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十年后的今天，不少女人 始逐步认同甚至赞

美那些台词，再谈起《男人》，胡新宇仍波澜不惊：“男人的操行我没有资格具体定义，我只是

通过摄像机描述了一下。如果把艺术作品比作菜，那个时段没有这道菜，猛地端上桌，大家

感觉比较前卫。很明显，后面中国发展太快了，现在的它反倒有点儿落后了。” 

 

在各种对《男人》的短评中，“大陆第一波具有电影语言的纪录片”是他 认同的一句话。起初，

出身电影学院的老苏不认同他做的电影——简单潦草的家庭影像，“他有学院派的优越感，而

我是反电影的，我想创造出一个新电影。”俩男人在镜头里暗中对抗斡旋：老苏努力地不合作，

胡新宇干脆将计就计，“你怎么样我都能把它拍成电影”。剪辑后期，老苏看了之后给他打来电

话：“我操，我发现一个天才。”“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关照现实。没

有符号没有怀旧的“泡沫”魅力，荷尔蒙的刺激下成为一种能量，现在我底气不足时，仍会反思

那时候的能量。” 

 

拍摄中，老苏即将远行南下，胡新宇难免怀旧和感伤， 初他把片名定为《孔雀东南飞》。中

国独立纪录片“教父”吴文光看后说，“没有必要放大扩展你对朋友的感情，否则沦为诗意或者

艺术的德行。其实你这作品讲的就是男人的操行。”这句话使他找到了新的能量：“我应尊重现

状，拒绝让假花式的东西泛滥。” 

 

《男人》之后，胡新宇相对沉寂了一些，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做纪录片。09年新片《我的父

亲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他舍弃之前半介入的方式，将自己的家庭作为拍摄对象，琐碎无聊

的纷争、歇斯底里的吵闹，都被他纳入镜头。再至13年完成的《刍狗》，他无不在抵抗着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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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正统，取消诗意，直截了当。《刍狗》讲述了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黑道小弟的生活：和女

朋友在QQ上谈婚论嫁时打字的犹豫停顿、地下溜冰场的争斗、道义和谎言……胡新宇在摄影

机后依然不动声色，把控着自己和整个场，某段主人公关灯后躺在床上说着拉扯自己长大的

奶奶，随后是几十秒的长镜头。胡新宇喜欢那种气息，“静中带动，我给他这个情景。” 

 

“纪录片不是纯粹的电影，它的形式还是被别人固化了，我尽力把纪录片拍成剧情片一样的电

影，它是流淌着的，一词多义的，多种指向的。”在他看来，纪录片不是专门为“正义”去找证

据，而是对“正在”的描述。如他在自己某部作品的导演自述中说的——我的回答是操他妈正义。

胡新宇还在“反”着电影，“一把年纪了”，又是转折——“我这颗冉冉老星还没有 花儿呢。” 

 

采访的话题没剩几个，对面桌上的啤酒还有很多，后者的诱惑力似乎更大。众人吆喝邀我们

加入，只好承接盛情。 

一个卖卡通气球的老人路过，女孩们笑嚷着挑到喜欢的气球并分别绑在自己座位上，董钧忙

着和老头算账付款。风一吹，海绵宝宝小黄人们斜下身来，在净朗夜空下，在烤串香气上，

在谈笑起哄声中，摇来摆去。又一次，独立影像的“地下”派对 始了…… 

—————————————— 

先八卦一下，14年在呼和浩特放映时，你酒后摔过摄影机。你当时肯定有个情绪，你才去摔

它。因为我那时候拍到了一个东西，牛逼啊，可以摔啦！就是豪气嘛！ 

 

今天《刍狗》映后交流时，你虽然声称自己和镜头里所有人是平等的，但他们应该不这么认

为，他们还是会觉得镜头是一种权威。 

对，尤其在农村。这点我比较狡猾，并且不可否认。但我的心态不是这样的，摄影机这个物

体本身已经有一个阶级和层次了，这不怨我。我心态也许也有这个成分，但我主观确实没有…… 

你狡猾在哪儿？ 

我狡猾在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并且不是自己受伤害。哈哈。 

哎，你想多了。 

不是，是我想“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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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男人》这部片子，你有没有反观过自己对待男女这个话题的看法？ 

不是通过作品。没有这个作品，我仍然会反观，因为考虑到自己将来的生存恋爱婚姻等问题，

我应该怎样负责任，怎样给女人安全感？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位置和属性问题。这是挥不

掉的问题。 

这种反观，对你有所改变或者启发？ 

其实我很多时候不了解女人，或者我不了解我的属性。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小，我没有太多的

责任感和安全感的概念，这个就太……这是我反思的结果。 

 

家人和校方对你的拍片这件事，会有阻碍吗？ 

没有，家人很鼓励我，学校他们不知道我拍什么。 

我给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能拍泰坦尼克吗？肯定不能 

哈哈，为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能拍的，那是一个工业；你否定张艺谋，就能成为张艺谋？ 

如果给你泰坦尼克的导演或者张艺谋那些级别的导演所能拥有的一切资源条件…… 

我还是拍不出来，我价值取向就不是那样的，我的精神领域也无法下降到商业化的东西。你

给我那么多钱的时候，我可能吃喝嫖赌去了。这是我思考很久之后给自己的答案：没必要自

扰，我只能拍现在能拍的东西。 

 

你拍片子是玩票的性质。可能当下国内绝大多数独立影像导演都是这样的，因为靠它赚不到

什么钱。但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大家都在玩票，又都在很认真努力地为纪录片争取更多

空间，同时与施加给他们的压力抗争。 

我没有这个义务，也完全没有这样想。如果我想弄个电影节什么的，完全是想有一个更好玩

更好吃的地方，去虚度时光。我也打着玩票的姿态。 

既然玩票，你又说你希望自己的片子能给别人带来点什么，哪怕是改变一个人。 

对，这是属性带来的很自然的东西，另外我身为老师，也有这项功能。纪录片给我带来洗礼。 

 

独立影像应该被更多人看到，还是安于现状，保持小众就好？ 

从性质来说，保持小众的、精英的。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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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光看历史呀，你自己的看法呢？ 

我越来越不希望有暴发户的想法，这个就蛮好的。 

但是始终被困于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我觉得特别遗憾。 

你看那把吉他，它能参加交响乐队吗？吉他应该是独奏，无法和交响乐合在一起的。它应该

是独立的声音，天然属性决定个性。独立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嘈杂；而交响乐需要把每个

乐器的特质消掉，达到一个融合。 

 

当代独立影像所处的坐标。 

你先补充一下你认为的坐标是怎样的？ 

初始出现时，似乎是上升繁茂着，之后贴地飞行。 

独立纪录片从来没有上升过，现在也没有下降过，它就一直不死不活的这样。 

如果让你揣测或者展望一下它的以后…… 

老的死了，年轻的再上来。就像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草。 

但是这草长不成树。 

独立电影就应该是草，它不应该成树。独立电影在西方就是独立制作的模式，在国内来说，

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就是对抗主流的，主流就是大树。我们就是民间的草。 

 

摘自《豆瓣》酋长夫人刘球球  

http://www.douban.com/note/512636630/?type=rec   

 

胡新宇《男人》12+ DV影像工作室 评述/访谈 
评述：挑衅与挣扎 

 
《男人》的主角——老苏是个粗鲁、说话极为直接的老爷们，因为当着全单位职工的面说领导

思维不清而失业、年近四十且无家可靠。影片非常真实地展示了老苏离 山西去北京前的生

活，也是他人生中 为窘迫的一段状态。因为老苏借住胡新宇家中，如此零距离地拍摄，造

成一种极为逼近的效果——看完片子后，能感觉到我们身边的空间弥漫着老苏那种特别“糙”、

汗津津、散发着烟味和酒臭的雄性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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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有着多层的含义。有时代表逞强，有时代表忍耐，有时代表成熟，有时代表自大，有时

代表荷尔蒙，有时代表恶俗势力。以自己的视角，记录了3个单身男人的日常生活，并对以上

‘代表’进行了剪辑划分，用意是通过这些没有具体中心的思想和行为，来进一步探究‘男人’的属

性。”胡新宇这样阐释他的《男人》，但是片子本身 引起争议的还是它本身的火药味，一种由

片中男主角的“语言暴力”引发的公然的性别对抗。 

“本片内容可能引起女性反感，请接受作者善意提示后考虑是否观看。”胡新宇直接把这样的话

打在了 头的字幕上，一种性别的挑衅意味不言自喻。其实这并非是两性之间的对抗，镜头

里几乎没有出现女性，女人几乎没有直接在画面里出现过，更不用说表现她们的思想和立场。

因此，《男人》被女性反感的关键是因为取消了女性立场而使得老苏的观点直接成为导演本人

的传达，而且，胡新宇也认同他是在借老苏之口表达对女性的情绪。 

女评委弃权、国外的女选片人拒选、女观众提前离席而去。这些并没有让胡新宇难堪，他反

而有点渴望女人的反感，感觉成了英雄王成，“为了胜利，向我们 炮！”他在片中没有给女人

反驳的机会，老苏在只有男人的环境下大放厥词，这种背后的意见本属于“餐厅的后部、绅士

的内里”，是不大方便为人所洞察的，但所有伪善、温情的装饰被胡新宇以斗士的激烈一把撕

，展现 不可能为女人所察觉的男性隐秘——一种男性对女性极端的态度，尤其是以纪录片

逼真的方式呈现后，仿若公然叫板。所以，胡新宇认为他是男人的叛徒，但男性观众却并不

以为背叛，相反觉得难得暴露心声的愉快。一种截然相反的观影反馈，因性别的不同而如此

明显。 

一面是挑衅，另一面是挣扎。《男人》中的状态，也是作为社会动物的男性对自己脆弱的掩饰

和逞强。 

片子有相当的段落表现几个男人和女人通电话的场景，几乎是白描现绘，通过这种方式，他

们获得慰藉，这时候，都格外地心气平和。老苏等嘴巴上用极端的语言来贬低女性，但是又

都渴望来自女性的温情。 

虽然胡新宇说要“拒绝隐喻”，但结尾处，整个画面都是为猎枪所击中的小老鼠的特写，它在喘

息、无力地挣扎，让人不由自住地联想起影片中那内心脆弱，却一再以言语来制造强悍的雄

性人类。 

从《小武》 始的反精致、接近生活质感的“贾式美学”确实影响了一大拨人，胡新宇不是第一

个说起其创作与贾樟柯息息相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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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百分之九十的场景都在室内拍摄——一个顶高4米，由宿舍改成的单身宿舍。这个近乎封

闭的空间便成为片中男性向异性发起论争的战场，但可悲的是，他们挑战的对象——她们，可

能始终在另一个封闭的温情的世界，这就使得这场叫板从一 始就打上了堂吉柯德式的悲剧。

不过两性之间的战争也是永远无法出胜负的，男人和女人一面快乐周旋，一面激烈对抗，乐

此不疲，也永无彻底妥协的可能，千万年来，都是如此。 

 

胡新宇访谈  

ArtWorld:《男人》缘起于一次即将发生的离别？ 

胡：2001年12月24日，原计划一起拍电影的老苏要离 山西。他说：“给哥们儿在山西留个

后的纪念吧”。于是，我就拿起来摄像机。没想到这成了我拍这部片子的动机。拍摄那天，我

找到了感觉。第二天，我跟老苏说：“我要买上30盘带拍你。从这天起，我就像苍蝇一样盯住

他，轰也轰不走了。 

ArtWorld：原来的片名《孔雀东南飞》是什么意思？ 

胡：原来是三个半小时的版本，包括拍到史霖的老婆波波到山西来，他们觉得山西不好，决

定往广东走。后来剪成现在这个以老苏为主的110分钟的版本。 

ArtWorld: 你的片子 强烈也 引发争议的莫非是借老苏之口表达的对女性的较为极端的观

点，这种态度惹怒了许多女性，从女评委到女观众。可以说，大多数女人看了这个片子都有

不同程度的反感，你为什么要如此极端？ 

胡：曾经放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已经有四分之三的女人走掉了。其实男人在背后常常议论女

人，但是大多数女性是听不到这些话的，所以女人一旦听到，就会觉得很刺耳。我周围很多

女人不知道男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于是，我当了男人的叛徒，其实，百分比相当高的

男人都这样说过。只有在“云之南”放映的时候，有一个60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你的电影拍得

不错，没什么，我知道男人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女人也说你们男人，你们男的有什么呢，你

说男人是女人的填充物，我们说男人不过是女人的注射器而已，你们男的在屋子里用啤酒瓶

小便，我年轻的时候，不高兴出门上厕所，就用一个沙锅，完了再扔掉。”还有我发现，六十

年代出生的女性 为反感，可能跟她们受的理想化的教育有关，等到八十年代出生的，就宽

容多了。 

ArtWorld：对整个性别进行辱骂的时候，必然会激起公愤的。你自己的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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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为什么每个片子都打着正义的旗号，不敢说出真实的东西呢？我不能改变这个社会，通

过这个片子，也说明一些问题，打着正义的口号拍片子的人太多了，我认为我这个片子还是

很有良知的一个东西。现实就是这样。我的立场是不要虚伪，不要伪善，其实所谓的“我”也就

是个表面现象，也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是个很正常的人。 

ArtWorld：你的片子在本届《云之南》获得 高奖项之一的“幻面奖”，除了一位女性评委坚

持弃权外，有四位评委投了《男人》的票，他们的评语，“该片通过几个男人心灵世界的倾诉，

表达了某种真实的欢乐、困惑、痛苦、悲哀，隐藏于中国生活悲哀下面的这种生命真相非常

难以捕捉到。以为这种生命世界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但通过黑色幽默式的记录与想象，游离

于记实与虚构边缘风格化的影像语言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为我们呈现了几个值得思考的当代

非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 可见，这片子很受男性欢迎。 

胡：是的，大多数男人喜欢这个片子。我也是进入艺术三年展的唯一的一部纪录片。但我把

片子送去参加国际电影节时，一连20多个电影节都拒了。美国一个老太太说，你这个片子很

有力量，但是在国内不受欢迎，在国外也会遭到反对。张献民说，你不知道电影节是什么人

把持的吧，是女性和同性恋把持的，你把这两种人得罪了，当然入不了围。 

ArtWorld：片中两次插入老苏在看的《美国往事》碟片的片段，而且都是面条向黛布拉求爱

被拒后强奸她的那一段落，有何意味？ 

胡：老苏是1985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院的人都非常迷恋这个片子，对老苏来说，《美

国往事》是他的经典，他做的事情，对女孩子的态度，全是来自男主角。我把片段放进去也

是为了说这个，另外，片中的女主角为了去好莱坞发展事业，放弃爱情，这也是一种影射，

老苏提起，他曾经带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去北京，吃西餐，但是女孩子为了发展，还是放弃

了他，这和《美国往事》非常像。 始老苏喝醉的时候，拒绝提问，后来我们每天呆在一起，

他还是说出来了。其实，他对女人那么极端的原因还是生活的压力所致。 

ArtWorld：他对女性的态度在嘴上表现得那么极端，但是又渴望来自女性的温情，他一直处

在很弱势的位置，失去工作，也没有依靠。他只是语言强悍而已。 

胡：其实这也不是他完全的真实状态，因为我拿DV拍，他就有点宣言性质的、表现主义式的，

他的语言非常好，其实男人在一起，就是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智慧的全跑到嘴上了。我偶尔

会激他一下，男人和女人不同，你好他给你鼓掌，就像动物界那些雄性的动物在一起，互相

嘲讽，我也不咬死你，但是撕你出点血，就很兴奋。暴露自己的软弱是不大可能的。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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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世界，男人在一起互相可怜没用，而且基本上不会说什么酸的话，都是互撑面子。 

ArtWorld：片子的拍摄过程？ 

胡：光拍老苏的素材有40多个小时，拍了20天，他做什么我拍什么，他抵触，还把衣服扔在

镜头上，不让拍。后来剪辑了25稿，现在的定稿有吴文光的意见在里面，包括《男人》这个

片名都是他建议的。 

ArtWorld：为什么要虚构史霖成天拿着枪打鸟、到处瞄准？ 

胡：我 喜欢的电影《冬春的日子》里面有玩枪的镜头，我觉得这特别能代表我们这些人的

状态，就虚构了史霖的玩枪，他的这种状态让人感觉生活是周而复始的。而主要的被摄者老 

苏，他本身的个性则是戏剧因子 重要的一部分。 

 

ArtWorld：你曾经说自己拍纪录片是偷窥？ 

胡：我拍的都是朋友和身边的人，我和朋友的关系近，可以自由地拍，给我带来创作的自由

空间。我不大喜欢大场面，不大喜欢社会化的大主题。眇小总在自己身上和身旁，俗气但可

以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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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world：《男人》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室内镜头，还多次拍到了天花板，在一些剧情片里故意

拍出天花板是为了制造“间离”效果，你的用意何在？ 

胡：我也拍了室外镜头，但是觉得外面的环境对我和老苏关系不大，拍摄地是在我们以前的

单身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高四米，构图上面空 ，把人放得很小。我觉得那个天花板很豪

华，这个家的特点，我一定要表现出来。这是我比较主观的决定，我和朋友达成共识，纪录

片就是主观的。大多数场景都在室内拍，有时候用三脚架，搁在那就拍了，于是我自己也出

现在其中。 

ArtWorld：你学音乐，在大学里教音乐，怎么想起来拍电影的？ 

胡：我98年就买了第一台摄像机，2001年贾樟柯在山西拍《站台》，我差点在里面演一个角色。

后来没有用我，但是他的思想给我带来了变化，我 始有强烈的拍电影的冲动了。 

ArtWorld： 头有一段醉酒的场面，你几乎没怎么压缩就给放进去了。 

胡：很多人认为 头呕吐的画面太糙，但如果把这段去了，我决对不送出去。这是男人之间

的一种交流，不喝酒的时候，说的全是歪话，酒后的吐露是 真实的，男性有很大的社会属

性。老苏在酒后展现的脆弱是他真实又不想表现出来的一面。 

Artworld：结尾的那只被打一枪，在地上挣扎的小老鼠，是否隐喻着什么？ 

胡：不是隐喻，诗歌是拒绝隐喻的，纪录片也是拒绝的。 

ArtWorld：在这种性别的对抗里，女性的所有表达只有电话里女人的声音，你把女人说话、

反抗的权利全部抹杀了，变成男人对女人一边倒的意见。 

胡：有电影人说，没有女人，不成电影。但我就想让图像里没有女人。 

ArtWorld：从某一点上来说，男性友谊比女性的似乎更加固若金汤，既然拍的是《男人》，还

想多看一些你们男人之间的关系，但似乎表现得少了点。 

胡：其实，我想表现的是对女人的情绪，我借老苏的嘴说出来了，老苏说的话和我的不谋而

合。女人你看看，男人是什么糙性。 

 

摘自《纪录片夜谭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1d39a0101i8l7.html  

 

 

公民蔣聖達 201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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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現在於市面上大行其道的紀錄影像，于二零零一年拍攝完成的《男人》是 早一批擁有

電影語言的真實電影紀錄片。原本是對水平線的刻意破壞，卻有意無意帶出深度線索，從而

成就縱深空間。剪輯有趣亦稍顯刻意，故事依存於有趣的主角兒而得以成立，而其本身缺乏

對結構的探索。 

摘自《豆瓣电影》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4764264/comments?sort=new_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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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回家》⽗亲的村庄 ⽊质牌楼 （全圖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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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回家》⽗亲的村庄 ⽊质牌楼 （全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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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回家》⽗亲的村庄 ⽊质牌楼 （全圖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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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回家 
No	Land	
制作年份：2015 年 8 ⽉ 

导演：张苹 

影⽚类型：纪录⽚ 

⽚长：40´分钟 

⾊彩：⿊⽩+彩⾊ 

语⾔：汉语⽅⾔ 

字幕：中英⽂ 

拍摄格式：AVCHD1080P 

	

作者简介 

张苹，女，1977 年出生湖南。二十多岁的就漂到了拉萨，在西藏藏呆了十二年，  现居北京。 

在拉萨的十几年，张苹和当地的艺术家组成“更堆群培艺术空间”，是这个西藏当代艺术团体

早一批成员之一。早期代表作是 2009-2011 架上综合材料《黑色的甜点》系列，和 2012 年图

片装置《hi，相遇》。2014 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藏漂十年》一书。《冬天回家》（2015）是张

苹的第一部影像作品，是建立在 2014 年的摄影长卷《歸乡》上的再次创作。 

 

影片梗概 

    一个大山深处被荒弃的村庄，一个为自己掘坟的老人，一段荒诞洪流历史中个人经历，

一个老人，我的父亲…… 

    父亲张朝珉，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右派，还算不上右派，是一个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年轻时，根红苗正的他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工厂，成为工厂的整风运动的三人领导核心，前途

光明;好日子不长，他被打倒下放农村 18 年，平反后作为普通工人安然退休;七十岁工厂改制

私有，父亲又回到农村；80 岁的他 始为死亡做准备，他出生的村子，收留他的村子，也在

逐渐被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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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阐述 

这是我的第一个片子，也是非常规的路子。我是用摄影作品和声音来构建片子，一个看看自

己能不能做成一个叙述，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这个作品对我而言， 大的收获

是，在非常规的表达里，我快速进入到了影像的创作里，理解了影像的画面和声音构成。 

 

第⼀次公开影像的时间和平台 

2015 年 7 月 草场地工作站   

 

电影⼿记 

 

第⼀部分 故事 

父亲从 近的一次昏迷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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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实情。我跟家里人有什么说什么，父母知道的真相，

是能够被知道的。这次母亲对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知道父亲又在一次长长的冬雨中病下了，仿佛也比以往病得严重些。 

母亲说，这一个月没完没了的落雨，落个没完。母亲这样说，我能感到母亲有着很大的

忧虑。可能村子里，或者镇子里一个或者近或者远的亲戚，某个兄弟，或者某个姊妹死了。

死亡在父母这个年纪，总是一件感同身受的事情。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没有几个活着了。父

亲那一辈的族亲，只剩下我父母和一个在长沙的堂伯，我这一辈的大多年纪上了六十，剩下

的岁月都是往祖宗那儿赶了，不同的是早退和迟到而已。和这样一帮老灵魂绞杀命运，让我

看上去像个怪物。 

这电话总是被家里一只大公鸡搅和，充满欢乐。那只张扬威武的公鸡可能觉得它是这个

家庭里 具雄性威严人物，在电话里吆五喝六，围着母亲的脚，大声叫着，扇 翅膀，炸

尾巴，可能是炫耀，也是示威，它一边大声喊叫，母亲就会在电话那头大声训鸡：“你这个短

毛鬼，你啄我咧，你啄我咧，你这个短毛鬼。” 

我抱着电话，捂着肚子，笑得跺脚，母亲一边骂鸡一边躲鸡，我笑得岔了气，在电话这

头出主意：“用棍子敲，用棍子打 。” 

母亲那头手慌脚乱：“我用棍子的，不管用，你电话一来，这鸡就发昏。”突然母亲一声

大叫“哎呦”，这公鸡终于痛下杀手，狠狠啄到了母亲的小腿：“青了咧，青了咧，这个短毛鬼。”

电话那头公鸡叫声渐渐远去，得胜一般在远处传来它的歌声，它又去骑它的母鸡们去了。 

我又在电话笑了起来：“妈妈，这公鸡当你是它的母鸡了，它在管教你呢。” 

“你昏头咧。总讲一些不三不四的三拐子话。”母亲也在电话那头笑。 

这突发事件击碎的是那样一件悲伤的事情：父亲时间不多了。 

 

父亲会老  还是老了 

父亲会死  就会死了 

 

“你是有着强烈恋父情节的人。”我对自己说。我总是沉溺在一些日常的质感从而影响

对大结构的构建。 

我：阿爸 （老屋场）那石墙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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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墙？墙是我拆的。 

我：你拆的？为什么咧？ 

父：这儿砌了一个装灰的（房子）。 

我：-噢 -灰拿过来了。 

父：光坟山， 暗屋场。屋场要聚财。 

 

 
 

【旁白】： 

今年，我爸说老屋场， 

想把它修成自⼰的坟。 

要修⼀条路， 

从⼭底下能开车⼦上他的坟地 。 
 

父亲所说的老屋场是我家从前的房子，我生在这座房子里。后来哥哥死了，房子荒芜，

慢慢没了，房子没了也就没了，我总是惦记着那两棵硕大的李子树，李子还在青的时候就勾

引嘴里冒酸气，像野猴子一样爬到树上，把口袋里塞满青果子，拉 大门，塞到门缝里，吱

呀，推门，李子核像一颗子弹弹到老黄狗的身子，那狗毫不在意的甩甩尾巴，继续闭着眼睛

睡觉。把压瘪的青李子塞进嘴里，是还强烈的酸涩，一颗两颗三颗，吃到嘴里从酸到甜，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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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一条两条三条，排着队往其他地方搬家。六七岁的小孩总是饿呀，

往嘴里塞各种野果，嫩藤，吃蜜挖根，有新鲜叶子可以吃，有嫩芽可以吃，有花可以吃，还

有虫子，什么野菜蘑菇鲜笋，有毒的没毒的，蛇在草间吐着信子，又危险又饥饿。一座房子

没了，也就没有了那个野生生的毛丫头，那个野丫头是父亲的心肝，他为我梳小辫，他为我

熬药，屋子里总是浓浓的一股中药的味道，常年不散。 

 
我：啊 ，像妈妈多一点。 

妈：肉色像我，鼻子像爸爸。 

我：鼻子像你。 

妈：肉色像我，性格像你爸爸 。 

我：嗯。 

妈：你性格像爸爸，性格不像我。没有一个性格像我的。像犁 ，你像你爸爸，你爸爸就

是那个牛劲，咬卵分子， 一根筋到头。 

 

“满崽，你放心，人有三魂，我要去投胎，我要看着我的坟地，我还会跟着你。”爸爸曾

这样安慰我。 

 

父：我在这里用土填了，里面还要填宽，不然车子不好过，怕不安全。 

父：清明掛扫。头三年必须来打个转身，如果头三年过了以后没有人来 ，那就成了孤坟



 447 

了。 

 

父亲年纪大了，整天想着死亡的事情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跟其他的老人比起来

略有不同。 

他年轻时候，在进城工作之前，是一个乡村木匠，虽然也兼了民兵副队长的革命身份。

在乡里，木匠忌吃狗肉，是能通鬼神的，父亲会画符，会很多神神叨叨的本事。生命中很长

的一段时间，他皈依了共产事业，直到晚年，这些早年的习惯，就又在他的脑子里复苏起来，

不晓得是不是 2009 年那次中风的后遗症。 

只要天气略好，他就在老屋场打转，他已经把这老的宅地翻成苞米地，还间种了红薯，

在地的中间位置种了三棵柏树来确定坟地的位置。他想在生前就把坟地挖好，包括坟地周边

该冻上水泥。这在乡里，应该是儿女们在老人死后入土才干的事情，爸爸又决定把路拓宽。

他又着急教育给我勘坟的本事，我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有本事勘得一块风水宝地，有

什么用呢？荫庇谁呢？ 

 

父：水倒是还清白，有大风的地方不是起屋的地方。 

我：噢 。 

父：光坟山暗屋场嘛，屋场要聚财。 

我：嗯。 

父：所以不能是在坡地上，被风吹了去。走吧，我们慢慢走吧。 

 

父：我们这个屋场，朝冬瓜岭的山凹处，现在如果改作坟山，要朝向冬瓜岭的山峰，必

须朝向顶峰。 

我：前面这个顶峰？ 

父：做坟山咧。也就算勉勉强强。 

 

我：这个地方作坟山，男的女的有什么区别呢？ 

父：也有点，就是说男左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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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日常就变得萧条，南方的冬天远比北方难熬，没完没了的雨，低温潮湿。那水渠

边用来垫脚的砖头是一块清咸丰年间的墓碑。我睡觉的房子后面山上有几座道光咸丰年间的

老坟，坟头长满竹子，石碑被杂草漫过，每天，鸡群在坟堆前后左右刨虫子吃。妈妈抱怨，

山上的野猫总叼走家里的鸡，今年失了九只土鸡：住在山边，就是养不出畜生。这么潮冷的

天气，房子里出现了一两只长脚蚊子，有气无力地飞来飞去，用手一抓，得手死掉，没劲。 

 

在雾气蒸腾中，这个地方美得虚幻，我坐在堂屋前的长凳上看风景，衰败和死亡都极具

美感，让人敬畏。我妈在火塘喊我：外面下雨，冷死人，过来烤火。我答应一声，果然，又

有雨水落下，落雨了，倒天了。 

母：那个大鸡跑出来，把鸡崽崽踩死了。忘记了捉鸡崽崽了。大鸡和鸡婆娘打架，把鸡

崽崽踩死了。 

父：踩死了。 

母：嗯。都在地下，这外面有霜，放不得，我放在那里头。没有想到那上面去。 

父：那鸡在里面多了，一打架，不就踩着了。   

母：嗯。 

我：冇事，冇事。 

母：哎，买鸡是买定了。 

父：踩死了又什么办法 ，不就丢了就是 。会议时间多了，就没有时间了。累的累得阿



 449 

弥陀佛，吃了那种大亏。 

 

父亲在他死前，要跟我讲明白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一段

旧事，对于这个卑微的家庭而言，它重得有如天。这段记忆如此顽固，连中风也不能消除。 

 

父亲生于 1933 年的战乱年代，三岁成了孤儿，给族人放牛吃百家饭，学做木匠手艺，长

大成人。1953 年，正是他二十岁的他，根红苗正，进城进厂，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母：农村的先进人员，工作积极的，就调到工厂去了。落后的就在屋里，进步的，就当

干部 ，他是积极分子，晓得吧 。  

父：(1956)那时候是第一次提拔。党支部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工会咧，工会

我是副主席；生产班的时候我是个班长。 从建厂开始，整风运动开始，林化厂的党政工团，

这根担子全压在我肩膀上头。我那个时候又不是干部，只是个工人。这是 58 年 ，喊作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从 57 年底开始。 

 

株洲林化厂，原名东安松脂厂，背靠舜皇山林场的松脂优势，1953 年在东安建厂，1957

年迁往东南工业重镇株洲。这个厂生产松香，父亲是东安松脂厂的第一批建厂者。厂子搬迁

株洲后，1970 又 始投产冰片，我记得，厂里的“雪峰牌”冰片是从来不缺销路的，专销日本。

这个厂子里的人，颇有些优越感，平白无故的觉得自己很有些派头。 

 

父亲的好日子如日头出生，红红彤彤。想当初，伪保长身份的外公，能把自己的小女儿

嫁给有过一次婚姻的父亲，除了父亲人品正直，政治正确也是一个考量。外公是一个什么人？

这个为了保命，知道把家财散尽的老油条，老花花公子，老酒鬼，这个脾气暴躁的老混蛋，

动不动操起棍子揍人的老不死。我这么诅咒他，因为他是伪保长身份，他的亲身女儿划成分

却是城市贫民。在我印象里他就是个暴君，小时候没力气反抗他，一直憋着。他把我的母亲

打成脑震荡，终身留下后遗症。 

父亲政治生涯的辉煌来得快，去得也快，在 1959 年就结束了。林化厂内部人员构成复杂，

留了很多解放前的旧人，整风运动 始，林化厂就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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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1957 年，厂长石建斌，他缺乏点政治头脑。在县委开会，大鸣大放开会的时候要人 ，

（县委）不给。结果他画了一个漫画，画的是说新建的房子不正，要倒了。结果他就（被）

抓到这一条，社会主义的东西，污蔑社会主义要倒了。就是抓住了这一条，把石建兵戴了右

派帽子。 

我是其中一个，没有名字安得，安到右派报不上，我是个工人。工人当时这个六条标准

军工不列入这个框框，那六条标准上面写得清清白白的，我那个时候六条标准倒背了的。不

行咧，所以他把我安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指自己）是个因功代职的一个工人，如果

不做事，怎么来个因功代职嘞？怎么能够整风领导小组三个人之一嘞？包括附属人员上千人，

他这一个普通的工人，成为三人领导小组之一，那一定不是个坏的。 

 

平日里父亲是一个蔫了吧唧的人。在谈论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情绪激昂，声音变大，目

光变得有神。他跟我谈他跟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一段渊源和得意，他讲县委的人以

为他是周小舟的什么亲戚，而格外看重他的意见。父亲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有的，只是

一些朴素的为人处世，人要讲良心。但是我还是怀疑父亲自清的洗白过程，我知道这权力让

父亲很享受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林化厂的高层夺权从来就是打倒一批人，右派不右派的，

只不过是一个名头而已。笑话啊，父亲大字不识到五百，怎么能够算作右派？我笑对父亲说

过，你这个右派算不得真的，因为不够格。父亲不会知道右派是什么，他更多的情绪，是觉

得自己委屈了。 

 

父：怎么成为这个那种嘞？这合乎什么道理？林化厂的右派集团要被搞垮 （一些人）要

夺权。58 年我被打成右派后就生病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遭罪了。她从福利厂下放到了铁厂，专干一些重体力活。 

“猪屎铁，要得屌屌，”母亲说。 

我跟母亲聊过，当时母亲心里并没有父亲，爱不爱的谈不上，十九岁的姑娘家，做了后

妈不说，还要吃苦，何必？ 

 



 451 

母亲感到我的刻薄，她说父亲是个好人，遭了难，生了病，这个时候离 他，不义。母

亲说她从小吃苦，见不得好人遭难。 

好什么好？吃苦一辈子，值吗？我问母亲。 

“你阿爸对我很好。”母亲说。 

 
贫穷是一条长长的黑暗通道，父亲一直在里头，裹挟进我的母亲。饥饿比胃要大得多。 

1961 年的父亲下放到了农村，母亲早他一年回到农村。母亲算那个时代的自动离职吧，把工

作不要了。作为重体力工作者，她没有了一个月五十斤的粮票。回乡的时候，她带了一百斤

粮食，救活了快要饿疯了继儿——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据母亲讲，那时候的大食堂已经下放，

母亲是年轻的能干活的人，上山砍树拖竹子放排，她一个月是有固定的粮食补贴的，1961 年，

父亲回到农村之后，这对年轻的夫妻 始找每天的吃食，田里的粮食定量上交国家后，余粮

是吃不饱肚子的，父亲上山 荒种苞米和红薯，才能养活一家大小，母亲 始生孩子，人口

多了起来，70 年代，外公也到女婿的村子接受劳动改造，一家人挖山盖房子，1977 年我出生，

家里有外公，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已经成家。 

 

父：口号就是这个，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我为什么到大山领上种山咧，就是这个

（原因），因为粮食水平太低了。（70 年）住到张家院子才盖起了房子 ，你外公来才有地方住，

因为你外公过去当过保长，喊是伪反人员，放到下面来喊是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就是那

个黑漆（村）的毛秀英，她认为她是城市里的那种 ，哪晓得你妈妈是城市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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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61 年到 1978 年这 16 年的时间里，父亲在村里务农，在山上，地上，田里刨食。他

给乡里人盖木头房子，给村里人盖木头房子，给自己盖木头房子。这个村子叫黑漆村，爸爸

住在张家院子，张家院子在袁家岭上，袁家岭上有老坟。黑漆村人丁兴旺。 

 

旁白： 

良田，美池，桑⽵， 

阡陌交通，鸡⽝相闻。 

 

男人赶着日头上山下田，女人生孩子奶孩子，孩子长大了光着屁股在石板路上跑，狗吃

了鸡，贼偷腊肉，老人做道场。有首歌谣唱着：瘸子瘸，瘸上街，讨了一筒米，回来养奶奶，

奶奶吃得恶，瘸子回来舔鼎锅。 

 

1978 年的国家身份还是很具有诱惑力。在农村刨食的诗意无法抵挡父亲要一个说法的步

伐。他带着一岁的我，回到了林化厂。 

 

父：（1978 年）落实政策，没落实清楚我就到厂里了。我到了厂里，厂里不安排住宿，

我住在地下室。（八 0 年平反后）我那些因功代职那些不存在了，么叫做复职？那还不是个普

通工人，三十块钱一个月。 

母：我不做你们有吃呀。 

父：李良生李书记喊我作车间主任，我不当了。也不是吓到了，有人对我有意见。，我提

了他们的意见，领导方法我要他改进，结果把他压了下去了。李良生要我当，这不就变成了

我抢他的车间主任，所以我就不当。 

 

我是被父亲带大的，我三岁就有了医务室的记忆，我至今记得医务室打针的高脚凳，记

得针管针头在炉子上煮，咕咕咕咕的。还有那天天要喝的中药，我不需要喝水，各种草木的

根茎坐了水在煤球炉上熬，从早到晚，这汤药可以治疗，也解渴。 

我六岁到九岁回村子读了三年书，然后父亲就把我和母亲接到了城里。我在很长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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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并不感激父亲为我的一切，我的小哥在随后的几年也被接到城里。我和哥哥感同身受的

是在林化厂这个等级森严的结构里，我家是 低的一层，那些处于成长期的同龄孩子，那些

势利眼，能够逮着机会羞辱我，他们也是不遗余力的。他们会羞辱你的山里口音，你土气寒

酸的穿着，你父亲的普通工人的身份，你母亲的临时工身份，你家一个星期吃几顿肉。我对

株洲这个城市一点认同感都没有，因为在这个生态里，你只不过是一个城市贫民。林化厂的

辉煌在 90 年代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在那场国企私有化的浪潮中，资产私有化，工厂被厂里的

高层瓜分，日子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以往那种高大的姿势一天天被羞辱，显出落魄和不合时

宜的气象来。 

 

旁白： 

2004 年的时候 

我爸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七⼗多岁了 

那时候厂⼦倒了 

厂⼦里的（⼈）叫我爸爸滚 

因为已经变成私⼈企业了 

没有必要替别⼈养老 

我爸就租了⼀辆车 

把家具呀什么东西都打了包 

带着妈妈回到农村 

回到老家 

跟家里⼈打了⼀架 

把老屋场要了回来 

这才是他真的样⼦ 

这也是我真的样⼦ 

他买了⼀个房⼦ 

挺破的 屋顶都破了 

把它修好 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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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深情的村子，总是在无路可退的时候收留父亲。这乡间，蕨类植物举着潮湿的露水，

延伸着幽静的生命，竹林层层叠叠中，胡椒花漫山灿烂，香气凛冽；层层的梯田， 到山顶

屋舍，溪水一点一点地灌溉，冬天树蛙在水田里产卵，孕育生命无数，山中雾气蒸腾，密密

的竹林把阳具高举，山间野花，妖蛾一样展示着生殖旺盛。楚地有山鬼精灵，也收孤魂野鬼。 

 

这个村子很美。美得让你无视人性的卑微和残酷，美得让我这个常在外面跑的人也能觉

得它的美，觉得还行。它在地貌上接近桂林。 

理性只有在你一点点更多地进入这个村子的时候，在糙米酒醒后才回归正常。父亲的村

子也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90 年代，湘籍农民工 早进入深圳广州务工。我们这个村子

里的年轻人是早去的那一拨人。几十年下来，村子物理上的结构和伦理结构已经被完全瓦解，

盖上新的房子。这新房子，都贴上闪亮的瓷砖。直到我去了深圳，我才明白这拷贝是什么。

有时候人的审美也会跟着权势和财富走的。人是因为看到什么，羡慕什么，痛恨什么，才拷

贝什么。新的房子都很张扬，要存在，都要出人头地，要耀武扬威，要大，要高，要炫目，

要高人一等。在新的生态结构里，能干人以能够离 乡土为荣。人的价值这样来区分：一等

人，在地区买房，二等人在县城买房，三等人在镇上买房，四等人在交通更为便利的路旁自

建房。原有村落格局被完全改变。老村子都被弃而不用，留下老人的棺材，留了几个老人等

着入土。时间一长，我发现我的父亲居然住在一个越渐荒凉的村子里了。那个村子就跟人一

样在走向死亡。 

他越发老了，村子也萧索了。 

 

旁白： 

⿊漆村有个老头 

跑过来和我爸聊天 

老头说 

他们村的年轻⼈要把老樟树卖了 

换钱买酒喝 

那个老头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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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死了  

他们从我⼫体上（过） 

 

村子里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房已经落伍，木质结构的房子已经完全无人居住。能够确认一

个村落的，就是一堆杂乱的房子，撑起一个假象，其实村子的那些房子都是空架子，空荡荡

的家里具有些床和柜子，没有人，平日里紧锁大门。黑漆杨家交通很便利，所以新房都盖在

旧房上，间着土屋和瓦房，斜溪已经只剩四个老人，十三具棺材，基本上已经是一座空村。

斜溪的村民决定弃绝这个原来的村子，原因可能是这个村子在一个山下一个局促空间里，要

盖新房代价高昂，也不容易显出气派来，所以新的定居点在离原村庄的三里外的路边，一个

阔地带。新房子也不怎么讲究风水，什么靠山依水，坐南朝北的格局完全不在意，谁给你

信祖宗神鬼，村里的新人胆子大得很，什么都敢干。 

 

斜溪这个老村子跟我父亲有些渊源，其实这个盆地的乡民，上述三代，都是兄弟姊妹。

我父亲出身在张家院子，后来入赘到黑漆杨家，斜溪一直和黑漆杨家和张家院子通婚，现存

的三个老人家是我家的老亲，斜溪现存的很多木头房子都是我父亲在七十年代盖的。当我从

我父亲现在住的袁家岭沿着山道，溯水源走上两三里地，就到了斜溪，我把斜溪看成是父亲

的村子。 

通往村庄的路，慢慢的走的人越来越少，茅草一点一点把路侵占，半天路上没有行人在

走，山里其他的声音大过人的安全感，当走到村庄的时候，村子的寂静让人畏惧。 

一张细致如同塑料薄膜半透明状的东西铺盖着整栋木房子，不要的房子谁会包一层薄膜？

用手去碰，轻轻就划 了：是蜘蛛网。这样整齐，完美。房子有的挂了一把生锈的锁，有的

只是用一小节竹棍插上，一拔，门吱吱打 ，一段蒙尘的灶台，暗屋子透出亮的风景，窗户

上一只喝水的搪瓷碗，雕塑一样静默。人留下的一两点东西，一把剪刀，一件蓑衣，破脸盆，

鞋子，药盒，更多的是码在墙边的农具，打稻机，锄头，木桶，倚在墙边的柴火，柴火上插

着的柴刀……时间，时间，人，人在现在回忆过去，过去凝固到了现在，我们在未来表达过去，

从来就没有未来……内心的萧索紧紧抱着我，这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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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魂一样走在这个村子的路上，人还留在墙上的字迹，一块塑料薄膜搭在一具寿材上，

六折，上面大大的写着；废弃的谷仓上写着拆，这是练习过书法的人写的，笔道有些柳体的

韵味；丢弃的骨牌上写着发财；有新鲜的红纸大大的福字，是用米浆刚刚糊上的样子……那是

你三伯的房子，人已近死了二十年了。父亲摸索着这些木头，他大概会记得盖这座房子的木

头长在哪座山头。那个十平米不到的房子里，地面夯得平整，屋子里只在墙边放着一把锄头……

雪花飘落在房顶上，地上路上，在瓦楞上聚集，写着另一些文字，雪花落在竹林里，飘落在

香樟树顶上。 

旁白： 

他说 每个村都有⼀两棵老樟树 

那个老樟树里头 

就是⼀个全村⼈的灵魂 

樟树好 村⼦就旺 

樟树要死了 

村⼦就完蛋 

这个村⼦有⼀棵五百多年的酸枣树 

有⼀次我发现有⼈砍了⼏斧头 

露出了那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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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那个树的颜⾊跟⾎⼀样 

红⾊的 

等父母一辈人走了，也快了，这个村子也就没有了，有新村生长，旧的死去，没有谁愿

意记得谁曾经在哪里生活过。与旧生活美感紧密相连的三眼井慢慢被淤泥堵塞，泉水渐渐浑

浊。 

母：这木炭经得烤。 

我：嗯 蛮好。 

母：到几百块钱了，200，我那时候买到了 220 块钱一担。 

我：今年木炭 ？ 

母：木炭 260。 

我：去年？ 

母：220。这炭是去年买的。去年你回来我买的。我不就买点炭回来，你回来烤。你阿

爸烤炭火，那怕烧死了人都不晓得。今年死人死得怪 ，吊死一个，烧死一个。烧死那个和你

阿爸一样的病（中风），六十岁 。  

我：烧死？ 

母：嗯，烤火烧死的。自己没有自理能力了。他没有自理能力了，烧完了，就留下这个

身子，就留了这点。 

我：火烧死了。 

母：火烧死的。就留下这一点，肚子这一点，其它地方都烧了，全烧了。 

我：肚子有肠肚。 

母：有湿气。没有烧了去。 

我：脑壳呢？ 

母：脑壳也没有了。脚手都没有了。 

我：那烧得好彻底。 

 

旁白： 

今年回家下了好⼏场雪 

⼀场雪比⼀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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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死⼈ 

像哭泣 

 

木头房子石头房子红砖房子白色瓷砖贴面的房子都敌不过岁月，农田种上树苗，田里撒

上除草剂，溪流没有了鱼群，山上种上经济林……这家乡，有碧水、奇石、密林，被誉为野趣

横生、天然氧吧、人间仙境。镇上像样的超市 了两家，门口的音乐震耳欲聋，性工作者引

领了新的着衣时尚，姑娘们踩着 12 公分的高跟鞋，四十岁的女性也会把头发染成杀马特蓝

色……房地产项目正在镇上红红火火，主打森林公园氧吧，是舜皇南巡爱上的居所，是回乡置

业的首选。这里人热爱他们的乡土，把垃圾倾倒在水源地…… 

 

我是因为怜悯自己 

才同情父亲 

巨大的命运碾过他的身体，因为处于绝对服从的弱势姿态，这让他变得无罪，一世得以

清白。 

 

 

第⼆部分 关于形式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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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遗迹。 

吴文光老师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大山里的村庄，让我的脑子一怔。 

可能是我的运气太好了，我父亲的村庄是这周边 富有诗意一个村庄了，又跟他有着那

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承认我在视觉上是审美的，当所有的乡人主动抛弃这个村庄的时候，

废墟，也变得极其具有仪式感，庄重，让人迷恋。 

剪这个片子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早在 2014 年 5 月，在草场地工作站，我刚刚完成一组《歸乡》的摄影长卷，拿给吴文

光老师看。他建议把这组图片做成影像，做成纪录片。 

我用七天的时间，在工作坊拿出了第一剪。 

这一剪现在看来只完成了两件事情：一是让画面流动了起来；二是在画幅上确定了和长

卷匹配的尺寸，一个在 16:9 的屏幕基础上，建立了更长的画幅。这种画幅，比较合适追悼和

缅怀乡愁。 

下面的文字是吴文光老师对我第一剪的描叙和评价： 

工作坊期间，感觉 有坐过山车心情的是张苹。她本来只打算做个旁听者，像之前来草场地

一样，看看片，聊聊天，会会朋友，但在工作坊 始前大约一周时，和我一次散聊中，我即

兴说，你冬天回老家村子做的那个图片和文字东西，是不是可以尝试转换成影像。张苹是那

种不同人生旅途都趟过的“过来人”，该扔的包袱都扔得差不多了，痛快说：做啊。 

     于是，就有了说干就干，现学剪辑软件使用，熬了若干通宵，抽了无数烟，拿出那个工

作坊版本。 

    张苹剪辑时，问过我，是否可看一看她剪得怎么样。我没看。我经常干的事是这样，把

一个不会游泳之人引诱并兼背后使力弄到水里，之后就站在岸上任其在水里扑腾，呛水。我

以为这是必要的“第一次经历”，自己亲身和水搏斗，比待在岸上扯半天方法理论有用。至于剪

辑出来的“ 初结果”如何，不重要，那是之后谈论的事。 

    我 始对张苹建议把图片转换成影像作品，是即兴说法，但肯定不是信口 河，根据是，

我看过张苹之前“图与文”构成的文本，摄自老家湖南某山区村子图片，一律黑白，没有人，静

物感，废旧感，被遗弃，某些故事潜藏其中。另外，还有她采访父亲的记录，一个曾经被社

会浊流卷到底层之人。 

    我大概了解的张苹（通过以前的片段聊天，还有读她的文字），这是一个与同龄人有着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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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人生的人，甚至包括大部分比她年长者，所经历人生也可能难及她的十分之一。而且，

张苹有一手好文字，我想这些都是她 始“影像写作”的足够丰富的热身。 

    工作坊放映的张苹版本，我的批评是完全否定式的，而且也完全不照顾张苹第一次尝试

影像时的期待心理，需要鼓励，需要安慰，需要“晓之以情，晓之以理”……我这么做也是有理

由的，我感觉张苹因为“第一次上路”的局促、张惶，似乎有点要掩饰片子里明显的缺陷的意思，

所以就直言说了片子的问题。我想张苹是经过风浪之人，扛得住我的打击的，就她而言，直

捅痛处比绕山绕水更需要。至于道理嘛，可以以后慢慢再谈。 

    回头想张苹的工作坊版本，表达的繁复，拖沓是明显漏洞，潜在的问题是叙述点的不精

确，即缺少一个钉子似牢牢嵌入的“点”。我以为的张苹，内心、包括可以使用的材料是不缺东

西的，但为什么还是出现一个“新手”的常见问题，原因大概还是，刚 始使用一种新媒介的陌

生造成。张苹的图片拍得很有特点，文字当然没得说，但转换成影像视觉方式，涉及“视觉”

和“声音”的构成手段。短短一周的连学带运用，当然时间不够，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剪辑软件上

“玩”，这个时间是必须花的。一种新媒介如新式武器在手，新鲜劲兴奋劲过去后，就是持续 N

年的熟悉训练，用到得心应手。张苹，也包括张慈（即使她有第一部不同凡响片子在前），以

文字描述世界见长的作家二张，都需要有更多时间把玩这个新媒介。 

    其实也就是“眼到并手到”的一个训练过程。我们都看过无数影像，只要有其中那些很少的

“伟大影像”起作用就成， 后完成的不过是“头脑风暴”到“视觉表述”的转换。  

    再多说一句，张苹的 初影像尝试，是在完全个人的语言上 始。从这点来看，这个

始就是远离了“公共语言”的伟大起步。 

    吴老师这些话蛮让我感动的。我也挺难过的。工作坊结束的那天晚上，暑热的三伏天突

然下起了大雨，我正好值班看门，快结束了，有人把我拖到讨论的图书室。我感谢那场大雨，

雨水砰砰低敲打着铁皮的屋顶，响鼓一片，我说了些话，被雨声敲得支离破碎。 

 结束工作坊，我 始重新整理图片和拉素材。我手上只有两种素材：一套照片，两个小

时的父母亲的口述。其它就没有了。照片的使用，通过很简单的技术，就能形成“伪”空镜的效

果。这些长卷的照片，很多是从不同场景里采集，然后拼贴成一张照片，可以说，照片里的

村子，也是对现实的虚构，在虚构之上再做一些空镜，也好玩的很。由于声画分离，所以我

必须重建声音部分。我想镜头素材起的作用就得分离成两部分，画面已经固定，那么能不能

由声音来构成叙事结构，重心应该放在对声音素材的剪辑上。声音素材一部分是我和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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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对话；一部分是父亲、母亲和我的对话；一部分是父亲的口述。所以，要让这个片子成

型，就要靠这两个小时的声音完成叙事。 

我的角度，是一个旁观者，是女儿对父亲的看，听他叨叨，看父亲一生依恋的村庄的死

亡。我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父亲“政治命运”的波折，只是去观察父亲和村子的关系，父亲从农村

离 ，又两度回到村子，这个村子收留了父亲，现在村子和父亲形成同一种象征，父亲衰老，

村子衰老，父亲死亡，村子也就没有人了。 

十月，我拿出了第二剪。 

我已经完成了片子的基本构建。确定以父亲讲述个人历史为主线，我和母亲的谈话为副

线，起到补充和烘托的作用。做完这些，结构还是显得很单薄，我决定还是要加一轨旁白，

加进去一个“我”。“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有关村子的“外人”，“我”爱我的父亲，“我”很绝望。

“我”来讲述，“我”冷静悲观。和父亲的讲述平行，用来和父亲的回家作比较，父亲总归有乡可

回，而我则是无乡可回，他可以生在这个村子，死在这个村子，而我恐怕没有。之后我又做

了些细节上的修改，把重心放在声音的处理上，拉出来一个指向型声音，形成立体环绕。做

着做着，越发觉得声音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声音除了推进情绪的表达，还可以完成空间（不

管是对物理空间的模拟还是对情绪空间）的塑造，能够做的是声音的物理场结构更加鲜明。

我觉得，这次尝试， 始慢慢理解声音，并对声音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包括电流噪音。 

2015 年 8 月，我完成第三剪。 

这一剪，扩张了父亲修坟事件。父亲教育我勘坟的本事。一个阴宅，一个阳宅，同一个

地方。事情进行到这个时候，我就完全看到这个片子了，觉得成型了。终于完成了。我完成

了一个影像作者构成一个片子的全过程，学了手艺——摄影、剪辑、声音走一圈。手工艺人，

又多了点技能。 

《冬天回家》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给我推 了一种表达的可能性，尝

试影像的语言，尝试用新的角度 始新的创作。我做事当然是野路子，这个让我欣喜，野路

子 适合我。 

我做这个片子的动机，就是看我在同一题材上有多少延伸的可能性。对《歸乡》的持续

关注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图片，影像，再搞搞装置、文字，用多种材料介入同一题材，

能够飞到什么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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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 
Children do not fear death ,  but fear the devil.  
 
制作年份: 2016年 

⽚长: 83 分钟 

⾊彩: 彩⾊，⿊⽩ 

类型：记录，剧情，动画  

制作格式: HD CAM 

语⾔：中⽂ 

制⽚：陈华  Ambra Corinti 

监制：吴⽂光 

⽂学指导：沈洁 

导演、编剧：荣光荣 

动画部分副导演：涂青云 

摄影：荣光荣 

灯光：陈华  

配乐：李青 李维思 

剪辑指导：章梦奇 刘晓雷 

剪辑：荣光荣 

图⽚摄影：毕节娃娃 

 
 

作者简介  

荣光荣 1984出生，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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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艺术展览及短片个展 

2011 跳！JUMP!, Kyo Art Gallery, 意大利 

联展 

2013 China in Motion,  

Chinesisches Film Festival Frankfurt,德国 

2012 Social Sensibility, Bernard Controls, 北京 

2012  “SaYiZheng”  The Institute of Provocation, 北京 

2012 我不舒服，Nowhere Gallery 米兰，意大利 

2012 身体的语言，艺术8画廊，北京 

2011 24h.com  草场地摄影季   北京 

2011 记忆/身份，MK2画廊，北京 

2010  Fsss  组织  录像装置   草场地摄影季   北京 

2009 The Face of Art,  Mona -Detroit当代博物馆 底特律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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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失势   摄影展    3空间   798艺术区，北京 

2008 空的城市／突变的地方   Video 装置  艺术通道画廊  北京 

2008 Video LOOP    2008/05/08－2008/05/10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影片梗概 

“我”，生活在北京，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与发生在遥远贵州一个小村子的悲剧，四兄妹自

杀身亡事件发生了关系。 

 

北京到贵州毕节山间，试图潜入事件发生的村子，未遂，被驱逐，“动画片”重现了怪兽们驱逐

熊猫和猴子的现场。毕节群山村落间“盘旋”，每日如惊弓之鸟，充满恐惧的寻找着进入村子的

路，与若干山区孩子的度过回溯和“我”的一桩童年往事回忆引出恐惧来源，而治保主任的那张

被撕裂过的大嘴如鬼魂般随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重回北京的家庭生活，“盘旋”没有停止……红魔鬼不时出现来撕裂我，我依然恐怖与颤抖得觉

得自己就是一只被一脚踩死的蚂蚁，可以瞬间放弃尊严！ 

此片既是在毕节度过的荒诞的日子。 

 

作者阐述 

这个题材一亮出来，大家想看的就是真相，就是谜底，就是一个侦探过程，我 始时也是这

么想的。可大嘴的出现把我惊醒，不，应该是逼醒。如果你不想恐惧魔鬼，也许只能把你自

己的魔鬼也召唤出来才能与他对峙。7 岁那次的集体自杀未遂经历给我接种了死亡疫苗，那时

生活的种种细节也从未如此清晰的出现，而到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推理过程不是一道数学题，

也不是律师的缜密推敲，虽然在毕节瞎转悠了，我的所有结论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猜测，这

猜测也来自于儿时对成人的抵触和怀疑，这一刻我是已我孩子的脑子和成人的嘴在向我们大

人的世界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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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未能进入新闻的“正题”，只是在城堡外盘旋。 当想进入一个事件去探究，但却总被一

种离心力牵拉着如何都无法走近真相的核心，影像里这种与外部离心力之间的拉锯和抗衡（语

言的，身体的，叙事的，镜头的……），是不是就已经呈现了一种事实的本象？在这种竭尽全

力的“徒劳”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是不是会比事实真相本身更发人深省？ 

所以这整个的论证过程是一个非常个人话的，也许都会让人觉得是在“编”。对没错，我试图用

影像去编织那牢牢笼罩与控制着整个村子潜入每户人家每个人的恐惧之网， 去呈现盘旋不去

依然狠狠咬噬着我的恐惧…… 

 

电影⼿记 

2015 年 6 月 24 日 北京 

 

在朋友转发的消息里看到了这个消息，胸闷，想着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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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手机短信的内容： 

吴老师，看到⼀个关于毕节⼉童自杀的新闻，胸闷，我想去看看。（吴⽂光，住在北

京的纪录片导演） 

沈洁你好，我想去毕节，有 4 个孩⼦自杀了，最⼤才 13 岁，他们是兄妹。你那边有

认识⼈吗？不会麻烦麻烦⼈家，只是问问⼀些路线，你有可能来吗？(沈洁住在贵州的⼀个电

影导演) 

沈洁：阿荣，我在毕节没有熟悉的⼈，也从未去过，那四个孩⼦自杀的事情非常敏感，你要

有充分⼼理准备，我忙过⼏天再确定能不能过来毕节。 

我：布点，我想去毕节，有4个孩⼦自杀了，最⼤才13岁，他们是兄妹。你那边有认识⼈吗？

不会麻烦麻烦⼈家，只是问问⼀些路线。（ 小布点是来自贵州的⼀个音乐家住在北京） 

布点：帮你问到⼀个当地⼈，他不太⽅便见面，⼯作很忙，他说那边是比较偏僻，他也不太

清楚怎么⾛，你要多小⼼ 

我：我想后天去毕节，有4个孩⼦自杀了， 最⼤才13岁，他们是兄妹。我胸闷，就是想去看

看，你去吗？( 陈华是我⼗⼏年的朋友) 

陈华：我知道这事，肯定有危险，你想好了吗？27号⾛⾏吗？ 

我：我肯定去，27号没问题，让你老婆帮我订机票吧。  

我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只是冲动告诉我说去那里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潜伏在村口一夜，经过周密的安排选择了下午 热的时间进村，刚刚在老乡家落下脚，就

被村干部和包村干部捕获。我偷偷的用手机给一些朋友发出了一条短信：我在毕节被抓了，

半小时后不联系请转发。之后陆续的收到了短信回复。 

影赵亮：好好说，别龇！互相客⽓点，不吃眼前亏。（纪录片导演） 

沈洁：我正在紧张写“转⽂”开头…….那安全就好。你还考虑继续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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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不⼀定强⼒⽽为，也就是并非⼀定进⼊真相，有这个测试就是⼀个开头，剩下的，

所有拍摄都有效，甚⾄更重要。接下去，继续开机，所有素材都是宝贝。 

小布点：好的！还是要小⼼点。有什么事⼀定要联系。 

 

2015 年 06 月 29 日 贵州毕节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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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6 月 30 日 贵州毕节某村 

 

我在半睡半醒之间向陈华在说着什么，这一切都被录音机记录了下来。 

我说：有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我是站在那个位置上说我是一个导演？我是一个摄影师？我

是一个什么？我是作为一个记录者吗？或者身份问题或者是表现方式问题，还有就是美学问

题之类，但是有一天让我突然有些明白的就是就是回到了切格瓦拉,我觉得看你处在什么时代。

古巴解放以后他的那个身份已经无意义了，所以说身份可能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为了让这个

身份有意义，他去了墨西哥是墨西哥吗？好像死在那里了。 

还是那个国家忘了继续游击战争，古巴已经解决掉了，独裁搞定了，来了卡斯特罗他的好哥

们但是在他死以后也会有些问题。但是好像还好，具体我也没了解过。但是格瓦拉的身份这

个时候是需要变化的他没变。 

所以说身份确实是重要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是一个只在乎小我，还是你忘掉你自己，或

者是你不忘掉你自己，你在乎你生活的空间的问题。我们这个环境里 需要一个 ，怎么样与

你的身份粘贴在一起的一个你的位置。这是无法甩 的……陈华，我们不可能也不要也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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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境甩掉。去独立的去谈我们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是法国，不是美

国 ，也不是台湾 ，也不是朝鲜，也不是古巴，是中国。我们稍微用些心思就会体会到，这

个社会里面现在需要进行的一个特别大的变革，是需要……连 始我觉得都谈不上，只是需要。 

风扇还是忽悠悠的转悠着，外面公鸡打鸣… 

 

2015年7月06日  北京秦家屯  

离 毕节后在贵阳沈洁那里住了3天，就住在坟场里耸立的一栋犹如纪念碑式的房子里，在地

上铺了被子，两人呈L型的聊，喝，吃土豆。架在旁边的机器认真的看着我们，现在已经一起

回到了北京。我们与吴文光相约好了要做一次剪辑的工作坊，老沈是来赴约，我已经想好了

如何解决骄躁的情绪，是什么自己也无法理顺根源。唯有在自己的肉身上找到出口，下刀子

了。 

 

 

2015年7月08日  北京积⽔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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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必须相信潜意识里人的联系，老婆在我输液的时候给我带来了《玻利维亚日记》，怎么

就这么巧呢！我也忠于弄明白了格瓦拉是死在玻利维亚而不是墨西哥。  

2015年7月18日  北京秦家屯  

连日的暴雨还继续，剪辑的工作坊已经 始了，我的片子放在了 后一天，完全不知道要做

一个什么片子，但是已经想好就是不做一个正常叙事的片子，因为断指的伤口问题，剪辑从

前天才 始，也就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剪，四天时间拍，四天时间剪，会是一个怎样的版本呢？

已经睡在剪辑桌上，老婆会把饭给我送过来，完全不知如何向前，还是必须继续剪，想是没

用的，还有就是如何还原我在现场的感受，这是个大大的问题！  关于工作坊在日记本里，今

天只写下了日期和梦奇的名字，脑子里已经 始留下刻痕，个人作品永远是毋庸质疑的，而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语境的环境里，如何保持持久的创造力和对社会起到共建性，这个方面是

要深入思考的。 

片子为啥剪不动了，就是因为不想被素材控制， 睡一会，梦里想大招。 

 

2015年7月19日 北京秦家屯 

暴雨继续，剪辑继续。片子的剪辑在工作坊 始前的两个小时终于完成了初剪。4天时间剪的，

120分钟，暂时叫《胆小鬼去毕节》，死活就是他了。在介绍影片的部分大概的写了一个稿子，

内容如下，现场有吴文光，沈洁，章梦奇，刘晓雷，这样大家也好有个铺垫，也许是多余的。 

2015年6月9日晚11点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喝农药自杀身亡，四名儿

童是四兄妹， 大的哥哥13岁， 小的妹妹才5岁。 

2015年5月11日晚9时许，贵州毕节大方县瓢井镇中寨村小学学前班负责人韦会平，因涉嫌猥

亵幼童被刑拘。目前至少确定有7名女童被韦会平猥亵并报案，“还有个别家长不愿意说，应该

有10几个。” 据悉，这些孩子年龄基本都在6到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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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拾垃圾的老太太发现，5名流浪儿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

地旁边的垃圾箱内死亡。 

2014年4月21日8时40分，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分局小吉场派出所当日将嫌疑人黎某抓获，

后被依法逮捕。至少涉及性侵12名女生， 小者仅8岁。 

毕节市两名儿童在家误吃了涂有老鼠药的食物后，不幸中毒死亡。 

毕节市某学校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放学回家在水塘边玩时，不慎落水溺死。 

毕节织金县某乡镇中学学生，由于受他人引诱，过早辍学走上了抢劫杀人的犯罪道路。 

毕节大方县某乡镇一村民家的三个女孩多次遭到他人的奸淫，其中 大的11岁， 小的只有5

岁…… 

6

月24日我看到的消息只是关于四兄妹自杀的事件，胸闷，要砸墙。随即决定去看看，哪管什

么都拍不到，也要去那里。因为女儿生病，拖到27号出发，好友陈华如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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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可谓是屈辱的，挫折感把我结结实实的打了个皮 肉绽，在经历了第一次什么都还没干

时就被抓个结结实实后，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可谓草木皆兵，胆小如鼠，好友夜里睡觉都被惊

醒。 

四天后我们在试着接近四个事发现场后，我们坚持不住离 了。 

今天我的放映 始前两小时结束剪辑，匆忙，但是片子精神要说的都说出来了。 

工作坊第一段落在刚才秦家屯时间凌晨 04：28 结束，剪辑还要继续。  

 

2015年7月20日 北京秦家屯 

把昨晚的先续一下。剪辑一共用了4天，放映的版本我都没有看过一次完整的，细节也没抠过，

但是把所有的以前对做片子做剪辑时不敢用都用上了，管他是个什么片子，先把局限打 再

说，要躺在手术台上与医生互相做手术，我知道这样对在场的4位很残忍，但是神经不锻炼怎

么会粗大呢！  

片里深夜狗叫时我两次如现场般颤抖，我又怕了。妈的他们怎么就可以做到让我这么害怕他

们？ 有几次我自己都快崩溃了，技术方面必须要调整。 

在面对那张撕裂的大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蚂蚁，我怕被一脚踩死，我不想这

样傻逼的挂掉，我弯腰，我伸出手去主动跟他们握手，结果握到了空气，还有加倍的恶狠狠。

你低贱了他们反而更不当你是人。  

我如何可以让没有去现场的观众可以感觉到我的恐惧，我如何把遮盖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下的

巨手拉出来握一握，我如何让我们认真的自我检讨一次。而这些用影片实现需要怎样的具体

方法？  

晓雷在讨论中给我的联想：气球吹的越大，炸的越响，流畅是手段不应该是结果，而矛盾的

成功建立是攻心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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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奇给我的联想：是从未实现的梦还是我们一直就在梦中一直假装不愿醒来面对现实。 

沈洁给我的联想：毕节的孩子如癞蛤蟆一样的活着，永远无法变身青蛙王子。 

吴文光给我的联想：城堡里面的人恐惧的等待着更大恐惧的降临，城堡外面的人恐惧的想探

知他们的恐惧。  

⼀个自杀剧场开始在⼼中发芽。早安 自杀着的中国！ 

2015 年 7 月 23 日 

伴随着剪辑也在读几本书，《反抗者》，《冷血》，《午夜之门》，《契可夫短篇小说选》， 

摘出加谬的《反抗者》一句话来思考：艺术中，反抗是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并永远存在的，

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 

 

2015年7月26日北京 

暴雨不再继续，剪辑又 始了，而环境里的暴风雨从来没有停止。 

 工作坊 后一天晚上，梦奇告诉我毕节一个15岁的孩子，被一群同学校的孩子殴打致死。 无

法离 ，无法逃避，我只能赤裸裸的迎上去。沈洁担心我在冲过去，我还会去吗？ 

陆洁晶很是厉害啊，虽未看到影像，但是通过邮件讨论的文字已经可以揪住这部片子要呈现

的精髓，帮助我更加清醒的面对此片，有机会要见其真身致谢。大家确定了下一次的工作坊

在8月14号 始，如何在下一个剪辑的版本中把我“为什么这么害怕？”这种感觉用影像的方式

书写出来，是我要进行突破的。 

   

2015年10月20日 北京秦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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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的片子放映后，吴老师提到我可以从文本下手，我这几天都在磨拳擦掌的想要 始， 

了几次头又被我给删掉了，怎么就写不好呢？一写就觉得自己特别啰嗦。 

 沈洁的文字是让我羡慕的，姑娘看到就要笑出来，我觉得那就是他。我写不来。吴老师的是

收放自如，平凡里见神奇，我也没达到。不过他们两人绝对是我的目标，非得写出来个啥！  

这几日困在剪辑台前，除了继续细剪之外，使了大劲，要试着推翻自己，不见成效啊！我也

要熬到“柳暗花明”的刹那间，睡倒了熬到底。  梦奇片子里的“门前梳发的女妪”，那个画面出

现的时候使我惊醒，这老太也是女人，马上联想到我妈，我已经忘了她是女人了，我只记得

她是我妈，我对女人这个词的定义，在那一刻被扩大到无限了。惭愧啊，刚刚明白。 本来这

次想在工作坊里呈现的片子就是《母亲》，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实验了，但是去了毕节，就暂

停了，但是以后还是要拍的。 

 

2015年12月16日 北京秦家屯 

1 胆小鬼去毕节 

2 毕节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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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恶梦或恐惧 

4 城堡 

5 终点毕节 

6 毕节梦 

7 孩⼦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 

 

这是片子曾经有过的名字也是曾经有过的剪辑版本。 

我现在些许的陷入了胶着之中，或者是已经清醒可是完全不自知。不管怎样还是试着分析一

下。 

 

1 胆小鬼去毕节 

胆小鬼指的肯定是我自己，也就是《我去毕节》的情感化表达。 

当初提出胆小鬼实因感到窝囊，在村口被抓的经历让我犹如被别人拉住了头发，用膝盖无数

次的撞击鼻梁和脑门，可就是无法脱身，屈辱感以千万倍在抽打我。 

提出胆小鬼这种自嘲的方式，爆露自己这次的胆小鬼行为也许是些许的自我治疗，好让自己

跳过这个结，不然非得炸飞了自己已经气硬了的肝儿。 

如果说要在这条路上探究的话，也许要挖掘的方向是把人性共通的当我们面对强大时都是先

选择退缩，面对大块头时的那种生理本能的自我保护，从这些中间打磨出来“人人都是胆小鬼”

的命题。而这样的方向现在对我肯定是有矛盾的，我先都刨 晾出来，回头在仔细的想。 

今天吴文光又提到，第一版里他是不赞成胆小鬼这提法的，而现在他反而觉得应该把胆小鬼

的这个方向强化出来，“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人人都是胆小鬼”。 

2 毕节城堡 

看完片子，老吴关于卡夫卡《城堡》的比喻，洁晶关于“盘旋”的提法，都让我多少看让我在结

构上 始有些具体的想像，而不是之前的随意流淌和非要做出个不一样，但是没有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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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稿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片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 初的漫游到组织出了围着“城

堡”转悠而不得其入口。结构清晰多了，是这样的。 

3 恶梦或恐惧 

其实刚刚回来的时候自己也在想如何把没拍到的影像补充上。想过使用画出来的人和实物玩

具，也想过去棚里找演员摆拍，但是直也没有非常清晰，所以就暂时搁置在那里没去管他！ 

大女儿放假来北京，我破例让她在我工作的时候呆在身边，她背着书包我以为会写作业，结

果从书包里倒出一堆的玩具，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的安排他们在演戏，这一下我来了精神，

我们 始讨论关于如何拍摄的事情，她也陪我去选着要使用的动物玩具，也没忘了给自己选

择花仙子。有些动物不是很合适我们又进行了改造。就这样动画部分经过一星期的前后工作

完成了！ 

4 城堡 

电脑出现问题，丢了所有已经剪辑好的东西，情绪很糟糕，这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时候，完全

就想着放弃之前所有的剪辑重新剪辑一个版本出来，也 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的仇恨感蒙蔽

了双眼，在今日的中国有这般城堡的地方应该不在少数，怎样把这样的一种普遍现象表达出

来，而不是只说我在毕节遇到了什么，我被怎么样了，毕节只是一个引子，城堡才是核心。

这版的方向是奔着呈现社会问题去的，但是剪完自己一看就给毙了，大话太多了，孩子们成

了素材和引子！ 

5 毕节梦 

从第一稿的剪辑到 后的定稿，关于梦境的营造都是不曾动摇过的。 始关于本片的文字书

写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我把名字定为《毕节梦》，并且第一行字就是“本故事纯熟虚构，如有

雷同纯熟真实”。这回才有了爆破感，不在管拍到了什么，不在纠结于技术和影音质量，就是

写啊写，非常的痛快，基本到了不用睡觉不用吃饭的境界，影片的结构在这里不在奏效，其

实后来影片的版本里还有一些从这里摘录的旁白！有些段落回头看自己都忘记如何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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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始写这版的文字还要归功于吴文光的提醒。 我是初中都没毕业，平常虽然有写日记的习

惯，但是从来不愿意把写的东西公布出来，错别字多，打字是用手指戳的，拼音不好又是5分

钟也拼不出来一个，结果就拒绝写。这两万多字写完以后有些上瘾了，还要继续写下去。 

6 终点毕节 

四兄妹的“死亡仪式”是在 后这版里才加进去， 早提出想像四兄妹的死亡现场是台湾来的林

木材提出来的，记得那时第二个版本，吴文光提到运用网络上已经有的图片，在后来就是刘

晓雷提到整部片子是因为自杀的四兄妹去的，怎么后来就没有关于这四兄妹的消息了呢？ 

从准备要剪毕节之行的片子时，我就在心里暗暗的较上了一股劲儿，坚决不用网络上有的图

片和视频，也不知这股鬼气是从那喷出来的。绝对不是因为版权，也绝对不是想争原创，是

种说不出来的较劲。后来是放弃了，还是这个点上没必要较那么多的劲。 

我把这一稿的标题写出来以后才 始剪，首先我回答了一个问题，是谁的终点？是孩子们的

终点。我在那里只算是过客，什么睡在山上，吃在路边，惶恐不安等等与孩子们相比这些就

是九牛一毛的苦楚，我到了毕节可以说是什么也没看见，连死去孩子们的房子都没看见，然

后我安全的离 了那里回到了我的家，片子在这版里比较确定应该是让永远不在有机会发声

的孩子们说话了。 

7 孩⼦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 

确定了这个片名后就与沈洁小聊，他也觉得这个方向有意思，老沈被我邀请担当文学指导，

不能让他只挂了这个衔， 上一版的旁白写出来以后发给他看，他回复： 阿荣，我在尝试修

改字、句子过程中，顺着你的文字情感与思考脉路，发现你触到的两个点非常有价值，一是“孩

子的纯洁不恐惧死亡，而恐惧魔鬼”，其二是“四个孩子的死亡仪式”。片子的中心，或说重心

或说核心，是你要“走心”去挖掘你感受想象到的“毕节孩子的纯洁不恐惧死亡而恐惧魔鬼”与你

感受想象到的“毕节四个孩子的死亡仪式”两部分，细笔刻画，其中再把你早年经历过的“黑色

内心”穿插进来，但“黑色内心”不必像你写的文中泛泛感慨，而是把当年阿荣的“孩子的纯洁不

恐惧死亡而恐惧魔鬼”一笔一笔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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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他再次强调毕节四兄妹的“死亡仪式”，我的“童年死亡雾霾”。而我现在比较清晰的感觉

到，我是已孩子的第一人称在做这不片子，我就是他们的灵魂附体，那么就非常通畅了关于

我如何使用旁白！所以 后的片名从胆小鬼我转变到了胆大鬼孩子们！ 

我非常的清楚，只要毕节这个题材亮出来，大家想看的就是真相，就是谜底，就是一个侦探

的过程，但是我试试在没拍到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的素材里，把我的亲身经历的情感疏理出

来，大嘴出现的那个瞬间使我终身难忘的恐惧袭击了我，把我的魂魄惊醒，不，应该是逼醒。 

胆小鬼 始逃窜，不死心又把自己栓在那里。 如果你不想恐惧魔鬼，也许只能把你自己的魔

鬼也召唤出来才能与他对峙。7岁那次的集体自杀未遂经历给我接种了死亡疫苗，那时生活的

种种细节也从未如此清晰的出现，我 始依靠这些经历编织脑中那张想像的网，而到这里可

以看出这个编织过程不是一道数学题，也不是律师的缜密推敲，而是跨越了20多年后我的童

年往事与毕节这个小村产生了对接。 片子的所有结论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这猜测离不

儿时成人对我们的伤害造成的抵触和怀疑，这一刻我被打回童年，已孩子的脑子和孩子的嘴

在向我们成人的世界提出质问。 

影片的不同版本解决着我不同的心里问题，对我自己来说都是有效的，而 后的版本也许是

一种混合，他已经不是我某一种情感的喷射，我已经不只是我了，我作为孩子里面的一员一

起在用影片进行发声，说出我们 隐秘的心里话。所以这整个的论证过程是一个非常个人的，

也许都会让人觉得是在“编”。索性我就在影片的 头也写下那句话， 

此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真实。 

 

影评 

吴⽂光 

早见到荣光荣是他来草场地看片，大概是前年吧，完了很踊跃发言，特点是声音高亮，有

金属感，表达干巴利索脆，有过耳不忘感。有深入交道是去年五月的草场地“一个人纪录片工

作坊”，荣光荣带着拍摄北京 鼓楼（日常生活与拆迁并行）片子参加，立马感到这是一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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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的 佳参与者”，即不是那种“只在乎关心自己作品如何”之人，随时感觉到他在与其他参

与者 互动讨论，洋溢“共同跳入一条河流”激情。 

 以后和荣光荣交往中，大致对这个与绝大多数 80 后 有区别的人有些许了解：少年动荡，学

业到中学止，闯荡无数地方，独步人生，干过酒吧（先帮人后做老板），跟过若干师傅拍照片，

进剧组打工（好像是拍剧 照），大概是三五年前 始转向电影， 始是“拍一部牛逼电影”雄心，

慢慢有了纪录片动作，曾经住过几年的鼓楼成了他镜头追踪下的一个场所，一拍就几年（至 今

还没打算罢手）。 

其实我对荣光荣的这些了解很肤浅，只是本能地对“与大学与艺术学习无关”却疯狂燃烧创作激

情的野性之人好奇，我直觉，这类人不放弃的话，总能干出点什么。6 月下旬，我收到他的一

个邮件，说“前日看到新闻毕节的 4 个孩子自杀，胸闷两日，决定明天去毕节看看，会拍，不

知拍什么，到了以后在说吧。” 

这个新闻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和阿荣同感的也是“胸闷”，但习惯的“有心无力”感，被阿荣振奋

的是，他找到了他的“力”，这个“力”就是，这个人不知道路在哪里，但明白先抬脚走出去。 

我 当然明白这个新闻非一般人能进入内部的，而且因为“维稳”缘故，很快这个新闻就几乎看

不到什么痕迹了，像之前的各种新闻一样：好像从来就没发生过。不过， 为什么“非要从新闻

入手”呢？一个事情的真相是能探索得到的吗？但我直感荣光荣能干出点什么，是什么我不知

道，直感是，一个奔向现实发生现场的人，和躲在有空调屋子读新闻者的区别是，他一路都

可能是故事跟随。 

结果荣光荣拿出了两个小时长度，白天与夜晚，上路与路上，狂奔与睡觉，各种脸各种不相

干，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就是这次上路的目标——四兄妹自杀，什么都没有，镜头连村子都没

进人。事情发生如荣光荣所说，他一到村子刚 始动作就被警察拿下，所拍与这个村子有关

素材被删。 

被驱赶出村子，阿荣不死心，围着这个村子转，夜晚埋伏山坡，伺机， 终无果。片子里我

们看到的一对兄弟，7、8 岁至 10 岁左右，荣光荣说这是另外一个村他借宿家的孩子，作者在

这里 始讲他与这对兄弟相处的故事，然后在村子夜晚时，作者想到格瓦拉，想到古巴和玻

利维亚山脉，游击队之类…… 

看到这里，我感觉到作者试图在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卡夫卡和城堡的故事。在轻易把一个普

通村子塑造成“城堡”的国家，唐吉可德不存在，但还有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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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荣的创作和影像尝试 真的干了一个很疯狂的影像，而且这个人真的具备相当强大的影像

创造力。这是我在看完这部暂时还没法说是“片子”后 想说的。 

荣的片子第三稿亮相，他的特点是，一 始就明目张胆亮出：这是一部阿荣的故事影片，别

无其他。阿荣在影片中要实现的解决，是如何追求到“魔幻现实构成与魔幻表现手法”（姑且让

我先这么形容，昨天他的片子第三稿放映，让我实实在在触摸到他的这种狂妄野心。）当时看

完，我有胸口被什么东西有力击中感。这是我看了一部好片后的习惯反应。讨论时，我说了

头的那句“有效”后，接着说，我感觉这是一部影像小说。“影像小说”这个词，我不记得我

在哪里读过或听说过，貌似我当场的一个杜撰。 

暂且先说这些吧。话肯定没说完，我也再慢慢想想。 

 

2015 年 7 月－10 月间 

 

刘晓雷 

阿荣的《毕节城堡》，第一稿是个任性的版本，作者有很强的实验意图，想把自己在毕节的

体验传达出来，窒息、紧张、疲惫、胆怯，看完影片有一种混乱感，这些情 绪被包裹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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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透不过气。我看到了一些不常见的闪光点，阿荣和刚认识的孩子做游戏；躲藏在山顶上，

慢慢被黑夜包围；半梦半醒的状态，像梦话一样的对白， 聊起自己的经历，聊到格瓦拉；

不停行驶在环绕的公路上，以及公路上遇到的孩子们，狗，癞蛤蟆。这些段落有着鲜明的阿

荣烙印，也让这部影片有了更多的可能 性。 

 第一稿后的工作坊，讨论影片走向时，不是一味的讨论毕节，出发点回到阿荣自己。如果从

调查毕节四少年自杀原因的角度出发，阿荣这七天的经历，无疑是失败的， 他一直被封闭

在城堡之外。如果认输了，这将会是次失败的行动，像个阴影留在心里，而当我们展 想象

力，去思考是什么构筑起的城堡？是什么让野劲十足的阿荣 害怕？焦点如果转向阿荣本人，

这段旅程的意义也许会有很大的不同，再谈论格瓦拉的《摩托车日记》时，就变成了跨越时

空的对话。 

 第二稿明显感到作者思路的转变，以及想象力的打 。绝对的惊艳是前半段给我的感受，跳

脱出以往纪录片的套路，丰富而多样的元素，影像是有热乎乎的温度，节奏鲜活，生猛的想

象力,这 一点让我很羡慕阿荣的野劲，因为我自己常常陷入套路中跳不出来。逻辑和结构的

建立是清晰的，由北京安逸的院子到毕节残破的屋子，由阿荣的孩子到毕节的两兄 弟，把

这些连接起来的，不只是简单的比较，而是阿荣的行动，让两个空间的人和物有了关联，由

此我想象到的是什么构成了人的命运，又是什么让我们无动于衷。 

第二稿的后半段，又陷入了一种混乱的谜团，个人感觉原因，阿荣似乎没找到结尾方式，是

以这次旅程的结束而结束，还是以探讨回北京后反而胸闷加重的原因结束。 无力感，挫败

感，往往缠绕在纪录片作者的身上，想甩掉他们，不容易。越来越觉得，《毕节城堡》，其

实阿荣是在拍他自己，短短的几天，想走进毕节小兄弟俩的 心里深处是没有可能的，他们

俩与阿荣有了一天一夜愉快的相处，阿荣给他们带来了难得的温暖，而两兄弟给阿荣提供了

一条隧道，通往阿荣的童年，通往他内心的 深处，我想这条隧道建立好，毕节四兄妹也不

再只是很快冷却掉的新闻人物，被人遗忘。 

 看了阿荣的《终点毕节》的两篇笔记，我喜欢阅读这样想象力飞扬的文字，把痛苦和批判埋

藏在抽象的故事中，作者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也有踪迹可寻。阿荣变成了刺 猬，望着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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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儿子，像梦一样的场景，童趣，温馨，惶恐。终有一天儿子长大了，要保护自己的爸

爸，即使已经作为爸爸的阿荣心底也渴望被爱护，另一面希 望儿子可以保护好自己，毕节

的孩子们也可以保护好自己。 

 读了阿荣的笔记，二稿印象深刻的影像重新浮现出来，阿荣的孩子，毕节的孩子有许多镜头

的风格很魔幻，现实中的魔幻，刺激我想到可否以一个童话的结构，来架构 这部影片，像

《卖火柴的小女孩》。阿荣曾说去了毕节后才发现，四兄妹的离去是中解脱，不用再担惊受

怕。我们可否展 想象，毕节的四兄妹在天堂中他们是否见 到了想念的父母，是否吃到了

可口的食物。 

 在这个世界不只是苦难和不公支撑着艺术家去行动，每个人背后会有一股温暖的力量支撑着，

这力量也许是对未来美好世界的信心，对善的信心，对爱的信心。 

                                                         （北京秦家屯，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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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 

阿荣“毕节镜像”的神话隐喻 

 深夜打灯拍摄，玉米林伸出的无数巨大的矛如鬼魅影包围了一栋新农村建设特色的楼房。 

：这是印第安人在向“白人”复仇吗？ 

 深夜一束光打向瓷砖白墙，成一轮清光圆月，玉米地里一只小癞蛤蟆爬出，机警轻盈，小脚

跃过“月光之墙”。 

：小癞蛤蟆是毕节孩⼦的命运？本该是青蛙的孩⼦，却被裹挟在泥泞里，变成⼀只被世界遗

弃的癞蛤蟆，惟在深夜，才敢爬出来安全打探世界。 

 夜晚躲在⼭上，睡在车顶。⽽深夜⼀只狗窜上⼭来，摸到车边狂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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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嗅……检查身份证。 

 车内巨⼤的鼻鼾贴着浅景深喀斯特⼤⼭廓影呼噜，渐渐……日出混沌。 

：永恒⾎⾊帝国的星期⼀（星期⼆……）……（贵阳，7月23日） 

陆洁晶 

“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 地球者一样地欺人”。鲁迅先

生在一封他1928年所写之后取名《文艺与革命》的回信中如此写道，谈及的是当时的革命文

学是否有正视现实的勇气。 

我从未见过阿荣，但常听身边的朋友说起他，也知道鼓楼的杂家。 深的印象，是从去年加

入邮件组之后，多次被大家提到的阿荣的那一句“我们为什么在一起？”。而唯一一次“直面”，

是在去年宏伟老师寄给我宋庄电影节的片子集选中，看了阿荣的实验短片《闹剧》，看完很

喜欢。当时读到电影手册上介绍作者是1984年生人，也着实吃了一惊。可现在读到阿荣知晓

毕节事件之后，瞬即上路赶往、前进，却是一点不意外。 

看不到影像，真是会有一种浑身挠痒，但怎么都落不到实处的架空感。但看了文字之后，对

片子还是会有很多念想，所以就先说着。 

 说阿荣未能进入他赶赴毕节的“正题”：四兄妹的服农药自杀，于是在城外盘旋。 这在影像中

纪录的两小时“盘旋”本身是不是就是它的一股力？当想进入一个事件去探究，但却总被一种离

心力牵拉着如何都无法走近真相的核心，影像里这种与外部离心力之间的拉锯和抗衡（语言

的，身体的，叙事的，镜头的……），是不是就已经呈现了一种事实的本象？在这种竭尽全力

的“徒劳”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是不是会比事实真相本身更发人深省？（巴黎，7月23日）  

章梦奇 

昨晚阿荣的片子，由“毕节四兄妹自杀新闻”引发的一次裸奔？胸闷？撞墙？测量（与自身生活）？

旅程……一个晚上过去，我仍然找不出一个词来形容，但也许这就对了，这事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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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简单的事是因为不简单的人在做。认识阿荣是在草场地，他带着两个孩子来，牛仔外形，

酷！后来他带着片子来参加工作坊，说实话我也是睡着了，那些天都困。后来知道他看我片

子时也睡着了，心里愧疚少了一些。 

 工作坊期间，和小雷同场，阿荣也做了一次剧场表演。那一晚上的作品都非常精彩，但到阿

荣的作品真是被感动坏了。为什么感动，因为“心中的草”。在草场地的几年，看过无数剧场演

出，也上台无数，但第一次看到献给这个剧场或者说献给草场地的演出。虽然台上阿荣不断

自我提问，但那些问题到现在依然是提给了台下的我。 

 再后来，去年，我爷爷去世的第二天杂家放映我的《自画像和三个女人》，联系在意大利的

阿荣和月纹，想把片子换成《自画像：47公里》以此纪念爷爷，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心中自己

为爷爷举办的葬礼。阿荣立马回复，没问题。当时宣传已经发出，来的观众还不少，说明原

因后大家留下看完了片子。我没跟阿荣说过，这里说吧，这对我是 特别的放映会。杂家已

经无形，但和草场地一样留在心中。 

 再后来就是秦家屯里的阿荣。我记得第一次知道阿荣是84年出生的时候吓了一跳，不是显老，

身为80年代出生的人，他厉害！虽然阿荣说自己是野路子刚上路，但成熟作者的品质他样样

具备。我记得一次聊天，阿荣毫不客气对我说：你虽然拍了很多片子，但是对我来说你依然

不算是一个独立作者，而是一个学生。这句话敲醒我，而且说得我服。一对比，面前是一个

生活中的强者，能扛事，行动力极强，思考跟上。这些是我佩服而自己又不具备的品质。他

对吴老师放出的狠话是：“你培养的是作者，我培养的是劳动者”。我也服这句。所以先学会做

劳动者。 

 说了这么多，我这些依然只是片面对阿荣的了解，当然他身上疯狂不可控的一面也感觉到了。

这样捋过来，是我对今天工作坊的准备。 

 回到片子。经常有人说一个人的作品就像这个人的性格。2个小时的片长，一路跟随狂奔，从

光怪陆离的毕节城市，到孤寂冷酷的村庄，再到那个连路都找不到的堡垒。看出作者的内心

变化，这个片子扎扎实实立住了。看完后的第一个强烈感受是：还能这么拍（玩\搞\演\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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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的段落是，夜晚的一个房间内，两个熟睡的小男孩，一束光照进屋内，照亮黑暗中的

兄弟俩。似乎是梦中，两男孩嬉笑玩耍，阿荣如父亲，如玩伴，给孩子讲故事，逗乐，拍照，

两个孩子不愿睡去，阿荣走上前，用手抹平孩子的膝盖、胳膊、额头。这么温暖的画面却让

我一下打了个寒颤，会不会这个夜晚是两个孩子从未实现过的梦？会不会在离 襁褓之后就

再也没有人轻抚过他们的身体？会不会不愿睡去是因为想永远留在这个夜晚里？连传递体温

的方式都被遗忘了，这个世界就真是个坟山了。 

昨晚我说这段时用的是“感动”，其实我想说的是“寒冷”。想起曾经在村子里相处过的姜旺英老

人，我 后陪伴她的那个下午阳光明媚，她坐在院子里面朝着阳光熟睡，醒来第一句话却是：

好冷啊。没过多久她就没有了体温。到现在我才理解了她的话。 

 这样的一个夜晚之后，片子转到一个向内的方向，虽然汽车一直在往前 ，却离目的地越来

越远。这种两个方向的拉扯让片子有了极大的张力。 终知道阿荣和他的朋友永远也进不去

那个如堡垒的村子，但心中的堡垒 始崩裂、瓦解、裸露出一个走向黑暗中唯一光亮区域的

人影，无声的一击，在光亮中倒下。    （北京，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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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纪录片策划之一： 

不被爱的⽗亲 

 
作者：⾼祁 

⽚长：60-90 分钟 

我的⾓⾊：电影制作者，主要⾓⾊ 

 

主要梗概 

这部纪录⽚是我的第⼀⼈称告解，有关我个⼈对于中国⽗⼦关系的看法，以我和我的⽗亲以

及对我个⼈将来作为⽗亲的期许作为例⼦。这部作品不仅仅是我个⼈对于我⽗亲复杂情感的

综述, 更重要的，这是我对于成⼈和⽗⼦关系最真实的想法和认知。 

 

梗概 

纪录⽚有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描述，批判和憧憬。第⼀部分是有关我⽗亲和我⾄今为⽌的⼈

⽣轨迹，包含着我和他⼈⽣中重要的在⼯作上，社会下以及个⼈中的重要转折点。第⼆部分

是我对我⽗亲在多个⽅⾯的感性的批判。在这个部分⾥，我通过我的⽣活，对我⾃⼰提问。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会梳理清我认为我⽗亲所认识不到的⾃⼰⾝上的问题。最后⼀部分叫

做憧憬。其中有着我对⽗亲这⼀话语的理解。我会在这部分表达我对我的⽗亲，对我⾃⼰以

及对我的将来的平常难以⾔表的感情。这部纪录⽚同样有着两条叙事线路和主旨，我和我⽗

亲的⽣活。时间缓缓流过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都在成长着。⽽我们的印记也被保存在这部

电影⾥。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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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亲⽣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长在中国⼀个⼩村庄。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于北京第⼆

外国语学院毕业并被分配到辽宁省盘锦市⼯作，主要在油⽥机关内负责相关事宜。我于 20 世

纪 90 年代中出⽣。出⽣ 2 或 3 年之后，我⽗亲⾃愿参与到与外国合作开采油⽥的项⽬中。此

后，保持了⼗数年的国外⼯作⽣活。2014 年 11 ⽉末 12 ⽉初，我的⽗亲在⼯作现场突发脑梗

死，随后被接回国内救治。之后，虽然⽣命⽆恙，但脑部语⾔部分和思维部分等脑部组织受

损严重。⾃此，家中变故不断。过去的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由不断地浮出⽔⾯，但同时我

也有了时机去思考，有动⼒去呈现这些问题。 

 

我今年 20 岁出头，⼤四就读学⽣。⾃童年起，我经历了 3 个家庭，同⽗异母。我的⽗亲只有

⼀个家庭，有 3 个姐妹。他是家中唯⼀的⾹⽕，到我这⾥算是独苗。这也是他在中国传统家

庭⽂化背景下先天所得的权威出处，不论是在他的家庭还是我的家庭。在他年轻时，也曾和

我爷爷有过冲突。⽽在我这⼀代，这点也没有改变。按他的话说，⾃从我上⼤学以来，尤其

是在去英国交换⼀年之后，我们两个之间总是冲突不断。⽽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已然积蓄

已久。 

 

制片动机 

我做这部纪录⽚有 3 个原因。第⼀个是为了我个⼈思想的吐露和告解。⾃我懂事的第⼀天起，

这些想法就在我脑海⾥成型，⽣长发育数年。它们即是负担，也同样以⼀种苦痛却惊醒的⽅

式成就了今天的我。将他们具象化为语⾔并记录成⽚不仅仅是收录我的声⾳，⽽是我的声⾳

被收录了。 

第⼆个原因与我和我的⽗亲之间的关系相关。多年来，我⾃认为饱受精神和⾁体上暴⼒，侮

辱之类的沟通之苦。于我⽽⾔，⼀个⼉童应得到和英雄⼀样的平等和尊重。先贤说过，⼈⼈

⽣⽽平等，可现实使其与之相冲。我实在是⽆法理解这⼀点。⽽每当到了家庭事宜之下，⼀

个最常规也是最有效⼒的借⼜便是爱，来⾃⽗母⾃上⽽下的对⼦⼥的爱。反对它便是与整个

政府宣传的被⼤众所接受的主流中国传统⽂化道德观念。可就是在这情形之下，⼦⼥所感受

到的伤害，痛苦，不是⼀句“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所能抹除和磨灭的。我坚信，这也是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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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家庭中有效沟通的关键所在。 

最后⼀个原因缘起于我⼼中的愿望。对于我来说，成为⼀个⽗亲，拥有⼀个⼉⼦不再是说说

⽽已，这已经是近在眼前所要考虑的事情。它虽然与拥有⼀个⽗亲，成为⼀个⼉⼦迥然相异，

却也⼀脉相承。⾃我⽗亲，我能够看到他为改善他⽗亲带给他的⽣活体验所付出的努⼒。然

⽽，我并不受⽤。尽管事实证明，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我仍旧想要通过拍摄这部纪录⽚来

给未来的我架⼀⼜警钟，悬⼀把宝剑。在所有我所经历过的⼀切之下，这部纪录⽚是我漫长

寻求个⼈声⾳的结果，同样也是为那些与我有着类似经历和同样思考的同龄⼈和下⼀代所提

供的借鉴。 

 

故事情节 

有⼀次，我们⼀家三⼝开车出门。我坐在前面副驾驶席上。路上我跟我⽗亲说，我想给他放

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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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机音量调到最⼤，把⼿往后伸去，确保他能听的清楚 

 

等这首歌结束后，他也开始用同样的音调唱起来，歌词是，“爸爸我有⼀根⼤ XX，妈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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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唱出了当时我⼼里所想的⼀切 

                              

                            ⽽他的回答却是⼤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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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录⽚整体风格偏诗意化，并由三个部分组成。整部纪录⽚以 Frankie J 的《Daddy’s Little 

Girl》开始，配上我的画外⾳，讲述我和我⽗亲之间的⼀个⼩⽚段。 

 

紧接着，第⼀部分就开始了。在这⾥，我主要通过我和我⽗亲的⽣活轨迹这两个⾓度来展开

我们之间的⽣活。有关我的⽣活的叙述包括我⽣活中⼏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我的出⽣，当

我还在出⽣地（盘锦）读⼩学的时候，搬到现在居住的地⽅（⼤连）之后，进⼊⼤学，出国

交换以及交换结束回国等等。⽽有关我⽗亲的则由他与 3 个⼥⼈的关系构成：我的⽣母，在

他出国期间不忠于他，并在我⼩学的时候与他离婚；⼀个⼥⼈，在之后照顾了我⼏年，搬到

⼤连之后便杳⽆⾳讯；还有我的继母，也是直到现在都在照顾我的⼈，她和我⽗亲没有⽣孩

⼦，把我视为⼰出。与我⽗亲这些情感经历相衬的是之前提到的他的⼯作变动。具体细节会

在⽚中逐步呈现，以便精确地描绘我和我⽗亲的⼈⽣轨迹。 

 

第⼀部分结束后，会开始第⼆部分。我把这部分设计为我⾃⼰采访我⾃⼰，⼀个采访时的⾃

问⾃答。问题以⿊⾊屏幕背景⽩⾊字母出现，⽽我会在不同的地⽅就问题作答。这部分是“批

判”。所以我会提出⼀些例如为什么我厌恶我的⽗亲，因为在我眼⾥他是⼀个粗鄙的，⾃负⽽

⾃卑的，⼩⽓、守旧的⼈等等尖锐的问题和回答。我会通过举例我的⽣活经历⽚段来说明，

⽐如，我的⽗亲将⼀些不⼊流的粗俗的话语和举⽌视作对我的性教育和社会经验传授。⽽在

我看来，这些都是他⼉时在他落后村庄⽣活所留下的恶习和恶果。尽管他通过个⼈艰苦不懈

的努⼒成功地进⼊中国⾼等教育体系，在北京第⼆外国语学院进⾏学习并毕业，他⼤学时在

专业知识上取得的成就仍然没能将他塑造成⼀个得体的⼈，⼀个体⾯的⽗亲。此外，和我⽗

亲⽣活在⼀起总是深深地给我⼀种我被商品化的感觉。我是他的财产，是他“⾯⼦”的⼀部分。

⼀旦我没有令他满意，我就会像⽆⽤的垃圾袋⼀样被扔出家，不论在我 9 岁或 10 岁时的那个

⾬夜我如何的哭求他不要不要我。我痛恨我⽗亲的最终极原因，我认为是我天性使然却不必

要的对于我⽗亲痛苦的同理⼼，以及⾃⼩时候起因为让他失望⽽带来的深重的内疚感。⽽这

些情绪以及其衍⽣物也是我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当时家庭⾥的付出。我⽗亲总是清楚地记得我

⼩时候是多么的乖巧可爱，聪明机智。他也时常在我⾯前提起。在他⼼⾥我就应该⼀直保持

⼩时候那种顺从、依赖的状态，尽管我已经成年。在中国，⼦⼥啃⽼，或者说⼦⼥与⽗母“难

分难舍”的现象近年来激增。这些⼦⼥即便已经成年，仍需要在⽗母的照拂下“艰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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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关系决定了他们注定与⽗母⾎⾁相同，可同样的，他们也⾃知或不⾃知地被这种保护束缚

着。 

 

第⼆部分也包括我对于家庭的⼀些个⼈主张。绝对的⽗权，繁杂的妇德，孝顺的⼦辈，这些

在我的家中都没有完全实现。此外，我也想强调⼀下⼀些关于学识的观点。我的继母在⾼中

毕业之后选择直接从事⼩学教师这⼀职业，没有进⼊⼤学学习。在我家⾥，尽管她在 30 多岁

快 40 的时候取得了⼼理学硕⼠的学位，我⽗亲仍觉得她是没有受过⾼等教育的⼈。只有当与

朋友聚会的时候，我继母的学位才会被他提起。可实际上，对于这个骄傲的本科毕业⽣⽽⾔，

这依旧不值⼀提。还有⼀点，我⽗亲喜欢书。他经常买很多书存在家⾥，却很少见他精读钻

研。对于他来讲，藏书似乎⽐读书更重要。他也很喜欢⽤过去的知识教育我。从⼩，他就经

常会去书市买⼀堆旧书给我，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但是我对于前沿新锐知识的渴求没有停⽌，

对这种观点也保持没有改变。如上所⽰，其他相关及引申出的问题也会描绘出我对我⽗亲的

情感。 

 

之后，第三部分“憧憬”通过我视频⽇记的⽅式展⽰在我⽗亲病了之后我家⾥的⽣活现状。⾃从

去年 12 ⽉起，我⽗亲在家⾥不复从前的权威和权⼒。脑梗死带来的失语症折断了他的唇枪⾆

剑；⼀落千丈的⾝体、精神健康使他在争吵中不再坚强。他开始对我说，他现在感觉⾃⼰⼗

分孱弱，濒临死亡；说他的⾝体⽆处不是顽疾，时时刻刻都在发出错乱的声响。可我却感受

不到内⼼丝毫的同情。当他以绝望的声线向我和我母亲嘶吼着他对⾃⼰很可能即将死去的担

⼼的时候，我能分辨出，他依旧是过去的他，只不过他那些令我厌恶的品质因为没有理智的

抑制显得愈加明显。他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使他迫切需求他从未得到的我对他⾜够的关注。我

发现，在莫种意义上，我已经凌驾于他之上。我曾经减掉 30 公⽄的体重，刻苦努⼒，希望能

够有朝⼀⽇在⾯对他的怒⽕时不再颤抖；他现在对我的依赖也使我内⼼深处报复的渴望得到

缓解。可是，我现在已经是⼀个成⼈了。 

 

在过去，我痛恨饮酒，因为我⽗亲算是半个酒痴。但 15 年的暑假，我开始正式地以我个⼈的

名义喝酒。我发现，有些场合下，喝酒是表达个⼈情感和共享群体情感的通⽤⽅式之⼀。⽽

在我和我⽗亲的争执之中，我也慢慢地明⽩了，作为⾎亲，我是不可能完全独⽴于他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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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拳头打在他的脸上，丢下他⼀个⼈在房间⾥，⽆视了他哀求我留下的时候，我⼼⾥冒

出了⼀个问题。我是这般地憎恶我的⽗亲，那么将来是否我也会⾯对和我⽗亲⼀样的境地，

被我的⼦⼥这般深重地憎恨着？对于⽗亲，我最⼤的憧憬是模范的作⽤。我希望我的⽗亲能

够像英雄⼀般教给我时间的正义，帮助我抵抗万般的错恶。那我呢？⾃我社会化成年化以来，

我对我责任感和⾃省⼒的培养越来越重视，也逐渐改掉⾃⼰⽆底线的抱怨和索取。尽管我所

做的努⼒和⽬标相⽐仍旧微不⾜道，我仍愿意将这部纪录⽚视作我向我所憧憬的⽗亲⾓⾊所

做的努⼒和对未来的我所包含的祝愿的结果。 

 

风格简析 

这部纪录⽚我希望通过⼀种诗意⽽犀利的⽅式进⾏剪辑和拍摄。凭借清晰强烈的情感，观众

能够或多或少的在电影⽂本中和观影之后有所思考，甚⾄是共鸣。图⽚影像将以强对⽐的暖

⾊显⽰。在第⼀部分，完整的 MV 将会伴着字幕以及我的画外⾳呈现；⽽第⼀、⼆部分的转

场，我仅⽤迈克尔杰克逊的《童年》（Childhood）的⾳频，使之弥散在⿊⾊的屏幕之上，之后

便是我第⼆部分的⾃问⾃答。在这⾥，我会使⽤现场⾳，配以我和我⽗亲的影像。在⾳乐上，

第⼀部分的正章主要是在轻快平缓的⾳乐下进⾏流畅叙述。第⼆部分的⾃我采访是使⽤现场

⾳。⽽在第三部分的开头，Scorpions 的《Still Loving You》将会以⾳频和⿊底⽩字字幕出现在

屏幕上。此外，第三部分“憧憬”中，背景⾳乐将是贝多芬的 C ⼩调第⼋钢琴奏鸣曲，即《悲怆》。 

 

主题 

这部纪录⽚⾸先是关于⾃我表达与⾃我反思。它是⼀个年轻⼈渴望抒发对⾃⼰的⽗亲负⾯评

价的结果。此外，⽚⼦着重表现的是他从悲伤童年回忆到迫切成⼈成长的⽴场变化。我希望

告诉观众我作为⼀个⼦⼥所经受的可能被他们忽视的痛苦。尽管如此，表达出这些痛苦⽽不

是内疚地隐藏在⼼底是⾮常正确的。对⽗亲，我希望他们知道，在塑造⾃⼰⼦⼥⼼灵上，他

们有多么巨⼤的影响和多么深远的作⽤。对同龄⼈，有着相似经历的⼈，我想为你们介绍⼀

种⾃我表达的良好⽅式。对我⾃⼰，这部⽚⼦是⼀部视频⽇记，但同样也是我留给未来的我

的⼀封信。以此，我提醒他，成为⼀个⽗亲，成为⾃⼰希望他⼈成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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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余天琦) 

自我简介 

我叫⾼祁，是宁波诺丁汉⼤学国际⽂化交流专业的⼀名⼤四在读学⽣，这部纪录片的构想者。

小时候常接触日本特摄片，也自那时起开始好奇经由⼈们设想⽽具现的世界和我们真实存在

的世界之间的界限何在，是否相关。在⼤学里选取了有关电影和⽂化的课程进⾏学习，希望

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自⼰。 

 

在⼤学即将毕业之际，能够有幸选到余天琦博⼠的课，我感到很荣幸，也很庆幸。 

这门课给予了我深刻⽽富有启发性的关于纪录片的知识。⼀学期的课程之后，通过对纪录片

这⼀带有个⼈表达⾊彩和更深层次社会、现实互动可能性的影像媒介，我收获了宝贵的对于

现实与世界的思考以及表达我思考的⽅式。除此以外，这个阶段内我在自我表达上所做的努

⼒也使我的⽣活有了巨⼤的变化。这些来自于纪录片这⼀对现实创造性阐释的电影的认知与

实践带给了我难以⾔喻的重⼤意义，并将伴随我⼀⽣。 

最后再次感谢这门课带给我的⼀切，衷⼼希望自⼰能够在纪录片的道路上⾛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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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纪录⽚策划之⼆： 

 

⽆法逾越的鸿沟 
作者：关玮羚 

⽚长：80 分钟 

职责：导演；摄像；采访者 

 

简介 

1994 年秋末，我出⽣在哈尔滨的⼀家⼩医院⾥。当妈妈还沉浸在初为⼈母的喜悦中时，她完

全没有预料到⼥⼉的出⽣竟会成为导致她与婆婆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甚⾄彻底地改变了她

的⽣活。透过⼀些家庭场景的纪录和追拍妈妈的回忆之旅，本⽚将会揭开妈妈这些年在我们

这个有着重男轻⼥观念的家庭⾥的个⼈遭遇与感受。 

 

叙事梗概 

多年以来，由于妈妈没有⼉⼦，她与奶奶之间的淡漠疏离已经成为了家中公开的秘密。家⾥

的每个⼈都在尽⼒地忽略这种不和谐，却从没有⼈想要去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春节，是⼀

年当中唯⼀⼀个全家⼈团聚的机会，却也是妈妈和奶奶冲突表现最明显的时候。运⽤⼿持视

⾓和插话声⾳的⽅式来引导叙述，本⽚记录下了妈妈的三段回忆之旅。三件对妈妈意义⾮凡

的旧物揭开了⼀段段尘封的往事，推着她回到了⽣下我的医院，我们的第⼀个家和她读研究

⽣的学校。在那些地⽅，她回忆起了我出⽣那天的场景，她坐⽉⼦的那段⽇⼦，以及她在照

顾我和坚持梦想之间做过的艰难选择。结合多位家庭成员的访谈，旧时的家庭录像和照⽚，

我将会深⼊到妈妈的过往并且揭开她和奶奶的关系是如何⼀步步成今天这样的。我希望能够

借⽤这个⽚⼦来挽救这段破裂许久的家庭关系并且重新建⽴起家庭内沟通的桥梁。同时，我

也希望这部⽚⼦能够让更多⼈注意到像“重男轻⼥”这样的封建意识残留的社会现象，并且认识

到它们对⼀个家庭的伤害程度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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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以及拍摄动机 

从传统观念上来说，中国家庭主要是由男性为主导并且遵循⽗系制度的，其典型特征包括“使

⽤⽗系姓⽒，需要男性继承者以及崇拜⽗系祖先”（Ebrey， 1990: 200）。男性才有权利延续家

族，⽽⼥性通常只是嫁出去，进⼊并照顾丈夫的⼤家庭。这样的事实逐渐让⼤众产⽣⼀种“养

⼉⼦就相当于存退休⾦，⽽养⼥⼉只是在给别⼈家养⼉媳妇”的观念 （Branigan， 2011），进

⽽导致了“重男轻⼥”的存在。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也没有被完全消灭，即使“城市化和

个⼈化都为⼥性，⽆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中，提供了很多提升⾃⼰地位的机会” （Eklund， 

2011: 40）。同时，重男轻⼥观念的根深蒂固在很⼤程度上对⼥性的家庭和社会⽣活都有很⼤的

影响。例如，⽣在重男轻⼥家庭中的⼥孩很可能会受到来⾃亲属的差别待遇，包括不平等的

家庭资源分配与个⼈选择上的限制（ibid）。此外，对于那些嫁⼊有重男轻⼥观念的家庭的⼥

⼈来说，“有男性后裔以确保家族的继承对于她们维持在家中的地位和幸福是必不可少的

“ （Eklund， 2011: 39）。 

我出⽣在⼀个知识分⼦家庭。除了⼆婶，家⾥所有⼈都有着⼤学本科或是硕⼠的学历，并且

家⾥⼤部分⼈从事着医药⾏业⽅⾯的⼯作。⾄于⼆婶，她在中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创业。起初，

妈妈与奶奶之间的关系是⾮常亲近的，直到妈妈怀孕了并且检查出怀的是⼀个⼥孩。妈妈拒

绝流产的举动以及明确地表达对⼥⼉的偏好引起了奶奶强烈地不满。从那以后，奶奶开始逐

渐地挑妈妈的各种⽑病并且对我的出⽣毫不关⼼。所以，在我出⽣那天，只有爸爸守在产房

外⾯并且期待着我的出⽣。 甚⾄在妈妈坐⽉⼦期间，奶奶既没有来看过我们，也没有给妈妈

准备过任何补品。 有⼀段时间爸爸在外省进修，没有⼯资，⽽妈妈凑不够我的学费的时候，

奶奶也拒绝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其实奶奶对我的态度也是平淡⽽⽣分的，⽐如，她从来没有

关⼼过我的学习或者是⽇常⽣活。然⽽，她对待表弟⼀家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这些年，

她不仅仅在⽣活上⽆微不⾄地照顾表弟，⽽且还⼀直让表弟⼀家住在她家⾥并且承担了表弟

⼀家所有⽣活上的开⽀。事实上，真正导致妈妈和奶奶关系破裂的是他们之间⼀次⾯对⾯的

激烈争吵。奶奶的指责－“没教养” “根本⽐不上⼩华（⼆婶）”－深深地伤害了妈妈。从那以后，

妈妈便放弃了努⼒得到奶奶认可的念头，⽽是选择了与奶奶维持冷漠疏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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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树形图 

 

事实上，我想做这个纪录⽚的初衷是我希望透过这个拍摄的过程进⼀步了解我的家庭和我⾃

⼰。妈妈和奶奶之间到底发⽣了什么⼀直困扰着我，我也⼀直在寻找⼀个机会来揭开整个故

事。同时，我也想弄清楚为什么我和奶奶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的不⼀样，从⽽对⾃⼰产⽣更

深⼊的了解。其次，虽然妈妈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她与奶奶之间的⽭盾，但是每次⼀提及奶

奶，她难过与⽆奈的表情总是⾮常明显。所以，我希望这个纪录⽚能够成为⼀个妈妈抒发情

感的机会，让她不再那么纠结于过去发⽣的事情。最后，我希望这个纪录⽚能给妈妈和奶奶

⼀个重新了解彼此的机会，化解家庭⽭盾并挽救这段家庭关系。 

 

⼈物介绍 

妈妈：我的妈妈⽣于⼀个普通的⼯⼈家庭并且是家中最⼩的孩⼦。她的两个姐姐已经过世，

其余的哥哥姐姐也都在⽗母过世后搬去其他城市⽣活。妈妈是个⾮常能吃苦，也⾮常积极努

⼒的⼈。她在学⽣时代主修⽣物与药物学，因⽽她曾经的梦想就是可以留在⼤学的研究所⾥

⾯学习与⼯作。事实上，她也曾经离她的梦想⾮常近。在她拿到硕⼠学位的那⼀年，她的研

究⽣导师曾经邀请她参加⼀个北京的研究项⽬，并且承诺之后会提供给她在校的⼯作。然⽽，

由于爸爸那段时间也在外省进修，奶奶又不肯帮忙照顾我，妈妈别⽆选择，只好放弃了这样

宝贵的机会。其实，妈妈对⽣⼥⼉的偏爱是来源于她⾃⼰的⽣活经历。她的哥哥和两个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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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婚后都很少再去关⼼⽗母，所以她才坚定地想要⽣个⼥⼉。 

 

奶奶：我的奶奶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学，退休前在省级的科学研究院⼯作。虽然她受过良好

的教育，但是由于她⽣于地主家庭，许多封建旧思想仍根植于她⼼中。我的奶奶是⼀个⾮常

固执的⼈，她很少采纳别⼈的意见。如果她不喜欢什么⼈，这个⼈的缺点就会被她⽆限放⼤。

同时，她也有些⾃我，只考虑⾃⼰的喜好。⽐如，在我们家⾥，她最关⼼的是她⾃⼰和我表

弟，并且要求其他⼈也要把他们当作⽣活的中⼼。 

 

爸爸：我的爸爸是家中的长⼦。他是个可靠，却⽐较沉默寡⾔的⼈。爸爸⾮常孝顺，也很爱

妈妈和我。可是对于妈妈与奶奶之间的⽭盾，他却从来没有尝试去解决，只是⼀直对这件事

闭⼜不谈。 

 

故事线 

场景 1: 春节 

 

第⼀幕：（⾃⼰家⾥）妈妈在读⼀篇“盘点⼀⼼求⼦的⼥明星”的娱乐报道；同时，我和她探讨

了她们那么渴望⽣⼉⼦的原因。 

 

第⼆幕： ( 奶奶家⾥)家⾥⼈依次给奶奶拜年。奶奶⼀边热情慈祥地回应着爸爸，⼆叔和表弟，

⼀边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塞给他们。⼆婶收到了⾦镯⼦作为新年礼物，⽽妈妈和我只得到了

⼏句简单的新年祝福。 

 

第三幕：在吃团圆饭时，奶奶和⼆婶不停地把表弟喜欢的菜移到他⾯前。爸爸和⼆叔讨论着

社会时事和⼯作上的问题，⽽妈妈很少插话，只是安静地吃饭。表弟吃好了就会⽴刻下桌，

回到⾃⼰的房间继续打游戏。这时候，奶奶就会催着其他⼈也赶快结束年夜饭。 

 

第四幕：奶奶催促⼆叔，⼆婶和爸爸陪她打⿇将，留下妈妈⼀个⼈收拾餐桌。随后，妈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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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客卧，看春晚，回复朋友的祝福短信。 

 

第五幕：（回到⾃⼰家）家⾥的门打开，爸妈边讨论着春晚和收到的有趣的短信，边⾛进家门。

爸爸去睡觉之后，妈妈翻出了旧时的家庭录像。在看这些录像的时候，有时哭有时笑，妈妈

讲述了许多录影带⾥记录的她在这个家中重要的时刻的故事。同时，她也答应带我深⼊了解

她的过去。 

 

场景 2: 妈妈的回忆之旅 

 

第⼀幕：出⽣牌 

站在我出⽣的那间产房门⼜，两对⽼夫妇和⼀个年轻的男⼈不时地看⼿表，焦急地等待着新

的家庭成员的到来。突然间，护⼠抱着⼀个新⽣⼉⾛出产房，所有⼈都急忙聚集着去看孩⼦，

询问孩⼦妈妈的状况。看着这⼀家⼈兴奋的样⼦，妈妈看了看我的出⽣牌，仔细地给我解释

了牌⼦上⾯数字和⽂字的意义，也回忆起了她当初⽣我的情景。 

 

 

我的出⽣牌，家门钥匙和旧档案 

 

第⼆幕：家门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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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这把⽼旧的钥匙打开了我们第⼀个家的⼤门。在家⾥唯⼀⼀个卧室⾥，她回忆起了坐

⽉⼦的那段时光。妈妈也会给我⽰范那时候她是如何在爸爸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她⾃⼰和我的。

（妈妈的讲述结束后，会放⼀段⼆婶坐⽉⼦时的家庭录像）。 

 

第三幕：旧档案 

妈妈把⼀些她过去做过的实验报告影印本和实验样本送去给她以前的研究⽣导师。在参观她

曾经⽤过的教室和实验室的时候，妈妈讲起了她上学时候的经历和那本旧材料的重要意义，

她的学术和职业梦想，导师对她的期许，以及她放弃美好前程的原因。 

 

场景 3: 家庭成员采访 

 

⾸先，我将会问奶奶和爸爸⼀些关于妈妈的基本问题。像是： 

您觉得妈妈是⼀个什么样的⼈？ 

您觉得妈妈在我们家⾥扮演着什么样的⾓⾊？ 

 

此外，我还会对奶奶提出⼀些更有针对性的问题，⽐如说： 

与⼆婶相⽐，您如何评价妈妈这些年在这个家中的表现？有没有什么贡献或者是做得不对的

地⽅？ 

然后我将会把在场景 2 中拍摄出的妈妈的回忆之旅分别放给奶奶和爸爸看，同时，我会记录

下他们的表情与反应，并且询问他们看完这段影像之后的感受和评论。此外，我将会追问奶

奶⼀些问题，其中包括： 

您以前知道妈妈的这些经历吗？ 

为什么您对待妈妈和⼆婶的态度那么不同？ 

如果仅仅是站在⼥性的⾓度上，您对妈妈这些年的遭遇有什么样的感受？ 

您有后悔过曾经那样对待妈妈吗？ 

您有想过要改善您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吗？ 

您对我和表弟分别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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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将会⽤如下问题采访妈妈： 

这些年您曾经怨过奶奶吗？ 

如果有机会让⼀切重来，您还会坚持想要⽣⼀个⼥⼉吗？ 

您希望我将来⽣⼉⼦还是⼥⼉？ 

最后，在这个部分，我将会说⼀些，在了解了这段家庭⽭盾后我⾃⼰的感想；同时，回答妈

妈对我提出的问题。 

 

场景 4: 想象中的春节 

 

伴随着屋外的鞭炮声，爸爸妈妈和⼆叔⼆婶围坐在奶奶的房间⾥开⼼地打着⿇将。电视上的

春晚也已经进⼊到了新年倒数阶段。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奶奶提议照⼀张全家福。奶奶坐

在正中间，妈妈和⼆婶站在她⾝旁，其他⼈也都环绕在他们的⾝边。全家⼈的笑脸就伴随着

相机“咔嗒”⼀声定格在这张珍贵的全家福上。 

 

风格阐释 

我将这部纪录⽚定义为业余家庭影像，并结合了许多不同的元素来展现我想表达的东西，包

括：观察，采访以及展⽰相关的家庭录像和照⽚。⾸先，我采⽤了“强调电影制作⼈的不⼲预

性“（Nichols，1991: 38）的观察模式来拍摄发⽣在奶奶家中的春节的场景，包括场景 1 中的第

⼆，第三和第四幕。对于场景 1 中的其他幕和整个场景 2，我会采⽤⼿持视⾓并主要聚焦于妈

妈，跟随她的脚步去展现特殊的场景从⽽挖掘她的过去。同时，我也会采⽤⾃⼰的插话声⾳

来引导情节的叙述。妈妈的⼿分别拿着我的出⽣牌，家门钥匙和旧材料的镜头将会被放在场

景 2 的每段旅程的开端，以起到叙述⼩标题的作⽤。同时，⼆婶坐⽉⼦的家庭影像和许多⽼

照⽚也会穿插⽤在这三段旅程的影像中。在场景 3 的采访过程中，受访者会被设定在特写镜

头的正中央，但是他们不需要直接看向镜头回答问题。我希望借⽤这些⼿法来构建出⼀个严

肃认真的家庭谈话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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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寓意 

我希望这部纪录⽚能够引起公众对于当代中国家庭中⼥性的⾓⾊和地位的关注与思考，也希

望这部纪录⽚能让⼈们了解所谓的“男⼥平等”在中国社会中并没有完全实现。即使是在城市⾥，

这种“重男轻⼥”的守旧思想仍然存在，并且这种封建意识的残存很可能会对⼀个家庭的和谐与

幸福产⽣致命的负作⽤。 

 

(指导老师：余天琦) 

 

 

个⼈简介：关玮羚，⼥，现为宁波诺丁汉⼤学国际传播学本科⼤四学⽣。连续三年院长奖学

⾦（Dean’s Scholarship）获得者，⼤三曾赴英国诺丁汉⼤学本部交换⼀年。曾担任 AIESEC 出

境交流部志愿者⽅向中东欧地区负责⼈，致⼒于帮助同校学⽣提供国外志愿经历机会；⼤⼆

暑假赴贵州支教。热爱公益活动，也热爱感受⽣活。 

 

 

纪录片课程感悟：⼀直以来，我对虚构类电影的偏爱绝⼤部分来源于这些电影所展现的戏剧

化的情节。⽽曾经印象中的纪录片似乎总是离不开科学，科普的范畴，像是不断地灌输给观

众事实的感觉。⽽真正系统地学习了纪录片课程后，我发现纪录片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古板

⽆趣，⽽是⼀种越了解越有魅⼒的艺术形式。我在这门课程中了解到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

各种类型的纪录片的不同特点，以及这个领域中的各种争议与研究结果。除此之外，这门课

带给我的最⼤收获是，我开始真切地挖掘自⼰的⽣活，探寻自⼰内⼼的声音与想表达的情感。

在看⼀些经典的纪录片和自⼰构思⼀个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尤其体验到了记录真实的乐趣，

也改变了“只有虚构类电影才可能戏剧化”的想法。因为本来真切的⼈⽣才是最有戏剧性的，⽽

这种记录真实的影像则最能展现让⼈信服的戏剧性。我想纪录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学

中学过的⼀门课，⽽是⼀种用来探索⽣活记录⽣活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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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教纪录⽚：撞击中国的“我”⼀代 

Teaching documentary in China: engaging with China's iGeneration 
余天琦 

 

回国两年多，⼀次剧烈的撞击。	⼯作把我带到了这座城市 ——宁波。它所拥有的地域⽂化和经济结

构跟我过去⽣活过的所有城市都不⼀样。  

 

20到30岁的青春⼗年，我⼏乎都在英国，⼤多数时间在伦敦。 前两天跟⼀位伦敦出⽣长⼤的英国同

事聊天，我们共同的感受是，离开伦敦后，才发现那的⽣活离现实多么遥远，或者，那是伦敦独有

的不平淡。伦敦⼈永远觉得伦敦最好，所有最前沿的艺术、时尚、思潮、科技都必须要到达伦敦，

要进驻⾼档奢侈品百货公司Harrods, 展要落地⾦融城，还要上映于南岸主流艺术区，或打进东伦敦

的独⽴艺术家街区。 伦敦的好也成就了它的傲慢。那⾥的国际化和包容性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不

是伦敦⼈，深圳长⼤的移民性格让我适应得如鱼得⽔。它的前沿化让我⼤开眼界，也觉得⾃⼰有义

务把好的⼀切带进来。2008年我在伦敦组织了英国的第⼀次中国独⽴纪录⽚影展，觉得值得关注的

东西必须将它带来这⾥。 

 

我就带着这份国际化、前沿化，傲慢与偏见来到宁波。	 

 

空降带来的撞击超越了超现实的梦境感。在这⾥，我真实的吸着雾霾，迎着风，踩着单车，看着街

上巨幅新商业圈⼴告招贴，路过带着⽪肤病的流浪狗跟江浙美⼥牵的短⽑⼩狗打架。 

 

这是⼀所全盘按照英国⾼等教育标准执⾏的英式⼤学，空降在⼀个经济发达、但⽂化结构仍相当保

守和区域化的⼆线城市。 我把这⾥称为 “第三空间”。它既不是中国，也不是英国，⽽是夹在两种社

会⽂化之间的第三种。它⾃由却又制约于两种⽂化。  

 

这⾥最⼤的招牌，所谓的英式教育，是教学⽣批判性思维、独⽴思考。我所在的国际传播系教授学

⽣西⽅⽂化研究、媒体、电影研究的理论精华，试图把他们从惯性的记忆性学习中拔出，跳出从⼩

到⼤接触的意识形态，观察⾃⼰所处的⽂化、社会、民族、家庭，教他们如何重新认识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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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与这⾥发⽣关系的载体是纪录⽚。 

 

对我来说，这是兴奋的。 之前在英国读书时，⽆论是本科就读的伦敦西敏寺⼤学电影学院还是研究

⽣剑桥⼤学社会学，都很少有中国学⽣。当我第⼀次接触批判性思维和西⽅⽂化社会理论时，我的

同学们已在这条路上⾛了很久。他们习惯平等互动的课堂⽂化，⽽我，在努⼒试图⽤这种批判性思

维解读⾃⼰⽂化的同时，也在解读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但现在我的这些学⽣，他们如何游⾛于中国的⼤环境和英式校园的⼩环境？ 

 

的确，这群所谓的’90后’年轻⼈开始有意识的另眼观看中国。我好奇的是，他们如何把这种 “另眼观

看’”带到社会中，如何在⼤环境⾥认识⾃⼰，如何⾏动？  

 

刚开始在中国教书时，我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些被贴上“⾃我”标签的90后怎么看我。我⽐他们⼤不了

10岁，怎么能镇得住他们？但他们很快了解我的背景，并想从中得到如果“成功”进⼊“国际化”的建议。 

他们想迅速成功、成名，⽽社交⽹络让每个⼈都成为⽣活的主⾓，刚好为他们对出名的急切需求提

供了渠道和平台。但很少有⼈去思考和询问，什么是⾃⼰觉得有意义的。 

 

我不想让学⽣跟我⼀样。回头看我的30年⾥，⼏乎没有让任何机遇从⼿中划过。⼤三被探索频

道选为新锐导演，研究⽣拿到英国6所排名前列⾼校的通知书和奖学⾦，剑桥读社会学时获得

英国⼤学⽣电影节最佳纪录⽚，全奖读纪录⽚博⼠然后留英教书，之后选择回国。30岁被聘为

副教授。 

 

然⽽，我并不觉得这就是幸福。⽽真正让我快乐的是跟同学和⽼师兴奋的讨论民族、社会、

历史、政治，分享⾳乐、电影、⼩说、建筑；⾏⾛在伦敦的街头赶着⼀个个展览和讲座，给

社会学⽼教授做有关中国建筑的⽂章翻译，在北京猫在草场地看⽚⼦，在柏林的⼤街上看⾏

⾛在历史痕迹上的⼈们；思考如何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把现实放在历史叙述中，把⾃⼰

看成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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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过去成长的10年不是那么的物质化。 

 

2015年秋，我带着⼏位学⽣参与学校的 ‘⽢肃项⽬’ ，建筑系师⽣在⽢肃会宁县河畔中⼼⼩学

建⼀个活动室，我带传播系学⽣⽤相机参与，思考什么是教育，反思我们给予的 ’帮助’。从

⼩接受中国发达地区的教育又在英式⾼校⾥读书的他们带有难以掩饰的优越感，认为⼤学是

⾛向成功的途径。我反驳，为什么上⼤学⽐不上的好？难道没有其他⽅式？什么是成功？我

说，你们有选择不好好读书，不考⼤学吗？⼤学不过是知识⽣产和传播的⼀种体制，系统化

的知识遮掩了别处的风景。你在 ‘帮助’ 他们的同时可能⾃⼰得到了更多，不仅是专业知识，

更是对⾃我的认识。每次⾏动都是⼀次震动。  

 

我知道⾃⼰⽆理由这么批判他们。我到了这个⼭头看到这⾥的风景，⽽他们还在往上爬。我

对他们说，这⾥没有想像中美，别来了，去其他的⼭头看那⾥的风景。他们当然不会理解，

更要看个究竟。成功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多数⼈在主流的跑道上，累的满头⼤汗且要装个

光鲜亮丽，为了⽗母的认可，社会的认可，别⼈的羡慕眼光和⾃我的实现，所谓⼤多数⼈认

可的成功。 这这条跑道上，或许有它特殊的快感，但不是全部。  

 

这群90后的孩⼦，出⽣成长于中国 “淡化意识形态、发展市场经济” 的90年代和中国进⼊世贸

的两千年后。⼤多数为独⽣⼦⼥，从⼩与孤独战⽃，想的最多的莫过是⾃⼰，⾃⼰的情绪，

⾃⼰的需要，却极少关⼼社会。 他们是中国最富裕时期的 ‘我’⼀代，对物质需求强烈，但⽐

不上对认同感的需求来的更强烈。 他们似乎⽐前⼏代⼈更需要被认同。 

 

没想到在娱乐⽂化中长⼤的他们对纪录⽚那么好奇。第⼀年，这门⼤四选修课纪录⽚有62个学

⽣。 第⼆年，全年级有1/2的学⽣选了这门课，80⼈。 

	 

纪录⽚不光是⼀种电影艺术⽅式，还是⼀种思维⽅式。它是⼀种个⼈介⼊社会、进⼊⼀种关

系，参与公共事物的⼀种实践⽅式，也是⾃我了解的过程。纪录⽚同时是⼀种空间，它打开

了⼀个思考和讨论的四维空间，点燃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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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咱们⼀起学习，⼀起分享纪录⽚，我不喜欢等级分明。作为⼥性，在中国社会⽣活，

⽆处不在的男权渗透到各个⾓落，⽐空⽓颗粒还要⼤得多。	不仅在家庭中，在职场上更是。

⽽学术界和艺术圈跟其他领域⼀样明显，经常讨论会和艺展清⼀⾊男⼠。⼀个⼥孩教纪录⽚，

这个听起来特别庞⼤严肃的学科，总让⼈不太相信。 ⽽我就带着这帮90后，⼀起探讨纪录⽚。 

	 

当然，这种平等互动的教学⽅式也是典型英式教育推崇的，把学⽣放在教学重⼼，以他们的

关注点和需求为重点。⽽这种⽅式也特别适应这⼀代年轻⼈。他们渴望话语，渴望表达，渴

望被听到。	 

 

第⼀节课后， ⼀个男⽣下来问我，reality和truth有什么不同？ ⼀开始，就问出来这个哲学问

题，我思考了很久。 

 

纪录⽚通过引⽤现实（Reality）表达作者对世界、对真实（truth）的认知。电影⼈从现实中拿

来素材，然后进⾏构建。它可以隐藏主观性，如试图展⽰客观世界的直接电影，也可以把主

观性表达的直接了当。它可以是个⼈参与到某种情形撞击现实发出的反应，还可以是运⽤动

画、照⽚、⾳乐和舞蹈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主观感知。纪录⽚可以是对外的社会参与，也可以

是对内的⾃我忏悔，⾃我挖掘，⾃我了解。 

 

我有意打破学⽣对纪录⽚的普遍认识，并告诉他们所谓纪录⽚的定义如同纪录⽚的形式⼀样

多，没有绝对的。我们现实所认识的电影其实是从纪录⽚开始的，卢⽶尔兄弟做最早的⼏部

⽚⼦都是对真实世界的记录，⽐如说《⽕车进站》，《⼯⼈离开⼯⼚》。我希望他们对纪录

⽚先有历史性的宏观认识，给他们介绍了俄罗斯倡导kino pravda的Dziga Vertov和他的《Man 

with a Movie Camera》，还有之后受Vertov影响、在法国展开的Cinema Verite， 以及同时期

在北美进⾏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有这样的铺垫之后，再给他们展开介绍多样化的纪录⽚，

包括⾃省式、表演或演绎性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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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把⾃⼰喜爱、实践、钻研的个⼈化、第⼀⼈称⾮虚构影像带到课堂上，与学⽣们的遇见

有是⼀种难得的不谋⽽合。这种个⼈化影像更加强调所谓纪录⽚的真实是作者对现实的主观

构建。⽽在第⼀⼈称叙述的纪录⽚中，主观表达更为直接，⽐如私⼈⽇记式，⾃传式、⾃我

忏悔式、以及个⼈介⼊社会的第⼀⼈称⾏动主义。以“我”为主体的叙事⾮常符合这群90后的习

惯和需求。 

 

分享是教学中最⼤的乐趣之⼀，⽽纪录⽚带来的分享超越了⼈物故事或艺术本⾝，⽽是这些

东西揉杂在⼀起所传达的对真实的诉求。有⼀次跟BBC纪录⽚频道“故事村”的主编Nick Fraser

聊天，我说你给全球观众选⽚，影响世界观众，⽽我在有限范围内给我的学⽣选⽚，⽽他们

必须要看。我给他们挑选的⽚⼦与他们所处的⽂化社会环境相差甚远，想以这种⽅式，冲闯

他们现有的价值观。第⼀年第四周我便给他们放映了Marlon Riggs的《Togues Untied》(1989）。

这部著名的第⼀⼈称⾃传体纪录⽚通过夸张的表演去分解⾃⼰的多重⾝份，去表达、甚⾄可

以说是去“索取” 作者Marlon及他所处的美国⿊⼈同性恋群体需要的⾝份认同。作者通过⾃⼰

的个⼈经历，甚⾄通过演绎⿊⼈男性⾝体与⾝体的接触来呈现另⼀种关系。⾯对镜头的直⾯

诉说，最直接的第⼀⼈称表述，却是有⼀种⾼度集体性的政治⾏为。像影⽚⾥不断重复所说

的 “Black men love Black men is a political act”。 

 

同学们看后有些不知所措。其中对⿊⼈⽂化、同性恋⽂化的描述更让他们惊讶不已。特别是

班上的男⽣，有⼏个之前特别不能接受男同性恋，看完这部⽚⼦之后，他们开始对性别⾝份

有了重新认识。同节课上，我给他们放了Carol Morley的The Alcohol Years (2000)的⽚段。对于

这个⽚⼦，观众要么很爱，要么很烦。影⽚⼀开头就呈现作者在报纸上发的⼀个邀请，让在80

年代曼城所有跟她上过床的男⼈与她联系，接着整个⽚⼦便是导演对这些男⼈的私⼈回访。

他们对着相机，其实是对着Coral Morley回忆她当年是个怎么样⼈。相当私⼈化的话题，表现

的确是80年代英国中部曼彻斯特的酗酒⽂化和地下⾳乐⽂化。貌似⼀部Coral Morley的⾃恋追

忆，其实⽚⼦讲的是这个不太⼤的圈⼦  －撒切尔时期⾃由主义经济下的迷失⼀代。课后有

位同学来找我借⽚⼦，说她的论⽂想写这部影⽚。我很是⾼兴，想着80年代的英国，与2000

年后对中国年轻⼀代，将有⼀场什么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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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纪录⽚的政治参与时，我给他们分享了《5 台破相机》，巴勒斯坦村民的⽤业余记录的巴以

边界处军事冲突对个⼈⽣活的影响；⼥纪录⽚导演Jehane Noujaim的奥斯卡提名纪录⽚《埃及

⼴场》, 还有去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第四公民》。很多同学感到他们的世界突然被打开了，

纪录⽚为他们开拓了⼀个深⼊了解社会和时事政治的渠道。 

 

讲散⽂电影时，我还给他们分享了实验电影⼈、⾮虚构影像艺术家Chris Marker的Sunday in 

Beijing, Sans Soleil，⼀个关于特别阳光明媚的50年代北京，⼀个是影像风格上特别诗意化的虚

构信体式表达。班上⼤部分是⼥⽣，她们听不太懂，但很喜欢⾥⾯⼥性反思式、柔美的画外

⾳，如同张爱玲的笔，镜头从⽇本滑到⾮洲，从⾹港滑到旧⾦⼭。 

 

匈⽛利影像艺术家Peter Forgas是我最敬重的影像⼤师之⼀。他作品⾥涉及东欧中产阶级社会、

犹太社会、美国早期移民等，这些⽂化社会背景对于中国的学⽣们来说并不熟悉，但他影像

中对个⼈历史和家庭⽣活的描述却是穿越⽂化边界的。我给学⽣放映了Peter Forgas 《漩涡》，

与Ari Folman的动画纪录⽚《与魔共舞》⼀起介绍。两部⽚⼦都是对历史的个⼈回访，⼀个⽤

犹太家庭⾃⼰的家庭录像重构他们进⼊集中营之前的快乐时光，⼀个通过创意性的动画追踪

⼀位以⾊列犹太⼠兵对70年代⼊侵黎巴嫩的记忆。学⽣们见到影⽚⾊调和⾳乐可以在纪录⽚中

如此运⽤，深受启发。 

 

听课和看⽚，⼤家都很积极，但⼩班讨论课上，经常沉默不语，需要⼀段时间的调动。⼀开

始⼀个班上只有两三个⼈会积极讨论和争辩，慢慢的，好⼀些。是对现实冷漠，是害羞，还

是难以⽤英⽂组织⾃⼰想要的表达？ 

 

在业余影像、微观历史的讨论课上，我问，2015年都发⽣了什么⼤事？ 有⼈说主席访英，访

台湾，有⼈说阅兵。我说，是的，这些今天的’⼤事’会成为明天的历史。但我们记得主席在英

国的酒吧喝英国啤酒吃炸鱼薯条时，谁会知道你在英国做交换⽣时吃的第⼀份炸鱼薯条？主

席在和⼥王喝下午茶时，谁会记得茶叶出⼜⼤国印度茶园⾥的童⼯们？谁会记得你的这⼀年，

第⼀次出国，第⼀次份爱情，阅兵和主席外访如何影响你出国留学的选择？纪录⽚有能量刺

激他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对个体的关注直接触动这群 ‘我’⼀代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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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死去》是给他放的少有的⼏部中国纪录⽚。第⼀年在班上放⽚段的时候，课下有⼀半

的学⽣找我考⽚⼦，他们兴奋、好奇、恐惧、愤慨。 

 

当我追问 “这个⽚⼦挑战了你之前的历史记忆吗？”	⼀个学⽣的回答引起我的思考。 

 

“没有”，这个棕褐⾊长卷发，带着眼镜看起来很 “萌”的⼥孩回答，“这个⽚⼦更加强化了我们

的记忆”，她⽤不太流畅的英⽂⾃信的表达。“我们知道⽂⾰，模糊当知道那是10年浩劫，知道

阶级⽃争和被打压的右派。但不知道这些具体的细节。这些细节太真实了。 

 

这个民族已经不是完全被信息封锁的民族，这代⼈接受的信息量太⼤了。这些穿着在马云的

淘宝上淘来，快递⼯送来的时尚⼤⾐和球鞋的孩⼦，他们同样会⽤⽹络⼯具了解听到或看到

的故事、历史细节。当外媒批判中国⼈不知道这个社会真正发⽣什么时，他们对中国的报道

也是在某种意识形态下。当中国⼈，特别是年轻⼈被批评不了解中国历史时，⼤家忽略了⽹

络资源的庞⼤和这些年轻⼈⾃主学习的能⼒。他们知道⽂⾰，知道⼤跃进，知道“三年⾃然灾

害”，只不过，这些纪录⽚以⼀种特殊的影像⽅式，⼜述历史的⽅式，影像档案的⽅式，强化

了他们的认识。	 

 

然⽽，⼀⽅⾯他们这样不停地被西⽅⽂化研究理论刷 “三观”，另⼀⽅⾯，眼下的⾏动，写论

⽂、拿成绩、步⼊社会就是进⼊主流媒体或公关⾏业，服务于新⾃由主义经济下的消费主义。

我经常因此坠⼊思考。给他们精挑细选的这些⽚⼦，到底能对他们有多⼤影响？在校园的⼩

环境中，他们可以⾃由的看⽚看书，了解世界，与西⽅学⽣接受⼀样的⽂化理论。⼀旦⾛出

校园，便是⽆处不再、以⾦钱和地位衡量成功的主流价值导向。 

 

他们每周都喜欢来办公室找我单独聊天，问问题，谈⼼事。 

 

有学⽣因为GRE没考好，感觉全世界都在藐视她，没⽣活的⽬标了。有学⽣问出了直⾯社会

现实的好问题，却不敢前⾏。有学⽣不知道毕业了该⼲什么，选什么专业好，怎么申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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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看中他们急功近利，我有些失望。临近交论⽂的⽇⼦，他们更是来的紧，最喜欢问的是，

这样论⽂结构如何？好不好？对不对？⾏不⾏？  

 

我说没有对不对，这是你的观点，想办法把它讲的有说服⼒，没有好不好，这是你选择表现

的形式和主题，我可能不会这么做，但那是我的想法，⽽这是你⾃⼰的项⽬，你是作者，你

有决定权。我会判断你的⽅式是否有效，看你是否花时间去做调研。我不是权威，还有第⼆

评分⼈，还有其他学校的外部评审。我跟你们分享知识⼀起学习。 

 

1985年，龙应台在⼀篇《幼稚园⼤学》⾥描述了缺乏独⽴思考能⼒的台湾⼤学⽣，直指当时的⼤

学教育体制。⽽这所成⽴10年的英式⼤学，从⼀开始就有意识的培养学⽣批判性思考能⼒。强调

论⽂要结构清晰，开头观点摆清楚，引⽤理论⽂献，批判性的与现有⽂献 ‘对话’，论证观点，然

后结语反思⽂章局限。学⽣本科四年都在进⾏这样的训练。 

 

真不知道这能在多⼤程度上训练学⽣的独⽴思考，还是教会他们写模式化的英式⼋股。⼤学的历

史短暂可以积累，英国提供了繁冗的模式化⾏政化，⽽⽂化根基和内涵是短时间⽆法复制的，这

个校园还需慢慢形成属于⾃⼰的⽂化。 

 

有少量学⽣真正做了⼤量阅读，对现有⽂献有批判认识，但⼤多数学⽣慢慢学会了格式化论⽂写

作，有意识的⽤批判性思维写好论⽂，为了拿到好成绩。也会冠冕堂皇的挑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印

度、尼泊尔或印度尼西亚做社会实践，更多是在主流的成功道路上给⾃⼰架梯⼦，让⾃⼰的简历

增光，为拿到世界⼀流⼤学的通知书，为了让⾃⼰更好的成为主⾓。 

 

主⾓，却不是社会的主⼈。这是⽼师的失误，还是这个社会？ 

 

有追求主流价值观之外想法的学⽣被排挤到边缘。 他们会思考⾏动，会维护个⼈权利，会观察

中国独⽴电影怎么被本⼟观众接受。他们⽤真去⼼体会去观看，去碰撞现实，被请去 ‘喝茶’，让

⾃⼰在主流价值观中 ‘失败’，在 ‘失败’ 中思考。 作为⽼师，我是多么想为这些学⽣多争取些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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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够的设备让80个学⽣实践拍摄纪录⽚，但我不想让他们只是被动的读书，学英式⼋股。

我希望他们能有⾃⼰的空间去思考社会，思考⾃⼰，⽤纪录⽚的思维与周围的⽣活发⽣关系，去

⾏动。于是，在有限的资源内，我引⼊了⼀项做纪录⽚策划案的作业，2000字，在有限的字数⾥

叙述拍摄动机、社会背景、故事、⼈物、对⾃我和社会的意义，等等。这是⼀次创意性写作，⽽

⾮学术性，重要的是⾃⼰作为作者的发声。什么题材都可以，但要是⼈⽣这个阶段对他们来说最

重要的，或最想了解、最困惑的问题。这样他们的主动性就⼤了，跳出了⼋股的盒⼦，不是为了

拿⾼学分的学⽣，是年轻的⽣命个体。 

 

80份策划书，80个故事，80个问题。精彩的让我不停的拍⼿叫好。这是这群中国年轻的90后的真

实⼼内世界。 

 

他们特别关注⾃⼰的⾝份，以及⾃⼰所处的⾝份如何与社会发⽣关系。 他们对家庭历史好奇，

对⾃⼰的消费好奇、对⾃⼰的性别取向好奇。	对社会认识不多，但好奇。 

 

他们写⾃⼰能⼲的企业家妈妈以及对妈妈不解的男权社会；写母亲离开⽗亲后⽗亲对⾃⼰的家

暴；	表达⾃⼰作为都市留守⼉童的缺爱，表达单亲妈妈对⾃⼰⾼期待和负⾯批评，表达成长在都

市新区对城市历史的不了解；探索⾃⼰家庭如何从东北移民到新疆，表达对家的迷失，⼀种强烈

的认同危机。	 

 

带着纪录⽚的思维，他们探寻、追问。别样的价值观在这⾥不别样，⾮主流在纪录⽚课堂上成为

了主流。在这⾥，他们不是被现实牵着⾛，⽽是主动的发出问题，希望以纪录⽚的名义去⾏动，

为破碎的关系做些改变。 

 

他们也通过⾃⼰在⽼年痴呆救护中⼼做志愿者的⾝份，描写这些⽼⼈和家⼈之间的故事，也写⾃

⼰参与进来的思考。 他们描述⾝边的快递⼯ － “最熟悉的陌⽣⼈”， 也批评雅思考试制度。⼀

个学⽣写茶产业链上的两端：在印度茶园种茶的童⼯和英国下午茶⽂化⾥的华丽和等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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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经历的2008年四川⼤地震，写信基督的外婆和姨妈，写跳⼴场舞的妈妈，⼥性的公共空间

表达和⼴场在中国的意义，写⾃⼰的同志的⾝份，与家⼈的⽃争和妥协。 

 

通过纪录⽚，我进⼊中国年轻的“我”⼀代，与他们持续发⽣互动。这⾥我挑选了⼏篇他们的论⽂

和策划书，意在让这种互动延⾄给读者。给学⽣列出的论⽂问题包括：纪录⽚作者如此成为表演

者？纪录⽚如何给予我们了解历史的通道并构建记忆？纪录⽚拍摄实践如何成为⼀种社会政治

参与？从他们的⽂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阐述这些问题时对所给⽂献做了深⼊阅读和批评性解读。

这对于本科⽣来说，是⾮常难得的。⽽策划书中，更能看出他们把学到的知识创意性的运⽤在⾃

⼰的构思中，向⾃⼰的家庭发问、反思个⼈经历。感谢有这样的教学经历，让我从他们的视⾓观

看他们的困惑和决⼼。 

 

⽽我仍在思考的是，他们能否真正的把这种批判思维、和纪录⽚带来的对真实的询问真正带⼊⽣

活？他们如何⾏动？ 

 

作者：余天琦  纪录片及非虚构影像制作⼈ ｜研究者 

 

美国南加州－上海交⼤⽂化创意产业学院 电影和影像研究 副教授，曾在诺丁汉⼤学中国分校

（宁波）、英国肯特⼤学教授纪录片。关注第⼀⼈称纪录片、散⽂电影、影像与记忆、家庭业余

影像。《’My’ Self On Camera: First Person Documentary Practice in 21st century China》（爱丁堡⼤

学出版社）作者，《China’s iGeneration: Cinema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Bloomsbury出版社)联合编者，裴开瑞等著《银屏中国》(China on Screen)中⽂版联合译者。影像

作品包括《梦寻深圳》(Photographing Shenzhen, 2007)、《关于家的记忆》(Memory of Home, 2009)、

《中国梵⾼》(China’s van Gog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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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前言72 

 

抽离开影像本体，之外的东西，⽐如这个影像⽂本——⾮⽂字的部分基本被“取缔”，尤其

这种⾮虚构的台本，虽对话、旁⽩稍有显影，但除此之外，⼏乎取消了形容词，如果单个看，

会⼀头雾⽔，怎么都显得怪异难懂。 

当了解和熟悉了影像本⾝，也许⽂本会浮出它更⼤的价值。同时，该档案可直接为其影

像提供数据，以便的检索。 

 

 

 

 

 

 

 

 

 

 

																																																								
72本版所有影像⽂本全部由作者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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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谱  

                                My Family Tree (2007-2008) 
                                                杨平道作品 

	

	

第⼀部分 祖屋 

 

1、 片头旁白： 

2007 年 12 月 16 日，凌晨 3 点⼏，弟弟阿⽑的孩⼦比预产期提前⼀个星期出⽣，是个妹⼦，

6 ⽄ 2 两重，医⽣说 BB 很健康。⼤姨，表姐，外母在陪护阿⽑老婆阿琼。阿⽑第⼆天才

从韶关赶到阳春妇幼医院，阿妈还在香港，我在北京，阿爸 8 年前已经不在了。 

 

2、祖上： 

是这样的，原来是（⼴东省）信宜（市）的，2/300 年前，我们始祖叫茂英公。 

三兄弟，茂英，茂郁，茂周。我们始祖 40 ⼏岁就死了，还剩下家婆带三个仔，带着三个仔就

⾛到阳春市。⾛过阳春之后，又顾不紧。家婆带三个仔，⽆办法啦。就再⾛下⼋甲⾼屋寨田

⼼洞。就是⾼岗堡那洞。就在那开基，那时⼀片荒芜啊。就在那开基开荒，就繁育开了。 

就到我们⼋世，⼋世修了祠堂。⼋世之后就很穷的，因为三四代单传。好穷，怎么办呢，就

自⼰去河尾镇帮⼈看鸭⼦，做看鸭佬。做看鸭佬好穷的。然后娶了⼋世婆，⼋世婆⼈很好的。

这样穷，就⼀直看到 40 岁。到 40 岁穷得不⾏了，有⼀天，有⼀个佬仔，⼀个地理佬，就是风

⽔佬，⾛到河尾那里，满身⼤汗⾛到那。他⾛到那就问他住⼀晚⾏不⾏，⾏。 

他又穷又没什么吃的 我们⼋世婆讲没菜怎么⾏呢 ⼋世公就说，啊，没有菜，鸭不好啊，⼏

⼗只鸭，就杀⼀只咯，他叫⼋世婆杀⼀只给他吃了。杀给他吃之后，第⼆朝咯 ，他说你怎么

这么穷呢？⽆办法啦，我们⼏⼗代单传咯，我们⽆处可⾛，吃穷吃光了。他原来在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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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寨，⾛到这里。风⽔佬说，怎么办呢，你这么穷，我帮你拿个风⽔，好不好？去哪拿风

⽔呢，他和⼋世公四处⾛，⾛了两三日，就⾛到了曲龙圆婆头。圆婆头那个⼭（坟墓）是⼆

世婆的，但⽆葬中（风⽔位）。他问，这个⼭是谁的？我们太婆的。太婆，好，最好葬在这，

就得啦。 

怎样葬得了呢，⼈家会骂吧。有嘛呢，你太婆⽆怕咯。那地理佬怎么说呢，你敢葬啊？我怎

么不敢葬。太婆那时好少⼈的，⼀姓佬最多百⼗⼈，就没⼈反对。要葬就葬在坟塘基那。那

个⼭原是个⼤坟墓，⽆葬正，葬在坟边就中了。他叫⼋世公葬在坟边上，将⼭的朝向转向外

边。在旁边葬就⽆⼈反对的。就葬了六世婆下那。葬下后，地理佬就⾛了，⾛之前说，你三

朝后去看。他讲三朝后去看，就知道了。过了三朝，他就想会有什么呢。他煲了早餐吃，就

⾛出去坐，去看。又怎么样呢？嘭嘭声，⼀个佬仔⾛来，托把雨伞，来到他看鸭的茅屋，问

他，热死了有⽔冲凉咩？有有有，讲有咯，他就叫老婆去烧⽔。 

 

没想到他很快冲完凉。他没料到⼋世婆，烧的⽔不热，微暖刚适合冲凉，这样呢，他就快快

冲了，（冲凉前）他扔本书下柜台面，我们⼋世公就翻来看，写着河尾犁头⽯有宝。有宝，又

⼀翻，看到⼤⽔河鸭河，噢，他冲完出来了，因为⽔不是很热，他很快冲完咧。所以只看到

那个⼭，（它的风⽔注定）只能发⼋百⽃租的。那⼈就出来了，他快快放下那本书，知道了犁

头⽯，那⼈就⾛了。第⼆朝，他赶鸭去⼭坑吃⽯螺。⽯螺啊，这么⼤的，你识得啦。给鸭⼦

吃⽯螺。看到那⼈托把雨伞，⾛到⼀个⽯头。昨天下午，那本书写着犁头⽯，是不是有印象

呢？他看着那⼈托把伞，⾛到那⽯就不见了。不见了，他就⾛近去找那个⼈。明明看到他⾛

到这，就不见了。就用⽊头去撬，⽯头就崩开来了，有七青缸银。七青缸银有很多的，很重

的，⼀⼤青缸，你说有多少银啊。这么多银，就移居，回到原来那住，原来那有屋咯。就这

样，他就请⼈来担，担银呀，七青缸⼈要很多⼈担才⾏的。担银的⼈贪⼼，扔⼀些到路边。

银是整块的，扔到路边去。他⾛在后面，全部（银⼦）又⾛出路中来。⼀点都没丢，没⼈能

拿⾛的。回家后就想办法经营家业咯。 

 

后来他在河尾镇，现在看不到那些字了，在犁头⽯上，（写着）四⼗余年家里⽆⼨铁，五⼗余

年⼤整围基。四⼗余年家里还⽆⼨铁，还帮⼈看鸭。这样呢，买田就买到哪呢？就买到双窖

镇、潭⽔镇，那边都买到，甲路坡全部买完，甲路的地全部是我们新村的。恶就恶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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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讲甲路坡和三环坡两个马路坡，这边就跑，⼀朝早就跑，有个马房呢，现在都还有点⽯基

在那，早上呢，他的⼉⼦呢，两个⼉⼦，四房（第四个⼉⼦）和⼆房就去三环坡跑马，三房

和⼤房就在甲路坡跑马。有条渠深深的呢。跑马呀，朝朝跑。有⼏多马呢？听⼈这样传说的，

就讲第⼀匹马到了⼋甲罗田坟，就是附近那，到了罗田坟，新村上面还有马出，你说，有⼏

多马啊。就讲三甲就刘忠湘，⼋甲就伏⼦杨，伏⼦杨就是新村的，就是讲钱多，最富的。我

们太公就没有败，⼀直到解放，才没收了。把那些租没收了。⼀直都没败到。以前国民党（时

期）读书，⾼小就两担⾕，初中就五担⾕，⾼中就⼋担⾕，⼤学就⼗五担⾕，是太公那些租

给的。 

难过⼀难，民国⼀年，难了⼀难，贼佬（⼟匪）打死了好多⼈。乱过民国⼀年，这样说的。

蒋介⽯接管了，那年最多贼（匪）的，全⼋甲都是贼。⼤乱，那年⼤家各散西东，那年乱得

厉害。民国⼀年咯，新村⼀把⽕烧了，后来才整起来的。 

 

我读了半年书，刚刚半年。⼗三岁读书咯，跟花王去读书咯。在你⼤姨那读书，那时⽆钱读

书，跟花王学，他当国民党兵刚回来——你当过国民党兵啊？不是哇，是花王。花王回来后，

他在你⼤姨那（教书），在⽊⼒，六姨那教书。我们四叔和他是亲戚。啊，害了这孩⼦，他讲，

留在我这读书啦。就去咯，不用钱，他叫我去读，他教白⽂吧。后来就去，读了半年，噢，

他去打游击，就散了。散了就回家玩，玩了半年，⼗四岁，黄安他讲，跟我去烧碳啦。就去

烧碳了，在洞坑烧，就是现在修储能⽔电站那个⼭，⼀直烧到响⽔塘里面就解放了。解放后

就不烧碳了，是这样的。⼗四岁烧碳哇，⼀直烧到⼗六岁解放，烧了两年⼏碳。 

 

我立过⼤功，剿匪吧，江门军分区奖的，立了个⼤功吧。抓到其标仔，缴了支机枪，我抓住

了他立了⼤功。奖⼀对⽜，⼀张耙，⼀条犁，两张锄头，奖回来的。要不是你阿婆，我做了

党委副书记咯。那时陈德农做⼋甲公社的党委书记，要我回来做副书记，管农业，你阿婆跺

脚不准我过，那时供销社很好，党委书记都求我拿东西回来，⼀回家都去我那：哎，写⼗⽄

白糖给我啦，写⼏⽄⾖豉，写⽄鱿鱼。当时是这样的。单车衣车也要问的，哎，留部单车衣

车给我呀。那时我有这个权，要去了公社就白⼿空家。⼀个⼲部六⽂钱办公费，噢，什么都

没有，骑单车的。六⽂钱办公费⽽已，买些纸笔墨。你下乡（⼯作），自⼰要掏三角钱吃饭。

你以为现在呀，去到哪吃到哪。我们（供销社）下乡下到分店，公家就开支给我们吃，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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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社⼲部镇⼲部区⼲部，下到下面要缴三角钱伙食，不缴会反你的。有谁肯去那做咯，是

不？谈了三次话，喊我过，我不肯过，我讲还是不过了，调我回⼋甲吧，我原来还在三甲。

县派组织部长顾铭和我谈话，回⼋甲做副书记。后来回来做供销社主任，又想我调去电厂做

政⼯科长，又谈了两次。电厂经常要问我们要东西的，拿糖呀，拿其他东西，要问我们要的。

去那做政⼯科长，也⽆瘾头。又⽆肯去咯，那次是我⽆肯去。 

 

A：哎，这是谁呀？ 

B：噢，阿平道，还拍相啊。 

C：以为是哪个！ 

A：还没买到 

B：拿那双袜子给我 

我：行路下赶集啊？ 

B：搭瘫佬的车，弄得身脏死了 

我：瘫佬呢？ 

B：瘫佬回家了 

 

3、我：是的，拍拍老家哇。 

伯婆：回老家啊？漏水咯，那五间，三间咯。三间里放了些东西，也漏水咯。 

我：无人修过？阿公又说买了木头？ 

伯婆：买了木，都没修咯。 

我：还没修是吧 

伯婆：托到回来，就在这卸下，我叫灿叔把它托回屋，托到三条木。后来阿廉做工回来才托

完。 

伯婆：精神都是差咯，脚痛 

我：脚又痛啊？ 

伯婆：恩，我骨好痛的。 

伯婆：教书佬啊？ 

堂叔阿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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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婆：教书佬（小儿子），年三十晚都不一定回来。 

伯婆：那人都无—— 

堂叔阿圆：去玩咯 

伯婆：无归家的，几可笑呢。你仕叔都无回过家的 

我：为什么不回呢？ 

伯婆：那次在你四姑那，喝完喜酒马上走了。哪有回家啊，很少回的。 

我：他可能要上课吧 

伯婆：要上课就没得闲咯 

 

（旁白字幕：1988 年，伯婆的⼤⼉⼦阿强因为砍⽊头和别⼈发⽣争执，用⼑伤⼈。在法庭上

还很犟，坚称自⼰就是想砍死他，结果被判死缓） 

 

我：强叔（大儿子）有放回来吗？ 

伯婆：哪有回来，我还看得到啊，阿平道？伯婆还能看到强叔回来呀，不行了。 

我：还差多少年呢？ 

伯婆：我不知道 

堂叔阿圆：无期的，都是死缓 

我：无期的啊？ 

堂叔阿圆：是死缓。 

老立：会不会减刑无？ 

堂叔阿圆：比无期还严重 

伯婆：缓期坐牢那还能回来 

我：死缓？ 

阿圆：恩 

我：慢慢会判少的 

阿圆：他表现好或者有钱搞，就很快出来。 

阿圆：坐了二十年咯，刚刚好。 

伯婆：今年我阿珍 20 岁了，是浮岁咯，不是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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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圆：88 年到现在 

我：88 年？ 

阿圆：88 年十月咯。 

我：我以为判十几年 

阿圆：无，死缓还重过无期。 

伯婆：他今年四十三岁了 

阿圆：无期就转有期，有期 低 15 年 

伯婆：好像 35 岁去坐牢，是很久了。我阿珍像阿以那个儿子那么大，他就去了。像阿以那儿

子那样大。 

我：我上次听七故讲过强叔 

伯婆：上旧屋玩玩，拍相哇。 

过路人：平道啊？ 

伯婆：恩，是平道。 

我：玉姑说去看过他 

伯婆：这个是平道 

路人：这个是平道啊， 

伯婆：是的，这是平道 

路人：哎呀，无认得出了 

我：比以前大个了。 

路人：哪里能认出是平道呢 

我：小时侯 

路人：不像，一点都不像了。 

伯婆：似他妈妈 

路人：似悦丽 

伯婆：弟弟就像老斗。 

路人：不像杨林（阿公）这边的人。 

伯婆：是，似他妈妈 

路人：像廖师昌（外公）那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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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堂叔：小时候，平道 牛（顽皮）的。谁惹了他就用石头扔人家瓦顶。 

伯婆：还小不懂事是这样的 

另一堂叔：小时候是那样的 

我：以前是的。 

伯婆：小时侯不懂事是扔瓦面的。 

我：我听玉姑讲看望过强叔 

伯婆：你玉姑是去了，他还讲都认不出姐姐了这样讲。 

我：玉姑告诉他，伯公两三年前去世了，他眼泪就掉下来。 

伯婆：是吗？ 

我：是的，之前他不知道 

伯婆：是的。好多年了 

阿圆：阿玉去了两次咯 

伯婆：去那里 

阿圆：是的。都讲 20 年哇 

伯婆：和她大伯一块去的 

我：怕没看过，家里人很少上去看？ 

伯婆：有谁得闲去看他呢，没钱怎么去呢 

我：在那里？ 

伯婆：在广州什么地方 

阿圆：芳村那边。 

我：芳村 

伯婆：去也见不了的，听说。我阿廉去上面做工，去看他，看不了的。 

我：没看过？ 

伯婆：没看过，进不了的。阿廉想去见见，当时在上面做工，不能进的。 

我：可以看吧，可能要预约 

阿圆：规定星期几就可以看。 

伯婆：很难的 

阿圆：几时是接见日，就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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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婆：无办法啦，哪能看到。 

阿圆：我在阳春那时，苏张伟也跟我说过，死缓一般都没得减的。 

伯婆：这人为架烂摩托（买贼赃）去那蹲了很久！ 

阿圆：我都去蹲了十个月 

伯婆：紧要咯，阿平道哇，你灿叔的（儿子）阿平也被困（监禁）了很久。哎呀，紧要咯。

伐两条—— 

阿圆：家族出了几个坐监贼 

伯婆：伐两条死胶树哇，火烧过的，哎呀，又抓去蹲很久，前些日子刚回来。世裕娶媳妇，

还没娶回来，来亲戚前就抓去蹲了，还少久啊？也是刚回来。 

另一堂叔：回去喝杯水咯，天冷了 

我：等会 

另一堂叔：回去喝杯水 

伯婆：去喝杯茶先哇 

阿圆：先吃晚饭再下吧？ 

我：不用了 

伯婆：屋是很烂了咯，烂烂了，那个五间，那个三间 

伯婆：谈到妹子吗，平道？ 

我：无咯 

伯婆：无啊。是时候咯，不要学仕叔那样啊，仕叔痴线的（神经病），也无愿谈妹子的 

 

4、 

旁白：阿公有两个亲兄弟，灿叔公还在，伯公⼏年前病死了。有⼀次在阿公家吃饭，讲起⼀

些⾼屋老家的事，九叔突然讲，阿伯病了⼏年，我们做晚辈的都没回去看望过他，现在想想，

很不应该的。我都不知得伯公得病，后来去世的消息也是隐约听谁提起的。 

 

(堂婶)彩秀：阿立，你认识他吗？ 

阿立：认识的。 

我：无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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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秀：是你不认识他哇。 

我：你没去过我家，我不知道 

彩秀：去过咩，立？可能阿立都不记得你名咯 

我：那么久没回过了。 

伯婆：这屋很烂的，平道 

我：有什么烂 

伯婆：就是烂 

廉堂婶：平道，小时侯也住过这么烂的吧 

伯婆：他小时侯的屋都是好的咯 

彩秀：你认识我阿珍咩？ 

我：她去过我那 

彩秀：去过你那是吧 

我：我也认不了的，那么久了。 

廉堂婶：高中毕业了。 

我：去哪打工呢？ 

廉堂婶：去东莞 

我：又去东莞啦？ 

廉堂婶：找不到工做，你无帮她找？ 

我：我怎么知道她能做什么工？ 

廉堂婶：读出高中 

我：就不读了？ 

廉堂婶：读出了，无考取大学咯，读什么呀。 

我：没考取大学啊 

彩秀：无够分咯，无钱咯 

我：无钱？ 

彩秀：是的。 

我：读师范，有些不用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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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边吃？ 

伯婆：恩？ 

我：和谁在这屋吃？ 

伯婆：我自己在这吃咯，阿平道，你球叔在那边吃咯。我一个人煲咯，你不知道而已。吃阿

球叔的米咯，在那个米缸拿米咯。电饭煲阿球叔买回来的 

我：球叔在哪吃？ 

伯婆：恩？ 

我：球叔在哪吃？ 

伯婆：谁呢？ 

我：球叔吧？ 

伯婆：球叔在那边吃，三间那张台是他的。那时你伯公分了三个灶头，远叔一个，廉叔一个，

球叔就和你伯公吃。 

我：你和阿球两个人煲？ 

伯婆：球叔两公婆另外吃的，我自己吃，我阿球叫我另外煲。这样你都不明啊，阿平道？ 

我：明，一个人煲。 

伯婆：是的，我自己煲，他们三个人煲。 

我：自己煲麻烦吧，买那么点菜？ 

伯婆：什么？ 

我：自己煲不麻烦吗？ 

伯婆：有什么麻烦。不肯和你一块吃咯，平道。 

我：恩？ 

伯婆：人家无肯和你吃咯，叫我另外煲咯。无肯和你吃有什么办法呢。哎哎，不要整，会摔

倒的。有什么麻烦，放下那又不用烧火。 

我：电饭煲是吧。 

伯婆：是电饭煲 

我：炒菜什么的呢？ 

伯婆：有锅头仔咯，锅头仔我都少用，我都是放去电饭煲煮的，用煤气煲。 

我：那远叔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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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婆：也无啊。（球叔老婆）会骂咯，你知道婶子多恶吗，长期都骂的，长期都欺负你伯婆啊，

那次还赶我走阿安那边去。骂几大声咧，你婶子几恶咧。 

伯婆：不要摔倒了，鞋又穿成那样。 

我：给点伙食费和远叔他们一起煲不好吗？ 

伯婆：无。就是吃球叔的米，都是他分给我的，就是和球叔的，不是和他们的。 

伯婆：当时分家，打三个锅头分。阿球当时还没娶老婆，讲你听。无老婆就和我们吃，你伯

公带他的。你挤啦，跌倒怎么办。平道哥那个东西光的，你看看。那时打三个锅头分，述仔

（球叔的儿子）没出世，就另外煲了，一出世又不分了。到第二年才结起灶头的。之后廉叔

就下你旧屋住咯。 

 

远叔：来咯，平道，又还拿那东西干吗呢。 

彩秀：过那边拿两张凳。 

远叔：来，坐着吃。 

 

伯婆：无买猪肉就是这些菜咯。 

伯婆：望着阿哥干吗呢，阿哥很久没回过咯。回来见见阿妹咯。快吃。 

二婶：无快吃饭，妹。 

 

（旁白字幕：就在今年 9 月份，强叔被提前释放，⼀个⼈突然回到家，⼤家都很惊讶。全村

⼈都很⾼兴，摆了⼏围酒，⼀起庆祝。阿公阿婆阿姑姑丈都上去喝喜酒，比过年还热闹。） 

 

（毛主席万岁） 

我：走路不方便是吧？ 

罗生伯公：无得。 

我：一点也走不了？ 

罗生：无得。拿两条棍撑着，能出到门口咯，天暖就敢出到门口，要拿两条棍才行。这么冷

只能在这睡。刚才宏佬（大儿子）端粥我吃了。 

我：日日都在这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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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是的，就是睡。 

我：或者出门口行行？ 

罗生：行不了的。行得了，我早到哪去了。 

我：半身骨髓（瘫痪）了？ 

罗生：是的。血压高，跌倒了。一跌下地，就半身骨髓了，就瘫了，行不了了。 

画外音（罗生伯婆）：谁呢？ 

罗生：平道咯，有谁呢！ 

我：平道哇。 

 

阿婆：学罗生伯这样啊，行也行不了。琪凤，罗生老婆哇，你识得琪凤咩？平道？ 

我：不是很记得咧。 

阿婆：疯的，一个月疯一次哇。疯就到田里乱行，也不懂吃，现在要喂。（她儿子）今日讲，

够不辛苦的，他爸就不用喂，母亲就要喂。一个月疯一次的。他老爸端给他，就能自己吃，

他妈就不会的。搭屎打尿都要他们，一个儿子打理一个星期，三个儿子咯。 

我：又讲无凑钱医病？ 

阿婆：哪有钱凑呢？有钱凑，早就好了，熬成这样的。是很穷啊，穷得好惨。罗生就欠很多

咯，在这里说而已，那时的地主仔，全部是他刺死的，怕死了，全是他刺的呀。人家金来做

队长，都没试过，金来讲，我不敢，怕死了看到。就是他几多都不够。还有靓墙，靓墙早就

死了。 

 

（旁白字幕：当时刺死地主有⼯分奖励） 

 

罗生伯：你阿婆现在能看东西咩？ 

我：能看啦，朦朦地。 

罗生：啊？ 

我：朦朦地能看到。 

罗生：看得见就行了。 

罗生：你阿妈还在阳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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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啦。 

罗生：在阳春做嘛工呢现在？ 

我：现在啊？ 

罗生：现在无做嘛工吧？ 

我：做，不做哪来吃呢？ 

罗生：做嘛工？ 

我：过香港咯有时。 

罗生：有时过香港啊？ 

我：恩。 

罗生：过香港有钱。 

我：这么冷，不用被子盖住脚啊？又不穿袜子。 

罗生：起来撒尿而已 

我：哦，起来撒尿。 

罗生：是咯 

我：起来撒尿不用人扶吧？ 

罗生：我扶着床柱咯。撒在尿管里，对着就撒咯。 

我：盖好被子睡觉吧。 

罗生：就是睡咯，挪回去就睡咯。死又死不了。 

我：吃得几多岁咯，怎么会死。 

罗生：啊？ 

我：吃得几多岁！ 

罗生：吃得几多岁，这么瘫能吃到几多岁。要是我无半身骨髓，我能吃到八九十岁咯。 

我：今年几多岁呢？ 

罗生：78 了。 

我：78 

罗生：是的，78 了。 

罗生：（你）这些屋会崩啊，平道？ 

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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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这些屋不修，会崩呀 

我：是要修修了。 

罗生：阿农（小儿子）跟我说，漏水，无修就崩咯。 

  

第一部分尾部旁白：阿公跟我讲，好多⼈出外挣到钱就回家盖了楼，叫我以后要是挣到钱记

得也回去把旧屋盖成楼。阿公讲，虽然没⼈回去住，但始终是老家，败成那样不应该的，⼈

家都盖了。以前听阿公阿婆吵架也会讲，买瓶乐果（⼀种农药）回⾼屋去，就是讲要回家去

死。阿婆也讲过，差不多要去了，就要回家的。8 年前阿爸得肝癌，家⼈看他快不⾏了，就劝

他回老家去，阿爸⽆肯，后来才肯的，差⽆多到旧屋的时候，阿爸就掉了眼泪。 

 

第二部分  阿公阿婆  

 

邻居：我想怎么拍我屋呢，看了会才认出来了，认不出来了。阿毛比较好认。 

婆（奶奶）：是的，像他妈咯。 

邻居：阿毛矮一点。 

婆：阿毛比较矮咯，回阳春了。 

邻居：哦，也回来了？ 

婆：回阿四那喝喜酒 

 

婆：你带回去吧 

公：我知道了 

顾客：有复合肥卖吗？ 

公：啊？ 

顾客：复合肥 

公：好贵的 

顾客：几多钱？ 

公：一块五一斤咯。那些就一块的。 

顾客：这些一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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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是的 

顾客：哪些一块五？ 

公：那些就一块五的。 

顾客：这些啊？ 

公：是的。 

婆：要是我就拿一块五的，一斤淋很多菜了。 

顾客：称十斤给我！ 

公：十斤啊？ 

顾客：对，要十斤。 

顾客：洒西芹哇 

公：很好用的。 

婆：卖菜钱也会挣回来的。 

 

婆：坐着聊聊天哇。 

我：好。 

婆：趁阿公阿婆精神多让我们看看啦，熬不久了，这痛那痛的，眼又盲啊，不幸呀。这个眼

白内障。要没死地早，大家要凑钱给我去割，听说要一千文。割亮它，现在还没吃到眼珠中

间。一人凑一百都很多百了。平道，听着。 

我：恩 

婆：要是无死得，要凑钱帮我割噢。那么多子女，孙也凑点，割好它。要是死就算了。这么

不幸，整天眼泪不干。一想到贱骨头又哭，年初一都出眼泪。都愁不到老的呀。阿毛在家啊？ 

我：在啦。 

婆：几时回阳春了？ 

我：前天。 

婆：明早会下来吗？ 

我：下的。 

婆：和你妈一起下是吧？ 

我：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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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让我见见啦。我整天都想见见。老人是想见孙的，一时见不到就心焦（思念）。长时都想

叫阿毛打个电话回来啦。不敢叫你咯，北京那么远，还没有工做，没钱咯。听了电话就松一

半，那晚就能睡一个好觉。要是很久没打回来，心里就愁，睡不着的。那个贱骨头愁坏我了，

那些人说我愁坏了脑。有时不记得吃，怎么那么不舒服呢。不记得吃早餐了，饿到下午。无

记得吃咯，医生说愁坏了脑，你都心多咯，你脑无清醒咯。刚讲过就不记得了。你在那干什

么呢？ 

我：听你说话咯。 

婆：听我讲话啊，有什么好听呢。我东一句西一句的。要是见到阿毛和老婆就心落了，见到

你妈也心落咧。看到影子也心落。 

 

（旁注：2007 年初，阿婆骨痛得不能⾛路。弟弟跟我商量，送阿婆上去⼴州南⽅医院看看吧。

检查完医⽣说是脊椎骨神经痛，要打钢钉。动了⼿术，花了 6 万块。） 

（旁注：五姑和姑丈的养猪场；七姑和姑丈的养猪场和鱼塘；七姑丈家世代为铁匠；四姑和

姑丈借债装修房⼦；） 

 

婆：多得五姑她们照顾啊。五姑照顾很大，阿平道。时不时给三四百元你阿公买点菜，买点

东西，买点米，买点东西给阿妈吃啦这样说。又时不时给五十块我叫我买零食吃。五姑支持

好大。七姑咯，两个仔女读书，阿四咯，又穷过蚁。上次我动手术，她也给了八九千啊。充

大头，都给了不少钱。四姑，五姑，玉姑，都给很多钱啊。阿毛紧要啊，给了三万几文。打

电话讲，阿婆，无钱给你买营养吃了。我讲，阿婆身体肥肥咧，无用买吃了，精神了，你存

钱还清那些债吧。讲得多可怜啊。前世！ 

婆：望你阿公长命点，精神点，要是“美国佬”怎样了都能扶着点（老一辈患病后为避晦气，就

假称自己为“美国佬”）。孙不在家，儿子不在家，老了怎么办好。要是眼不盲都能摸着点。我

跟你阿公也相处不好，动不动就吵一会，动不动就吵一会。心烦了就吵咯。我一心焦就眼泪

爬沙，就骂一会。你阿婆这世多不幸啊，折堕无修。要是贱骨头还在，我就无那么辛苦。想

起就难过。阿妹又顽皮，长时要钱的，阿婆给一块五我啦。多难过啊。那个死野（九叔妻子）

又不回家的。她说这辈子不走八甲的路了。离又未离脱。法庭的人来到我们家，旧年三月。

讲你儿媳妇说要离婚呢。我说她儿子打盲我一只眼（玩具枪意外打瞎），医干医净了，无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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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钱用了，就说要离婚。那主任说，不行，想离婚，打瞎阿婆的眼，还要护理咯。就不办理

咯。请那些法庭那些人来呀，你不知。930 元，请部公安车来，你说多难过，够无情的了。 

 

婆：幸亏看到两三个孙子，就 心点。我不想去你阳春的家，一到你家，就眼泪约约，想到

贱骨头在的话，多幸福啊。想到就哭咯。前世无修，这世辛苦。本来安安乐乐的。是硬颈咯

（固执），我说我弟弟吃烧酒烧坏肝死了，你不要吃那么多啊，他怎么答我呢，吃就吃到了，

怕嘛呢。哪知真的吃到了。扔下寡婆带仔。够不幸的。 

 

婆：多亏五姑啊，照顾大啊。存到两百咯，又给你八叔借去了，问他要又说还没有，我说有

时我想买点东西都没钱，借我的去哪花了，我说都是赌博输了。老婆又不肯娶，差不多四十

岁了。都不肯娶老婆的，有什么办法呢。穷就穷点，娶个老婆回来不要给别人看扁了。他又

不肯娶，问他就走。别人叫我帮他舞舞啦（找人做法事），看有什么不测没。一百几十请个鬼

婆舞了。舞过后，叫他娶老婆就不骂了。但他还是不肯娶咯，你怎么能心安呢。生这样的鬼

东西，这两晚都无回家咯，不知道去哪了。 

 

婆：幸亏看到两个孙子就 心点。要是很久没看到，又愁了。要是阿毛娶个人回来，你又娶

个人回来，我们再行人就安心了。你都无肯娶的，曾孙就难见，见到孙嫂都安心啦。千万要

注意。第一呢，鼻尖不要尖利，不要高，要像一般人那样就可以娶。黑眼眶，额头发亮，鼻

子尖尖的绝对不要娶。无好的。我看过那么多个，老公都是早走的。额头突突的，发了光的，

老公早就走了。 

 

婆：今世折堕无修。你想我多小就来到你阿公家，七岁啊。七岁，用背带背着来啊，带着两

担谷来。七岁阿爸死了咯，三个女儿卖光光，折堕无修咯。 

婆：七岁还没头发，那时习惯剃光头，头顶留一小撮那那样的。七岁咯。背来你太婆养大，17

岁就结婚咯。结婚请酒，自己人一堂，大队干部一堂。 

婆：我妈和稳岳的姨婆背的。背来后，忘了有无煮饭吃。我阿妈说，阿妹你在这坐，我去撒

尿，就这样就跑了咯。想起来多难过啊。7 岁才几大呢！这样凄凉点都还好啦，没想到贱骨头

这么短命的。贱骨头去了六七年，哭了六七年。一日出几十场眼泪。哪都不敢去，就在家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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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买菜都少去买了，你公去买，都不愿出门。要是贱骨头还在哇，哪会这么不幸。幸亏养

到两个孙还能做碗粥吃，两个孙要是不争气就更不幸，哭死我噢。 

 

于怀：杨于怀 22 招，吴卓佳 8 招。 

吴：我又 8 招？我几多招咯，哪止 8 招。 

怀：吹（牛）啦。 

吴：吹啦。 

怀：8 招你无承认，这样讲。 

怀：看我的专业表演。 

婆：他爬屋顶上来，骂他他骂我傻啊，不怕摔死他噢。爬这瓦屋顶上咯，两三次了，说他不

听。 

怀：看啦。 

婆：摔死你轻过鸿毛咧。有这样的捣蛋鬼，不听话的。 

婆：去买菜不久，没想到他和读书仔爬屋面哇。 

我：哪个屋面？ 

婆：会死咧。 

婆：向我要 10 文钱缴学校，没想到去买了这东西，要知道就不给他。 

婆：日日都一块五，没断过。阿平道，你有五角无？粪插你，日日都要钱，锄头仔。又带人

爬屋面，两三个爬，以后你不要爬，摔死了你爸向我要人。阿平道有五角吗？ 

我：有。 

婆：有五角给五角他吧，日日都一块五，没断过。锄头仔，烦死我了。我喊他跟他妈去做教

师仔咯，我不要他。 

怀：没有五角啊？ 

婆：我给一块他，还要五角，有没？无就算了，不要给他那么多。你找回 5 角，不然就收拾

你。昨天又说找回，又没有。每天都几块钱，死仔。跟你妈做教师仔啦，我养不了你，不在

乎了。 

婆：教坏人。我想现在家家都有电视的。带坏人哇。调皮，敢爬屋面上哇，死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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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穿了双妹子鞋。 

婆：没关系。照个相。 

妇女：和婆婆照张相吧 

妇女：妹抬高头 

妇女：我去逗他 

婆：让他站着好不。 

妇女：我逗他，就坐着。把那条棍放下。我逗他，他就会看这边。 

婆：妹，看妈妈。 

妇女：妹。 

孩子：哥哥。 

婆：很像我阿耿小时，也含手指的。 

妇女：妹看哥哥这边，哥哥这边靓靓。就是这样啦。 

 

（天⽓转凉时，阿婆习惯午后和邻居边晒太阳边聊家常） 

 

邻居 2：悦丽还出啊？过年咯。 

婆：她不去，阿毛要去做工咯 

邻居 1：还有一个月咯。 

邻居 2：他岳母回去了啊？ 

婆：回去了，喊平道送回去了。 

邻居 2：叫平道送啊。自己不会搭车吗？ 

婆：不敢让她一个人回去，不见了就糟了。远咯，听说要两天才到。 

邻居 1：万一不认路 

婆：要两日才到 

邻居 1：娶个远处的 

婆：不好，搭车钱要一箩。 

邻居 2：要她干吗，要那么多钱。 

邻居 1：人家中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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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 2：要两三个月的钱。 

邻居 1：几多人娶远处的 

婆：给两千块他妈去 

邻居 1：结婚了没，哦，还没结婚。 

婆：孩子等生了，还有嘛呢。不结婚也等于结了。 

 

婆：阿平道阿妈 21 入门，今年好象 47 岁了，没骂过一句我。现在娶媳妇能娶到这么好的？

不可能。 

邻居 2：现在有这么的好事。 

婆：没骂过一句我，是这么好就讲这么好，是不好就不好。 

 

婆：愁无本地的，几靓都有。本地妹讲话不会鸡里狗锣的，外地的要她干吗。 

邻居 1：不懂怎么讲就真的 

 

婆：我讲你听，在外面吃东西，不熟悉的人绝对不要吃他的。你公叫我嘱咐你。可怕死了，

什么人都有，放蛊的都有。要是熟悉的就不怕，不熟悉的绝对不要吃。昨晚阿公讲要叮嘱平

道，渴了就买支矿泉水、干饼吃，去批发部、有牌有证的地方。私人的地方不要吃。 

 

婆：阿耿今年可能会寄回七八千元，要利息咯，要没欠那死债，我这辈子安安乐乐，你公也

这样讲。多少钱啊。每月都要 1350 块利息。那时还利息都还了 4 万几。现在转贷为 15 年，

一个月还 550，每个月都要给。这样比较容易还。要不欠债，你公退休金有六百元一个月咯，

就够吃了，就是欠那些死钱辛苦咯。 

 

婆：要不是打瞎一只眼，我没今天这么不幸。想起那个贱骨头就难过，整夜睡不着。你阿公

骂，都六七年了，还惦记他干吗呢，掐断它就好了，不用长时哭。想到要是还在，怎么都会

给两文钱用。阿琼坐月，阿公问你去不，我说不去，看到那房子我就出眼泪。要是有好命，

带着儿子吃千二岁哇，满堂子孙的，多幸福啊。喊他不要吃那么烧酒啦，就是要吃。我弟弟

也是吃烧酒烧坏肝，我嘱咐他，不要吃酒啊，我弟弟也是吃酒烧坏肝走了。吃就吃到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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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真是。这么硬颈的。幸亏两个孙子有点作为。要是呆在家不去做工，就难过咯。望孙和

儿子有出息，两兄弟带着阿妈做家做业。昨天去阿四那，一眼看到你阿妈，心肝就不行了，

偷偷地出眼泪。想到贱骨头在哇，带着两个儿子和老婆，多幸福。看着看着就出眼泪。别人

劝我，不要经常哭，还剩下一只眼，我还是忍不住眼泪。要不打瞎只眼，我就没今天这么不

幸。你公就 75 咯，我 72 咯。你阿公也很难过啊，总是眼泪爬沙啊，总喊我不要想了啊。他

硬颈有嘛办法，那么多年了，看 点啦。三十多岁就走了，这么不幸。 

 

旁白： 

阿婆对过去的⼤小事都记得很清楚，但经常忘记刚用过的勺⼦放哪去了。家里都很难忍受阿

婆的唠叨，毕竟很多事不愿提起。 

 

公：行了。 

公：在北京吃什么比较多呢？ 

公：去吃啦。去啦，你不端碗过去。 

公：阿妹吃完它。让他吃。 

婆：虾公好。 

公：盛饭给你吧，要不？驳 吃完它吧。于怀。吃完啦。 

婆：那把琐还有钥匙吗？ 

公：我这条是阿八配的。 

怀：阿伯你拿我钥匙还没还，真的啊？你快还给我。总是不肯还啊。 

八叔：我会给你哇。 

怀：哪哪哪？ 

八叔：等会就给你。 

婆：米缸那么多，一千条都丢。 

公：是会忘记的，什么都会漏掉的。 

婆：那我又能保管好。 

公：都可能会漏的 

婆：就是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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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就是会漏的，怎么可能不会漏东西呢。 

怀：那你又漏？ 

 

怀：你借东西不要还啊 

八：是了，还给你哇。 

婆：够恶的。 

公：吵什么呢。 

婆：这么恶干嘛！ 

公：跟他老爸一样。 

怀：你那条是新的吗 

公：你要还给我，阿公要用的。 

怀：我不要你这条。 

八：我那条很旧的。 

公：你那条是不是原配的？要是，就拿那条去配。 

怀：阿伯，你还给我啦。 

八：我给你哇。 

婆：拿原配那条去配啦。 

八：等我洗手后 

公：我给你哇。 

八：不得了吗！ 

公：讲我给你，怎么这么硬颈的。 

婆：这是旧钥匙，拿去配条哇。 

八：我的是旧钥匙。 

婆：拿旧的去配条。阿公有，阿公的不是旧的吧？ 

公：不是的。 

婆：就是咯，要拿旧的去配。 

公：都说我给你哇，于怀。 

八：我给他，掏我钱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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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新的呢？ 

八：没新的，我就拿这把，我哪知道谁的？ 

婆：什么呢？ 

八：无哇。钥匙。 

婆：钥匙是旧的好。 

公：哪条不好呢。 

八：一样的哇。能 就行了。 

公：拿去吧，我给阿八啦。把你那条解 。哪条都一样。 

婆：今晚就丢。 

公：那条比较香啊？ 

八：就是啊。 

怀：我那条—— 

八：给那条我看看 

婆：拿旧的去配。 

公：给那条给我看看，是旧的还是新的。给我看看哇。 

八：旧的。 

怀：你在阳春配的 

公：是哇，让我看看哇 

八：那么大声干嘛，跟他吵什么。 

婆：拿旧的去配才能打 门的。 

公：新的不行。 

婆：好奇怪的 

公：对的，这条是原配的。给这条你啦。 

婆：给他新的。 

公：新的就好咯。 

婆：也能 。 

公：能 门就行了。一定要拿这条，比较靓啊？这么固执的。有一条就行了。 

怀：阿伯，我以前给你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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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几时拿你的？我随便拿的。 

公：这条就行了 

怀：我给你那条。 

婆：全世界的小孩没你这样的。 

怀：我给你那条。 

公：给你就行了。 

怀：阿伯弄丢了。 

公：不见了就给你一条。阿公都不要了。 

婆：全世界都没这么恶的鬼东西。 

八：又去哪呢？ 

公：我刚配两条回来，又丢了。 

婆：就是阿八漏钥匙而已。配好了不要给他，进不屋就算了。又丢了。 

公：漏了就算了，就是会漏的哇。 

婆：那不见我们漏？ 

公：叼他妈，人家会死，我们却死不了，说得好听。 

婆：他就是马虎。 

公：说得好听，什么不会漏呀 

婆：明早就丢了，你看吧。又无头神（丢三落四）。 

公：都会漏的。 

婆：那么大个人，房间脏又不收拾，每朝要帮他打扫屋子。 

 

邻居 1：还不赶（鸡鸭）过来？粪箕你！不赶过来哇？死仔去哪了？不赶来就算了，这些粪箕

一个都叫不动的。还不赶过来？ 

 

婆：阿妹啊？ 

怀：恩，放好东西先。 

婆：有什么掉到地上了？买那些东西干嘛呀，要那么多钱。 

怀：是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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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去哪里拿的钱啊？ 

怀：都讲是之前的。 

婆：啊？对了，我有些钱在席子底下，不见了。 

怀：我怎么知道呢？ 

婆：不知道啊。我讲不见了，又没说你偷，你那么恶干吗？哥哥没那么恶地骂我？我讲不见

了，又没讲是阿妹偷了。洗澡了没？今朝洗了没？ 

怀：洗了。 

婆：洗了就不用洗了。 

怀：洗。 

婆：要洗就去洗咯，趁还早。 

怀：我不。 

婆：要是晚了洗，就会生头痨。 

怀：你才生咧。 

婆：随便你。我不管你 

怀：我才不管你！ 

婆：说你两句，恶成这样。我懒得理你。叫他早点去洗澡，好晾干头发啦 

 

（堂弟于怀和阿公吵架，闹着要回去他外婆家，不送他回去就跳楼） 

公：你要记得买牙痛水 

怀：恩 

怀：我牙痛死了。头晕啊，痛上了头。 

我：什么事呢？ 

公：明早送他去阿玉那就行了。 

公：你明早帮我送到阿玉那，我给钱你。惹我这么生气了。三点闹到现在。 

表姐：三点钟闹到现在啊？ 

公：唉。 

我：送上哪里？ 

公：阿玉家就行，喊阿玉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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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阿毛买了对鞋给你阿婆啊？ 

我：买了两对，也买对给你。 

公：拿给我。 

公：你要和平道哥去到玉姑那 

怀：哦。 

公：你要喊玉姑送回去吧。以后不要下了。 

怀：恩。 

公：我先拿鞋。 

我：在楼下。 

公：阿妹呢？ 

我：在上面。 

公：睡了没？ 

我：还没 

公：我见见阿妹。 

怀：等下带我去看看牙，很痛哇。 

公：是咯，我给钱你带他看看。 

 

表姐：好爱笑的。 

公：阿妹，好爽的。 

琼：妹，叫太公！太公！ 

公：太公，太公。听话，啊！ 

公：小小的。 

公：平道，带他去治牙。我给钱你。 

表姐：治牙啊？ 

公：牙痛哇。 

表姐：牙又痛啊。 

我：我有钱哇。 

公：你哪有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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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买点药片吃啦。 

公：呢，又要两百文吧，包车上来吧。 

表姐：怎么早上不和他上来？ 

公：一直闹，明早上都不行。 

表姐：明早上啦，十文钱搭班车。 

公：要他命哇。 

公：妹，妹，妹 

公：你和他上到玉姑那，你就回来，你叫玉姑送去就行了。 

表姐：那边要不接呢？ 

公：不接，就扔他在那。 

琼：你今晚上来干吗呢？ 

表姐：他不用在八甲读书啊？ 

公：妹妹妹 

琼：妹，叫太公咯。 

公：真爽。 

 

司机：这么晚还能治牙啊？ 

公：有吧。 

司机：口腔医院那吗？ 

阿公：就附近，过了桥底转过去 

司机：那边出去 

阿公：我知道 

 

“于怀出走”旁白： 

于怀在他外婆家长⼤，⼀直到小学三年纪。因九婶的哥哥很不满，就把他送回⼋甲。九婶说，

九叔没尽到⼀个⽗亲的责任。阿公阿婆九叔都不同意离婚，九婶在法庭上告诉法官，那年，

九叔卖了嫁妆的摩托车，没告诉她，还把她的⾦链熔了，把成⾦牌，就是他现在戴着那块。

九叔反驳了摩托车和⾦牌的事，关于债务，讲结婚后⼀起做⽣意，后来⽣意变坏就借钱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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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怎会不知道？⾄于于怀，⼤家都说对⽅的条件好更适合抚养⼉⼦。婚没离成，⼤家又赶出

去上班，都是请假回家出庭的。于怀⼀直不学⼋甲话，吵架了就闹着要回⽯望镇外婆家。但

外婆家因种种原因也不愿意他回来。于怀告诉我，他妈妈今年要回阳春买房⼦带他读书。我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九婶打电话回家） 

公：真拿他没办法哇。闹了整天，又讲要跳楼。阿八也无了办法咯。后来又愿意回来了。没

事了。他叫你回一次家哇，他讲喊阿妈回一次啦。于怀咯。他讲迟些喊阿妈回次家啦。好，

好。 

婆：怎么讲呢？ 

公：她给钱于怀镶牙哇。 

婆：回不回呢？ 

公：她说没空哇，迟点要出广州，放假再说。 

 

第三部分：姑姑们：A 五姑  

 

（旁白：碰上猪⾁不断涨价的机遇，五姑的猪场很快就扩⼤到⼀千多头的规模，雇不到⼈，

只好俩夫妻从早做到晚，⽣猪仔还要半夜起床；五姑打电话讲，做得⼼都碎了，左⼿又麻痹

又痛，半夜都睡不着；他⼉⼦那晚把⽵凳摔了，骂五姑⽆去⼴州看医⽣，五姑就哭，讲要抽

得出时间谁不想去看） 

 

五姑：这里好象又生了猪仔咯。 

姑丈：是死的吗？ 

五姑：十二只，以前十一只是吗？ 

姑丈：我抓过去的 

五：在哪抓过来的？ 

姑丈：在那边。 

五姑：有只还没剪尾？ 



 547 

 

五姑：这只好象拉肚子 

姑丈：拉肚子 

五姑：这只也拉。还没剪尾。 

姑丈：昨日有点赶，漏掉了。 

五姑：我以为又生了。抓那么多来这干吗？ 

姑丈：那窝全病了。 

 

五姑：河粉吃吗？ 

立：不要。 

五姑： 车要慢点，现在的人 车不要命的。 

 

我：死猪仔啊？ 

姑丈、我：生出就死了 

姑丈：是的，冷死了。 

我：冷死的。 

 

五姑：妹子有几大了？ 

我：三个月还不到。 

五姑：叫杨雅萱啊？ 

我：杨雅萱 

五姑：哪个雅？雅芳那个雅吗？ 

我：文雅的雅 

五姑：好听无？ 

五姑：叫她杨小毛，无好听啊？ 

立：杨小毛啊 

五姑：叫她杨小毛咯。会笑了？ 

我：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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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姑：阿娣也在照顾啊？ 

我：恩。 

五姑：阿琼一个人照顾不了吗？ 

我：一个人怎么照顾吧？又要买菜，这样那样。 

五姑：阿琼现在不恶了吧？ 

五姑：叫她杨小毛也好听啦。 

我：又讲你前天去高州治手？ 

五姑：看了手。又验了血，全面验了，什么什么元素的。化验很多种的，200 多块。 

我：要的。 

五姑：算便宜了。四五十多种，钙镁钾之类的都化验。又 了药片吃，吃了就好了点，不知

能不能治得好。验血讲正常，什么丙转铵霉就偏高点。 始八仔就怕死了，以为是什么。我

讲怕什么呢。医生讲那些情况不怕的。 

婆：立仔，你要讲你妈听咧 

立：哦。 

婆：姐公讲要去广州南方医院看看哇，姐公带去哇。这么年轻手就痹痛的。她去高州看不准

的。有钱就花点咯——锅盖放哪去了？钱是人做的。锅盖又忘了放哪了。无头神了。 

婆：喊她去广州南方医院，高级医院看看。之前我腰骨也是，找私人医生看，打打针，不行

的。后来，你阿公就带我去南方医院动手术。 

立：出去会，一阵就上。 

婆：动手术就好了。立仔，你在这吃饭啦，立仔。 

婆：看不出咯。总是一对手痹痛，无睡过。你去玩时话话五姑，五姑你要去看。阿公带她去

广州南方医院看哇，钱是人做的，去看好它，这样劝她。你看到五姑就这样讲。 

 

姑丈：不这样赶他都不行，吴仕梅教坏了他。因什么事要上石望呢？ 

我：不是很清楚。 

姑丈：无讲啊？ 

我：讲阿婆，阿公骂他哇，生气就叫他回石望，他真闹着要走。 

姑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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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讲阿梅 6 月份放回阳春买楼照顾他？ 

姑丈：谁说呢？ 

我：他说的。 

姑丈：杨于怀讲啊？ 

我：是的。 

姑丈：让她照顾，看有多能干。 

我：带他读书咯。 

姑丈：啊？ 

我：回阳春买楼，带他读书咯。杨于怀讲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姑丈：又会买楼带他读书咧？打了几十年工一分钱都无拿过回家的。干他娘。除非去做鸡挣

到钱咧，买层楼都要几十万咯。 

我：十几万吧，在阳春。 

姑丈：恩？ 

我：十几万可以了吧？ 

姑丈：恐怕她十几万都无。 

姑丈：教坏了儿子。要我就赶他回石望，不要他。 

姑丈：慢慢赶他回去，不要他了。 

我：他们不肯接也没办法。 

姑丈：就是让他们那边赶他咯。他就会想是石望那边不要他。 

 

姑丈：阿毛怎会到那找到妹子呢？这些家伙什么都能干。 

我：上网认识的。 

姑丈：啊？ 

我：上网认识的。 

姑丈：哦，上网认识的。吴宇立，你也上网找个妹子啦。 

姑丈：那个太矮小，连玩都不和她玩。听到没？ 

我：谁啊？ 

姑丈：玩着就谈婚论嫁啊。那妹子才这么高。到这里咯，我那天看她搭车。这么矮小以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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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了。 

我：那晚那个啊？ 

立：是的。 

姑丈：矮是吧？玩可以跟她玩。矮小咯。绝对不要和她玩了，费事了。缠住着你，好多事干

不了。一粒豆那么大。甚过谁呢？没吴仕梅高。她妈也应该很矮的。上网认识妹子一定要一

米六高以上。肯定要讲条件的。一米五的看都不要看。 

我：可能家里很有钱 

姑丈：有钱有什么用，要考虑后代问题咯。要是娶矮佬圆那样的，就糟咯。一代一代淘汰的。 

 

五姑：你过年上奉神奉他啊？ 

我：我年年都上的。 

五姑：要怎么说呢？也讲阿爸这样啊？ 

我：是的。讲阿爸今日年三十晚了这样咯。讲阿毛生了个女儿，讲给他听这样咯。 

五姑：你爸无听劝告，要听，哪有今日？他自己不知天不知地，别人就难过，是不。 

我：恩。 

五姑：那时阿艺带他去南方医院看啦。讲不吃酒永远不怕，喝酒就四年命。真的四年命。 

我：医生说的？ 

五姑：是的，医生判了他。不准他喝酒咯，八仔和他打过架咯。 

我：不是吧？ 

五姑：哎呀，打过几次架咯。吃酒就抢他的咯，骂他咯，两个人打过架咯。 

我：不知道咯。 

五姑：在水管会我经常骂他，阿七阿四大家都骂他。 始戒了半年，之后又猛吃咯。无吃酒

朋友无得做，后来到了危危那时，他就知错了。我们经常骂他，不准他吃。他不喝就没事了。

那时去检查已经是酒精肝了。 

我：嗯。 

五姑：南方医院的医生判了他。那时发现了，吴艺和谁就带他去看。 始还吓唬他，讲是严

重问题，他脸都暗下了。然后才跟他说不怕的。教授面对面警告他，喊他要戒酒。不是阿艺

转告他，教授面对面告诉他。他不信而已。不吃酒就无朋友做。阿艺讲要吃酒才有朋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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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朋友干吗。他不吃酒没这些事的。不过到他病那时，我们都不敢提个酒字，他也很伤心的。

你以为你爸不难过啊，想到爸妈那么老了，自己又不在。患了病，他也很伤心。嘴硬而已。

跟大方讲自己不要紧，想到爸妈那么老了——实际他也很伤心的。不过到了这地步，无办法。

你们在外面千万不要喝酒，这不是 玩笑的，这个教训真的是很大。 

我：我烟酒都不吃的。 

五姑：立仔也不要吃烟。千万不要吃烟酒啊。你看吴艺那天，饮醉酒还少犀利啊，面都凹回

去了。我骂他，谁给个好彩，你就吃。本身他吃一点就醉的，平时很少吃的。 

立：饮了酒又疯。 

五姑：是咯。饮醉酒又疯又哭，多恶心呢。 始在那呕了—— 

立：这辈子悲惨咯 

五姑：你还讲他，他会骂你的。他坐在那，我不理睬他，很生气了。不过他很晕了，怕走不

了，就去扶他，又哭又骂的。我讲很多事瞒老婆吧，外面还有个老婆吗？无。第二日我学给

他听，我讲你好多事骗老婆，外面还有个老婆，我问你，你讲是的。不是吧。我讲当然是啦。

真生气，他本来不吃酒的，吃多两杯当然醉。还买什么菜呢？有钱无？ 

立：无咯。 

五姑：给你十块钱去买菜。快拿去。又快要喂猪了。 

 

立：哎，大鹏？怎么啦？听说你现在沈阳电视台呢？还不错啊，听说。有工作介绍吗？我现

在北京，对啊。没事干在北京。怎么，没有工作介绍啊？我过去沈阳？有没有工作啊？没有

工作我去那没饭吃呀。有啊。你做主摄像吗？还不错啊。怎么进去的？关系？有关系把我搞

进去嘛。有啊，别 玩笑了。我现在真在北京。不信你过来找我。 

我：谁的电话呢？ 

立：我同学。 

我：找工作啊？ 

立：是哇。那兄弟入了沈阳台哇，愁死了。 

我：你还没找到工作？ 

立：还没。不知去哪找。好迷茫，一般的小影楼又不愿去。小电视台又不愿去，大电视台想

入又难入。我老爸喊我入单位，我又不想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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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单位？ 

立：不知道搞什么单位。没前途，阳春的单位有嘛前途呢。 

我：跟专业没关系吗？ 

立：有什么关系呢！有个单位，几千块一个月，稳稳定定。入单位就比较稳定点 

立：昨晚上网看到那些车很喜欢。 

我：还没工作就想买车啊？ 

立：那些车很漂亮。 

我：什么车？ 

立：啊？ 

我：什么车？ 

立：看中一台宝马，不贵，十几万。爽死了，就是没钱。 

我：有这么便宜的宝马呀？ 

立：二手的。买新的啊？要上百万。 

我：问你老爸要咯，你老爸有上百万的。 

立：问老爸要不爽的。大学毕业了还问老爸要钱买东西呀。尽量自己挣啦。 

立：叼。3 月 2 号了。全部出去了，剩下我在家里蹲着。小时候就爽，爬上树可以玩一整天的，

什么也不用想。唉，现在，很烦哇。不知要干什么。毕业要想的东西多了。 

 

第三部分：姑姑们：B 七姑  

 

我：这么害羞的。 

七姑家婆：阿妹坐着车照个相啦。去坐车啦，那是表哥咯。去啦，那是表哥仔。 

家婆：胆小鬼。不怕的。要杀鱼了。不怕，照个相而已。胆小鬼咯。 

 

家公：今年的铁贵了。 

顾客：不是钢板铁啊？ 

家公：这些九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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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姑：死狗，收拾你，该死的。 

七姑：过一段时间又抓鱼。喂了八万几的鱼料。愁死了。前段时间又死了很多鱼。 

七姑：冷死了上百条昌鱼。 

 

七姑：怪不得关机。 

姑丈：那阵还在考试啊？ 

七姑：考得还可以咩？就这样吧。现在就回来啦。 

姑丈：有车回来咩？ 

七姑：谁知道有无车呢，大家都是现在才回的。是考试。 

我：考得怎么样？ 

七姑：谁知道呢现在。 

姑丈：考得怎样也不会讲我们听。那仔神经的，就跟别人讲。 

七姑：有一科 差的，六十几分。 

立：总分几多？ 

七姑：两百几分 

姑丈：要是拿钱就问，老爸，没钱了，寄钱上。 

七姑：镶牙钢儿子就上了本科线。他还差一科，大家讲他有一科是 差的。现在还没搭车，

几点才到家啊。 

我：准备复读啊，要没考上？ 

七姑：想复读哇。 

立：老徐啊？ 

七姑：是。 

立：无想吧。 

七姑：我听到镶牙钢讲，徐仔跟他们讲，要无考上就复读。 

我：他不跟你们讲的？ 

七姑：无跟我们讲的。 

立：跟我就讲无打算复读。 

七姑：跟你讲又无打算复读啊。无考起就喊他读允端介绍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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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丈：肯去读才行咯。 

七姑：以后工资高 

 

七姑：平道，给这块饼你带上去给阿婆煎啦，还靓的。好吃啦。无上过屋。煎厌了饼吃。叫

她先蒸过再彻呢。 

我：恩。 

七姑：无蒸过切不动的，她无力切的。 

 

七姑：你妈五十岁咯。无知担生日无。等你妈回来再问她。要是担，我们就帮她担。无女儿

阿姑担也可以的。有女儿我们就不会帮她担。无女儿我就帮她担咯。 

我：这样的 

七姑：是的，阿姑担也行。就我和五姑帮她担，其她不会帮她担。玉姑肯定不帮她担的，比

你妈大，不能担的。 

七姑：五十几岁了，做了阿公，还没帮他 山（ 山：山即坟地，人入土三年内，在清明前

需修整坟地，用“三牲”祭奉，死者在下面方可 眼）。会找不到吃的。铲了山的锄头不要在那

洗，担回家的。不要洗净锄头的泥，不要在小溪洗锄头，直接把它担回家。 

我：阿爸的山谁知道在哪？ 

七姑：阿耿讲，远叔还是谁，用石头做了记号。（杂草）生塞了咯。 

七姑：要快点，马上就要春分了， 了过清明的。 了山就年年铲（扫墓），清明回来。 

我：年年铲？ 

七姑：当然要年年铲。 

我：清明我们不一定得闲回的。 

七姑：得闲就回咯。人家多大的官都回铲山，无得闲。清明那天，多大的官都回。当多大官

都回家。不过你们要是入厂做工的话，就难回，也难怪。不要去玩，抓紧点。我那两年都喊

你们去了。无 山找不到吃的，我听老人家讲的。旧年还是前年，太公屋进宅那时，送他过

太公屋那边。在那角落里蹲着辛苦死了。你们一点都不理自己老爸的。 

 

（旁白：七姑女儿，为逃避计划生育，出生后交给伯婆代养，长大后交了罚款才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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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婆：我养飞霞六年咯。后来又送去你四姑那养咯。今年还上来探望我咯。 

我：跟你谈得来吧。 

伯婆：是很亲，小时叫我阿妈的，我阿远喊我阿妈，她也叫我阿妈。会探望的，飞霞会上的。 

 

徐杨：听讲是我太公她妈，从阳江迁到这。就在这里住，一直住到现在，我太公现在八十多

岁了，还在世。我公六十几岁，从小也是在这住。后来他也打铁。 

我：你太公也打铁吗？ 

徐：是，我太公也是打铁的。我公接过我太公的锤。不过，可能从我老斗那辈 始就无人拿

铁锤了。出外面发展比较好。八甲始终无发展空间。这里都无变过。对前途没帮助，要去外

面定居。平时就在那，祖屋肯定要回。比如过什么大节，过年，清明铲山都要回的。这里始

终都是你从小长大的，你的老家。所以呢，虽然你在外面，但不要忘记这里。 

徐：我有三年不铲山了，不太记得几年了。不过我家人年年铲山，我爸年年都去的，我公、

太公他们基本上无缺过一年。因为我们就铲一座山，家族很多人都下，阳春那些，铲山时人

比较齐。山肯定要铲的，就是一座山。 

我：那座山葬的是谁呢？ 

徐：是谁我就不知，我没问过。可能是。我太公，太婆都还在，可能是，祖宗之类的人吧，

我不知道，可能是哪迁过来的。 

 

第三部分：姑姑们：C 四姑  

 

七姑：有嘛少呢。 

客人：是很少的。 

七叔公：18、19、20、21、22、23、24 

四姑：寄下我帐户吗？叫他先记下来。 

四姑丈：一千文。写下来，是一千吧？ 

四姑：那他讲多少咯？ 

四姑丈：讲一千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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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姑：讲一千就是一千咯。 

四姑：姐夫咯。 

四姑丈：一千。 

 

客人：大家也喊他老程啦 

客人：我姓杨的，绰号程咬金 

 

公：还要吗，我就舀给你咯 

客人：往阿公衣服上擦哇，这仔几傻。 

四姑丈：无正咯。你贴得无正咯。门框在这咯，摆过来点，这是门框咯。 

客人：先掀 来啦 

四姑丈：都无正咯。歪那边去了。这样就正咧。在这边推不 的。 

客人： 是能 ，就是不正。 

四姑丈：正了。 

客人：是贴过去点才对的。 

 

四姑：各就各位。 

主事人：做大生意一本万利，买田置地买到广东广西去，就 发挣多多银纸（钱）；送子读书

没，读到北京大学去；好，带有金丝就涨银行，玉器涨粮仓，什么都带得齐全。 

四姑丈：明，你跟我后面咯。 

主事人：一日煮三餐，朝煮鸭就晚煮鹅，朋友来又煮肥鸡粥；带有水桶，带有长柳树四季子；

带有百样种子，做到那好到那，家一落地就方方都吉利；带有的礼物，被铺蚊帐，锦绣衣裳，

进入状元屋，进入食粮仓，男人穿着像状元子，女人穿着像守财娘，六亲的礼物进家中；恭

喜国强后代，代代做官做到中央；六亲的宝镜照家堂，恭喜国强的代代子孙，做官就大中央；

带有鸡母，早上放出一百只，晚间回窝就一千双；鸡母狗子，衣物食物，家具农具屠具——看

到时间没？百样种子都带齐。国强夫妻二人，叫杨世媚是吧？哦，杨世媚，夫妻二人带着子

子孙孙，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来这里听我讲：择到辛亥岁，十一月二十四，良时吉日，新楼

进宅入伙就大吉，龙门龙门，大启龙门！门官哥，门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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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很快出月了吧？这个月吗？ 

妈：是，16 号生的。今日几号？ 

兰：那就是这个月的 16 号。 

妈：不是满月。我想等过年时办婚宴。没空，阿毛也没空回啊。 

阿毛：大家都盖楼。 

于怀：请了假。 

阿毛：请了一日假啊，你这个家伙。 

 

七姑：你吃烟啊？你神经的。 

仕叔：吃烟都不行。水烟筒而已。 

七姑：不要吃烟。 

阿毛：无带钱包哇。 

七姑：有几多钱呢 

阿毛：手机。神经的。 

七姑：是无钱咯，谁帮你给车费呢？ 

阿毛：阿妈给咯。 

七姑：够傻的。 

球叔：阿毛，买车票都要阿妈买啊。 

堂婶：无带钱包，当然是阿妈买车票啦。 

阿毛：出门一摸裤袋，噢，忘了带钱包。 

七姑：你吝啬而已。 

七姑：你们教坏人。 

仕叔：教坏人 

七姑：我要是校长就 除他。 

阿毛：阿仕都请假喝喜酒咯 

七姑：于怀你不回读书啊？你都神经的，有谁请假喝喜酒的。 

阿毛：他请了一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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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姑：吴仕梅生得你这么无脑。 

仕叔：这样骂他，不对。小孩难得有机会请假。 

七姑：神经的。 

仕叔：我教书都这样说咯。 

阿毛：弄到阿婆的眼咯。 

阿婆：是啊，还有一只眼弄坏了怎么办。 

阿婆：弄 ，阿妹。 

阿毛：别弄到阿婆的眼。 

阿毛：站着别动，等你阿婆拿纸巾来。 

七姑：阿婆，快拿纸来帮他擦擦鼻涕。 

 

亲戚 1：姐婆，对他不住啊，不然我都不来了。 

阿婆：要来的。 

亲戚 1：姐婆，你不知我的难过。 

阿婆：我眼泪都还朦咯。我也一日三时都出眼泪啊。 

亲戚：你不知每个人的事。我家婆旧年去世了。 

亲戚 1：我家婆也和我爸同岁 

阿婆：哦。 

亲戚 1：我家婆和我爸同岁。我爸就吃（活）多一年。我家婆大一岁，去早一年。你以为我做

人好安乐啊 

阿婆：老人家都会这样的，没办法的。 

仕叔：做人要往好的想，长时想那些事干嘛呢。 

亲戚 1：我家婆又—— 

亲戚 2：吃到九十几岁算好了。 

阿婆：我那贱骨头三十几岁就走了。 

仕叔：不止三十几！ 

阿婆：就是三十几。 

仕叔：哪止三十几。 



 559 

 

小孩：火车长，火车长。 

 

亲戚 2：人家找到了哇，你做阿婶真担心。 

阿婆：找到咧 

亲戚 2：是护士哇，阿五的妹妹讲的。 

亲戚 3：无，无肯去看。 

仕叔：无肯去看，阿七就骂我。 

阿婆：当然要骂你啦。 

球叔：无肯去，当然骂你。 

阿婆：有个小单位，要是丑点也可以了。 

球叔：姐姐们担心你而已。 

亲戚 3：关心他有嘛用呢。 

阿婆：阿仕，在这讲而已，太公出的种都是有寡佬的。我有一个，伯公又有一个，两个猪八

戒。 

亲戚 4：也应该娶了。 

亲戚：平道，听到你阿婆讲咩，你们家族有两个猪八戒。 

阿婆：猪八戒娶老婆还快点。 

亲戚 1：几多岁呢？ 

亲戚：40 了。 

亲戚 1：还没有吧。 

亲戚：还没有啊。 

亲戚 1：我那孙女 32 岁还没结婚咯。 

亲戚 2：还有孙女这么老呀。 

亲戚 1：两个孙女都还没。 

阿婆：谈到对象吧？ 

亲戚 1：谈就谈到了。 

阿婆：没结婚。谈到了都稳妥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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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婆：妇女到了三十几岁，现在而已，要是以前，早就生了仔咯。 

阿婆：阿平娶了没？ 

叔婆：哎，你还来喝喜酒，又无记得了。 

阿婆：是咯，我阿八都不肯娶的。 

亲戚：还有阿陆咯。 

亲戚：阿陆恐怕都有三十了。 

叔婆：三十几了。 

叔婆：人家讲，男人四十娶老婆都还不算老，博起他爸，五十岁娶老婆，志佬围写了灵对，

讲：蚁手成婚就享晚福。现在都还讲，男人四十岁娶老婆都不行，五十就行，看人家博起现

在风生水起咯。 

阿婆：博起五十岁娶啊？ 

 

球叔：好事不过三。 

廉叔：大哥不坐牢，我们有这么辛苦？命讲不了的。 

叔婆：命就是这样的，好坏始终有一样。 

球叔：好出风头哇。 

仕叔：他 车摔了，又差点死了。 

亲戚：好事不过三，难了几十难咯。 

 

邻居 1：又讲榴莲是臭的？ 

邻居 2：我阿浪今早说，阿妈买榴莲吃咯。他无吃过。 

邻居 3：有人讲闻到臭屎的。 

邻居 1：有人讲，没什么比榴莲更臭的。 

邻居 3：我闻到是香的。 

四姑：好臭的。我们买过。 

邻居 3：你买的无靓而已，靓的吃了会上瘾。 

四姑：臭的呀，吃不惯。 

邻居 2：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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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姑：香什么。这么大一包，臭臭的。 

邻居 1：八甲没有卖吧？ 

邻居 2：有得卖。 

四姑：我林科一吃就呕。 

邻居 3：有人闻到就呕 

四姑：是哇。 

邻居 1：人家讲“臭得过榴莲”，我无吃过，不知道。 

邻居 3：分两种人的，不喜欢就讲好臭，喜欢就好香。 

四姑：还是臭的。 

邻居 1：臭的有什么好吃呢？ 

四姑：我不敢吃 

邻居 1：臭的，怎么那么贵？ 

邻居 2：香的。 

 

四姑：瓷砖是赊的，窗也是赊的，工钱就要给全。还能借五千就够给工钱了。 

我：材料够了？ 

四姑：材料赊够了。装电线还没有钱咯。楼梯扶手，门还没钱，先留着。先刷墙，楼梯扶手

和门挣到钱再装。 

四姑丈：林科还没回啊？ 

四姑：还没，他讲你需要他就打电话。我叫他三点回咯。 

四姑丈：我出圩了，拿阿级的车。 

 

邻居 3：头毛也白了。 

四姑：全白了。 

邻居 3：讲不准的，我弟弟还白过你。那么年轻也白。 

四姑：旧年以来就白多了。 

邻居 2：是咯，怎么突然白呢？ 

邻居 3：经常劳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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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姑：不是，之前也有点，旧年来就多了。 

邻居 2：是啊，费脑很紧要的。 

邻居 3：是啊，想钱想谷的。 

四姑：像我妈，白毛的经种。我妈全头都白的。 

邻居 2：白白了。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吃的就可以了。想多了头会痛的。 

四姑：想得白，经种就是白的。 

邻居 2：想多了头也痛的。 

我：阿妈都有点白了。 

四姑：你妈远着咯，玉姑多。我的呀，你看。 

邻居 3：一年就这么白了，是很厉害。 

四姑：旧年 始多了。我国强也旧年 始，两边白白了。 

邻居 2：劳心哇，费脑。 

四姑：白毛的经种咯。就是白毛的经种。 

邻居 3：差不多四点了，还不回来啊？ 

四姑：三点多了。 

 

第四部分：舅父  大姨  

 

舅父：讲话又听不懂。她哪里的呀？河源啊？ 

我：重庆的。 

舅父：啊？ 

我：（不是）河源。重庆的！ 

舅父：那到底有多远呢？ 

我：坐车 26 个小时。 

舅父：哎呀。 

我：坐火车。 

舅父：探一次恐怕要几千文 

舅母：可能要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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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她家庭情况还可以咩？ 

我：也不怎么样 

舅父：讲话她又不懂。上次我上到你家，我不知阿毛改名叫维力，我叫万春，她讲不认识哇。 

我：她讲不认识吗？ 

舅父：恩。后来才记起，淘妹结婚我见过她。这样她才知道。 

我：你上到上面？ 

舅父：你舅母发病不是上去住医院啊。 

舅母：去探一次要几多钱呀。 

我：谁知会娶到哪的人呢。 

舅父：是时候找一个了。 

舅母： 好邻近八甲或阳春的。 

舅父：我们高飞（孙子）娶个广西的，外母来探，要花一千多让她回去。 

舅母：给她红包和车费，肯定要一千多银。 

 

（2008 年春节前南⽅遭遇历史罕见的冰雪灾害） 

 

（电视内容：不到最后⼀步都不考虑退票。这么难得的车票，还是要回去过春节。⼀边是急

盼回家的⼈群，⽽另⼀边则是忙到声嘶⼒竭的⼯作⼈员，他们把责任扛在肩上，将温暖传遍

⼈⼼。有的旅客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昏倒，现在医护⼈员正在对她进⾏抢救） 

 

（舅母为外出打⼯的⼦⼥们求得太岁福，保平安，今天要到庙里去酬福） 

 

梅表嫂：等会就去 

我：你也去啊 

梅表嫂：恩。 

我：又讲舅父去？ 

梅：舅父算阿兰家的（他儿媳）。 

舅母：有一只怎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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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裳表嫂：放三只下米碗，我们的。讲他们听，放三只下米碗。 

舅母：米碗要一个人一只啊？ 

玉裳表嫂：对 

舅母：我就放了一只而已。 

玉裳表嫂：说不准还要什么钱的 

舅父：我去的话—— 

玉裳表嫂：还要其他钱，就塞一只给他。 

舅母：我去过，好象又不是这样的。 

舅父：无哇。真是的。 

舅母：不知道，再放只下米碗。凑在一起。 

玉裳表嫂：哎呀，不用封那么多的。 

玉裳表嫂：你要讲出名字，哪些红包代表谁。 

玉裳表嫂：阿飞响搭一个人就行，两个不行。 

舅父：那你去咯。 

玉裳：我都不懂咯。 

 

舅父：哎呀，吹哨子咯，阿明慧，你都会吹哨子咯。 

舅父：你去啦。 

舅母：你又这样，几激气呢。 

 

舅父：干他妈，人家水新，什么钱都不凑，无一点事。 

舅母：咳，各人各人的命啊，各人各人的运数啊，拿水新一个人比较什么。各人各人的运数。 

舅父：那你去啦。叼她妈的。 

舅母：一时讲你都不行的，这个傻西。 

舅父：啊，那你去哇。 

舅母：傻西一样。 

 

玉裳：太冷都不敢去了。不知找谁搭。阿平就讲，啊，找阿飞响啦。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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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响：妹子也下了啊？ 

玉裳：是的。 

舅父：搭得了吧？ 

玉裳：搭阿舅公去就好了，我们不去了。搭两个人都不行咯，路那么烂，慢慢 车。 

舅父：扣在那行吗？ 

玉裳：放在车头扣住就行了。 

舅父：这么多瓶子，做嘛呢？ 

大舅母：各人归各人吧。 

舅母：各人归各人的。你真是的。 

大舅母：慢慢 ，路烂。拿稳妥点。 

 

（⽟裳表嫂和⼥⼉提前从深圳回家为过年做准备） 

 

玉裳：叔婆，站回去点。看门框这样了。看这扇门都有蜘蛛网了。真多蜘蛛网，他们的楼也

很多的。 

大舅母：楼不会有吧？ 

玉裳：无啊，我们阿权家几多啊。 

舅母：蜘蛛网就有，楼无瓦，也比较容易扫。 

玉裳：楼就无瓦，比较好扫点。 

梅表嫂：过年过节，你们还回家奉神咩？ 

我：奉的。 

梅：你下啊？ 

我：恩。我和阿毛咯。 

梅：你过年下来，又回去啊。 

我：恩。 

梅：骑摩托下啊？ 

我：搭车下。 

舅母：哨鸡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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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大姨几时自杀死的呢？ 

舅母：大姨啊？我无记得了。 

我：几多年了呢？ 

舅母：旧年还是今年，我忘了。家方（医生）那样跟她说了，回来就找农药吃，吃死了。 

我：农药啊？ 

舅母：是的。 

我：怎么跟她讲？ 

舅母：就讲她将来会转成半身骨髓，她想到以后自理不了，回来就自尽了。 

我：马上就自尽？ 

舅母：镇上回来，当天下午，立即自尽。无得救了。 

我：她可能也硬颈（固执）。 

舅母：硬颈！六大姨讲话够够响的！ 

我：阿青（儿子）在那，她担心什么呢？ 

舅母：可能儿媳对她不是很好吧。阿青老婆几时都跟她都没话讲的。她可能想到儿子理不了，

个个都住得很远。不是为了那一百文吧。想到自己无得医了。钱，她还有两万几文。想到自

己无得医了，死了吧不要害他们。这样的事。 

舅父：医生也混帐的，就算是快死了，也不能这样讲话的。也要讲不要怕。 

我：旧年的事吗？我听阿妈她们讲过。 

舅父：前年吧。 

我：前年，有那么久了。 

舅母：好象是旧年。 

我：前年吧？ 

舅母：前年啊？好象是前年。旧年还是前年呢？ 

舅父：她都很小气的。 

我：六大姨很小气吗？ 

舅母：六大姨也小气。 

舅父：她跟别人擦鞭炮火引，半夜才回来，很小气的，世校和飞鸿喊她也不吃，煮热冷粥吃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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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母：也很省的。擦火引存到两万几文。 

我：存到的？ 

舅父：世校又给点她。 

舅母：她女儿也会给她。女婿又给，女儿又给，就存了起来。 

我：她存有两万几文，干嘛还要喝农药自杀？ 

舅父：可能就是想死。有这样的人哇。 

舅父：那晚去打点滴，摩托车撞到她。 

我：就讲会半身骨髓？ 

舅父：就讲不行了咯，摩托碰了一次。 

舅父： 七姨去帮忙带孩子。 

我：去广州了。 

舅父：七姨丈不来就算了。那我这样对他，他却那样对我，那算了，还有嘛好讲。你大舅父，

过辈的时候，要分碗给他的，就喊阿平送去。阿平不懂有门铃，就敲他门。他出来骂了一顿

阿平。讲敲烂他的门。 

我：十姨阿妈有回来咩？ 

舅父：谁呢？ 

我：大舅父过辈的时候 

舅父：无。大家都无回咯，没一个人在家咯，你妈也不在家，悦玲也不在家。 

（旁白：因为各种琐事，二舅父和七姨丈有所积怨） 

舅父：噢，他懂得什么人情道理啊？那时辉华结婚，他那么近连去都不去啊。 

我：辉华几时结婚了呢？ 

舅父：哦，志强结婚。他连去都不去。请他的时候，叫他告诉一声他阿玲。他说，告诉她干

嘛呢，她又得闲回来啊，告诉她她不是又得封钱。这样说话的。人家又不是问她要钱的。停

不了雨滴，怎么办呢？ 

我：姐婆的山（坟）在哪呢？我都没看过。 

舅父：山啊（坟墓）？ 

我：恩。 

舅父：就在附近。我想到他们嫌难铲山（清明扫墓），葬在附近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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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舅父的呢？ 

舅父：什么？ 

我：大舅父的呢？ 

舅父：也是在那。 

舅父：不到山地那边。 

我：修公路啊？ 

舅父：要是修到，就得迁。 

我：把坟迁走？ 

舅父：恩。要将那些骨头挖起来。阿青的老斗（六姨丈）不是吗，（公路）刚好经过那，（挖

土机）勾穿了。 

我：后来呢？ 

舅父：迁了咯。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拿去葬了。 

我：前两天葬了啊？ 

 

妹子：我们也买台暖气吧。 

玉裳：北方人就这样，冬天就来广东过年。 

妹子：我好多同学是黑龙江来的。 

舅父：有黑龙江的啊？  

妹子： 冷就是黑龙江。 

舅父：你还有个伯公在黑龙江，不知道还在世不。 

舅母：不知越卿还在不。 

舅父：跟阿广火同岁咯。就是拿不到他那封信，拿不到他地址。 

舅母：又听讲有两个儿子？ 

我：谁啊？ 

舅父：我们还有一个堂大哥，解放就去当兵，在黑龙江哇。 

玉裳：恐怕无那个人了，无可能自己家都联系不了。 

舅母：儿子就还有，就可能—— 

舅父：他儿子写过信回家，要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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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母：那时用布证的。 

舅父：那时我们老斗寄了丈二布证给他咯。 

我：几时写信呢？很久了吧？ 

玉裳：我就见过布证 

舅父：在黑龙江哇。北京农场。 

舅母：四五十年了。 

舅父：北京办的农场在黑龙江的。 

舅母：四五十年都有了。 

我：现在没联系了吗？ 

舅父：一解放就去了。 

玉裳：我们很小那时就听讲过布证。 

舅母：我嫁回这，都还是发布证。 

玉裳：就是咯。 

舅母：买衣服穿。 

舅父：以前全都要布证的，那时他老婆又写信讲，不要信他，他疯的。 

舅父：喊我们弟弟阿分（阿分：我的小舅父，因病去世）去搞退休证明哇。没有钱给那些家

伙，没一个肯批，就决心不回了。激气咩！ 

玉裳：他想回来啊？ 

舅父：搞他的工资 

舅母：退休工资哇。 

舅父：叫这边政府出证明。 

玉裳：想回这拿工资？ 

舅父：在阳春都跑厌了，都不肯加意见，那些混蛋。 

舅母：他够岁数了，搞退休工资，这样的。 

舅父：那时江泽民上台咯， 始讲钱了，有钱给他才肯加意见的。 

舅父：那些信全部是阿分收的，现在一封都找不到了。 

我：江泽民刚上台的时候吗？ 

玉裳：谁收的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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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是邓小平上台。 

我：邓小平上台那时搞退休啊？ 

舅父：就是邓小平上台。离休比较多钱的。 

玉裳：还是邓小平上台管得好点。那时毛主席快要死了，选华国锋那些鬼上台。那时要是让

邓小平上台，中国好几多咯。 

舅父：是你才讲邓小平好。 坏就邓小平咯。现在那些官通通都贪污受贿的。 

玉裳：咳， 坏邓小平。要不是邓小平，能 发得这么快。傻的。 

舅父：邓小平 发。那要不是毛泽东不打出新中国，不知成嘛样了。 

玉裳：他就会打，没一点 发。 

舅父：人家是治国。 

玉裳：看邓小平 放后，发展几快，你看。 

舅父：当时宣布国内外，无欠债了，也还好啦。你都不懂那个年代，过去什么样子呢？ 

舅母：她都还没出世咯。 

舅父：就是。 

玉裳：人家 放了，国家多发达，那就国家发达好。 

舅父：完全是邓小平做坏了那些当官的人。 

玉裳：烘暖了身你还敢出门，阿伟？ 

舅父：他当权，抓了 9000 几人犯错误，厅级干部都 18 个，你想啦。国家挽救 4 亿几还是 40

几亿。 

玉裳：什么时候没有坏人呢？ 

舅父：搞得国家不像七（男生殖器）样了。那些农民的旱地，我骂大队干部是七，卖土地来

贪。叼他妈的。 

舅母：那边的地不是给卖了吗 

舅父：卖光了土地。 

玉裳：一批干部上台就两年到三年的，他卖了钱就拿到手了。他下台就没了。 

舅父：他吃就是吃了。 

玉裳：就是。下一批又不管你的。 

舅父：叼他妈的，做成这个样子。好在温家宝上台减了这些公购粮和统筹，要不现在，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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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不止，随他们要的。 

 

玉裳：他生时从来不当我是他儿媳妇的。怎么知道那些呢。 

舅父：他像大番薯那样蠢，他懂什么呢，要是精明的人还用回种田。叼。做了武装部长叫他

回来他又回来哇。叼。 

我：谁做过武装部长呢？ 

舅父：你大舅父无做过啊。 

我：大舅父做过武装部长啊？ 

舅父：在乔连做过武装部长咯。 

玉裳：做嘛他又回家呢？ 

舅父：后来叫他去仙家洞防空哨他也去，又叫他回大队做干部，几傻。 

舅母：后来又去白水尾。 

舅父：又带人去 荒种杉，种好了又叫他去热塘湖管鱼塘。 

玉裳：他到底算哪里的？哪里都没有户口的。都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的。 

我：无户口咖？ 

玉裳：是盲塞，没读过什么书。 

舅母：他好像没分到田地的。 

妹子：无户口咖？ 

玉裳：不知道他，他没读到什么书，又盲又恶，主要是脾气恶，要没那么恶都未死得了。 

舅父：喊我行 住哇，他都敢这样骂咧。 

舅母：就是态度问题哇。 

舅父：瞪着眼叫我行 住啦，这样讲。我讲廖师昌生到你自己我就行 住咯。我就走 了，

不理他。 

舅父：他那人就是盲恶的。 

玉裳：嫁来这么久有几件好吃无，有几件好穿无，过年无吃过一餐鸡肉。你怎么能这样骂我，

我就这样讲他。 

玉裳：我那时卖谷卖米，什么都卖给他阿娟读书，他还那样对待我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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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民：大舅父的二儿子；阿娟：伟民的妻子） 

 

舅母：阿娟几时都讲伟民做的。 

舅父：伟民一分钱无做到。 

玉裳：一分钱工都无。 

舅父：胡说八道。 

（阿龙：大舅父大儿子；玉裳丈夫） 

玉裳：伟民后来做工都是阿龙带他去做的。 

舅父：就剩两万几，给她读干净了。 

玉裳：阿龙带他才去做的。他几时做过工呢。她讲话好野蛮的。他那时怎么讲呢，你大哥，

讲我儿媳读出了书，以后不用求你了，我点钱咯，她看病我点钱咯。这样跟我讲。 

舅父： 好彩的。 

玉裳：他帮儿媳点钱哇。 

舅母：很好彩的。 

玉裳：帮儿媳妇点钱，讲我没读到书哇。这样讲咯。后来因为阿娟读出了书，就赶我们分

吃。要不然又会分家了。 

舅父：那些田地分的钱，他拿到了八千文—— 

玉裳：为阿娟还债。阿娟读书那些钱，他能死得到啊？ 

玉裳：拿去还债了。又靠我养的猪，卖了四千文一窝。靠卖猪的钱。不然他到死也还不清。 

玉裳：伟民也忘恩，我就是讲他们两公婆是湿身狗。 

舅父：我们老斗—— 

玉裳：他学车的钱都要我们折腾，你想他哪有钱？何况他姣婆娟读书几万文。 

舅父：快死了还骂。有这样的人。 

玉裳：是很野蛮。我那么辛苦，他还讲我。 

舅父：他讲，干，小时侯被你打得多了。老斗（爸）眼大大看着他，也不敢出声。 

舅母：声什么呢。自己都动不了了。只能任他骂。 

舅父：干。他气死老斗要山铲的。你有什么办法呢。 

玉裳：轮到他那时，阿娟不也气得他咋咋跳啊？高飞结婚那天，我和阿娟两个人去牵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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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那边睡。阿娟伸手过去，他就放手过背后咯。阿娟戴着那些手套去牵他咯，他马上放手

过背后，不要阿娟牵。戴着那些手套咯手袜咯，全身围围紧。阿娟讲我不会接触老人的，这

样讲咯。他不要她牵，后来我伸手过去牵他，他就伸手出来。 

舅母：就说她爱卫生而已。 

舅父：看他那样子，爬出门口地坪又要拖回来。 

玉裳：他就帮忙拖了。 

舅父：我怎么知道呢。 

玉裳：有点功劳。是吗，伟仔（外孙）。那时是不是去拖姐公呢？ 

妹子：姐公过辈的时候，你看到咩？ 

玉裳：他好大胆的，（大舅父）爬下了地，他就上床把他吊上来。 

玉裳：像我们家公那样，阿娟花了那么钱和谷，自己瘫痪了，打针都还收钱，就太过分。 

舅母：记好帐咧。 

玉裳：你做大哥骂是可以骂的。 

舅母：打针拿药就记好帐，当时是这样说的。 

玉裳：是记帐的。她收钱啦。。哪次打针都要钱，不给钱就不肯打。 

舅母：儿媳妇帮家公打针要记好帐先哇。 

 

我：她自己的诊所吗？ 

玉裳：她自己就是做这行的咯，那时给钱她读医生咯。拿我们的钱读了五年书呀。 

我：哦。 

玉裳：那时我和你舅父—— 

舅母：去湛江读。 

玉裳：拼命耕那些田，养鱼塘供阿娟读书。 

玉裳：她阿娟自己哪有钱读书呢？ 

玉裳：回胶场 了诊所。 

我：自己 的吗？ 

玉裳：不知，也当是自己也当是胶场的。打针要拿到钱才打，没钱就不打。你舅父病的时候。 

我：这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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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裳：不给钱就不打。没给钱就记帐，然后回来跟我们结帐。我讲我们给那么多钱你读书啊，

一脚泥一脚泮的，我做鱼塘辛苦啊。你要是念一点点也不要这样啦。 

舅母：没有念。 

玉裳：她还那样骂我咧，讲她还没结婚就帮我们养家公家婆哇。 

舅母：是哇。 

玉裳：你讲她几大狗，帮我们养家公家婆哇，她有这么本事？要不为她读书，我们早盖了楼。 

舅母：早就盖了。 

玉裳：石什么的都买齐了，拉了回来。 

舅母：那时盖又便宜啦。 

玉裳：那时又便宜啦。让她害死了，害我还住这些瓦屋都还是她姣婆娟。我不骂她就好了，

她还骂我哇，你讲几野蛮。现在讲起来都还气愤，我今天还住瓦屋都是她害的，她还敢这样

讲。 

舅母：不会讲你好心。 

玉裳：前年回家（过年），公仔（大舅父）瘫痪了，她话公仔交不了电费了，她在家要交，不

准我 灯哇。年三十要（通宵） 灯的。我一去拉亮灯，怎么我这边屋又暗掉了，一去拉亮

又暗了，恩，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想起是她关了，不准我们 灯。 

舅母：太过分。 

玉裳：到了年初二，我等她睡了才 灯。年初三就骂了，剪电咯。年初三晚就讲剪电，我们

这边的都不给电用了。怎么会有这么毒的人。够毒的，真生气。我讲没有兄弟会这样的。花

那么多钱和谷给你读书。叼你妈，要是别人对阿婶几好了，买鸡鸭招待。给那么多钱你读书。

哪来的钱读呢？伟民一角钱都做不到。 

舅母：她总讲伟民做的钱。 

玉裳：伟民哪里做工？ 

舅母：一提起她就讲是我伟民做的钱。 

玉裳：伟民，找车给他 ，找到官河（村）田胜的车，好象才 两个月，就和你，阿平道的

四姑丈的车撞了屁股尾，撞死了死鬼显韶，伟民就无车 了。就 了一两个月车。 

我：好久了吧？ 

玉裳：就是。和你的四姑丈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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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哦。 

玉裳：撞死了显韶咯。伟民就无车 了，共计才 了两个月车。阿伟民做到钱，他去哪做到

钱呢。后来跟阿龙上东莞，就做到两三千文回家结婚。 

 

玉裳：够厌的，这样的天。妹子，明天跑步去买猪肉煲粥吃吧。 

大舅母：还有一盘猪肉又买猪肉煲粥哇。 

玉裳：家里还有些东西可以搭配。 

妹子：好，给钱我啦 

大舅母：看明天下多大雨。阿婆不要天亮就煲粥，等我起床煲好你就吃。 

妹子：等阿妈煲猪肉粥。 

大舅母：煲猪肉粥，猪肉那么贵，买得几多呢。 

妹子：贵就贵咯。 

玉裳：贵。买一斤多够了。买二十文钱啦，一斤几了。 

妹子：放只脚上去。 

大舅母：猪肉，买崇泽的还行，那些三杂，鬼都吃不下。 

玉裳：你们什么都不吃，我们什么都吃。在深圳，那些够瘦就买那些。 

妹子（与父亲通电话）：深圳冷咩？无冷啊？我们这冷死了，在烘火。和阿婆咯，你要和阿婆

讲无？你和阿婆讲无？ 

玉裳：让他讲讲啦。 

妹子：阿婆瘦瘦了，问你做嘛又不回家？讲你旧年不回，今年又不回。就是，讲两年没见你

了，也不回看你阿妈咯。 

舅母：妹子婆 

妹子：我陪阿婆咯，代你陪阿婆咯，孝敬阿婆咯，是不？  

妹子：阿婆也在这，你跟阿婆讲下无？跟阿婆讲下啦，这么久不见你阿妈。你不是叫阿妈啊？

这么久不看你阿妈了，是不？你和阿婆讲讲吧。听听阿婆的声先。 

大舅母：有什么讲的呢？回不了过年啊？怎么回不了呢？会买来吃哇，怎么会不舍得呢。有

嘛不舍得呢，有钱就买。 

妹子：他和阿妈讲，我不给他和阿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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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裳：嫌猪肉贵哇，无舍得哇。几傻。 

大舅母：买啊，你无信她们。一时无吃都不行。咳，无舍得买吃。 

妹子：多吃点，阿爸会买。阿爸几无钱都会买给你吃。 

大舅母：腰骨无痛了现在。 

大舅母：有哇，愁无衣服。 

妹子：亲爱的爸爸，我无。 

大舅母：几十件厚衣服。妹子婆——有哇——是哇——会穿新的。 

妹子：无，阿妈会买。 

大舅母：妹子又买条裤、厚外套给我，几十件了，愁无衣服。 

妹子：买件红色的给阿婆，红砰砰地过年。 

大舅母：买了会穿的，是哇。 

玉裳：红的她那会要。 

大舅母：很冷啊，你上面冷咩？一样啊。 

妹子：刚才又和我说无冷。 

玉裳：冷得直哆嗦。雨下得轰轰响，不清洗屋了。 

大舅母：就是咯。我们冷还有火烘，深圳恐怕无烘火吧？ 

妹子：阿婆的手全皱了。 

大舅母：全皱了，还能像你那样呀。 

妹子：全皱了。 

大舅母：老了。 

妹子：剩下些骨，喊你买点肉吃，你又不愿意，吃肥点咯。 

妹子：是要多点吃肉。 

大舅母：吃肉吃得肥，老人就是这样的。 

妹子：谁说老人是瘦点，有些老人家几肥咯，那像你。 

大舅母：各人不同的。 

妹子：你看看你的手。 

大舅母：我的手怎会不瘦呢。 

妹子：阿爸都说你不舍得买吃。又不是不给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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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母：哦，那能吃得肥。 

 

平表哥：人家又照顾得了，叼你，叼你老母。 

梅表嫂：哭不停咯，想洗个澡都不行。 

平表哥：叼你老母，你惹哭她就怨我，叼你妈的。 

梅表嫂：我几时惹哭她呢。 

平表哥：也要算我一份。那你惹哭她干叼啊，你做嘛骂我？ 

 

（雄表哥的⼤⼉⼦去年⾼考不理想现在复读；小⼉⼦在今年圣诞节那天去白⽔漂布游玩，被

淹死了，梅表嫂阿兰快回家过年了，要不要把他的照片拆下来放好，她看到会哭的） 

 

兰表嫂：上面还有些柴不搬下来？淋坏咯。 

舅母：我搬下了 

兰表嫂：是咯，拍靓点去讲啦，讲这里穷，连屋都无得住。阿表叔，看能否赞助十几万盖好

它。是吧？ 

我：十几万啊？ 

兰：是的。喊那些人来赞助点，这么穷，穷山村。 

兰：再让我冲洗下。 

兰：你淋湿身无啊，这么大雨？ 

舅母：那条裤全湿了咯。 

 

舅父：都困在那里了（增加）。我们这都有六度哇。 

兰：人家零下几度的都有（删去） 

 

（新闻：如果恶劣的天⽓持续，惠州六万⼏名外来⼯就要在当地过年了。回不了家他们的⽣

活又怎样安排呢？我们的记者去惠州了解——虽然说有钱没钱还是希望回家过年，但既然回

不去了，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外来⼯们希望同自⼰的同乡小兄弟小姐妹聚在⼀起，这样也可

以过⼀个开开⼼⼼的春节。外来⼯小陈小王小吴是这个企业的员⼯，有些⼲了⼗年都没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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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家，虽然在当地打⼯，但连当地的公园、景点都不知道，这次不能回家过年客观上为他们

创造了⼀个到处去玩⼀下的机会。⼏个老乡或者朋友过年⾛到⼀起吃饭啊——） 

 

曾表姑丈：大专牌有钱就有得读，有什么用就不知了。 

玉裳：大专要是有用，也不怕。 

兰：大专没什么用，但有那个牌也好点是吧？ 

曾：现在大专牌也没嘛用了，大家都有那些牌了。我们那时有中专牌都很恶了，我们那时高

中都恶了。那时不出去而已。 

妹子：不要去读书啦，你又读不了。 

曾：我们那时高中牌都算厉害的。 

兰：叫他们怎么博，这次考得怎么样，高云？模拟考考得怎么样？ 

曾：我不搏这些，那我不是衰齐了？ 

玉裳：搏什么呢？ 

曾：搏生多点子女咯。 

玉裳：就是咯。 

曾：不然我衰得重了。 

兰：要是本科—— 

曾：你考到什么就读什么，千万不要想复读，一年比一年多人，毕业的更多，找工作更难了。 

兰：到了伟头这代 好的，又少人。 

玉裳：伟头那代人当然少咧。 

曾：毕业的人多，找工作难。 

玉裳：伟头这代娶老婆很难了，妹子很少了。现在统计出了。 

妹子：伟头这么靓仔。 

高云：三千万 

兰：不是三千万。两个男人娶一个老婆。 

玉裳：是哇，伟头这代女人少，男人多。 

兰：人家做到机器人出来了。 

曾：克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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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裳：是哇。 

兰：出了机器人，没娶到老婆就娶机器人做老婆，要她干活。 

妹子：我同学，不来读书，真的有孩子了。 

高云：是吗，你同学呀？ 

曾：考到什么就读什么，不管它。 

妹子：喊我们去借钱打咯 

兰：上不了本科，只能大专了。 

高云：你借了啊？ 

妹子：我睬她就傻咧。 

玉裳：你高锋要考到大专还读咩？ 

妹子：她没我号码，问其她同学借到。 

高云：她无你电话号码是吧？ 

曾：学校不停出人，又不停地招。之前毕业的也还年轻，堆积如山的文凭。 

玉裳：我们六姑讲高云要考不上大学，就报深圳那些什么的—— 

兰：技工 

玉裳：职业—— 

兰：职业技工学校 

高云：一样要考的哇。 

 

舅父：姐婆（外婆）咯。姐公（外公）咯。那个是你大舅父咯。 

我：三个人都在这里的。 

舅父：是的。我想太远了，清明铲山他们不愿意去。 

我：这个山（坟地）还很新。 

舅父：旧年都还铲咯，这些木头长得很快。旧年才 山，旧年 始铲的。 

我：不用立墓碑刻个名字的吗？ 

舅父：无咯，无立碑咯。这条小路正好经过这。就是这两个。平道来看看你哇，你外甥来看

看你。 

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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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这个是我们老爸，这个是我们母亲。又没有谁回来，旧年辉华上来这里等，等到我去

铲了那些后再过来，折腾死了。 

我：我对姐公没什么印象了。 

舅父：啊？ 

我：对姐公的印象不多了。 

舅父：小时候。还能有什么印象呢。他年轻时也很迷赌博的，跟伙兴两个人赌鸡咯。 

舅父：旧年清明还铲，又生得这么塞了。 

我：姐婆，我是平道，来看看你，讲你听。 

舅父：特地来看你哇。保佑他们身体健康，步步高升。谁都不愿铲山，那些通通都不铲，叼

他妈的西。 

舅父：毛头生到一个妹子，又还没结婚。很快了，年初几就结婚哇。 

我：恩。讲一声姐婆听。（弟弟女儿）叫她阿太吗？ 

舅父：她啊？应该叫太婆。 

我：太婆啊？ 

舅父：通通都出打工了，无得闲回来，只有我在家锄锄而已。我想他们铲山很懒，在附近下

葬就算了。生草你也没办法的。回去吧。 

 

（临近过年，出外打⼯的⼈陆陆续续回家 镇上⼀下间多了好多⼈，日日都成圩。雄表哥回来

⽆⼏久，就动员⼤家盖⼀只新厕所，新年亲戚来了也⽅便；他讲⼏⼗年了还用鱼塘那只露天

厕所，应该盖⼀只有门的厕所。听讲，雄表哥的⼤⼉⼦旧年谈了⼥朋友，还带她回家玩；她

想去⽅便的时候，看到那个鱼塘上的厕所就不肯去了。我开玩笑问雄表哥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他支支吾吾的） 

 

七姨及七姨丈：  

 

（七姨出⼴州帮⼥⼉阿玲照顾孩⼦，七姨丈⼀个⼈在家） 

 

舅父：之前到处讲阿伟娶的老婆不好，后来又到处去吹阿伟娶的老婆好。他讲话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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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很反对阿伟。 

 

姨丈：现在不管他是不是国家单位，能挣钱就行了。 

我：挣钱就行，是吧。 

姨丈：是咯。还管什么单位呢。 

我：伟哥在美国挣得到吧？ 

姨丈：他（小儿子）在美国，讲句不好听的话，在美国做乞丐都好过在中国大陆啦。人家社

会制度比我们优越咯。 

我：资本主义制度是吧。 

姨丈。在中国，他在深圳做了几久呢，做了四年五年，在深圳。都买不到小车，他出去第二

年就买小车。 

我：第二年？ 

姨丈：是咯。你怎么讲好呢！现在，在门口停部小车咯。 

姨丈： 车去上班。 

我：他现在哪住呢？ 

姨丈：美国三蕃市咯。 

我：三蕃啊，是自己的房吗？ 

姨丈：什么自己的房呢，像香港，是公家的房。 

我：公家给钱租？ 

姨丈：当然啦。人家是资本主义世界咯，人家社会制度几好咯。今年三月他养了小孩咯，政

府又给钱喂奶咯。 

我：会寄钱给你用咩？ 

姨丈：有。好在靠他咯，出去两个月就寄钱回来还清盖屋的债。所以我现在内外债不欠。 

我：舒舒服服咧。 

姨丈：要不是他，我能怎么办呢，现在还负债啦。那时美元汇率又高咯。他寄两千美元回来，

我取了 17000 几文，无紧要啊？啦啦声还清债。 

姨丈：伟东（大儿子）那时就快，老板提他工资，升他做财务总监就买了楼。02 年升职，03

年立即给首期，搞装修，我和阿伟还过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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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丈：阿铃在白云也还可以。 

我：白云好啦，怎么转学校了？ 

姨丈：好就好，但私人老板不行的。 

我：不是国家单位，是吧？ 

姨丈：不是。她现在是国家单位，对子女都有好处的。她那些表格全部是广州市公务员的表

格。 

我：等于是广州户口了？ 

姨丈：人家阿铃历来都是广州户口，读中专都是广州户口。 

我：哦。 

姨丈：一直在广州，她是老广州了。不是广州户口不能参加考试的，不收外地的老师，只收

广州户口的。 

 

姨丈：丢了那张照片很可惜。廖悦莲（七姨）的妹妹阿八，在湛江赤坎邮电局。文化大革命

期间，她走了，被人家打死了。我当时就怀疑。我在山东当兵的时候。那个谁去到那，就讲

是急性心肌梗塞。其实可能是武斗那时被人打死的。那时在湛江送信。那张照片，当时我要

是懂得，我袋好就好了。在那边横屋。阿分（小舅父）还在的时候，我保存一张就好了。后

来不知扔哪了。 

我：什么照片呢？ 

姨丈：就像这样的照片咯，拍得很漂亮的。 

我：她和你合照的吗？ 

姨丈：廖悦莲还有个妹妹很漂亮的。阿八咯，阿八就到阿分，阿分到阿十，阿十到你妈。你

想想，那时她们两姐妹还很小，阿八那时好大了，参加工作了。当时我要是保管好那张相片，

我现在还有一个纪念。 

我：那我叫她做—— 

姨丈：八姨 

我：八姨 

姨丈：啊，排第八咯。你妈好多姐妹的，你妈 小，叫十一，你想想。 小就是你妈。 

我：还有八姨的，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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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丈：你哪知道呢。伟东的名字就是她起的。 

姨丈：赤坎市邮电局工作，那时叫邮电局。我还收到她寄来的背心，我当时很喜欢穿这样的，

那时部队不发背心这些东西。她寄了四件给我，我收到那些衣服之后呢，家里就写信来讲（她）

给别人打死了。那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去不了。要走路，没车去的，交通不方便。后来阿世

柱去了，听讲。 

我：当时她几多岁了？八姨那时几多岁了？ 

姨丈：走走那年好象 18、19 岁。让别人整死了。 

我：才 18、19 岁 

姨丈：都还没谈婚。好象是 19、20 岁，有个连长追她。她写信告诉我，南海舰队的一个连长，

原籍就是广西的。她写信告诉我。我叫她写信征求阿爸和大哥的意见；我讲有机会的话，你

就带他回来让家里人看看。那时经常写信给我的。她那张相片靓啊，就是那些黑白照片。 

姨丈：不知道丢哪去了。后来我就叫阿十找人画她老爸母亲的相，那些像是画出来的，就在

厅挂着。 

我：姐公姐婆的吗？ 

姨丈：恩，叫阿十找人画的。我当时还在海康。好靓啦，现在厅挂着，是画的。 

姨丈：那时我还存有阿八的相，搬来搬去就丢了。 

我：搬了好多次家吗？ 

姨丈：我在海南搬回海康，海康又搬回阳春，回阳春后又搬了几次家。就是在海南那时丢的，

打台风，带去的东西全都淋湿，糟蹋齐了。 

姨丈：还没改革 放之前相当困难。改革 放之后就变化大，没改革 放前相当困难，都不

知怎么形容。所以美国之音讲我们中国没有人性，共产党没有人性。回想起来真是的，不讲

人的，不像现在以人为本的。 

我：现在的政府吗？ 

姨丈：以前的政府真是不以人为本的，叼，越穷就越革命，越穷就越好这样的。谁喊口号喊

得响亮就好，这样的。哎呀，那样的时代。还是那样的时代就糟糕咯。起码以人为本这条啦，

特别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主持政府工作后，比以前更好点啦。总之邓小平复出之后生活都好

了点，都没以前那么辛苦。 

我：以前不搞经济，专门搞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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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丈：搞阶级斗争咯。互相斗争咯，你斗我我斗你咯。晚晚 会的，电视都没一台看，以前

只有放电影，村过村寨过寨去看电影。 

姨丈：涛妹在江门是吧？ 

我：恩，是在江门。兰花也在江门市，大家都在那买了楼。 

姨丈：都好啦，在江门发展也好呀，江门物价便宜咯。 

我：是啊。 

姨丈：对吧。 

姨丈：好过在八甲，在八甲就糟了。所以，阿伟三姐妹，以前在胶场住，回家过年三姐妹讲，

做乞丐也要离 阳春，不要在阳春。嘿，都这样说话了，做乞丐也要离 阳春，不要在阳春。

我阿铃在汕头大学一毕业，阳江市劳动局副局长就找我阿铃，哄我阿铃回去阳江市技工学校

做老师。我阿铃那时问过我啦，要不要回去呢？我讲你去看看啦，后来回阳江看了，立即说

谢谢他。回去阳江肯定不好啦。然后立即上去广州了。加上他这样要求，迁户口和档案回来

阳江。阿玲一听，无可能的，我广州市的户口怎么肯迁回阳江呢？不可能啦。就无答应他。 

我：也是的。广州户口。 

姨丈：是的。不管怎样，中国还有一个户籍制度，没改革，它就分城市和农村的。没办法的。

你要是广州是户口，物价也有补贴，要不是广州市户口，像我们这些退休的，什么都没得享

受。人家广州市的，把退休证拿出来，白云山门票不用钱，越秀公园门票不用钱，坐地铁不

用钱，坐公共汽车不用钱。 

我：现在大家都出外面了。 

姨丈：是的。 

我：舅父上面的人都出了。 

姨丈：是的。 

我：还有做田就留在家。 

姨丈：是的。 

我：没什么人做田了吧？ 

姨丈：做。就剩阿平做田是吧，阿平两公婆只能做田，他都出不去。悦生（我舅父）大儿子

只能做田，阿雄两公婆现在东莞做工，就剩下阿平两公婆。 

我：他为什么不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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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丈：他怎么出得去呢？阿平出去能做什么工呢？打工他又不知该去哪打，又没手艺，他靠

什么出去呢？阿雄好在学了驾驶，拿了车牌，这样就出去了。阿平出不去的，就是他在家接

班做田咯。像阿平那样，有嘛办法出去呢，两公婆都没办法出去。 

 

春湾站：一姑 

 

我：现在有几多退休金呢？ 

一姑：800 几文。 

我：800 几文纸？ 

一姑：是的。 

我：够吃咩？ 

一姑：无够吃咯。这个仔又要买奶粉，无够吃。 

我：现在还吃奶粉啊？ 

一姑：有时晚上无吃夜宵就奶粉。 

我：奶粉好贵的。 

一姑：130 文一瓶。 

我：130 算便宜了。 

一姑：一个月要两瓶，差不多 300 百文咧。还剩四五百，水电费呢？有时他妈寄点回来。 

我：这楼那么大水电费少不了。 

一姑：水电费、煤气费、电话费都要。姑丈又无钱给回，一两千文而已。有嘛钱呢。你表哥

又做生意，借了银行十二万。屋契抵押了。 

我：屋契抵押了。 

一姑：恩。押银行了。 

我：现在那些 

一姑：12 万，借 10 年。 

我：10 年息都不少。 

一姑：一月还千三文，十年连本带利还齐。 

我：什么六合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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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姑：帮人收单。吃了人家的单，输了六万文，七八万文啊。 

我：哦，收单。自己做庄啊？ 

一姑：吃了人家的单，没报上去。 

我：哦。 

一姑：这样输了七八万咯。前年咯。输了十几万啊。 

我：地下六合彩是吧？ 

一姑：是的。旧年才还清，所以你表哥没钱。 

一姑：这样输了七八万。旧年包些工程做刚好还清债。喔，今年他岳父又癌症，又给钱医。 

我：医了几多钱呢？ 

一姑：无知，讲医了十几万。可能阿日老婆给了 3 万文，我无知。 

我：医好了吧？ 

一姑：好契弟咧。化疗了 5 次咯，继续医咯。今年做的钱无够医她老斗。 

我：今年好象流年不顺。 

一姑：就是不顺咯。好多问题的，这样那样的。 

我：影楼生意怎样呢？ 

一姑：现在做 了就好转了。做到点就给点他岳父化疗咯。 

我：时不时给点。 

一姑：四姑那次打电话问我借钱，我讲无。年头那时想看看阿日有钱无，借几千文给她装修

啦。无知刚到 6 月份，他岳父验出有病，就借不了了。问我有无私房钱，我讲一分钱私房钱

都无。笑死了，哪有私房钱呢。盖这间屋全部拿出来了。领工资有嘛钱呢，她都不知。 

我：靠领工资是不行的。 

一姑：你姑丈又无好过，在深圳打工，经常要看医生的。 

我：身体无好啊？ 

一姑：肺积水。95 年 始无医了几年啊，医到 97 年都还未完全好。 

我：现在还未好啊？ 

一姑：现在久不久会复发的。 

我：好不了的？ 

一姑：断不了尾的。宫膜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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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得根治的？ 

一姑：无根治的。要割了才行。他大哥讲费事割，那么老了，熬着吧，拿药控制下，吃到 60

岁都可以了咯。这边心口（胸）凹进去了。这边凹，这边凸的。 

我：一边凹一边凸啊。 

一姑：是的。那边肺抽水抽到凹了。身都斜了。 

我：平时无嘛大碍吧？ 

一姑：无嘛大碍，只是有时发炎会痛。 

我：会痛。 

一姑：一发炎就去打针。 

我：像风湿，久不久会痛的？ 

一姑：一痛了就要打针吃药的，又要两三百文。 

我：这样的。 

一姑：是的。 

我：在深圳打口针很贵的咯。 

一姑：咳，人不做生意就无办法的，靠共产党领工资无得发达的。 

一姑：你大个了似老斗？似阿妈还是老斗呢？ 

我：似阿妈，阿毛似老斗多点。 

一姑：你老斗无死得早就无那么底力。 

我：是的。差很远的。 

一姑：你老斗无死差好远的，阿公不用那么辛苦。 

我：阿公阿婆无那么辛苦。刚好接了一个工程做，测量修水电站。 

一姑：你老斗在就无底力咯。 

我：就是这样的命。 

一姑：你老斗硬颈，无信讲。花了很多钱。为了我们姓杨一家花了几多钱啊，都不敢提。又

找钱给耿叔还债，又医你老斗，又医你阿婆。还借两千未还，你姑丈无知。 

我：哦。 

一姑：偷偷给。讲给两千文，还有两千文无讲。费事呢。人家也有老斗老妈的。 

一姑：阿日就知道，你姑丈无知。问给几多，就讲两千。借了阿弟（孙）姨仔的钱，还没还。 



 588 

我：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一姑：就是。到了年关就偷偷还点。玉姑都无钱过夜的咯。那几百文。 

我：逐渐会好的。 

一姑：你表哥要是挣到钱又想在深圳还套房，带仔出读书呢。自己人讲句知心话，跟别人不

敢讲买房。在深圳买楼要上百万。 

我：深圳买房是上百万的。 

一姑：就是。想死了带仔出去读书。人家外面的讲英语讲得啦啦声，这里的人读书好差的。 

邻居：无吵！我去拿衣服。 

一姑：哦。 

一姑：阿弟 

一姑：会盲眼的。不要拿水泥玩。呢，呢，不要玩。撒尿玩啊？邋遢咩？好累啊？今日没吃

饭咯。累哇。 

一姑：吃腊肠啦。夹猪耳吃啦。 

阿弟：好吃的。 

一姑：吃吧。 

一姑：无好过，长时头痛。 

立：好济公不是很好。 

一姑：啊？ 

立：好济公吧。 

一姑：吃了几十年咯，吃了三十年咯。 

我：不是吧？ 

一姑：生阿晓第二年吃到现在。长时这痛那痛的。阿日老婆讲，阿妈，带你出南方军医照照

啦。咳，费事照，要死就早死了。都痛了几十年咯，何必浪费钱呢。 

一姑：重男轻女的，你阿婆。 

我：是吗 

一姑：对仔就好，对妹子不好的。我对她们无感情的。 

我：仔和妹子都一样 

一姑：对妹子像狗一样欺负的，你阿婆。你爸那时像宝贝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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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哦。 

一姑：我们在家就砍柴，割草，煮饭，你老斗就去玩，还恶。你阿婆都无骂的。妹子就狗一

样欺负的。我对你阿婆没点感情，真实，我好讨厌你阿婆的。讨厌。不过有钱也会给点她无

钱就无了，是吧。 

我：哦。 

一姑：重男轻女的。 

一姑：坐着吃。 

阿弟：哇，是咩啊？你有咩玩？ 

 

一姑：阿四呢，要是林科懂事点又无那么底力。做点钱还债。做十年工一分钱都无的。这些

鬼人。阿国强（四姑丈）讲，生这个仔没看过他一百文。 

一姑（听电话）：喂。无痛咧。昨日吃了四包好济公，一粒必理通才止住。也无办法，吃了三

包本地的不行，吃了包香港就止痛了。可能煎了点小鱼吃导致的。阿妹，妈妈咯。你昨晚还

想念妈妈。听啦。妈妈。婆婆买到鱼仔，讲妈妈知，几时回家呢。问妈妈几时回。你又会讲

喊爸爸 车和妈妈一起回。回啊？过几天就回啊？哦。问妈妈几时回，问妈妈买咩回。就这

样吧，他在乱按电话。好坏的你。 

阿弟：那只叔叔呢？ 

一姑：那是表叔。那只叔叔哇。 

阿弟：给我看看。映到咩？ 

 

一姑：在上面床了吧，你去看看。无在床又在哪呢？ 

我：你手上的不是超人吗？ 

一姑：你手那个不就是超人吗？ 

我：手上那个吧。 

阿弟：不是这只咯。 

一姑：不是这只是哪只呢？ 

阿弟：不是这只。 

一姑：床上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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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弟：无。 

阿弟：我要超人咯。在哪呢？不要喝水。拿给我，拿给我。 

一姑：无吵，阿婆头痛。妹你上去拿，你很快的。妹，你上去拿啦。 

我：吵得阿婆头痛咯。 

一姑：妹，你跑上去拿，很快的。 

阿弟：我无，我无。 

一姑：我拿棍来你就知道厉害咧。 

我：找超人啊？ 

一姑：看叮当猫吗？ 

阿弟：你回家啊？是吗？ 

阿弟：我看看。 

一姑：不看。表叔去那边赶傻佬。 

我：等会还回来的。 

一姑：一会就回来。 

我：陪阿婆睡觉啦。 

一姑：去睡觉咯。无去。去赶傻佬傻婆的哇。你硬颈咧。表叔去赶傻佬，一会就回来。 

 

5、阳春站  

 

妈：吃啦，还有饭。 

妈：喊你明日送她回去哇。 

我：明日啊。 

妈：恩。 

我：几点的车呢？ 

妈：还没买车票，你问阿琼，我不知怎么搭车的。 

我：外婆（弟弟岳母），明天要回去是吧？ 

外婆：恩。 

我：你听得懂我们讲的家乡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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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有些就听得懂，有些不行。 

表姐：家乡话就听不懂。 

姨丈：喂，老板娘。 

妈：哇，老板。阿平道，还不拿 你的机啊。 

大姨：啊，张艺谋回来了。 

 

姨丈：隔离摆酒咩？ 

妈：是的。嫁女。 

姨丈：摆满了门口。 

大姨：在家请酒的啊？怎么在家请酒的？ 

姨丈：省钱咯，在家请酒。 

大姨：阿琼吃饭了没有？ 

外婆：吃了。 

大姨：吃了呀。 

 

表姐：一日三餐都不下来吃，又嫌不好吃。 

大姨：麻烦哇，真的好难服侍。 

妈：我端猪脚醋上去，吃了两口，端饭上去，耙了两口。脾气怎么样呢。这样扔筷子，就睡

下床，绷紧脸。我问，怎么又不吃呢？无好吃的，这样答我哇。我下来，她喊她妈跟尾下，

说我煮的菜无够味哇。 

表姐：端鸡肉上也不吃。 

妈：又喊她妈下来煮。这样我才发火了，既然什么都不沟通，那你带她回去，你养她吧。我

是这样说，现在带她走。 

表姐：大家在等她吃饭。 

妈：这样才 始了。他妈就哭了，上了楼。我们以为她们睡觉了。我和阿七，阿娣，阿公就

出街了。无知她收拾完她的东西走了哇，我们担心死了。怎么房间空空的呢。 

表姐：我上去看，一个人都无。衣服全都拿走了。 

妈：你说她多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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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我怕她拿光了她的钱走啊。 

妈：我担心死了，我也顾不及上去看柜了。我以为她拿了存折啊。 

表姐：赶快去追。 

妈：我放了几千文在那吧，我担心死了，那时又赶去车站追她，没空看柜子。我心挂挂着。

心想我先追阿妹回来。等到一号放假，我维力回来，你跟他讲，能合你就留下来，不能合你

就回重庆。阿妹就一定不准你带走。我求她回去。车站职工讲，你亲家没出声没骂你。她不

停地扒我，几可怕咧。 

 

表姐：吃得咕咕响。 

琼：笑起来才好看嘛。 

外婆：还不会笑。 

表姐：无会笑。 

外婆：这么小的孩子 

表姐：抓紧奶嘴 

琼：吃累了还会休息一下 

表姐：快拿点纸巾来。擦擦嘴。是咯，拍个相。 

 

姨丈：如果她回去，你给点礼金她走咯。费事在那边摆酒了。 

妈：摆酒。礼金。我懒得理她。 

姨丈：无理她啊？ 

大姨：给点工钱就好了。 

杨叔：是，给点工钱。 

大姨：和伙食费 

大姨：未结婚给礼金做咩？我这边都未办喜事给咩礼金。 

 

阿婆：要两日才到她家。 

邻居 1：是挺远的。 

阿婆：就是无好，搭车钱都要一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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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 2：要她干吗啊，要那么钱 

邻居 1：无好，人家中意就好。 

邻居 2：要两三个月的钱。 

邻居 1：几多人娶远处的 

阿婆：给两千文她妈回去。 

邻居 1：哦。结婚没？哦，没结婚。 

阿婆：没办法，也当结婚了。 

邻居 1：也算结了。孩子都生了还有嘛呢。 

 

阿琼：但你坐后面一班，就赶不上车。早上六点的。涪陵没有直达车。只有经重庆回西沱才

有车。经涪凌就要转车。 

阿琼：下午四点有一班，五点多有一班。下午的，早上没的。 

 

妈：问那电水煲几多钱哇，叫阿平道去买个给她带回去哇。她自己在家，那用得着这么大的

电水煲。我讲，你那边无得买啊。 

大姨：那么远怎么拿呢？ 

妈：我问你那边没有卖啊？她讲没这种卖的。 

表姐：洗干净对筷子。 

姨丈：算啦，给二千银她走啦。 

大姨：不用筷子，就这样喝就行。 

姨丈：费事在这搞搞震无帮衬。唉，看到她就头痛。 

 

琼：我们家族姓汪有叫汪洋大海起波涛。叫汪涛，是个妹子撒。 

外婆：阿妹咧。 

我：名字还没想好。 

琼：是啊。 

外婆：你来想吧。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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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你帮她起个名字。 

琼：你跟小杨想了几天还没想好。 

我：对啊，我跟他想了好长时间都没想好。 

表姐：吃得快，呛到了，吃得快。 

我：不要让她吃得那么快。她饿了就—— 

表姐：吃得快了，糟了。 

我：拼命地吃，呛到了。不要让她吃得那么急。让她歇一下。 

表姐：吃得快会呕的。 

我：会哽到无？ 

表姐：不会哽到。 

琼：还要吃，你看她。 

表姐：还想吃咯。嘴仔上还有。用力拱。 

表姐：一直拱着。 

外婆：还想吃。 

琼：生气了，生气了。 

表姐：又想吃。又让她吃，妹吃啦。 

 

大姨：要骂杨维力，等他回来。自己还没基础，讲过三年后结婚。突然老婆有了孩子哇，要

回家结婚。真气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无，你自己都无思想准备，大家都无。经济基础还没有，

又结婚生仔那么快哇。他自己找苦吃的。 

妈：生仔也是阿琼的事。去韶关找不到工做，在维力那住了一个月。我讲怎么办呢，维力，

干脆娶个本地的啦。她就怕我喊维力不要她，她就快快要了孩子。那时我讲，不如结婚，你

们都中意对方。他讲，用嘛结婚那么早呢，再过三年。 

大姨：是讲过三年。 

妈：怕我不要她。这样的事。就想到远，负担重。 

 

琼：甜甜的。 

表姐：好味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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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买个奶嘴给她，不贵。 

表姐：假装睡咯。装睡咯。 

 

妈：她怎么讲呢？跟阿娣讲，阿妈才回一日就发脾气，肯定嫌我生个妹子。我从来无讲过，

知道生个妹子，她打电话喊买什么我就买什么回来，连冲凉液皮肤露都买给阿妹咧，你想想。

什么都买了，她还讲我嫌她生个妹子就赶她走哇。 

 

表姐：生气了，要哭咯。 

我：呛到吗？ 

表姐：不是，没有吃饱。 

外婆：还要吃，没吃完。 

表姐：在蹬脚。吃吧。 

外婆：抱着奶瓶吃，快点。抱着吃，妹儿。 

 

我：她妈哭了，要带她回家。 

姑丈：啊？ 

我：她妈哭了哇。 

姑丈：为什么哭了？ 

我：讲赶她走哇。 

姑丈：傻的。这句话就不该讲。特别是语言，大家交流比较困难的。 

我：很困难。 

姑丈：相当困难。一旦讲赶她哇，她肯定很抵触的。 

我：我都讲她不不对，讲这句话。 

 

大姨：她昨晚讲你以前也赶过她哇。 

妈：我以前哪有赶过她骂过她呢？ 

大姨：我讲你们还没登记之前，你阿妈不是不中意你，是不中意你那么远，语言又无通，口

味又无同，就想到有今天的了。当时你妈就极力反对，我讲，不单止你阿妈，你阿姑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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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中意娶你吧。不过有了孩子无办法，大家也接受了你，就算过去了。还有什么好提

的，人家还没结婚之前是有选择的。中意娶谁就娶谁。 

妈：口口声声要跟我维力离婚哇，大姨昨晚说了她。她妈跺着脚，离，不离不行。要跟维力

离婚哇。我讲离就离咯，留阿妹在这，我买奶粉养大她。 

大姨：她讲那边男的多得很。那你就嫁去那边咯。嫁去那些深山角，农村咯，看你怎么生活。 

妈：口味也无同的。我们的菜她不中意吃的，我快快切好些椰菜，我讲你就自己炒，我不懂

你们的口味。我炒完，就喊她炒。好好好。她就放蒜米，放多多豉油，炒得很黄。 

大姨：是哇。 

妈：哎呀，又多油又多豉油，我就不敢吃。怕死了。 

 

表姐：正正经经的样子。十二天了。 

我：十二天。 

表姐：久不久挣 眼咯。 

我：十二天了吗？ 

琼：十二天。 

表姐：久不久挣 眼咯。 

琼：嘿，打雷啦。 

 

妈：我讲我好辛苦吧。雇两个人（照顾你），还要给生活费你，你想想我对你还不够好啊。今

早阿娣讲，你阿妈对你算好了。她点头讲是。今早我又请三轮车带她去妇幼看病，她就问我，

阿妈，我妈是小气点，过后就没事了。这样跟我讲。我讲我不会怪她的，我讲为什么我要喊

你妈带你回去，我是这样骂了，我也太冲动了，首先我也不对。你知道阿妈的脾气，我讲我

负担很重啊，你无知。我请两个人来服侍你。你的性格好丑怪，我当面讲她。你什么都不信

我讲，有什么事情也要跟我讲，不舒服也要跟我讲，我就会处理咯，就会带你去看医生咯。

今早又带她去，花了 90 文，肠不舒服，医生 了药。 

 

七姑：那晚我准备下屋。她刚刚买了票，车还没 就去吃饭。我们车站出来就看到阿琼，拖

着大箱，收拾齐了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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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上次小杨就买了这种，一下子就用烂了。 

外婆：那个好像 7 块钱。 

琼：这个多少钱呢？ 

表姐：五块五。 

琼：这么便宜啊。这种不好。 

表姐：不好啊。 

琼：不应该买这种。全白那种好一点。 

表姐：无怕的。外面那样而已，不会掉色的。 

琼：这种没有消过毒。 

表姐：啊？ 

琼：没有消过毒的。 

表姐：拿 水烫烫就行了。 

琼：这水都不汤的。 

表姐：无烫啊。 

外婆：她说没消过毒的。 

表姐：新买的也无怕的。 

外婆：喝水，妹咯。 

琼：妹咧。 

表姐：久不久又睁 。 

我：一吃饱马上睡吗？ 

琼：有时候她玩一下，下午的时候玩了很久。玩累了。吃点水。 

表姐：还很烫咯。烫，烫。 

 

妈：要是维力帮她就麻烦，就放肆。 

表姐：他妈煽风点火。 

妈：就是。 

表姐：他妈教坏了她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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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维力讲，快喊平道送她回去啦。 

大姨：你要说说维力。 

妈：他是好讨厌她的咯。他讲，他爸恶起来也很野蛮的，以前打电话骂过他。你女儿还没回

到家，就打电话骂维力。好恶哇，维力讲，他们全家都很凶的，你不理他们。你女儿跟我维

力拍拖，你都无来过我家，怎么知道骗她呢。 

大姨：你问问咯，先查查情况咯。 

妈：经过这次她不敢野蛮了。 

姨丈：出晒洋相了。 

表姐：几恶呢。 

姨丈：出晒洋相了。 

大姨：是很恶的。 

妈：阿琼就无声，在那站着，眼泪直流。 

表姐：我一拉住阿琼，她就哭，出眼泪。 

大姨：阿琼呢，也不是她要走的。 

表姐：是他妈哇。 

大姨：是他妈拖她走的，他妈不在，阿琼绝对不会走的。是他妈恶，拖住她走的。 

妈：阿琼跟阿娣讲，我满了月你赶我走都好啦，我还坐月就赶我走。这样讲哇。 

大姨：那时气头上讲的话，根本上不是有心赶你走的。 

妈：就是咯。 

表姐：讲嫌她生到妹子哇。 

 

表姐：唉，衣服都还没洗。呢，琼，在哪吃呢，在这吃还是在那？ 

琼：就那里吧。 

表姐：就在这吃吧。 

表姐：我衣服还没洗。啊，我会洗，无用你洗。 

外婆：洗完了。 

表姐：你洗完了啊？ 

外婆：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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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哦。我那用你洗啊，无用你洗哇，姐婆。 

外婆：我没事干。 

表姐：哎，你又帮我洗衣服哇。无用哇。我吃完饭慢慢洗。 

外婆：不用你洗。 

表姐：可笑咯。阿琼，你妈又帮我洗衣服哇。我煮好饭慢慢洗咯。那些汤有点辣，下了风姜。 

琼：指甲长了，把脸都抓破了。 

外婆：你不快点吃，冻了，还慢慢剪指甲。凉了，吃了再剪。 

外婆：妹咧。撑起来看，撑起来看。这东西好看，还撑着看。 

外婆：要睡了，一大早就睡。 

我：睡吧睡吧，让她睡吧，困了她。 

妈：眼睡了咯。 

外婆：抱着睡。睡觉觉咯。 

妈：眼睡了吧。 

外婆：不肯到床睡，要抱着的。 

妈：睡觉咯。 

姨丈：吃饭咯。 

 

妈：要小心。 

表姐：平道那么大个。 

妈：我特意叫阿平道坐那张。阿杨很饿了吧。 

 

重庆站  

 

广播：旅客们，列车已由长寿车站 出，前方到站重庆北站。正点到达重庆北车站的时间是

19 点 08 分，停车 21 分。 

 

外婆：凤琼说，等他哥哥一起摆喜酒，少花点钱。 

我：阿琼是你捡回来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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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恩。 

我：在哪捡的？ 

外婆：别人捡的，我们抱来养的。我长得胖都是因为吃药。你不吃药就没奶水，要发奶。汪

凤要吃奶。生了她哥哥，又生一个，死了。死后才捡了凤琼的。 

外婆：也像凤琼女儿那样小，就捡回来了。别人在做月子，就甩了她。她生三胎，要罚款，

就扔了。她是想要个儿子，生下来又是女儿。只有三个女儿， 后一个就不扔了。 

外婆：所以她认我，不认她亲生父母。她说生了她，又没把她养大。要是超生，政府把他们

房子全拆掉的。她说没把她养大，生她又把她甩了。 

外婆：我生三个孩子，有一个生下来 40 天就病死了， 后一个被引产，我们那不准生。打掉

的，不准生。 

 

外婆：我们那到镇上要走一个半小时。不背东西就走路，背东西就坐车。有时背谷子去镇上

卖就要坐车。带一袋谷子带个人，三块钱。你不带家伙，坐车划不来的。带东西就坐车，没

带就走路，要走一个半小时。 

外婆：家还有两个老的，阿婆和阿公。还跟我们生活的。 

外婆：我们负担重。汪凤还没摆酒。还有两个老的。我们自己岁数也大了。 

外婆：她爸现在得病了，不知要花多少钱。她爸去煤场打工，灰尘多，容易得病。煤场。不

让他去煤场上班，他硬要去。 

外婆：我去年养三头猪，卖两个吃一个。今年我一个人在家，她爸不准养。只养一头猪，今

年只杀那一头猪。她爸不准买猪仔，养多了走不 。他要去煤场做工，不养猪，他就可以出

去找钱。 

外婆：今年我一个人在家，还是打几百斤粮食嘛，喂猪要粮食撒。 

外婆：要不是两个老的，凤琼爸爸就去温州打工了。去温州打工。不然哪能挣来钱撒。他走

了我一个人不行。 

 

韶关站  

 

弟：到了咯。 



 601 

我：头发都掉光了。 

弟：啊？做嘛呢？ 

我：头发。 

弟：头发啊？ 

同事 1：做老斗了吧？ 

弟：是的。像你讲的，不要搞出人命，真的搞出人命了。我回房间。 

同事 2：映得你靓不靓仔啊？ 

弟：昨晚有无赢啊？ 

同事 2：输晒啦。 

弟：阿伟仔又话输晒？ 

同事 2：唉，输晒啦。 

弟：你又输晒啊？ 

同事 2：我输完就走啦，一千文。 

同事 1：第一次来看你细佬啊？ 

我：是啊。 

同事 1：在这做了几年啊？小杨都变老杨咯。 

弟：是咯。表演行不行？又话你们有表演？ 

弟：又话晚间有表演 

同事 1：是啊。 

弟：谁发条讯息给我，老师说我表演不错，表演很好。 

同事 1：谁发的？阿冲啊？ 

 

弟：好脆是咩？ 

我：恩。是好脆。 

弟：尝一块。切咧，切咧。 

我：你拿这块去咯。 

弟：我拿那么多做嘛呢？ 

我：拿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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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切一半。小块一点。 

 

我：六斤二两啊？ 

弟：似阿琼多点。 

我：阿妈讲她整天睡的哇。 

弟：现在是睡的。吃饱就睡咯。 

我：这栋楼几层的？ 

弟：16 层。 

我：投资几大呢？ 

弟：啊？ 

我：投资几大呢？ 

第：投资啊？总共 3 千几万，包装修。 

（弟第监理的工程） 

我：那栋一千可以吧？ 

弟：那栋六百万。 

我：六百万。 

 

弟：帮我拉拉。叫他拿钥匙上来。 

工头：叫他坐电梯拿上来。拿电梯房钥匙上来，在大厅。 

电梯工：标准要求是 2 到 4 厘米，取中间，3 厘米。 

电梯工：因为我们装好梯之后，还要测试，起码要一个星期。就是你给电源之后，全部安装

好之后，你还要给一个星期我调试。调试之后，马上叫人过来验收。 

弟：星期一叫人装好电。 

工头：我找个人给你，你点搞就点搞啦。 

弟：也可以。 

弟：下面那个墩有几多啊？（尺寸） 

电梯工：那你到时拉好电源就给电话我啦。 

弟：不用。你人几时到就给电话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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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头：我怎么知，要装好水池先有人来。 

弟：早点找人来，不能拖了，星期一他们要装。 

工头：拖到现在，也不差这两日啦。 

弟：不是差两日。 

工头：时间紧。 

弟：他们调试又要一个星期。 

工头：那他们装了那么久现在才做？ 

弟：找一到两个人。今日星期六吧？ 

工头：落雨我点安排任务啊？ 

弟：啊？ 

工头：落雨我点安排任务啊？ 

弟：室内没关系的。这里有人的话，你就先做。 

工头：如果这么急早应该做好啦。到现在才急。 

弟：哪里？ 

工头：就是那部电梯。 

弟：无办法啦。要装好才可以。 

工头：今日才讲时间急。 

弟：他前两日已经同你讲了啦。 

工头：早该做好啦。 

弟：明日安排人啦。 

工头：恩。 

弟：人到就给电话我。 

工头：恩。 

弟：就这样吧。走啦。 

 

弟（电话）：一夜没睡啊？今天睡了吧，早上睡到几点钟呢？睡到八九点啊。现在又睡了吧，

吃饱了没有呢？那没什么吧？阿妈买到 24号的票了。啊？晚上才到。你吃饭了没？那你睡吧，

就这样，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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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无杀鸡啊？杀了鸡啊。哦，阿婆呢？有去哪了呢？无落水啊？无落水。我们这边落水咯。

出去啦？还不知咯。是哇。差不多了。年底啦，过年前。过年前应该没问题。啊？还没。无

知。有什么不合格的。阿婆出去行街了啊？耿叔电话号码啊？要查查才知。元旦前回。是的。

人家一月二号才进宅，还远着。我早就回了，能回到。 

弟：昨晚哭得很厉害。又讲脸比较白了。那些血斑消了，原来生出那时脸好多血斑。消了一

些。脸的血斑消了。是的。又讲七姑她们到时抓鸡上来？等你回来先哇，再抓鸡上来。没什

么就先这样吧。 

弟：你也睡了？哦，那你睡吧。喂。恩，好，拜拜。睡觉这么早，九点几钟了。 

 

江门站  

 

旁白：雯表姐的父亲（我的三舅父）病逝十来年了。现在大家生活稳定，全家着急的是二儿

子辉华 30 出头了还没结婚。 

 

表侄：你一点都不犀利。照我啦。 

舅母：是你才犀利。 

表侄：是呀。他不犀利的，都无声音的。给我看下啦。嘿，甘姑寒（吝啬）。你真是姑寒种来

的。你就是姑寒种。 

舅母：还不结婚啊，要有对象，今年就要结婚咯。上次那妹子是还小。没一个顺眼的。妹子

是不少，看了几个。没一个合眼的。乌的乌，小的小。够麻烦的了。 

我：江门也有啦。 

舅母：江门无一个合眼的，也见过几个。全部身长脚短的。大家都催他。阿伯长时骂我，话

我不管。 

 

我：你超人去哪了？ 

表侄：超人？超人在这里咯。 

表侄（电话）：喂。 

表姐夫：喂，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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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侄：爸爸，你又话做完工作就回来的？ 

 

舅母：来吃饭啦，不要跟他玩咧。你吃不吃，吴敏华，吃不吃饭？ 

表姐夫：不痛咩？ 

表侄：不痛。婆婆你洗碗么？ 

舅母：是啊。 

表姐夫：你又不帮手，问来做咩？ 

表侄：我就是不帮。 

表姐夫：还就是不帮啊。你冲凉未啊？ 

 

表侄（电话）：喂，妈妈。 

表姐：为什么你电话那么小声的？ 

表侄：你是不是今日生意好过昨日啊？ 

舅母：哎呀。快点啦。你又挂了啊。 

表侄：那你又帮我穿衣服，怎么听啊？ 

舅母：你不穿衣服，冻啊。 

表侄：不行。 

舅母：我不帮你穿了。你衣服在这，冻就自己穿吧。掉下地你就知道了。 

表侄：喂。 

表姐：爸爸出来未啊？ 

表侄：还没。 

表姐：出来接妈妈没？ 

表侄：我不出了。 

表姐：你做咩不出？ 

表侄：我要在家玩咯。不出咯，我看电视。我刚刚冲完凉哇。 

表姐：爸爸呢？ 

表侄：爸爸在这。 

表姐夫：你讲爸爸准备出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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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侄：爸爸准备出喔。 

舅母：就回来？ 

表侄：是啊。 

舅母：军，她就回来啊？ 

表姐夫：叫我 车接她。 

舅母：这么早？今日这么早回来啊？ 

表姐夫：赚够了吧。 

 

表姐夫：你给我撒泡尿先。把鞋给我撒尿先啦。快点啦。 

表侄：无鞋穿。我也撒。 

 

涛表姐：你应该查下张卡，透支了 280。 

表姐夫：是的，你怎么知道。 

表姐：啊？ 

表姐夫：你怎么知道。 

表姐：有咩我不知道的。加上有 3 千文卡数。27 号之前要还。全部到期。 

表姐夫：叼，我们一个月要给上万文银行。叼。 

表姐：不爽。刷了不要还就好。 

 

大姨：唉，搞了十日卫生。搞了两个星期咯。 

我：一个人难打扫。 

大姨：几多工哇。 

大姨朋友：阿铃 

大姨：哎。 

朋友：没看到我啊。 

朋友：好长时间没见过你。 

大姨：你去哪了，很久没见你。 

朋友：我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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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你电话换了几十万次。 

朋友：我几时换。我一直打你电话，你换了。 

大姨：我哪有换电话呢？ 

朋友：你原来香港的那个电话吧？ 

 

涛表姐：哎呀，愁死了，拍到肥屁股。 

 

（旁白字幕：08 年 5 月 11 日，母亲节，凌晨 3 点，表姐⽣下⼀个⼉⼦，7 ⽄重） 

 

表侄：变身！ 

舅母：又穿这条裤哇。那些布条又垂下来的。不要乱跑，爸爸 车过来。喂，小心啊。 

表姐：让他打 简单的游戏， 车那样的。 

表侄：你让我玩下其他的不行啊，甘姑寒（吝啬），是嘛？ 

表姐夫：是啊。 

表姐：哪里还有报刊档？ 

表侄：变身。 

表姐：想买本杂志都无。 

表侄：那你买部的士给我 啦。 

表姐：叫爸爸。 

表侄：变身。 

舅母：吴敏华讲等他读到书赚了钱，买两部飞机哇，爸爸一部，他一部，就买部跑车给我哇。

吴敏华，等我以后赚到钱先哇，我要买点东西。 

表侄：变身。 

舅母：坐飞机，买部跑车哇。 

表姐：整坏我部手机，又话长大后赚钱再还给我。 

表侄：变身。 

舅母：大个后赚多点钱啦。 

表侄：给我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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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表姐：涛妹等会出来。 

我：大姨又讲出江门买房？ 

雯：是的。涛妹在这，她肯定在这啦。就一个女儿。女儿嫁去哪，她就去哪咧。好啦，这里。

比阳春好吧。 

我：也是的。涛妹几时出江门的？ 

雯：九几年。 

我：读书到现在是吧 

雯：是，也很久了。 

我：你呢？ 

雯：我？我早出了咯，16 岁出了这。 

我：江门吧？ 

雯：是哇。 

我：一直在江门啊。 

雯：我 16 岁出，现在 30，出了 14 年。 

我：14 年了。 

雯：恩。我出江门那时，江门还很小，现在才扩大。那时哪有那些楼呢，这两年发展好快。

伟民阿雄大家都在这，你无知啊？ 

我：知啦。 

雯：阿兰也来了。 

我：知道。 

 

涛表姐：位置好就好，位置无好就好大影响，风水问题很麻烦。 

雯表姐：讲鬼啊。你讲我两间铺哪间位置是好的？以前银晶那么差，还不是卖三百文的衣服。

没关系。我不信风水的。 

涛：但你可不可以 多一间？ 

雯：我累死了，你又不是不知我体质有几差。我现在会晕车你知不？ 

涛：我知。我意思是你自己去拿货，请人看铺，再 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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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如果一年内，生意都稳定每个月有两千文赚，我肯定请人看，但是今月好生意，两个月

后无生意，怎么请得下呢？无稳定。 

涛：看她们一间间地 ，我觉得她们清货好爽。一过了季，其中一间做清货，另外一间全部

上新货，好爽的。 

雯：唉，无精力。我都想不做了咯。 

涛：是很烦。生意好那时就很好，似我旧年下半年。 

雯：就是咯。 

涛：一无好就似现在这样。一个月也卖不了几千文。现在多便宜都卖，但也要人家看中才行

啊。好烦。 

雯：吴伟军叫我帮你拿货，连你这间也做了，我 怕两间兼顾不了，一起赔怎么办。我讲我

和你眼光不同的，她铺的我不喜欢，我铺的她不喜欢。叫我怎么拿货吧。挑我那些货都累得

回家要发脾气，还要我拿几多货啊。够底力了。 

涛：我这间无所谓， 多到时（生孩子）不管它，亏两个月铺租。 

雯：这样下去是麻烦。压力大。主要是累，不知道怎么回事。 

涛：都话你那时无补好身咯，又不信。 

雯：现在搭车头晕。 

涛：阿毛老婆产后风是咩，我妈讲的。 

我：不是吧。 

涛：就是。经常腰骨痛，这痛那痛的。就是上次走人吹到风的。 

雯：我坐了一个星期月。 

我：就是那一次而，后来无出过门。 

涛：就一次就糟了咯。还没出月，吹到头风咯。她现在子宫都还痛的，肚子痛。产后风一世

都辛苦。 

雯：我没出月也去拿货了。 

涛：就是话你无休息好，知道吗？所以你身体弱，好在你原来体质无算差。 

雯：不差。我今年旧年才穿几十对袜，以前我那会穿羊毛袜的。 

 

雯：他表姐好象走私一批烟，海关抓了。好似话不见了几千万还是几百万。他表姐还帮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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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护照，好多人寻她。搞出国的。一个十几二十万的，无帮人搞。人家追杀她。 

我：跑了现在？ 

雯：不知她怎样的。 

我：走了就要他（表姐夫）还？ 

雯：就是要阿军还，差不多帮她还完了。做嘛经常喊穷呢。 

涛：他那时不知道他表姐会这样的 

雯：那时知道她表姐是骗人的，讲益豪那有间公司还有几百万。 

涛：不过他表姐真的好变态，你骗人家，骗朋友，无骗亲戚啦。 

雯：她不骗她妹妹的。 

 

涛：你不会叫志强给钱你帮她买啊？ 

雯：我叫志强一起去，她讲志强没空的，和阿妈去就行了。 

涛：傻的，你理她干吗。 

雯：所以我提都不提了。好心你就话好啦，喊志强和你一起。志强不懂。志强怎会抽不出身，

老板。买自己儿子的东西。 

涛：志强其实很空闲的。 

雯：就是这点我觉得生气咯。 

 

雯：对她家都很舍得，那小孩都拿五千去。过年一分钱都无给我妈。拍拖和嫁过来都无给过。

她结婚那时，我妈又买戒指给她，志强的戒指也是。所以我现在好心淡。辉华要娶个老婆也

这样的话，唉。 

涛：我 无中意那些常打小算盘的人。 

雯：我嫂就是这样的人，你无觉得咩？以前在我铺拿了千几文衣服，我跟你讲过的。拍拖那

时我又送件毛料衣服给她。谁知道她这样的。上次去我那，你无看到她挎的袋啊？拿衣服，

拿裤子，拿货价千几文吧。 

 

台湾大选新闻：那么这次来讲，和 2000 年的三强鼎立等等是不同的。如果马英九 后失当，

严重失当，谢长廷 3 月 16 号大型活动充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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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阿嫂那村还有什么妹子未嫁的？ 

舅母：无哇。 

雯：喊阿嫂留意下。快点叫他今年就结。 

舅母：人家都出外做工，怎么留意。都出打工了。 

雯：那要等到过年，一年得一次机会。 

舅母：哦，平时很多妹子在家的啊。农村的妹子都去打工的。 

雯：过年回去那几日，那真是好难的。 

舅母：农村妹子都去打工，有谁在家的呢？ 

我：谁讲姓杨和姓廖的不合的呢？ 

雯：你不会算啊？看我们家族发生那些事。 

我：不是那些地理佬讲的吧？ 

雯：不是。我们和阿姑她们讲。 

我：啊？ 

雯：呐，你老斗又姓杨的，我妈又姓杨的，无一个家庭完整的。 

舅母：芳姑老公又姓杨。 

雯：芳姑那个也姓杨，也不在咧。你老斗姓杨不在了，我爸姓廖我妈姓杨，有一个不在了。

怎么会这么巧呢？ 

雯：阿伯家无娶到姓杨，是老死的。二伯是老死的，三伯现在一点事都没。可能在她们那代

有什么东西相克。要不怎么会这么巧呢。拜下三牲，看能不能化解？应该能解的。 

舅母：有些就是解不了的。 

雯：可能到我们这代没事了吧。 

舅母：问过好多姓杨的，大家都讲无好，就一直无敢答姓杨的。找了好多姓杨的，高屋几个

都是姓杨的。 

我：高屋姓杨的多咯。 

雯：你都姓杨的。 

我：高屋全部都姓杨。 

舅母：去清湖问又是姓杨的，长塘也是姓杨的。到处都是姓杨的。 

我：八甲都是姓杨的天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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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母：以前在水管会的那个谁，他老婆又去问，打电话来又是姓杨的。我见都不敢见咯。 

雯：也是怕，心理上已经斗不过了。 

我：一定要在八甲找啊？ 

舅母：不排除姓杨的就好找些，问了好多都是姓杨的。 

雯：都话好的不用介绍男朋友的，靓点都给人泡走了，你明咩？现在的社会。 

我：要想找合适的要靠自己。 

雯：出来相亲的都是无人泡的，未嫁的。想到想到啦。辉华做嘛要相亲？他都不会泡妹子，

会泡妹子他用相亲啊，三十年来。他就是太老实了，不会泡妹子。 

舅母：无经过辉华看的，单我看的，都有七八个。不是不看，就是没一个合眼的。旧年七月

十四，我都回去见了两个咯。回两天都见了两个咯。 

雯：为辉华相亲起码花了一千文，上次去东莞我和志强凑钱，去深圳也是。起码一千文。 

舅母：我过年封这些红包都几百文。我过年见了四个，连中田的好似五个了。 

雯：你们过年才去相亲，怎会 支不大呢？都要封红包的。 

舅母：谁想过年相亲？平时有嘛机会在家咯，我要在家，人家做工的做工，就是等到过年才

回来的。 

雯：看完这个还不适合，你再抓紧时间回家找，还没有，就叫他和乌乌那个吧。还等什么呢，

等到明年更乌更老就糟糕了。 

舅母：喂，阿娟啊，吃饭没？我吃了。大家闲着又讨论讨论下。辉华都无看过咯。是矮吧？

可是那个又乌咯。你愿选个乌的啊。我也讲她太矮小了，再高两公分就好了。你问问有无合

适的？问不成就叫别人问问咧。那有不行的。好，好，我让她们见见合眼不。先这样吧。人

家阿娟声句都嫌她矮小咯。 

涛：无怕哇。似我穿高跟鞋人家以为我有一米六。兰花看起来有一米六几咧。穿高跟鞋怕嘛

呢。 

舅母：她不穿高跟鞋的。 

涛：哎，到时嫌她矮就叫她穿高跟鞋。 

	

7、香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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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这样就不动了。 

妈：不用动。 

林：你用那张好了。 

妈：移这两张到那就行了，还用动什么呢？ 

林：要左移右移嘛。那里不用移呀。 

妈：这样就塞路啦。 

林：哪有塞路。 

妈：傻的。睡在地上不舒服的。 

林：那张不也是摊在地下。 

妈：哪张摊地下？都讲在那咯。 

林：也是摊在地下。 

妈：我不同你讲。浪费力气。拿东西出去给人啦。把它抬过这就行了。就是这么窄的地方。

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又多。 

 

妈：等到婆仔死后再去调换，房屋署不肯了。就是要他退出，要不然就不用搭车那么麻烦。

要很多钱搭车，的士又起价了。每天早上打的，有无生意都要打的出去。 

 

（新闻内容：民进党总统候选⼈谢长廷在松⼭的庙宇参拜，对于马英九较早前指，如果当选，

会更加约束国民党籍立委，不会滥权。谢长廷就批评他⼝头保证不可靠。谢长廷坚持，最有

效的两党制衡⽅法就是选民投票给他。过去⼋年，在陈⽔扁的施政下，台湾的经济是倒退的，

有不少⼈失业和公司倒闭，数字不断上升。民进党的连串贪腐，引发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

动全台湾的倒扁⾏动——） 

 

妈：无讲过阿扁老婆了，贪污。 

 

（西藏 3.14 事件：西藏拉萨发⽣暴⼒事件，商店被纵⽕，新华社报道，事发在下午两点⼏，

有目击者说，看到⼏家商店被烧，附近的店铺已暂时停业。外电报道，事发在⼤昭寺附近⼀

个市集和附近街道，⼀辆警车亦被波及，拉萨连日有僧侣上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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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港元汇价，英镑是 12.7837，美元 7.3243，欧元 12.1086，⼈民币 91.1） 

 

妈：嗯，人民币跌得厉害咯。 

林：人民币升啊。 

妈：港币跌了。 

妈：阿妹长大了点咩？ 

我：恩？ 

妈：阿妹大了点咩？ 

我：大了很多。 

妈：大了很多啊。 

我：是的。 

妈：太肥了，阿妹。 

我：有点会认人了。 

妈：恩？ 

我：有点会认人了。 

妈：早就会认人了。 

我：看到我抱她会哭的。 

妈：看到你抱就哭呀？就是跟阿琼的。 

我：我下八甲了，很久没见过我了。 

妈：会认了。 

 

妈：以前这些分蹄卖 18 元。 

林：现在卖贵了。 

我：现在物价都涨了。香港物价升吗？无升咩？ 

林：升百份之 20 几。 

我：恩？ 

林：升百份之 20 几有多。 

我：香港物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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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就是咯。 

我：无这么厉害吧 

林：无甘厉害。 

林：米又贵。油贵得厉害。 

妈：平道，吃完那些饭吧，我只吃一碗饭的。 

林：以前二十几文四瓶油，现在升了一倍。现在油是 珍贵。其它没那么厉害。 

妈：什么都升得厉害。 

 

妈：第二场行不行？ 

林：买错了。 

妈：恩？ 

林：无啊。 

 

妈：你推荐给人那三四只有无中啊？ 

林：中了第二场那只。 

妈？中了第二场那只啊？ 

 

妈：今早卖了三条烟，赊两条，还没钱拿。连赊的才 8 条。 

妈：七月份停马赛才行。放两个月假的。7 月 8 月咯，九月又 跑的。就能省点钱。要有马仔

跑，想都不要想。林叔又烂赌。 

 

林：那些不用蒸的。 

妈：买了什么呢？有菜了还买。喔，无啊？ 

林：四间都无（奶粉）。六个月后又可以吃 A+2 的。 

妈：才三个月大，又六个月。六个月我当然知道啦。才三个月咯。 

林：四间都无。胡须仔那又无。只有做特价那些。 

 

（新闻：⼈民代表⼤会：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团结、锐意进



 616 

取、居安思危——） 

 

妈：吃饭哇。阿林。哎，睡得这么熟的。 

 

（新闻：⼈民代表⼤会：开创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

复兴，为⼈类做出新的、更⼤的贡献） 

 

妈：更大贡献。 

 

（台湾选举新闻：马英九，马英九，马英九。主持⼈：对于有⼈批评他抵制北京奥运的⾔论

过激，马英九强调西藏情势恶化才考虑这样做。 

马英九：我们提出这样的⼀种可⾏性，主要想让⼤家多⼀个思考的空间，因为⼈权是国际的

普世价值，这是⼀个假设性的情况，⼀定要到情势急剧恶化，到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只有我们

想到这⼀点，别的国家也可能会跟进。 

主持⼈：谢长廷就批评马英九太⼉戏。 

谢长廷：我看他好象六神⽆主的感觉，我这么看他，就很奇怪，变来变去，⼀下⼦就这样讲，

⼀下⼦变成——⼀下⼦才说我们锁国，⼀下⼦他连奥运都不参加了。 

主持⼈：有学者认为，马英九打西藏牌，目的在于抢中间及浅绿选票。 

受访专家：这次马英九的选战策略就是跟着民进党⾛，民进党打什么牌，他就打什么牌，所

以民进党打⼊联（公投），他就打返联（公投）。 

主持⼈：学者说马英九这么做可能会激怒⼀些深蓝的选民，但这些⼈是忠⼼的支持者，相信

不会流失太多选票。） 

 

（西藏 3.14 事件：主持⼈：甘肃再有藏民示威，⽽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有 105 名涉及上星

期拉萨骚乱的⼈自首，骚乱造成近⼀亿元⼈民币损失。加拿⼤电视台报道，甘肃⼀个偏远城

镇，星期⼆有数以千计藏民上街示威。报道说，示威者冲击当地政府办公室，被⼤约⼀个百

个军警以催泪⽓体驱散，有示威者声称被⼈殴打，他们其后⾛到⼀间学校，撕毁挂着的中国

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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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马英九衰多口。讲什么不好，偏讲要抵制北京奥运喔。你讲现在藏民要克制，北京政府

不要用武力来解决藏民的。这样才对的，又讲抵制。现在给谢长廷反咬他一口咯。 

 

（2008 北京奥运会：主持⼈：纽约也有类似的示威，呼吁抵制 8 月的北京奥运，面对多个国

家的示威浪潮，美国和加拿⼤已经表示，不会抵制北京奥运。欧盟各国体育部长和奥委会日

前亦开会表明反对这样做。⽽国际奥委会都说，⾄今没国家计划响应。 

受访者：没有国家提出抵制奥运，各国⼀致认为抵制奥运并非解决办法。 

主持⼈：国际奥委会说，会继续安排奥运圣⽕传送经过西藏。法国外长库什内说，法国不会

抵制北京奥运，但下个星期会和欧盟外长讨论，是否抵制 8 月 8 号的开幕礼。） 

 

（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主持⼈：伊拉克战争五周年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重申，出兵正确） 

 

妈：麻烦了 

林：伙食什么都贵了，没得省的，什么都贵。楼价高，楼盘就死咯。 

妈：一直跌，人民币换港币就不值钱了。你看啦，一直跌到 50 元啊。 

林：50 元就无。 

妈：你试试啦。 

林：78 到 80 文就有。你看啦。 

妈：你看啦。跌到 50 文。麻烦了。 

林：就是 100 文港币都死啦，东西贵了几成。这样不缩水那样就缩水。 

 

妈：检查到她 15 斤了。 

林：15 公斤（还是）15 斤？ 

妈：15 斤。 

林：15 斤。 

妈：15 斤！又公斤。傻的。公斤就有 30 斤了，才三个月。 

我：好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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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啊？ 

我：好肥。 

妈：15 斤好肥，算肥的。打个电话给她。 

妈：喂，阿琼啊，你不在家啊？我想问问你还有一种什么油啊？两种油啊？一个五肝油啊？

哦，一个鱼肝油。还有种什么油？油初如？阿平道同她讲，我听不清楚，你同她讲啦。 

我：喂。 

妈：还有种什么油呢？ 

我：鱼肝油还有什么油？牛初乳是吧？哦，行，还有鱼肝油。 

妈：喂，那个人同你换到啊？怎么样？哦。那你就办好阿妹的户口咯。 

 

8、过年回家  之  甲路  

（旁注：母亲家族的亲戚们习惯在年初三回到祖屋探亲，成家的夫妻各自备上数⼗个红包来

分派给年轻⼈。） 

 

表侄女：几时上的？ 

我：刚上到没多久。 

亲戚：上了啊，阿庆？行，行的。 

抱小孩女亲戚： 档哇，阿航。 

平表哥：喊你做庄哇。 

航：做咯，托台出。 

平表哥：托台出哇！ 

 

舅父：是时候找对象了。 

表姐夫：我旧年都叫他咯。 

舅父：年尾喝你的喜酒。 

亲戚 1：年尾喝我的啊。我无够争气哇。 

表姐夫：阿城的厂还好做咩？ 

阿城：头痛（不好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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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有两千文一月咩？ 

城：无，我想走咯。头痛哇。 

亲戚 2：走来走去也无用。 

舅父：走来走去还做不了钱了。 

亲戚 2：是的。 

表姐夫：资本家剥削工人，去哪都是被剥削。哪个资本家不剥削呢？ 

舅父：人家都讲了。 

表姐夫：哪个资本家都剥削的。 

舅父：回不了过年的，广东也是他们的家哇，温家宝讲。 

表姐夫：咳，嘴上讲讲而已。 

 

表嫂：阿三，你还不快点。冷得抖擞咯。 

表姐 1：拿些胶叶啦。 

表姐 2：我早讲不够胶叶咧。 

 

表姐 3：来咩？ 

表姐 4：来不来随便她。 

表姐 3：你决定啦。 

表姐 4：还跟她磨叽，浪费电话费。 

表姐 3：我在包粽子。我抓鸡过来咯。 

 

亲戚 1（众人打麻将）：十五文。 

亲戚 2： 后一只。 

亲戚 3：又是老庆。 

亲戚 4：海底（捞月）。 

亲戚 3：六万、三万。 

 

亲戚 1：过年外面那么多车，谁敢借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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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 2：不要给车他，惹玉嫦骂咧。 

亲戚 1：下大队干吗呢，外面那么多车。 

 

亲戚 1（小女孩）：哎，我年年来探姐婆（外婆），没看到你。 

亲戚 2：我也年年来咯。 

亲戚 1：哎，不巧哇。我初二来你初四来，我初四来你初二来。 

 

亲戚：还没拍拖啊，有人喊你阿伯了，好拍拖了。 

我：我做了阿公级人物咯，高飞的女儿喊我做表叔公的。 

亲戚：喊得这么老。 

亲戚 2：也喊辉华做叔公，他也没结婚。 

亲戚：这个是谁？ 

大舅母：这个啊？ 

亲戚：是。 

大舅母：是秋香咩？ 

亲戚：还认得到咯。那么久没见过。 

亲 3：阿伟民叔回到三甲了。 

大舅母：现在啊？ 

亲戚 3：是，很快回到家咯。 

亲戚：谁呢？ 

亲戚 3：伟民、阿娟咯。 

亲戚：阿娟回了啊？ 

亲戚 3：回到三甲。 

大舅母：煮饭吃咯，回到三甲咧。 

 

亲戚 1（打麻将）：还差十文就不对咯。 

亲戚 2：就差十文。 

亲戚 1：我给出五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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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 1：阿平道，给个小封包你吧。 

表姐夫 1：是的，等下就会忘了给平道的。 

我：我不用了，那么大个了。 

表姐夫：要的。你大得过辉华？ 

表姐夫：旧年还是前年。 

表姐 2：给一个平道。 

表姐 1：利市不多。还没娶老婆都要的。你娶了老婆就不用了，你问你妈啦。 

表姐 1：阿镇啊。 

阿城：阿城！ 

表姐 1：是认不出了。 

表姐夫：咳，阿城当然认得。 

表姐 2：怎么不恭喜发财？ 

阿城：恭喜发财。 

 

亲戚：恭喜发财，生意兴隆。 

表姐 2：那个赌博佬的，我替他给啦。  

我：恭喜发财。 

 

阿婆：贴好了啊？哦，我以为是阿公哇。吃饼也照相。 

阿婆：喊儿子帮手多好。 

阿公：啊？ 

阿婆：喊阿八起床帮手。 

阿公：喊阿平道来。 

阿公：买了两卷都不行。 

阿婆：让平道贴啦，你自己怎么贴。 

阿公：一个人怎么贴。 

阿婆：等明年年尾帮我们两公婆照张相，以后子子孙孙，（知道）这是太公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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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你衣袖不卷高点 

阿公：啊？ 

阿婆：你衣袖不卷高点哇。 

阿公：卷不高。 

 

（旁白：我和九叔阿公年初⼀早上回老家奉神，告知祖辈过年了，⼤家好好喝酒吃饭。从我

记事以来这个习俗没有间断过，我不知道到了我们或更下⼀代是否还会延续） 

 

阿公：火烛拿过去没 

九叔：拿了。 

乡亲 1：林叔公。 

阿公：哎，你也回了啊 

乡亲 1：恩。 

阿公：大家都早啊。 

乡亲 1：恩。 

乡亲 1：点香啦。 

 

乡亲 3：这么早的？ 

九叔：哎，几时回了呢？ 

乡亲 3：前晚回咧 

乡亲 3：林叔。 

小孩：奉神咯，奉神咯。 

乡亲 2：几时回了呢？ 

乡亲 3：我呀？我早就回到了阳江咯，19 号就回咧 

乡亲 1：哎呀，阿朗，真的认不出咧 

乡亲 3：认不出吗？ 

乡亲 1：变化太大咧 

乡亲 3：老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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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 1：老就没老。 

 

乡亲 4：林叔也上咧 

阿公：上咧。你都很早咯。 

乡亲 4：也差不多，你那么远都上到咧。 

 

乡亲 5：鸡就没贵几多 

阿公：恩。 

乡亲 5：比往年。 

乡亲 5：市场缺的东西就贵。 

 

我：烧几支香呢 

公：5 支。 

我：阿爸（神位）在哪是吧？ 

公：是的。 

九叔：你还要奉的咧。 

公：你还要奉你爸的。 

九叔：在这里接火就行了。 

亲戚：几时上了呢，林叔。 

公：恩。吃饭没？ 

亲戚：啊？ 

公：吃饭没？ 

亲戚：吃了饭。刚吃饱。 

公：你这么早。 

亲戚：啊？ 

九叔：你很快啊。 

亲戚：反正迟早都要的。 

公：火烛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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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不早了。 

公：还行。 

九叔：走这边吗？ 

公：过了这就是公路了。 

 

青年 1：叼，在上面听那些声爽。 

青年 2：正面那边不知道烧到哪了？ 

青年 1：就在那边，声音都听得见。 

青年 2：去看看。 

青年 1：上吗？ 

青年 3：上就换人咯，你搭我，阿权过这里。你车有力。 

 

婆：你公 76，我就 73。 

公：我算过命哇。 

婆：恩？ 

公：我找算命佬算过咧。 

婆：我不信的。 

公：83 岁，走不掉。 

婆：我不信那东西。 

我：几多啊？ 

公：83 哇。 

婆：我不信的。 

公：我问 70 岁怎么样呢？你不用怕。是不是也不知的。 

婆：我就不信那东西，生有时死有日，我才不信。 

婆：我无算过命，无算过。我都不信咯。 

婆：我都无信了，贱骨头出那事，我一点都无信了。讲他能吃 190 岁咧。就这样我不信咧。

就是吃烧酒害的。那时我定过时辰，帮他算过命。 

公：又有官运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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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是吃烧酒害的。无吃烧酒无会死的。吃烧酒害得惨。 

于怀：阿公，饭呐？ 

于怀：阿公，拿碗来。 

公：去拿咯。 

于怀：呐？ 

公：我拿碗啊？ 

于怀：你拿。无吃了。 

公：快点咯。 

 

于怀（说玩伴的 YOYO 球）：怎么这样了？ 

 

婆：眼泪也流光。 

婆：一点骨头也不吃了。 

公：要饭吗？ 

于怀：怎么拿这个碗啊？筷呢？ 

公：筷在这。 

于怀：怎么拿这个碗，这么小。 

公：小啊？ 

于怀：恩。 

公：拿个大点的。 

 

玩伴：厉害不？ 

 

公：在这堆着。 

 

婆：要是我和阿公老了，不知道谁先去，就要你这个孙端木牌，替你老爸。讲你听才知道，

不然到时不知道。阿八就托雨伞，你就要拿木牌。替你老爸。贱到那个鬼样。 

公：要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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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是我和阿公老了，你端木牌的，顶替你阿爸，讲你听。你就顶你爸端木牌，阿八就担雨

伞的，阿九就托幡竹的，阿姑就跪在那。你就端那块木牌咯。 

 

9、为父亲 山  

旁白：按老家的风俗，亲⼈⼊⼟三年内，要为他开⼭，也就是敬上三牲，修整坟地，连续三

年清明要铲⼭（扫墓）。阿婆和阿姑都讲过，⽆开⼭的话，阿爸的眼睛睁⽆开，找不到吃的，

很可怜—— 

 

七姑旁白：（草）⽣塞了咯。都 50 ⼏岁了，做了阿公还不给他开⼭，不开⼭他找不到吃的。前

年太公屋（祠堂）进宅那时，送他过去太公屋那边，在那角落蹲着辛苦死了，你们⼀点也不

管自⼰老爸的。 

 

公： 山后就要铲山。 

我：几多年无 山了？ 

公：八九年咯。原来规定三年要 山的。无关系的，十年 山也行。 

我：哪有八九年？才八年。 

公：42 咯，今年 51 岁。你处理下吧。你阿妈吩咐了是吧？ 

我：恩。 

公：是要去整好。养你们两兄弟。扔在那是不好。这样啦。你去远了就不说了，是吧，你去

北京。你走了，就嘱咐毛头，清明那天谁都回来了。请一日假啦，回来铲铲老爸。阿毛也行

咯，知道不？到清明那日就回，回来过一个夜就行了。无人敢阻拦的。因为清明那日香港佬

大家都回的，四向的人都回的。无人敢拦的，不过你远难回而已。你到时就铲一年，以后隔

几年也没关系。你要有空就铲，没空放几久都行。 山第二年一定要铲的，听人讲，无铲又

要重新 山的。 

 

女 1：在哪挖渠呢？ 

小孩：山坑那边。 

公：去喊他回来吧，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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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要确定墓的方向才行。 

我：方向啊？ 

公：坐南向北绝对不能动。 

我：坐南向北不行？ 

公：是。问问灿叔看行不行。 

我：要问问谁知道墓地在哪？ 

公：是咯，要问问。 

女：什么呢？ 

公：没什么。 

于怀：公，买东西我吃。 

公：在这哪有买呢？你留在这玩吧。 

于怀：钱呐？ 

公：你留在这玩吧。 

于怀：钱呐？ 

（旁注：留守在家的，堂叔们的孩子） 

 

女：去做门。 

公：在哪打工？ 

女：在广州哪我不知道了。 

公：你不跟他去哇？ 

女：我去哪干什么好呢？ 

我：叔公回了。 

女：我去哪有嘛用呢？ 

公：问问你 

我：阿爸那山的事 

公：他爸的山 

公：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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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知道在哪啦。 

公：什么朝向呢？ 

叔公：向茅岭那边咯。 

公：那就不怕。向这边就不行。 

叔公：不行。不是的，向茅岭的。 

公：在那边。 

叔公：是的。 

女：准备 山啊？ 

我：是的，就这几天。 

叔公：正向茅岭方向的。 

公：现在还看得到咩？ 

叔公：认得到啦，知道的。 

公：过去看看吗？ 

我：去看看。 

公：能请到人咩？ 

叔公：能请到。 

公：能请，就想修大点，修靓点。 

女：不是移啊？ 

公：不是移。 

公：买副三牲，平道会上来。 

我：我要上的。 

叔公：买副三牲就行了。 

公：在哪煮三牲好呢？ 

叔公：随你咯。 

公：在下面，你大嫂不行咯，她会哭的。不行。 

女：上你那旧屋咯。 

公：借锅煮。不拿下去了，吃掉算了。 

叔公：是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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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你长时都这样。 

于怀：是咯。 

叔公：不要这样。 

女：不要出声了。 

立：你还恶看看。坐好。 

公：我扔你在这。 

立：坐好。 

女：无声。 

立：三声，坐好。一，二，坐好。 

女：坐啦。 

立：还恶。 

公：叼，去哪都吵，带你去。扔你在这里。不要出声，我们谈事。 

立：无出声。 

我：带他出外面啦。 

女：拖他去干吗呢？ 

立：我带他出外面，让他们谈事哇。 

女：不理他就行了。 

 

叔公：那我就找人。 

公：啊？ 

叔公：找两个人哇。 

公：哪天好呢？ 

叔公：那你要挑日子咯。 

公：要挑日子啊？ 

叔公：当然要挑日子。 

叔公：他爸在护地棍那。 

公：不知，会认错不？去看看好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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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无错得哇。 

我：叔公带我们去看。 

我：我都无看过。送葬时我不能去的。跪在那，不能看的。 

女：可能命理相克。 

女 3：取山向那时你去没？ 

女 2：我想他去了。 

我：无去。 

女 3：你也无去啊？ 

女：跟他爸相克就不能去。 

女 2：哦，平道我想他去咧。 

公：去咧。 

女 2：我听讲平道去咧。 

女 3：平道去咧。 

女 4：去了吧，你忘了而已。 

我：我记得无去。 

公：你是去咧。 

女 3：取山向你是去咧。 

女 2：阿毛无去。 

我：我无去哇。 

女 3：阿毛很迟才回。 

我：阿爸上了高屋才通知我回的。 

女 3：就是要下葬那时才去取山向的。 

女 2：你回到之前—— 

公：你是去咧。 

女 2：你爸已经走了。 

女 2：大家都讲是他去的。 

女 3：世辉去取咯。 

公：是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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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世辉取的，没错。 

女 2：是要儿子去的。 

女 3：规定你去的。阿毛不在家，就是你去。 

女 4：他忘记了。 

女：阿毛在家，也是他去。 

女 4：他是大儿子咯。 

女：那能轮到阿毛。 

 

叔公：林哥不要来啦。 

公：我不要去啊？ 

叔公：你不要来。老斗不能见儿子的。 

我：这样啊？ 

叔公：阿叔就没关系 

 

我：是这里咩？不是这啊？长塞了，八九年了。 

我：也不是这个啊？ 

叔公：不是。别人的。 

我：又讲用个石头做了记号的？ 

叔公：就在这一带。就在这个地方咯。是这里。 

我：哪里呢？ 

叔公：是这里。 

我：这啊？ 

叔公：是这，没错。是这么朝向的。我记得有条路往这下的，就在路边。是这哇。 

我：没什么记号吗？又讲有个石头做记号的？ 

叔公：谁说有石头做记号呢？ 

叔公：我忘了带刀来。 

我：应该有个土墩的吧？ 

叔公：这里就是不生草的，这些泥时间不长的，不生芦箕的。是这里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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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八九年咧。 

叔公：我记得是向这边的。 

我：具体位置不准确，到时怕修错了。 

叔公：不会错很多。错不了多少，是这里。 

我：是这里，但是—— 

叔公：不会在下面的，是这里。 

我：应该有个坟头吧？没有吗？ 

叔公：没的。取山向我来了，之后我没来。 

（旁注：我的父亲母亲在某年新年探望舅父时的合照） 

我：远叔他们知道吧？ 

叔公：远叔他们啊？ 

我：谁来了？ 

叔公：无记得了。是这里哇，没错的。当时挖坑的泥都还在。这块泥都还没生草咯。挖过了，

芦箕十几年都生不了的。 

我：这样吗？ 

叔公：恩。是这哇。没错，是在这。 

我：那时谁来呢？ 

叔公：之后谁来我忘了，取山向我就来了。 

我：我想找下葬那时来过的人确定下。 

叔公：不是。是那就对了。我记得是面向那边山的。不会在上面的。是那哇。没错。无出到

那边的。 

我：那么多年了难讲。 

叔公：那时我都讲面向那尖峰，以后儿子有出息。看来是真的。你看向着那块地，多平多靓

啊。当时我跟地理佬就讲，是这里对的，两个手环抱着，前面又有尖峰，出人才的。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 

 

旁边：后来阿公问地理佬，讲今年阿毛结婚生女，大喜日子，不能 山的，要先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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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村人男：找到咩？ 

叔公：找到了。 

男：你记性那么好。 

叔公：有嘛记不得的。记得方位。 

女：还没 过吧？ 

叔公：没 过。那块泥还没生草。 

叔公：那块泥还有草帽那么阔，还没生芦箕。 

男：顶部没生草是吧？ 

叔公：是的 

女：太婆恐怕还在那条渠里，那些可能是。你忘了多少号而已。罐盖写着号数的。 

叔公：哦。 

女：我看到还有十几个在那摆着。 

男：你当时没在那，看他们排号怎么行呢。 

女：你当时记下号数就能找着。 

我：什么呢？ 

女：太婆的骨头不见了。 

我：又讲推土机推了？ 

女：全部移出那摆着。 

男：排好号数的。 

女：无知多少号而已。昨天我砍柴看到，好多那些东西咯。全部用纸贴着号。 

我：现在怕不在了。 

女：还在那哇。 

男：那又不去收拾的？ 

女：可是不知号数。 

男：没号数怎么找呢？ 

我：怕拿错了 

女：是的。怕拿错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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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麻烦哇。 

女：我讲他们当时无人去看。 

我：当时挖又没人去看。 

 

 

10、阿毛结婚  

 

毛：出发。 

七姑：喊伟民 车。 

大姨：你坐那台车带路。怎么去就怎么回的。 

毛：按照你的路线。 

大姨：这样啦。往红旗路，然后南新大道。 

志强：恭喜先啦。 

大姨：然后往我学校那条路。 

七姑：不点好过去的人数啊？ 

大姨：你 车过来了？ 

雄：我们走路来。 

大姨：那就一起去迎亲咯。 

七姑：这里几个人去要几个人回的 

大姨：单数去就双数回哇。计算人数，几个人去？ 

毛：大姨坐车头，我坐车尾。 

大姨：你坐车头是吧？ 

毛：我怎会坐车头呢？ 

大姨：我知道，现在你可以坐的。 

 

五姑：阿毛这几年运气不太佳，喊他要注意点。 

我：怎么说？ 

五姑：就讲有什么网盖住。我喊你妈叮嘱他，生日时自己买个鸭头吃。大家不要讲起。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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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都可以的。他两公婆天罗地网的运哇。 

我：几多年呢？ 

五姑：六年咯。好长的。 

我：六年天罗地网的运啊？ 

五姑：有网盖住，这样讲的。 

我：吃六年鸭头啊？ 

五姑：就讲 少都三年。就生日那天而已，买一只，是吧，你以为餐餐吃啊。 

我：自己偷偷买啊？ 

五姑：自己买。大家也不要问他。光明正大去买来吃，但不要提是生日，买来就吃。 

我：两夫妻都要吗？ 

五姑：两夫妻都要吃。谁的生日谁就吃。 

我：到时偷偷买只鸭头啃？ 

五姑：恩。生日那天。一年才一次而已，是吧，很轻易的事。一百文一只都买得起啦。你信

不信都行。反正都要填肚子，是吧？ 

五姑：阿毛结婚那日，你妈哭了，知道咩？ 

我：无知咯。 

五姑：不要问她。办喜事就触起她感情咯，是吧。想到老公没了，就好伤心。送允端走那时

就哭，允端就骂，好事好头不要哭。不要对你妈提起。 

五姑：要不触起就不伤心，过去咧。就想到要还在哇，今日几欢喜呢，她这样想咯。 

五姑：假设你老斗还在哇，双双对对就好欢喜，是吧。 

五姑：又娶儿媳，就好爽。 

我：无知咯。 

五姑：送允端出去就大声哭哇，允端就骂，今日大喜事。她想你老斗还在哇，那日结婚几爽

咯，是吧？ 

我：恩。 

五姑：触起她感情就很厉害的，平时没事，哇哇吵就过了。 

 

涛表姐：差不多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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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了行了。 

大姨：无够时间， 啦。 

涛表姐：爽咯。 

毛：老婆仔呢？ 

大姨：在这等的啊？在闺房等的。 

涛：笑笑咯。 

 

毛：不用撑 啊？ 

伟民：不用全撑 的。 

 

毛：放在那就行了。下敬茶是吧？ 

妈：是的。 

毛：快准备敬茶。 

毛：11 点 2 了 

妈：阿七，去哪了？ 

女：在厅。 

妈：啊？ 

女 2：阿七在楼下抱孩子。 

肥 D：照张像咯。 

智：来照相，快点。 

婆：我戴着帽照啊？ 

 

舅父：人家连神都无奉，生两个儿子。 

女：人家是什么风水咯！ 

 

公：几爽。 

七姑：阿伯帮阿妹照相。笑笑啦。对阿伯笑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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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表姑。 

妈：好似老斗。 

表姑：好似老斗吧。 

妈：上三楼，阿萍。 

洋：表姑。 

妈：这么大了，邹杨。这孩子真爽。 

 

婚礼司仪：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中午好。热烈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悦华大酒

店参加杨维力先生和汪凤琼小姐的结婚典礼，而且是杨维力先生和汪凤琼小姐的千金杨雅萱

的满月之喜。我谨代表主婚人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这

是一个期盼已久，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啦。下面让我们以 热烈的掌声和 真诚

的祝福欢迎这对郎才女貌的新郎新娘进入这个神圣的婚礼殿堂，掌声有请。 

新郎新娘请留步。大喜日子要搞一些婚礼仪式。下面我们请这对新人面向自己的父母，

新郎新娘要敬一杯新人茶。这是一个非常温馨感人的时刻，大家给多点掌声好不好？鼓励一

下这对新人，祝福他们。这杯茶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甜的。喝杯新人茶富贵又荣华，家庭幸福，

和和睦睦。 

 

妈：要给红包是吧？ 

服务员：要给的。 

妈：要的吗？要的。 

婚礼司仪：好了，现在请新郎新娘面向所有的亲朋好友。日月生辉，金宵难忘，下面有请新

郎新娘喝一杯交杯酒。手交手，交杯酒。掌声，好不好？喝了这杯交杯酒，白头偕老到永久。

现在我们有请新郎新娘心贴心，手携手切 婚礼蛋糕。这个蛋糕代表着新郎新娘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好了，今天这么多亲朋好友在这里一起祝福这对新人，不如我们就请这对新人做

一个较为亲密一点的动作，以此来答谢大家，你们说好不好。想不想叫新郎新娘做一个亲密

一点的动作？想不想？想就掌声热烈一点好不好。新郎在笑，新娘在等着他，含情脉脉的样

子。掌声热烈一点。你们有没有看见？ 

来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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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司仪：都说没有看见。现在利市来了，利利市市，大吉大利啦。新郎有动力了现在。再

一次吧，好不好？ 

来宾：好 

婚礼司仪：这一次你们要准备好噢。新娘还是含情脉脉的样子。新郎主动一点吧，今天是你

大喜的日子。掌声热烈一点，掌声。好啦，非常情深的一吻，一切祝福尽在不言中。现在我

宣布今天的宴会正式 始，有请新郎新娘入席。恭祝各位嘉宾承兴而来尽兴而归，今天的主

人家为各位准备了非常丰盛的中午餐。在中午餐 始之前，下面是我们的上菜仪式。上菜仪

式的第一道菜是，鸿运烧肉拼盘，祝各位嘉宾鸿运当头，财源滚滚，每天都 心心，喜气

洋洋，谢谢大家。 

 

妈：哎，阿叔阿姑，大家在这。 

毛：大家以茶代酒吧。 

毛：大家发大财。意思意思。 

毛：大家发大财。 

妈：以茶代酒都行的。 

妈：大家发大财啦。早生贵子。 

毛：大家发大财。 

妈：大家慢慢吃。 

毛：想发财的就来。干了它。 

毛：多谢大姨大力支持。辛苦大姨咧。 

妈：恭喜杨叔多多中马。 

毛：谢谢多叔的支持。 

我：祝杨叔中马。 

妈：祝涛妹生意兴隆。 

毛：恭喜大家今年发大财。 

涛：我恭喜阿妹快高长大，多赚钱。 

大姨：我恭喜你再生贵子。 

妈：你儿子也生了妹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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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是哇。 

玉姑：恭喜侄子，你们永结同心，白发到老，财运亨通。 

 

四姑：穿那么多衣服，全身是汗，热得她哇哇叫。 

四姑：那么热还戴帽。 

七姑：去照相。 

琼：妹，小家伙。 

涛：阿公，阿婆。 

毛：小孩敢坐这啊？ 

涛：老人家坐这的 

于怀：烦死了。 

妈：我抱阿妹。 

毛：让舅父坐咧。 

妈：阿妹看那边。 

拍摄者：准备，笑笑，一、二、三！ 

给我挚爱的家⼈、纪念⽗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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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河流 

                                            The River of Life 
                                                                     杨平道作品 

 

 

那天家人看她就要走了 就说 

送她回祖屋吧 八甲的风俗是这样的 

嗯 

人临死前就要穿好新衣服 送她回祖屋 

哦 

要我以后死了 叼 我就不回了 

火化算了 

乱说这些干嘛 

那晚不知为什么 下很大的雨 

在八甲 印象中 我小时候才下过这么大的雨 

刮台风 风大得连我阿公门前那棵树都刮断了 

嗯 

白天 送阿婆(奶奶)回祖屋时 

她腰背后全烂了 烂得很深 

烂成了一个大洞 能看见里面的骨头 

所以抬她回祖屋时 她痛得很厉害 

在那里哭喊 像阿妹没奶吃那样 很大声 

 

(2013 01 12 农历  腊月初一  壬辰年  宜  市  交易  忌  嫁娶  出行) 

 

我的叔叔 大伯 堂叔他们抬她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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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姑姑们看她可怜 就在那里哭 

但又怕隔壁的人看到 尴尬  

就躲在门里看着她上车 边看边哭 

 

(女儿  杨熙童  生于  新历 2012 年 11 月) 

你快点吧 我很困了 

很快就收拾好了 

回到高屋(祖屋)她痛得还在喘着气 

(妻  王雯静生于  新历 1987 年 6 月) 

我看她喘气还很有力 我想应该不会走那么快 

我就回去睡了 

 

（我  杨平道生于  新历 1980 年 8 月）  

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阿公(爷爷)就打电话给我 说阿婆走了 

我马上就 那台破车回去 

雨下得真大 

嗯 

车灯又暗 

只能看清十多米远 

嗯 

我 车走在农村的旧路上 

老是觉得阿婆会突然出现在路中间 拦我的车 

对我说 平道 

吓到了阿妹 

吓了阿妹 乱说这些 

平道 带我回家啦 

带我回祖屋啦 

那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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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又害怕又难过 

我上网看过一个帖 

什么帖 

看完帖之后 我想想 阿婆提前走了三两天 

可能是我害死她了 

傻的 别乱说 

可能真是这样 

你别吓到我阿妹(女儿)  

老是放手在这 

假如我阿婆不那样说 我家人也不会那样对我 

她说丢脸 还没结婚就有了孩子 

那没办法 我阿婆刚走两个月 

不能当年摆喜酒的 要隔一年 

不过也快了 就要过年了 

 

 

（阿公（爷爷）  杨林  生于农历 1933 年 7 月 20 日）  

你的孙子回来看你咯 

阿婆 

阿婆咯 

你孙子回来看你咯 

（阿婆（奶奶）  王昭连  生于农历 1936 年 2 月 22 日）  

阿婆 

回答啦 

听到没 

回答啦 

阿婆 你听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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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说又说不了 

 

（2012 07 23 农历  六月初五  宜  扫舍  理发  忌  动土  迁徙）  

 

说不了了 

你能看见两个孙子吗 

看见了 

她困了 

 

（弟弟  阿毛  生于 1982）  

今晚送她回去 

（祖屋）长满了草 

他们回去整理了 

八叔和九叔吗 

回来这么早啊 

马上回来了 

装好电就行了 

还有水吗 

没有水的 

唔 

没水 

没水了啊 

怎么可能还有水 

那么多年没住了 怎么可能还有水 

（八叔  九叔  堂叔）  

 

很快就要塌了 

没人住就会塌 有人住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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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住也会塌 如果不维修 

不会 有人住有人气就不会塌 

有人气就不会塌吗 

对 要有人气 我的屋裂成那样了还没塌 

 

阿婆怎么样 

讲不了话 

是讲不了 

早就讲不了了 

想说又说不了 

是的 

熬不了多久 

吃不了东西了 吃两汤匙就吃不下了 

吃不了就快了 

不会这么快吧 我想还有几天 

很难说 

要早点送上来 

像你爸爸一样 

那晚我们送回来 当晚就走了 

我爸爸那时吗 

是 

那时你们看到他快不行了是吧 

不是 

吊针水吊不进去了 

送回来当晚 嘴出血就不行了 

嘴出血吗 

嗯 出了一点就不行了 

那时给他换寿衣都换不了了 你爸那么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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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走的时候没瘦 很重 

很重 

我抬他下（棺材）觉得很重 我抬他的头 

 

平道 你去香港了吗 

去了  

买了什么 

买了一对结婚戒指 

这段时间你别关手机 

你捧神祖牌的 

我知道的 

你是长子嫡孙 

阿婆自己也交代了的 

是的 

走又走不了 只剩一口气在那 

阿七阿五（我姑姑）在那哭 

有什么好哭的 

是挺难过的 

是的 她们作为女儿 

她痛得辛苦 

要是早点医治 刚 始医就一点事也没有 

治不了了 

能治 

（老少平安） 

在这里治不了 但去广州的空军医院 专科（医院）能只治 

刚 始病还不严重的时候 几年前 

是几年前的时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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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又不管她 

她是为你爸爸伤心成这样的 

 

 

(2012 12 14 农历  十一月初二  宜  沐浴  扫舍  忌  伐木  纳畜) 

 

来到了海边 你看 阳光多好  

海浪来了  

海浪又来了 

对咯 再玩一会 

 

 

(2012 12 28 农历  十一月十六  宜  裁衣  断蚁  忌  祈福  光) 

 

哎 太多人了 

买到了吗 

买到了 是这种吧 两包 

是 

是网状的吗 

是这种（女性）护垫吧 

棉的 

我要网的 你买棉的干嘛 

我都不用棉的 

傻的 棉的比较舒服 

这样摩擦 

拿着吧 

比较贴身 

有啥不舒服的 网的摩擦得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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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内裤不是棉的 洗得我手都裂了 

放在这吗 

放在那吧 

这样说 好像你用过很多似的 

都说帮你洗内裤 那种料的 洗得我手都裂了 

棉得多舒服啊 我内裤全是棉的 

我就买了一包 升了价 

升了 15 元 等迟些再买 

那你还不快点挣钱买纸尿裤 

傻的 整天写些烂小说能挣什么钱 

找份正经的工作吧 

 

王雯静 

叫王雯静了 

生了呀 

生出来了呀 

出世了 

不会吧 

进去咯 进去咯 

阿毛 阿毛 拿着 

53 分 

（2012 年 11 月 25 日  晚上 9 点 48 分  我的女儿杨熙童  出生）  

走  走  

母子平安吧 

平安 

好的 

多重呢 

5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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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斤吗 

是 

是个女孩 

是女孩对吧 

嗯 

杨雅萱别堵着 

就放在着吗 

要观察两个小时才能离  

要拿被子吗 

会冷吗 

里面有被子的 

有被子啊 

要观察两个小时是吧 

 

你要明早几点才能回到 

（我岳母和我妈妈通电话报喜） 

吃奶奶啦 

睡了吗 

迷迷糊糊的 

会吃了 

还没睡 

是饿了 

 

你要背着妹妹的 

你会背吗 

在后面背的 

她说要放进书包 背着去读书哇 

这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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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拉屎 

睡觉了 阿妹 脱衣服睡觉 

阿妹不臭的 

我胸部有点抽筋 

你啊 

扛得住吗 

可以吧 

 

叫妈妈喂点奶你吃 

用被子盖住她 

喂点奶吃啦 

 

 

有复合肥卖吗 

啊 

复合肥 

贵了 

多少钱 

一块五一斤 那些一块的 

 

（我的爷爷：共产党员  曾任供销社主任  年轻时参与剿匪  抓到匪首的侄子  缴获机枪

一支  获大功）  

 

(2012 03 27 下午 4 点  农历  三月初六  宜  安床  祭祀  忌  牧养  安葬) 

 

赵紫阳吗 

是 你说见过他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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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年吧 

第一次是运肥料 阳江那时发生死人瘟疫  

他亲自接见你吗 

是的 

万幸德是地委书记 向他要条子去找赵紫阳 

叫他解决在广州积压的肥料问题 要运回阳江 

我去到那 有人提醒我  

他说你是客人 不要主动 

有一个人提醒我 

第一支烟 你不能先给他 

他不给你 你就别给他 

他说你客人 他是主人 

 

 

卖菜也会把钱挣回来的 

（我的奶奶： 共产党员 生育 9 个子女 存活 7 个 后来长子（即我父亲）于 2000 年病逝） 

 

坐啦 聊聊天 

嗯 

趁阿公阿婆现在还精神 多让我们看看啦 

熬不了多久的 这痛那痛的 

（一只）眼睛又瞎了 不幸咯 

这只眼又白内障 

要是没死那么早 大家凑点钱动手术 

听说要一千块 

你想想我那么小就来到你阿公家了 才 7 岁啊 

7 岁的时候 我妈带了两担谷 背着我去的 

7 岁那年 我爸死了 我妈就卖光了三个女儿 不幸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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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祖母把我养到 17 岁 就结婚了 

背到那 我忘了有没有煮饭吃 

我妈说 阿妹就在这坐会 我去撒尿 

就这样就跑了 

想起多难过啊 7 岁还那么小 

这样凄凉但没想到贱骨头又这么短命的 

（奶奶把我那病逝了的父亲叫作：贱骨头）  

 

 

（2012 12 29 中午 12:30 

农历  十一月十七   

宜  入殓  祭祀  

忌  修造  入宅）  

 

妹 用力吸啦 妹 

这么懒 喂 喂 喂 

喂 杨平道 

嗯 

你来帮阿妹吸一下吧 

不会吧 

是啊 她吸不通 又不够力 还这么小 

你傻的 我才不吸 

是啊 医生说了 好叫老公吸一下 吸通了小孩就更容易吸奶 

啊 不会吧 

她这么懒 又没什么力气  

不肯吸 还没通 吸不出来又哭 你看 

没人会这么傻吧 

来吧 快点啦 



 652 

妹 用力吸啦 

用力啦 

你自己吸一下吧 

你傻的 我自己怎么吸得了  

扯上来啊 

快点啊 

这么傻啊 

妹 妹 

我吸啊 

你吸这个吧 这个可能没奶了 换一个给她吸 

吸通它吗 

是的 

有臊味吗 

你试一下吧 我也没吃过 

快点啦 麻烦死了 

没有的 

什么味道呢 

没什么味的 不知道有没有吸到 

没想到奶这么难吸的 

你知道阿妹辛苦啦 阿妹是吧 

再试一下吧 不行就算了 

 

哎呀 阿妹 

绷那么紧干嘛 

别绷着 像个机器人一样 

对咯 洗洗小手 别怕 

快点 

会冷到她的 我先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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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点 

 

怀：看我的专业表演。 

婆：他爬屋顶上来，骂他他骂我傻啊，不怕摔死他。爬这瓦屋顶上咯，两三次了，说他不听。 

怀：看啦。 

婆：摔死你轻过鸿毛咧。哪有这样的捣蛋鬼，不听话的。 

婆：去买菜不久，没想到他和读书仔爬屋面哇。 

我：哪个屋面？ 

婆：会死咧。 

婆：向我要 10 文钱缴学校，没想到去买了这东西，要知道就不给他。 

婆：每天都要一块五，没断过。平道，你有五角吗？小混蛋，每天都要钱，小混蛋。又带人

爬屋面，两三个人爬，以后你不要爬，摔死了你爸向我要人。 

怀：好的 

 

妇女：穿了双妹子鞋。 

婆：没关系。照个相。 

妇女：和婆婆照张相吧 

婆：很像我阿耿小时，也舔手指的。 

 

婆：想起那个贱骨头就难过，整夜睡不着。你阿公骂，都六七年了，还惦记他干吗呢，掐断

它就好了，不用经常哭。叫他不要吃那么烧酒啦，就是要吃。我弟弟也是吃烧酒烧坏肝，我

嘱咐他，不要吃酒啊，我弟弟也是吃酒烧坏肝走了。吃就吃到了，没想到真是。这么固执的。

你阿公也很难过啊，总是眼泪爬沙啊，总喊我不要想了啊。他硬颈有嘛办法，那么多年了，

看 点啦。三十多岁就走了，这么不幸。 

公：盛饭给你吧，要不？ 

 

 

(2013 01 02 晚 9:30 农历  十一月廿一  宜  出行  会亲友  忌  造庙  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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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洗澡了 妈妈洗澡了 别哭 

静：哦 妹 

 

(2007 冬) 

琼：叫汪洋大海起波涛。叫汪涛，是个妹子。 

外婆：阿妹咧。 

我：名字还没想好。 

琼：是啊。 

外婆：你来想吧。 

我：啊？ 

外婆：你帮她起个名字。 

琼：你跟小杨想了几天还没想好。 

我：对啊，我跟他想了好长时间都没想好。 

 

弟（电话）：一夜没睡啊？早上睡到几点钟呢？睡到八九点啊。现在又睡了吧，吃饱了没有呢？

那没什么吧？ 

 

弟：阿婆呢？有去哪了呢？元旦前回。是的，人家一月二号才进宅，还远着。我早就回了，

能回到。 

 

 

外婆：要睡了 一大早就睡 

妈：眼困了 

外婆：不肯到床上睡的 要抱着 

妈：睡着了吧 

姨丈：吃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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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问，怎么又不吃呢？无好吃的，这样答我哇。我下楼，她叫她妈跟着下，说我煮的菜

不够味。 

表姐：端鸡肉上也不吃。 

妈：又喊她妈下来煮。这样我才发火了，既然什么都不沟通，那你带她回去，你养她吧。我

是这样说，现在带她走。 

妈：这样才 始了。他妈就哭了，上了楼。 

妈：我很担心。心想我先追阿妹回来。等到一号放假，我维力回来，你跟他讲，合得来你就

留下来，合不来你就回重庆。阿妹就一定不准你带走。 

 

琼：笑起来才好看嘛。 

外婆：还不会笑。 

表姐：不会笑。 

表姐：快拿点纸巾来。擦擦嘴。 

 

大姨：等杨维力（弟弟阿毛）回来再骂他。他自己还没经济基础，讲过三年后结婚。突然老

婆有了孩子哇，要回家结婚。真气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无，他自己都没思想准备，大家都没。

经济基础还没有，又结婚生仔那么快哇。他自己找苦吃的。 

 

静：喂 你傻的啊 女儿哭得这么厉害 你还不理她 

我：我听不到 忘记了 

我：刚才没哭 

静：妹 别管爸爸了 

静：整天都不管她 

 

我静：哎呀 恶心死了 

静：怎么今晚（她）拉的屎特别臭 

我：一直都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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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不洗了 

妈：那是湿的 

静：臭死了 妹放屁 

妈：老是放屁 

静：看看她肚子胀气不 

 

(2012 12 21 下午 2:19 农历  冬至  十一月初九  宜  拆卸  入宅  忌  作灶  作梁) 

 

我：听谁说那名字对阿琼不吉利 

静：阿琼去算命算到的 

我：不会吧 

静：是的 

妈：我不知道 

我：傻咯 

静：那次她跟我说她去找人算过了 

静：阿妹（杨雅萱）要是不改名，就对他们夫妻不吉利 

妈：那她为什么不改 拖拖拉拉的 

妈：我在炒菜 维力回来 她在房间和他说  

妈：说我看她不顺眼哇 气死了 

我：不会吧 

妈：她是和维力这样说 明天去东莞 

妈：和她沟通不了的 老曲解我的意思 

妈：她吼我 说我老是针对她 

妈：你什么都针对我 

妈：我有什么针对你的 我说 

妈：我都懒得解释了 

妈：我是说把阿妹照顾好点 常煲点东西给她吃 

妈：她说我是骂她懒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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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弟于怀和阿公吵架，闹着要回去外婆家，不送他回去就要跳楼） 

公：你要记得买牙痛水 

怀：嗯 

怀：我牙痛死了。头晕啊，痛上了头。 

我：什么事呢？ 

公：惹我这么生气了。三点闹到现在。 

表姐：三点钟闹到现在啊？ 

公：唉。 

我：送上哪里？ 

公：送去阿玉家（大姑）就行，叫阿玉送去。 

公：阿毛买了一对鞋给你阿婆啊？ 

我：买了两对，也买了一对给你。 

公：拿给我。 

公：你和平道哥去到玉姑那 

怀：哦。 

公：你要喊玉姑送回去吧。以后不要下了。 

怀：嗯。 

公：阿妹呢？ 

我：在上面。 

公：睡了没？ 

我：还没 

公：我见见阿妹。 

表姐：好爱笑的。 

公：阿妹，好爽的。 

琼：妹，叫太公！太公！ 

公：太公，太公。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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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喂  

我：唔 

静：胸很胀奶了 

我：嗯 

静：给你吸一下吧 

我：唔 

静：让你吸一下 

我：有什么好吸的 

静：你不帮阿妹吸走 会过期的 

我：傻的 我不吸 让阿妹吃吧 

静：阿妹在吃这个 

我：让她换一个吃 

静：换不了 她在吃着 

静：你要让你女儿吃过期奶啊 

我：听说吸人奶会壮阳的 

静：这不正适合你吗 

我：我呀 

 

静：和谁打电话呢 

我：同学 

静：哪个同学 

我：初中同学咯 哪个同学 

静：同学 你以为我不知你和谁打电话啊 

我：我和谁打电话呢 

静：小菲咯 

我：我什么时候和小菲打电话了 

静：没有 我经常看你们两个偷偷发信息 

我：我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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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证据出来 什么信息 

静：要有你也删掉了 

我：你疯了 

静：上次我在绿道看到你们一起骑车 搂搂抱抱的 

我：我什么时候和小菲去绿道骑过单车呢 

静：你敢说你没去过绿道 

我：我是去跑步咯 骑什么单车 

静：你别以为我不认识小菲 

我：你认就认识吧 

静：明明就是她 

我：我去跑步哇 我每天都去绿道跑步啦 

静：不单是跑步 还唱情歌给她听 

我：我跑步没唱过情歌的 

静：那首《明天会更好》是谁唱的 

我：《明天会更好》是情歌吗 

静：别人唱就不是 你唱给她听就是 表示你们明天会更好咯 

我：你疯了 你去民福精神病院检查下吧 

我：生孩子生坏脑袋 

静：我生坏脑袋 你坏了脑袋吧 想太多了 

静：上次还和她在肯德基吃东西 

我：和谁呢 小菲吗 

静：是 

我：叼 我什么时候去过肯德基 

静：上个星期 那个不是你吗 

我：上个星期 我半年没进过肯德基了 

静：半年 明明就是你们两个 

我：我要是半年内联系过小菲 我就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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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内容：你是不是真心爱我？） 

我：你发什么疯 这么近发什么信息 

我：你有事就直接说咯 神神经经的 

我：我发觉你家都有这个传统 

我：你和你爸妈从来都不沟通的 有事就闷在心里 自个哭 傻子一样 

（信息内容：你爱我多还是小菲多？） 

我：你别发这些东西 讲话啦 你讲话我马上回答你 

我：还在那打什么字  

我：喂 你讲话 我们谈一谈咯 转过身来 

我：我们谈一谈 沟通一下咯 

我：吵架很正常的  

我：唉 

（信息内容：正面回答 用信息） 

（信息内容：你多） 

我：发吧 发吧 阿妹 阿妹 

 

（西藏 3.14 事件：西藏拉萨发⽣暴⼒事件，商店被纵⽕，新华社报道，事发在下午两点⼏，

有目击者说，看到⼏家商店被烧，附近的店铺已暂时停业。外电报道，事发在⼤昭寺附近⼀

个市集和附近街道，⼀辆警车亦被波及，拉萨连日有僧侣上街游⾏） 

（财经新闻：港元汇价，英镑是 12.7837，美元 7.3243，欧元 12.1086，⼈民币 91.1） 

 

妈：嗯，人民币跌得厉害咯。 

林：人民币升啊。 

妈：港币跌了。 

妈：阿妹长大了点咩？ 

（在谈论弟弟的⼥⼉杨雅萱） 

我：嗯？ 

妈：阿妹大了点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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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了很多。 

妈：大了很多啊。 

我：看到我抱她会哭的。 

妈：看到你抱就哭呀？就是跟阿琼的。 

 

林：四间都无（奶粉）。六个月后又可以吃 A+2 的。 

妈：才三个月大，又六个月。六个月我当然知道啦。才三个月咯。 

 

（新闻：⼈民代表⼤会：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团结、锐意进

取、居安思危——） 

 

妈：吃饭哇。阿林。哎，睡得这么熟的。 

 

（新闻：⼈民代表⼤会：开创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

复兴，为⼈类做出新的、更⼤的贡献） 

 

妈：更大贡献。 

 

（台湾选举新闻：马英九，马英九，马英九。主持⼈：对于有⼈批评他抵制北京奥运的⾔论

过激，马英九强调西藏情势恶化才考虑这样做。 

马英九：我们提出这样的⼀种可⾏性，主要想让⼤家多⼀个思考的空间，因为⼈权是国际的

普世价值，这是⼀个假设性的情况，⼀定要到情势急剧恶化，到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只有我们

想到这⼀点，别的国家也可能会跟进。） 

 

(法国外长库什内说，法国不会抵制北京奥运，但下个星期会和欧盟外长讨论，是否抵制 8 月

8 号的开幕礼。） 

 

（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主持⼈：伊拉克战争五周年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重申，出兵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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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麻烦了 

林：伙食什么都贵了，没得省的，什么都贵。楼价高，楼盘就死咯。 

妈：一直跌，人民币换港币就不值钱了。你看啦，一直跌到 50 元啊。 

妈：麻烦了。 

林：就是 100 文港币都死啦，东西贵了几成。这样不缩水那样就缩水。 

妈：检查到她 15 斤了。 

林：15 公斤（还是）15 斤？ 

妈：15 斤。 

妈：喂，阿琼啊，你不在家啊？ 哦。那你就办好阿妹的户口咯。 

 

静：整天都握着拳头 你想打谁呢 

我：手很湿了 

静：就是 湿透了 

我：阿妹 女孩要温柔点 

我：怎么了 

静：你没听到啵一声吗 

我：放屁啊 

静：不知道拉屎还是放屁 

我：不会吧 

 

妈：别放太里面了 会呛到她的 

静：好了 好了 不要了 不要了 

妈：不要了 

 

静：别哭 别哭 你喂点保婴丹给她吃啦 

我：为什么经常使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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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喂 文静 不喂点保婴丹给阿妹吗 胎麻那么多 

 

我：听讲你前天去高州治手？ 

五姑：看了医生。验了血，又 了药片吃，吃了就好了点，不知能不能治得好。 

婆：立仔，你要讲你妈听咧 

立：哦。 

婆：外公讲要去广州南方医院看看哇，外公带去哇。这么年轻，手就痹痛的。她去高州看不

准的。有钱就花点咯, 去高州也要花的——锅盖放哪去了？钱是人做的。锅盖又忘了放哪了。

脑袋不好使了。 

婆：叫她去广州南方医院，高级医院看看。之前我腰骨也是，找私人医生打打针，不行的。

后来，外公就带我去南方医院动手术就好了。 

 

旁白：按老家的风俗，亲⼈⼊⼟三年内，要为他开⼭，也就是敬上三牲，修整坟地，连续三

年清明要铲⼭（扫墓）。 

 

七姑旁白：草⽣塞了咯。都 50 ⼏岁了，做了阿公（爷爷）还不给他开⼭，不开⼭他找不到吃

的。你们⼀点也不管自⼰老爸的。 

 

(和三叔公去寻找我父亲的墓地) 

我：是这里吗？不是这啊？草长塞了，八九年了。 

我：也不是这个啊？ 

叔公：不是。别人的。 

我：又讲用个石头做了记号的？ 

叔公：就在这一带。 

叔公：我记得有条路往这下的，就在路边。是这哇。 

我：没什么记号吗？又讲有个石头做记号的？ 

叔公：谁说有石头做记号呢？ 

叔公：我忘了带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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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有个土墩的吧？ 

叔公：这里就是不生草的，这些泥时间不长的，不生芦箕的。是这里哇。 

我：有八九年咧。 

叔公：我记得是向这边的。 

我：具体位置不准确，到时怕修错了。 

叔公：不会错很多。 

（三叔公说  当时是风水先生定墓地的时候  我是在现场的  因为我是长子  但关于这事

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2013 01 07 农历  十一月廿六  宜  解除  余事勿取  忌  余事勿取) 

 

静：我们女儿这么爱哭 听别人说 假如你之前堕过孩子 他会回来找她玩的 

我：胡说什么 

静：是咯 别人是这样说 

我：你堕过的吗 

静：是你吧 

我：我没堕过 

静：你以为我不知你和小菲以前的事 

我：什么事 

静：堕过孩子咯 

静：你呵呵笑什么 就是 

我：谁说的 

静：很多人说 

我：别人说你也信啊 

静：没有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说 臭屎的 可能是拉屎了 

静：还有你阿婆刚走不久 知道你刚生了个女儿 下去报到之前 会上来看她的 知道自己子孙

满堂 唉 要找个巫婆弄一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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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叼 你神经病 找巫婆弄我阿婆吗 这么神经的人也有 叼 你怎么会这么迷信 以前小菲从

不迷信的 和她走夜路也不怕鬼 怕老鼠而已 你怎会这样 

静：是哇 是你小菲好 要不你去找她吧 抱住她（女儿） 

 

公：我找算命佬算过了。 

婆：我不信的。 

公：83 岁，逃不掉的。是不是也不知道 

婆：我不信这些了，生有时死有日，我才不信。 

婆：我都无信了，贱骨头（我父亲）出了事，我一点都无信了。（算命佬）讲他能吃 190 岁咧。

就这样我不信咧。就是吃烧酒害的。无吃烧酒无会死的。吃烧酒害得惨。 

 

婆：要是我和阿公老了，不知道谁先走，就要你这个长孙端木牌，替你老爸。讲你听才知道，

不然到时不知道。你顶替你老爸，阿八就担雨伞的，阿九就托幡竹的，阿姑就跪在那。你就

端那块木牌咯。 

 

静：大家还没结婚 你有选择我也还有选择 

 

妈：装饰而已 林叔这个算什么戒指 

林叔：要是镶一个钻石就很厉害了 

静：放进你的袋子吗 

我：放进我的包 

静：装相机那个吗 

我：是的 

静：你的袋呢 

我：在这边 

萱：这海很小的 

琼：一眼看过去全部是海水 看不到岸的才是大海 

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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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这里只能看到一点 

萱：还可以往那边去 是不是呢 

琼：嗯 坐好了 看大伯那里 没礼貌 

琼：你们去那里站着 我帮你们拍（照） 

 

四姑：瓷砖是赊的，窗也是赊的，工钱就要给全。还能借五千就够给工钱了。 

四姑丈：林科还没回啊？ 

四姑：还没，他讲你需要他就打电话。 

 

主事人：做大生意一本万利，买田置地买到广东广西去，恭喜国强后代，代代做官做到中央；

六亲的宝镜照家堂，恭喜国强的代代子孙，做官就大中央；带有鸡母，早上放出一百只，晚

间回窝就一千双；鸡母狗子，衣物食物，家具农具屠具 

 

(2007 11 24  新居进宅) 

 

妈：是，16 号生的。今日几号？ 

兰：那就是这个月的 16 号。 

妈：不是满月。我想等过年时办婚宴。没空，阿毛也没空回啊。 

阿毛：大家都盖楼。 

阿毛：弄到阿婆的眼咯。 

阿婆：是啊，还有一只眼弄坏了怎么办。 

阿婆：弄 ，阿妹。 

阿毛：别弄到阿婆的眼。 

 

静：这包文胸是谁的 

我：什么文胸 

静：这包内衣裤是谁的 

我：哪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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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柜子 里面那包 你以为藏在 里面我就发现不了 

我：你讲什么 又干嘛呢 神经病 在睡觉你扔什么扔 这是谁的呢 

静：这是谁的 谁的呢 

我：我怎么知道是谁的 你别再扔了 

静：谁的呢 

我：我怎么知道是谁的 这屋住了 20 多年 

静：恶心死了 分手这么久 连她的文胸内裤都不舍得扔 

静：时不时闻一下可以治头痛是吧 有她的味道 

我：你神经病啊 傻逼是吧 叼 这些鸡巴东西是谁的 谁的呢？ 

 

(农历  2010 07 18 阿公生日酒席) 

婆：这个是谁呢 

弟：走这边 走这边 

婆：这个小姨是谁呢 

弟：这是小白 平道的女朋友 

公：对咯 牵着太婆（祖母） 

婶：他叫你做阿婆的 

婆：妹 怎么不叫阿婆 

弟：大家不封利是 还叫阿公发利是钱 

七姑：阿公是长者 应该发利是钱给我们的 

 

静：你别抓住啦 

 

（2008 新春  弟弟结婚）  

五姑：阿毛（我弟弟）这几年运气不太佳，喊他要注意点。 

我：怎么说？ 

五姑：就讲有什么网盖住。我叫你妈叮嘱他，生日时自己买个鸭头吃。大家不要讲起。要吃

三五年的。他夫妻俩是天罗地网的运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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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姑：阿毛结婚那日，你妈哭了，知道咩？ 

我：无知咯。 

五姑：不要问她。办喜事就触起她感情咯，是吧。想到老公没了，就好伤心。送允端走那时

就哭，允端就骂，好事好头不要哭。不要对你妈提起。 

 

婚礼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温馨感人的时刻，大家给多点掌声好不好？鼓励一下这对新人，

祝福他们。这杯茶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甜的。喝杯新人茶富贵又荣华，家庭幸福，和和睦睦。 

喝了这杯交杯酒，白头偕老到永久。 

摄影师：准备 笑笑 一二三 

 

静：这样好看吗 主要是我 你是次要的 

道：阿妹 来照照镜子 帅咯 照镜 

 

弟：宝宝 

我：喂 别走 就这样 

我：就这样放着吧 

弟：摆过去点 

萱：包包（面包） 

弟：你不能吃的 

我：这是爷爷吃的 

萱：包包 

弟：不能吃 不能吃 

萱：包包 

琼：等一下 

弟：有怪莫怪 小孩子 

我：保佑大家身体健康 发大财 还有什么吗 顺顺利利 

琼：阿妹身体健康 快高长大 

我：阿妹身体健康 快高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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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再等一下 

萱：要吃包包 

琼：这屋的房粱都断了 

叔：是的 很久了 挣到钱平道你要回这建栋别墅 

弟：要建古建筑（风格的） 

叔：建一栋漂亮点的房子 

弟弟：古建筑（风格的） 

我：建一个农庄那样的 有空就回来休假 

叔：是的 有钱要的 

 

弟：动手咯 

琼：问他们借一下刀 

我：要铲很久 

琼：找找墓的位置在哪 

弟：在哪呢 

我：那里不长草的 

弟：在哪 谁在这挖了一个坑 

叔：随便挖块草皮来 

弟：到上面去挖一块 

萱：宝宝来挖 宝宝挖 

琼：走 走  

萱：宝宝挖 

我：这车是宝马 

琼：别挖这 

琼：你自己搞吧 

我：阿爸保佑大家身体健康 阿妹快快长大啦 插在中间是吧 

弟：阿妹 你不来拜吗 

琼：去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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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去拜呀 

我：来这里 

琼：去大伯那边拜 拜 叫爷爷吃饭 

萱：妈妈说 妈妈说 

弟：这样拜 好 

萱：好 

我：好了 

 

我：你爸叫你在酒店出门吗 

静：嗯 

我：为什么不让你在家出门 怎么说的 

静：我阿婆说我还没结婚就生了孩子 丢人哇 不能在家出门 叫我偷偷把婚事办了 不然会害

死她的 她现在经常说阿公托梦给她 说在下面没人煮饭给他吃 叫她下去煮饭哇 可能怕我害

了她吧 

我：那你自己的意思呢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法 你有权利去争取的 

 

（2010 05 11 下午  农历  三月廿八  宜：求嗣  针灸  忌：探病  造屋）  

 

公：小心门槛 

公：毛巾 

我：阿公 你的痛风还痛吗（备注：类属于风湿病的⼀种） 

公：唉 怎么不痛 消不了肿的 

公：本来很好治的 因为（伺候）你阿婆 要经常拉抬她 本来好了 一用力 关节又痛了 医生

说别干重活 等好了再干活就没事 要不是因为你阿婆 我早好了 

 

婆：你气死我了 这么凶的 

公：你都不听话 

婆：脾气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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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那你上楼去吧 我送你上楼睡吧 

我：让她楼下睡吧 

公：不管她 

公：你上楼睡有什么用咯 

婆：我睡惯了我的床 你可以在楼下睡 

 

（2010 11 17 下午 3 点  大姑儿子结婚）  

一姑：我儿媳妇说 阿妈 带你出南方军医院检查下吧 费事照 要死就早死了 都痛了几十年咯 

何必浪费钱呢。 

一姑：输了十几万啊。 

我：地下六合彩是吧？ 

一姑：是的。去年才还清， 

一姑：重男轻女的，你阿婆。我对她们没感情的。对妹子像狗一样欺负的，你阿婆。你爸那

时像宝贝一样的。 

我：哦。 

一姑：我们在家砍柴，割草，煮饭，你老爸就去玩，还很凶。 

我：哦 

一姑：你阿婆都不骂的。妹子就狗一样欺负的。我对你阿婆没一点感情，真的，我好讨厌你

阿婆的。不过毕竟生了我，有钱也会给点她 没钱就算了。 

 

婆：谁是你妈妈 

表弟：阿五 

婆：阿五是吧 

表弟：是的 

婆：你说阿五我就知道 书名叫杨芳娟 对吧 

表弟：是的 

婆：对吧 

表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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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 吃这两颗药 

婆：什么 

我：药 

婆：什么药 

 

婆：这个是谁呢 

我：阿毛（孙子） 

婆：是你吧 阿毛 

毛：我先回去了 

我：嗯 

我：这还有一块肉 

婆：饱了 

我：这还有一块 吃完这块就行了 

婆：阿公知道我在这吗 

我：知道 是他送你到医院的 怎么会不知道 

婆：啊 

我：是他送你到医院的 

婆：你脑袋比我还不好使 这墟镇这么大怎么没地方玩呢 

 

静：我前几晚做了个梦 梦到一个老太婆跟着我们 我抱着阿妹 也不知那是什么地方 天色很

阴沉 老太婆有点驼背 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脸没光 她一直跟着我 然后我抱着妹走到哪 她就

跟到哪 赶她骂她也不走 就是一直跟着 一直跟着 后来我就用石头去扔她 扔了很久 她也不

走 我一直扔了很久很久 她才离  我就抱着阿妹赶紧走 一直走到一座桥 过桥时我回头看

了一眼 没想到那个老太婆又从竹林走出来 吓死我了 又一直跟着我们 那时我很怕她会抱走

阿妹 

 

女人：靠近一点 好话不用多 九子十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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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02 21 农历  正月十二  杨平道  王雯静  礼成）（结婚典礼） 

 

静：阿妹 那时你还在妈妈肚子里 看到吗 

我：能看出来  这里 

静：那一部分就是 

我：这里就是 

静：中间那条线那  妹 看看啦 看到没 

我：爸爸让你看看吧 

静：看到吗 阿妹 

我：看看妈妈的肚子 

静：妈妈抱 现在不喜欢爸爸了是吧 

我：又哭了 喂奶吧 

 

我：今天睡到 2 点才起床 

静：昨天很累了 

我：是的 两天没怎么睡 结婚前一晚阿妹又闹了一夜 

 

 

 

弟：八叔你去不 没活干吗 

叔：没 

弟：啊 没活干是吧 

叔：没有 弄伤了手 痛死了 干不了活 

弟：不会吧 

叔：是的 可能拉伤了肌肉 

弟：哦 先去买点香纸宝烛 

 

弟：这座山一个（墓地） 那座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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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面那座山有两三个 那些不铲了（扫墓） 太远了 

婶：你去祠堂奉神回来了吗 

公：不去那奉了 

婶：不去吗 

公：他们去奉就行了 

婶：他们奉他们的 你们奉你们的 

公：不讲究这些的 

婶：怎么会不讲究的 那有你这样的 

公：我一点也不用讲究 你们女人就是多说法 

婶：多说法 哎 我不说你了 

公：就是 说来干嘛 就奉这边算了 

 

叔：这个（坟头）就是吗 

亲：那个就是 

叔：这个是吧 

亲：是的 

叔：应该是这个 

弟：这个就是 

叔：是那个 

弟：这里有个坑的 是这个了 

叔：给你吗 使劲 

琼：你拿都拿不动 

叔：使劲 

琼：你都没那个锄头重 

 

婆：有这么狠心的人哇 整天没吃一粒米也不来看看我 去告他 不告他不行 

婆：你是谁的儿子 

我：（我是）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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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啊 

我：平道 

婆：平道 

我：嗯 

婆：我那个孙子在哪读书 你知道吗 哦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平道哇 

婆：你叫平道是吧 

我：嗯 

婆：哦 你读书成绩好 我那孙子读书可能不行 

我：我就是你孙子 你头晕了 

婆：孙子吗 

我：是的 

公：他是平道咯 

婆：平道吗 

公：是的 

婆：哦 不认识咯 

婆：平道 

我：干嘛呢 

婆：你阿婆现在是等死啊 

弟：和太婆（祖母）玩吧 

萱：不行 

弟：我不和你玩了 

公：吃点糯米饭吧 

婆：嗯 

公：今天是清明 

婆：今天清明节吗 

公：是的 

婆：扔我一个人在这里 没一个人来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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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是很可怜了 

婆：可怜就没有 想我死才是 

公：哦 不想你死啦 

婆：不想我死 嘴上不敢说 你心里是这样想 

婆：勤奋点读书啦 阿妹 

婆：这女孩是谁的呢 

公：阿毛的女儿 

婆：阿毛的是吧 

毛：是的 

公：曾孙女 这是你的曾孙女 

 

（2013 02 18 农历  雨水  一月初九  宜： 市  交易  忌：嫁娶  出行）   

     

静：这些纸巾是干嘛的 

我：擦口水的 

静：这么多扔在这 又不收拾 

我：你自己不会收拾吗 这有什么难的 这事都是女人干的 

静：那你这么有空干嘛呢 

我：男主外女主内 男人负责挣钱养家 要你干嘛的 

静：你挣到了钱吗 靠什么挣 

我：靠什么挣 

 

 

（2011 08 16 农历  七月十七  宜：入宅  订盟  忌：动土  安葬  五姑新居进宅）  

 

进宅主事人：有各样种子 家猪杂物 金玉盈地 金木水火土五行 样样齐备 就来进宅 

还有“十进” 一进人丁 人丁兴旺 子孙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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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敢说阿妹黑是吧 阿妹不高兴了 

我：让爸爸抱抱 

静：让爸爸抱抱吧 

我：哎呀 撞到爸爸脸了 

我：阿妹 

静：痛吗 

我：阿妹 

我：长大了带你去游泳 去河里游泳 

静：不去 河水很脏的 

我：去抓鱼鱼 

 

（2012 03 14 农历  二月廿二  宜： 光  出行  忌：置产  安床）  

 

婆：刚才那人是阿公吗 

我：是的 

婆：不认识 不是阿公吧 

我：是的 

婆：是呀 

婆：哎呀 痛死我了 怎么下雨天更痛呢 要命咯 我就是死不了 要能死就安安乐乐了 怎么就

死不了 命这么硬的 

婆：你怎么认识阿公 阿公是哪的人呢 

我：阿公是—— 

婆：啊？ 

我：阿公是你老公 你都忘记了呀 

婆：阿公是我老公吗 

我：是的 我阿公是你老公 你是我阿婆咯 

婆：哦 哎呀 腰骨痛死了 这辈子惨咯 死有死不了 生又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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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鬼混多了吧 

我：整天和你在一起 只是会到朋友那喝喝茶 怎么鬼混 

静：警告你不要乱来哦 

我：你傻的 

我：一个人生了孩子之后差别真的很大 

 

我：阿妹睡了吗 阿妹睡了没 

静：睡了吧 

我：来吧 

静：来什么 

我：哎呀 还能是什么 

静：困死了 

我：睡什么睡 现在睡什么 傻的 

静：哎呀 你干什么 

静：你手压到她了 

我：没有吧 

我：她一边吃奶我们一边来 行吗 

 

 

（2013 03 13 农历  龙抬头  二月初二  宜：安机械  筑堤  忌：嫁娶  入宅）  

 

我：文静 文静 

静：唔 

我：有空你不收拾下房间 这么乱 新房又快成狗窝了 

静：我要喂奶 你不会收拾呀 

我：喂奶 你经常指手画脚使呼我干 

静：你这么闲 不收拾干嘛呢 你喂奶啊 

我：我怎么闲了 我在想小说创作的问题 文学是闲出来的 知道不 忙忙碌碌地干活那些人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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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艺术的 

静：你整天就写小说 那些流浪汉都很闲 都是艺术家了 头发也挺长的 

我：你别念叨我 要不你回你妈家住一段时间 等我写完小说你再回来 那房子又大又舒服 

静：等你写好小说 还要 10 年都不行 认识你 10 年 一本小说没写出来 我同学问我你老公是

干嘛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说是作家 但一本书也没有 

 

（农历 2012 11 19 九叔  东莞新居进宅）  

公：父母命 定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 6 点半吉日良时 杨耿 吴树梅 （儿子）杨于怀新居进宅 

富贵万年 一照门头 代代子孙出诸侯 一照门中 代代子孙是富翁 杨耿 吴树梅 杨于怀携带

全部老幼进宅入伙 

 

旁人：到时辰了 

叔：知道了 

梅：可以 门了 扭一下门把 

叔： 灯不 灯不 

梅： 灯啦 

 

我：叫谁照顾（阿婆） 

五姑：唔 

我：叫谁照顾 

五姑：叫七叔公 谁知他整天都不在那 阿婆掉下床 又动不了 他都不知道 

五姑：那些事很难说 现在生活改善了，医疗服务各方面都好了—— 

丽姑：后来越说越厉害 说她能活到 120 岁 

五姑：我们阿妈不能自理了就别活到 120 了 

 

静：吃啦 怎么不吃 

静：喂 杨平道 阿妹吸不出来了 

我：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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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别写那些鬼东西了 快来帮你女儿挤一下吧 

我：怎么挤啊 

静：快点啦 她没力吸了 妹快吃快吃啦 

静：吃吧 阿妹 

静：快点啦 阿妹阿妹 

我：哎呀 

静：傻啊阿妹 

我：没奶了吧 

静：妹快吃吧 

 

我：我吃一口 甜吗 

 

（2013 03 15 为女儿还花债）（⼀种仪式，可以在百度查⼀下它的来由，也叫“还花婆债”） 

我：怎么弄的 

静：照着读吧 

我：读这张东西然后烧掉就行了吧 

静：嗯 

我：要对着床头是吧 花女是阿妹 帮你还花债 还了就不要哭了 

静：嗯 

我：现在读了 

静：好 

我：还花债路票 今据广东阳春市东沿江北路 18 号 村民士杨平道同妻王雯静 养有花女于

2012 年岁次壬辰农历 10 月 12 日亥时建生 花公姓彭花母姓杜 贵州托生 

静：嗯 

我：怎么了 

静：贵州托生的 还不是你之前那个（孩子） 你和小菲堕的那个 

我：你神经的 

静：小菲不是贵州的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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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巧合而已 

静：就是他来弄得我妹（经常哭） 

我：不要吵了 

我：贵州托生 来欠床头路头桥头檐头花债 欠花衫花裤花楼 宝串金银财宝 花饭清汤各样齐

全 还借书包纸笔 金银还清还足 余下金银给花女一生富贵十足 伏望花公花母花园姐妹保佑

花根端正 桥道光明 花叶长青 天高水长 人长大 岁岁平安 月月吉利 万事胜意 2012 年农历

11 月 12 日 谨具还花债 疏文上申 

我：就这样烧掉是吧 

静：嗯 

我：还花债了阿妹 烧衣衫 

 

我：她睡了是吧 

静：打爸爸 碰到阿妹的头 

我：睡了吧 

静：嗯 

我：在吧唧嘴 小孩真舒服 什么都不用想 大人帮她都想好了  

静：你也做过小孩咯 

我：我做小孩的时候想很多事的  

静：嗯 

我：我问过我妈 阿妈你怎么生我的 你知她怎么答我吗 

静：唔 

我：我妈说 有一天她在河边洗衣服 远远看见一个大木桶 暗红色的 漂下来 她就看到我躺在

里面 没穿衣服 冷得直哆嗦 只有灰色的烂布盖着 她就把我捡回来了 

 

叔：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静：小时我妈也是这样说的 说我是她在河边捡回来的 

我：所以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 也没问过别人 为什么大人喜欢说小孩是他们捡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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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嗯 我也不知 那你以后会这样和你女儿说吗 

我：不 这样说干嘛 是亲生就是亲生的 是吧阿妹 

 

男：老鼠底在哪 

叔：走那边上去 走新村那边 

男：我们在石庐顶也有（祖坟） 

叔：现在没能力去了 

男：那个是谁呢 

叔：不知道 有三四个 就我们要去的 其他人不用去的 

 

四姑：阿爸说不会那么快的 

五姑：老人家的事很难说 

七：我叫你挑二月的日子 

四：这些也洗洗 

我：那你挑了哪月的日子 

七：三月的 

我：你盖房和林科结婚没冲突的吧 

五：不是有冲突 是怕你阿婆会走 

四：我喂她 她叫我别喂太多 她怕自己胖了 睡着不能动 没人拉得动她 

五：你和平道买好放着也可以的 

我：买什么呢 

七：买衣服 怕她突然老了没衣服穿 

 

四：把身体吃好点 让女儿们看着就高兴 叫你一声阿妈 你就“哎”一声应我们 

婆：到那时国家会处理的 

四：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清 

婆：到那时国家会处理的 

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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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到时有人会处理的 

四：臭气吗 

婆：处理哇 

四：处理什么 

婆：等我睡着了就处理咯 

四：把身体养好点 我们这些女儿来看你 阿妈 （你答）哎 是谁呢 是阿四 阿七 阿五呀 多

欢喜啊 是吧 

婆：还有粥 你们不吃吗 

四：我们吃了 

婆：吃吧 

四：刚才就吃过了 

 

我：小心点 小心点 

婆：哎呀 哎呀 

我：别怕 别怕 

婆：轻点放我下去 

我：好好 放松放松 

姑：抬上去点 

我：放松放松 别怕别怕 

姑：阿妈 是不是高了点 

婆：痛啊 

 

婆：平道 

我：哎  

我：怎么了 

婆：不舒服 

我：怎么 

婆：这里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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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 

婆：那有点矮 

我：这样舒服点了吗 不矮了吧 

婆：不矮了 也不那么痛了 

 

（2013 03 20 

农历  春分  二月初九  宜：治病  祭祀  余事勿取  忌：余事勿取）  

 

静：今天我们谈恋爱纪念日 一朵玫瑰花都没有 

我：你傻逼啊 我阿婆刚走不久 现在要我送玫瑰给你啊 我送菊花给你好不 傻逼啊 

 

我：现在过了 30 岁 经常会做一个梦 

静：什么梦 

我：小时候很调皮 我妈经常吓唬我  

静：嗯 

我：说我要是不听话就让疯子把我抓走 我现在还会发这些梦 我印象中的疯子是怎样呢  

静：唔 

我：他穿着雨衣 盖住头看不到他脸 在农村小路逛来逛去 看见小孩就抓走 哦 他还拿着一个

麻包袋 

静：哦 

我：把小孩倒着塞进麻包袋 马上就跑这样的 可能和以前那些政府—— 

静：计划生育那些人是吧 

我：是的 那时经常抓小孩 抓孕妇 孕妇都跑到山上去躲 

 

（2012 03 27 农历  三月初六  宜：祈福  祭祀  忌：行丧  嫁娶）  

 

公：以前她腰痛不敢叫她干活 全部我来做 后来治好了 过了一两年又得病了 没办法 叼他妈 

唉 这段时间她不能动了 我还能睡上一觉 以前闹死我了 喊得很大声 嗷嗷地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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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雇一个人吧 大家凑点钱雇人吧 主要是晚上伺候她 白天你看铺 时不时看看她就行了 整

天不睡觉不行的 

公：阿四又不愿意 阿四要愿意 我给她一千多 自己女儿多给两百也没关系啦 叼 她又不愿意 

我叫她早上 9 点出来 下午 3，4 点回去煮饭给国强吃 她可能嫌麻烦 我不知道 

 

公：哎呀 啊 动一下都痛死了 

我：一动就痛吗 

公：一动都痛 不行的 痛得抽搐 

我：躺着别动 

公：也不行 哎呀 这么痛怎么扛得住呢 我没什么可想的了 

 

五姑：私底下说 你买个房子我还会去看望你 琼那种人 我不是说讨厌阿毛 我讨厌——我也不

讨厌阿琼 你七姑就很讨厌她 上次她要跑路 阿七说让她走 你妈就想自己身体不好 阿毛又

不在家 以后阿毛会说她赶走琼就不好 阿七说我抱阿妹回去就算了 不管她 我恨不得她走呢 

生气了 她就把阿妹抱回去了 你妈打电话回家她没和你妈聊过 你妈就和阿毛说 你老婆不生

孩子了 还想我把那套新房给你 我才不给 我心都冷了 阿毛可能和阿琼说了 她就很生气了 

公：当然会心冷 

五姑：作为母亲当然希望子女多生一个孩子 男女孩都好 悦丽这样说 她是为他们好的 生多

一个孩子不是贵她 而是贵阿毛夫妻俩的 

五姑：私底下说 平道 你要是娶了小白也不行 

我：小白孩子都生了 

五姑：假设以前哇 她生就生 先不说人长得怎样 阿八 你说是吧 她态度不行 我看她人挺凶

的 

我：不会啦 

五姑：还不会 不知道你杨平道是这样的人 

叔：和平道吵过架吗 

我：吵过 

五姑：骂得平道头都不敢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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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不会吧 

五姑：就是 你问他 

叔： 哪个呢 

五姑：小白咯 

叔：哦 

五姑：文静敢骂他啊 平道 平道 

我：小白性格是直来直去的 不记仇的 

 

叔：昨晚叫了阿爸一晚上 阿林 阿林 

五姑：昨天早上 始问了 意识还清醒 阿林去哪了 阿林去哪了呢 没见到他 

弟：阿公不在就会问  

五姑：是的 

弟：阿公要在就说那个死鬼 

五姑：现在不骂阿公是死鬼了 

叔：不骂了 

公：现在不骂了 

弟：不骂了是吧 

公：不骂了 

五姑：她听不到阿爸的声音就会问 昨天早上阿四说她问 阿林去哪了 见不到人的 还清醒 

弟：她不清醒的时候就说那个死鬼是谁呢 走来走去 我说阿公咯 不是 阿公没那么凶的 

五姑：她哭自己没有爸爸妈妈了 命那么贱 我心想我也很快没妈妈了 气死我了 她还哭自己

没有爸妈了命贱哇 就是看她痛得可怜 要是不痛 伺候她也不算辛苦 看她腰烂成那样 可怜

啊 那些脓水直淌出来 

公：不知要熬多久 叼他妈 

弟：能熬很久的 

公：看着她觉得可怜 

弟：吃些脑活素就能维持脑袋清醒 

五姑：没必要吃那些东西了 不单是脑清不清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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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现在恶化了 坐不了了 

五姑：这种是慢慢坐不了 然后熬很久才会死的 

公：黄家辉就是这样 

五姑：就是 家辉在医院住着 很多药吃也不行 不熬不能死  

 

（2012 04 20 农历  谷雨   三月三十  宜：扫舍  塞穴  余事勿取  忌：余事勿取）  

 

玉姑：这是悦丽咯 你不和她打个招呼 

妈：悦丽咯 

婆：是悦丽啊 

姑：是 

婆：什么时候回家了呢 悦丽 

妈：我回来几天了 

姑：张 嘴啦 

妈：她都还记得我 

姑：有时会记得 今早又记得我是阿玉咯 前几天又不认识 问我你是谁这么好心喂我呢 

姑：张 嘴 

婆：擦得我嘴痛了 

姑：痛也要吃饭的 张 嘴啦 

萱：大伯 

我：唔 

萱：她是谁呢 

姑：阿公的脚好了点吗 

我：好了点 前几天还点反复 

姑：是会反复的 又说买了药膏 买了吗 

妈：买了 

姑：张  哎呀 真烦 

妈：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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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一天喂三餐 一步都走不  

妈：阿四今天不出来吗 

姑：不知 

妈：那你在她那暂住都不知道吗 她不出吗 

姑：唉 她要出就出 叫多了又生气 脾气坏得很 

妈：不舒服吗 

姑：阿五只会口上说说  

妈：阿婆 

阿七也是 只有阿四会管管 阿五很少上来 她说话就好听而已 

妈：阿五没来照顾过吗 

姑：会来 要她常照顾就难了 

妈：阿七也很少来是吧 

姑：很少 

婆：阿七没空来 

妈：大家都不会伺候的 生什么子女 

姑：痛就痛咯 我一会掰断你的手 惹我生气了 

我：小孩子不能看的 

萱：大伯 我要奶奶 

我：奶奶等下就出来 小孩不能看的 很可怕的 

 

众人唱：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哦 你吹啊 

琼：杨雅萱吹蜡烛 

我：再吹一次 

琼：再吹一次 切呀 你切一下就可以了 

弟：奶奶打电话给你 

萱：奶奶 

琼：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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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今天我过生日 

弟：行了 

萱：你今天不回来我才不给你吃 

 

（2013 04 01 农历  二月廿一  宜：求医  治病  忌： 光  嫁娶）  

 

静（读诗）：让红色的祖国来点黄的 我如此简单而直接地爱你 

我：哎呀 又踹被子了 

静：假如石头的硬度是因为性欲 我依然柔软地爱你 在我红色的祖国 他们都干革命 

我：哎 

静：我再看看 

我：变了味道 读什么读 我读给你听吧 要用普通话读的 

我：让红色的祖国来点黄的 我如此简单而直接地爱你 假如石头的硬度是因为性欲我依然柔

软地爱你 在我红色的祖国 他们都干革命 而我只想干你 在我—— 

静：恶心咯 

我：怎么 

静：写这些色情诗哇 

我：你别吵 先听我读啦 

我：在我嚣尘滚滚的祖国 竟然没有性感的问候 

静：阿妹哦 

我：先别吵哇 

我：我需要缝连数百万张罗逼嗦的嘴巴 才能仔细聆听你银铃般的呻吟 还有你爵士节奏的呼

吸 那么自由 浪漫 我是如此简单而直接地爱你 在下一个祖国的春天来到之前 我就要提前

出发 所有的亲朋好友 再见了 来不及留下点什么 必须提前出发 我将站在天安门 1949 年 

老毛的位置 改变历史 向世界宣布 我爱你  

静：你普通话这么差也敢读诗啊 

我：普通话差就不能读诗吗 

静：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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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是那么粗暴鲁莽地爱你 我和我的祖国急迫地需要爱 我要选一张 甜蜜的婚纱相 放在

天安门 老毛的旧址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爱 我必须勇敢才能爱你 那飘洒鲜血的五星红旗 我

也有五颗黄色的心 有点淫贱的心 有点纯真的心 它们可以求同存异 为了证明我爱你 我必

须把五颗心替换在国旗上 为了证明我爱你 我必须让我红色的祖国来点黄的 

我：要这样读才行 你一点感情都没有 

静：这首就是你追小菲那首色情诗啊 脸皮真厚 竟然写色情诗追女孩 

我：我懒得和你这种没文化的人说 

静：你倒不如 间两元店还实际点 投入少利润又高 

我：都说我写完这部小说就会有计划的 你整天罗嗦这些干嘛 

静：你做作家就是白日梦 我说小菲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我：什么白日梦呢 

静：竟然喜欢色情诗 

我：你说什么呀 

静：那小菲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喜欢色情诗 

我：你敢乱说这些鬼话 

 

（2012 07 24 夜 10 点  农历  六月初六  宜：祭祀  解除  余事勿取  忌：余事勿取）  

 

叔： 前一点 就这里可以了 好了好了 

我：阿婆的床搭在哪呢 

公：在这里 

我：在这间吗 

公：没办法了 

弟：阿婆 于怀回来了 

叔：阿妈  

怀：阿婆 

弟：于怀回来了 看到了吗 

怀：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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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阿婆咯 你的孙子叫你咯 这是于怀咯 快回好话给孙子啦 永远健康 大家都健康 对吧 孙

子们 读书聪明 

弟：她听到了 听到了 

叔：阿妈 还难受吗 

弟：不痛了吧 

叔：痛 你的孙子回来看你咯 

公：你的孙子全部回来了 

我：阿婆 

公：快答啦 

我：刚才她好像叫我的名字 

弟：你还痛吗 阿婆 

叔：帮忙提水壶回来 

怀：阿公 帮阿婆洗一洗脚吧 

公：她脚全都烂了 

怀：全烂了 

毛：别动她了 

 

怀：这（毛主席万岁）应该改了它 

公：改它干嘛呢 

怀：改成胡锦涛（万岁） 

弟： 阿婆 能听见吗 你休息会 好好休息下 嗯 不用说话 不用说话 看到就行了 休息会休息

会 

我：还痛吗 说不了话了 

弟：休息会 

弟：就睡这休息会 

 

弟：阿妈说不回来了 她脚又痛 阿婆之前也吩咐她不用回来了 

公：不用回来 她打电话说了 不回就不回 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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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阿婆也吩咐过了 

公：没关系的 没关系 

 

（2012 年末  弟弟阿毛与琼离婚）  

萱：我也不下去 

女孩：我也不下 

萱：我来这 

弟：杨雅萱 

 

妈：奶奶也没洗 

 

静：阿妹 阿妹 

静：哦 阿妹妹 冲点奶给阿妹吃啦 别哭别哭 马上行了 

我：之前几点吃的 

静：3 个小时了 

我：3 个小时了呀 是饿了 

静：哦 阿妹妹 别哭别哭 就吃就吃 放点“妈咪爱”下去 抽烟抽得满屋都是 就吃了别哭 

我：你吓到她了吧 

静：马上能吃了 

我：那箱子在哪了 

静：在外面咯 

我：在门口外面啊 

静：嗯 

我：不怕别人拖走啊 

静：拖走就拖走 

我：没多少奶粉了 

静：那你还不挣钱买 

我：你喂她吧 我去拉箱子回来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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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嗯 

 

弟：痛得她直喘气 

八叔：肯定很痛的 

九叔：上车那时痛得嗷嗷叫 很可怜 后来我摸她的头 摸了三四分钟就不叫了 

弟：她又熬了这么久 这更难受 

叔：是的 

 

静：平道 

我：唔 

静：上次你说你阿婆的死和你有关 怎么回事？ 

我：在写小说 有什么好说的 

静：我嫁入你家了 也是家里一份子 想知道也是正常的 

我：网上那么说而已 不一定对 

静：怎么说呢 

我：网上说很多人临终前吃不了东西的  

静：嗯 

我：有些亲戚就担心他饿得难受 

静：嗯 

我：就会喂他水喝 网上说 好不要喂水给他喝 

静：为什么 

我：因为很可能就是喂水的亲戚杀了他 因为水下去的时候容易进入气管 就会呛死的 

静：嗯 

我：就是窒息死的 

我：那晚我看阿婆好像很久没吃东西 怕她饿了 

 

我：倒点水给她喝吧 阿公 她好像很渴一样 

叔：慢慢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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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先凉一会 

我：喂下去 刚喂两汤匙 她马上呛得厉害 后来我就回镇上睡觉了 一个小时后 阿公打电话叫

我回祖屋 说阿婆走了  

我：老人家的事很难说 不一定关我的事 

 

我：热吗 叫阿公倒点水给你喝好吗 

公：来喝口水吧 你看 咽不下去的 平道 

我：咽不下去吗 

公：咽不了 你看 咽来咽去都下不去的 你看 怎么喝得了 才一口 

我：这样怎么行 

公：啊 

我：会呛到她的 会咽错喉的 

公：喂 水都是这样的 

我：那怎么办 

公：你看 才喂半汤匙就这样了 其他东西更吃不了 对吧 

公：再喝一口好吗 

我：还喝吗 阿婆  

我：能喝吗 

公：喝吧 再喝一口 

弟：能喝吗 

公：是不行 

弟：别喂那么急 慢慢喂 

 

（2012 07 25 晨  农历  六月初七  宜：祈福  祭祀  忌：嫁娶  栽种）  

 

叔：叫她们过来 我怎么接她们的 

亲：要在家里哭响 对 要在家里哭出声来 

公：一条毛巾还是两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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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多少条 

亲：反正她们都是走进来的 到这再系（孝）麻吗 

婶：哭得那么伤心 你妈会知道的 起来吧 起来吧 不要这样  到那边坐会吧 办法事的人到了 

七姐起来吧 

 

（字幕：奶奶  王昭连  1933 年生  四世同堂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凌晨 1 点 06 分驾鹤西去   

        安葬于我父亲寿地旁边）  

 

静：你看着她 她不肯吃的 很嚣张的 

我：那这样吧 吃完了没 

静：不肯吃了 可能吃饱了 拍出那口气吧 阿妹 

我：拍出来吧 不然会吐奶的 

我：出了吗 

静：出了一点 可能还有 

我：哎呀 

静：厉害咯 

我：我想起我阿婆那时 

静：嗯 

我：办完法事之后 就准备抬她下棺材 

静：嗯 

我：我爸不在了 我就是顶福孙 负责抬她的头部的 抬之前有个亲戚和我说 叫我要小心点 死

人胸口还有一口气的 抬她头的时候可能会喷出来 甚至会溅水到脸上的 

静：恐怖死了  

静：阿妹 

我：那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也觉得很内疚 阿婆养我这么大 走的时候还害怕她 

静：那她有喷吗 

我：喷是没喷 我抬她头的时候 也贴得比较近 当时很静 大家都不出声 只有主持法事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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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着 我抬她头那时贴得很近 隐约听见是有一口气出来 很像叹了口气 

静：叹气？ 

我：是的 就像这样—— 

 

谨以此片献给奶奶王昭连  

感激养育之恩  

你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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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已73

The Days 
                                                                     魏曉波作品 

	

 

 

1、出租屋客厅  夏  日  内  

 

    X（⼥主⼈公名字简化为 X，男主⼈公名字简化为 W，下同）穿着睡衣，头上戴着洗脸时

候戴的布发箍，微笑着看着窗外。 

X：我妹夫他每个月都给我妹 500 块钱给她买化妆品。你都没给过我。 

X 说完眼睛里有了泪⽔，擦掉泪⽔后，久久的看着窗外 

 

2、片头  

     

音乐起。 

天上布满了云，下面是⼀个老旧的小区，小区里没什么⼈。画面上依次出现字幕： 

魏晓波作品 《⽣活⽽已》 

字幕淡出。 

 

3、出租屋客厅  夏  日  内  

 

   客厅里空空荡荡，墙边摆着⼀个⿊⾊的旧沙发，墙上贴着⼏张海报，是影展的海报。地上

																																																								
73注：由于影像多义，对⽩、旁⽩⽆法让读者看懂，因此本⽚作者按照剧本的格式整理出该纪录⽚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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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着开着盖的电饭煲，⽔桶，饼⼲盒⼦和⼏个饮料瓶。W 把饮料瓶捡起来，又把地上的废

纸板装在塑料袋里。拿着拖把地面擦⼲净。 

 

4、出租屋客厅  夏  夜  内  

	

桌⼦上的台扇对着 X，她在用勺⼦吃⼀半西瓜。W 拿勺⼦舀了⼀勺蜂蜜放在自⼰的那半

西瓜中。 

X：别喝我的蜂蜜，那是我用来治便秘的。 

W：治个狗屎你。来点？ 

X：我不要。我的吃差不多了，你看，都没红色的了。 

W：哪没红色的了。 

X：你的意思是西瓜要吃的变白色咯。 

W：对。你知道种西瓜多不容易。 

X 看着 W。 

W：吃！你知道赚钱多不容易，买这西瓜，有没有良心啊。 

X：我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 

W：没良心滚蛋。 

X：我滚哪里去啊，没地方睡。 

W：你去卖啊。 

X：卖，现在老了，没人要了。 

W：你做暗娼嘛，你去火车站，看到一个下车了，你说，你要嫖吗，我跟你走。 

X：那挣钱太少了，别人搞一次才 50 块钱。 

W：你说我是处女。 

X：别人谁相信这么大年纪了还处女啊。 

W：老处女了，找人破处。 

 

5、出租屋阳台  夏  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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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的窗台上晒着⼏双鞋。地上放着⼀个蓝⾊的塑料桶，桶里有三条⾦鱼，桶底有⼏块

小卵⽯。W 光着膀⼦蹲在地上看着桶里的⾦鱼，⼀条⿊⾊的⾦鱼快要死了，肚皮已经向上，

W 把⽔桶提到了客厅里，用充氧的小机器给⽔冲了⼀会氧。⼀条红⾊的⾦鱼游向⿊⾊的快死

的⾦鱼，那条快死的⾦鱼⼀下翻过了身，正常的游了起来。 

 

夏季炎热，客厅落地窗用床单做窗帘遮着，地面白⾊瓷砖上铺着凉席，摆着两个枕头。

W 看了⼀会⼿机，躺在凉席上。⼀个小台扇在脚边呼呼的吹着。 

 

⿊⾊的⾦鱼平躺在桶底，已经死了。 

  

6、出租屋客厅  夏  夜  内  

 

    W 和 X 坐在客厅⼀角的长茶⼏的两边，茶⼏上摆着两个菜。W 光着膀⼦，穿着短裤。X

穿着睡衣。 

 

W：有话要说是吧。说吧。 

W 端起来了碗，边吃边说。 

W：现在正好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期。经济不好 事业也不好。别的什么都不好。这时候，

是 好的一个时机。凭你的姿色，是吧，估计也不愁找不到一个比我好的。找个有钱的，一

个月给你一万。要走趁早，越晚越老。说啊 刚才不是有话说吗，怎么不说了。 

X ⼀直在吃饭，W 说着说着她放下了碗筷。W 打开了⼀小瓶白酒，喝了⼀⼝。X 让 W

盛饭，W 把碗里的饭分了⼀点给她。 

X：为什么别的男女朋友，男的会经常给女朋友买点东西，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给我买

过。为什么我有的时候问你要点钱，你还那么，那么的不情愿。觉得男朋友给钱给女朋友花

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为什么你每次…像上次买一 我去要买一条裙子，问你要 200 块钱你

都一幅很不乐意的样子，让我花你的钱花的觉得…觉得，很不爽。 

W：你去找个有钱的去，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你找个有钱的去，你抱怨有什么好抱怨的，

不就你瞎了眼嘛，找个有钱的去，天天给你买，过一下那样的日子试试，你能找着吗。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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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是买衣服啊。 

X：那过日子就天天喝白米粥啊，过年过节，一年才一次，我觉得买一点小礼物送她，

我觉得，都很好啊，又不让你买很贵的东西。这只是，表达你自己的一个心意而已，要不然

这两个人老这么活着，天天什么都省吃俭用，你觉得这…这生活哪里还有一点情趣可言啊，每

天都是在柴米油盐。 

 

7、出租屋阳台  夏  日  内  

 

⽔桶里的⾦鱼还有两条。 

 

8、出租屋客厅  夏  夜  内   

 

X 一个人吃饭。 

 

9、出租屋卧室  夏  夜  内  

     

W 在电脑前剪辑⼀个片，回放的时候能听到是摇滚乐。 

 

10、出租屋卧室  夏  日  内  

 

W 躺在床上看电脑播放的影片，看了一会，想睡觉，趴在床上。 

 

11、小区  夏  夜  外  

 

整栋楼很安静，很⿊，亮着⼏个窗⼝。 

 

12、出租屋客厅  夏  夜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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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边唱歌⼀边从地上的电饭煲里盛饭。 

X：北京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唱）。 

W 坐在沙发上，前面摆着⼀个简易折叠桌，上面放着两个塑料饭盒。 

电视里的女人说：这男人怎么能爱上别人的媳妇，他这样不对吧。 

电视里的男人说：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你也不懂。我告诉你啊，他不光是写男女间的

情爱，更重要的是，是对贵族阶级的憎恶。 

 

13、出租屋卧室  夏  夜  内  

 

W 和 X 躺在床上，光线昏暗。 

X：不行，我要去找工作。我不在这个地方待了，他妈的，什么过年过节一点东西都没

的发，还没有年终奖，早上要 8 点钟上班，神经病一样，现在都是 9 点钟上班，然后星期六

还要上一天班，只休息一天，他妈的狗屎地方。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到时候跟他签不签劳动

合同呢，因为签劳动合同就肯定要买保险，买保险我自己都要从我工资里面出 100 块钱，大

概 150，如果不买保险 钱全部发给我。我们有个同事他没签，他说你如果不在他那里长待的

话，那你就不要签。那我到底签还是不签呢，晓波，你别说不知道，告诉我，你觉得签好还

是不签好？ 

W：不知道。 

X：那怎么办呢。那我到底签还是不签呢，签还是不签呢。我还是在这两个月之内赶快

找到另一份工作算了，到时候免得要再跟他签合同。你赞成我找另一份工作吗，说实话。 

W：你觉得为什么要找另一份工作呢。 

X：这个不好。 

W：哪里不好。 

X：钱太少了。找工作真是…我觉得我不要找医院里面的，什么企划部，做个什么文案啊，

毕竟医院的主方向还是医疗，你再怎么上，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上升的空间是吧。就一个企划

部，你觉得呢。你说我说的对吗。 

W：对。 

X：那你觉得我应该在哪里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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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我不知道。 

X：今天晚上洗头发好不，你头发好油啊，今晚洗头发啊，你的头发都粘在一坨了，恶

心死了，听到没有。你昨天晚上洗澡了吗。 

W：洗了。 

X：你洗了个屁，你昨天晚上洗洗洗，你洗了，你没洗。 

 

14、公交车  夏  日  内  

 

    W 在⾏驶的公交车上，坐在座位上打瞌睡。 

 

15、教室  夏  日  内  

 

    W 在⼀个艺考培训学校的讲台上讲课，台下的学⽣都在自⼰说话，交头接耳，⼏乎没有

⼀个学⽣听课。 

W：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转场导演可能会用到哪些手段，一个

是声音，他会用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例如那个《情书》那一个…你们不是纪律很严格吗，听刘

盛说，刘老师说。一个是声音啊，他可以用到很多的音乐还有各种各样的音效，注意音乐和

音效，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色调，或者说是…色调和影调的区别是什么，再考你们一个题…

通过这一些来渲染。 

 

16、出租屋阳台  夏  日  内  

 

阳台上的⼀角有个破⾏李箱，还有⼀些篮球、⽊头之类的杂物。W 在那里用⼀个饭馆给

菜加热的简易酒精炉和⼀个小铁皮平底锅做西红柿炒蛋。煮了⼀会没⽕了，W 又加上了⼀些

固体酒精。 

 

17、出租屋客厅  秋  夜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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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开⽔瓶在墙边。 

X 坐在沙发上，前面是那张简易折叠桌，桌⼦上放着⼏个白塑料袋，W 蹲在桌前，⼀边

说⼀边从塑料袋里往外拿东西。 

W：今天我赚了 250 块钱。一个学生 100，一个学生 200，给你买了点吃的。这是明天

的早餐，枣泥的，这个，还有一杯红枣的奶，还有巧克力豆，巧克力豆不是给你的。 

X：我不要吃那个糖，那个太甜了。 

W：巧克力豆，然后还有，这个锅巴。 

X：我不要吃锅巴，那个净是油，会长胖的。 

W：那我自己吃。 

X：我不喜欢吃这种奶，我喜欢吃低脂的，高钙的奶。 

W：还有苹果。苹果是一块五毛六，一块五毛八一斤的。 

X：挺便宜啊。 

W：买的挺多的，这苹果可以。 

 

X 拿出手机，给她的妹妹打电话。 

X：你现在也没的钱啊……哦 你也拿点钱给他们……好，可以了……你也拿点钱，我也拿

点钱，到时候到株洲了，再陪娘老子一起上街去买件衣服咯，到时候再带她到商场里面去逛

一下子，然后给她买件衣服，看到有合适的，给伢老子也买件衣服，反正给了他们钱，就把

钱给他们买件衣服，也可以……好，一个给他们两百块钱啊……好了，好……好了，要的了……

挂了啊……恩，好，拜拜。 

挂掉电话后，X 对 W 说。 

X：给我爸两百块钱，给我妈两百块钱，然后我们家就这么送礼，再给我奶奶呢买一盒

月饼，然后再买一箱牛奶，也就一百多块钱，加起来也就五百多块钱， 

你划算多了吧。 

W：为什么要……你爸给你妈一块儿给两百，是不是更好一些。 

X：你他妈的，两个人才给两百块钱，你以为打发乞丐啊。 

W：你妹不是也给两百吗。 

X：对啊，那是我妹的事情。我们…你不能这么小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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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你妹说的是一共给两百啊。 

X：我妹也是给四百，我也给四百。 

W：你自己在外边，你自己都没得吃，你还…他们怎么说有个房子住，不用交房租，你

自己… 

X：但中秋…你在外面…你现在还没结婚你都不给他们送东西，到时候你结婚了，家里过

的紧巴巴，真的是再也没有什么机会给他们送礼了，肯定趁着现在 

我们俩没得什么负担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的吃，没负担的时候，给他们送点肯定要好一些

啊，等到到时候我们俩真的结婚了，还拖家带…还生个小孩子什么的 

到时候还要拿什么… 

W：谁跟你生小孩，不要脸。 

X：你才不要脸，你以为我愿意生啊，你又没钱。 

W：不送钱，送月饼可以吧。 

X：就只送一盒月饼啊。 

W：肯定买点别的，零食。 

X：那这算什么。 

W：送钱不太好吧，我和你又非亲非故的，又没定亲，又没干嘛的。 

X：怎么不好了。 

W：我们又没什么关系。到时候我贴一百在里面，你出三百，可以了吧，一人一百。 

X：我呸。 

W：你今天刚发了工资。 

X：今天工资只发了一千一。 

W：一千一怎么了。我今天只发了两百，两百五。我两百五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这是工资

的十分之一。 

X：我又没让你买。 

 

18、出租屋卧室  秋  夜  内  

 

X 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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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我把我今天买的袜子穿给你看一下好不，看我明天穿什么啊。 

X 脱去睡衣，穿上⼀件⼤体恤，⼤体恤外面穿上⼀件粉⾊的薄⽑衣，穿上⿊⾊的丝袜，

站在镜⼦前。镜⼦是那种最简易的，⼀块玻璃镶着塑料边，挂在墙上。X 看着镜中的自⼰。W

拿着摄像机在后面拍摄。 

X：感觉怎么样，好吗？ 

W：不错。 

X：真的？你刚才说裙子像抹布吗。 

W：不错。 

X：说实话，你别不错不错不错，说实话。 

W：挺好。 

X：我要你说实话。 

W：挺好。 

X：那我再试另一双袜子好不。 

W：好。 

X 穿上另外一件。 

     X：这样的也挺好的啊 

W 将 X 的袜子脱了下来。 

X：哎呀，别搞了。别人在试衣服。 

W 打 电脑上的音乐播放器，播放 L7 乐队的一首歌。W 与 X 做爱。 

地板上放着一盒打 的安全套。 

做完后，W 与 X 光着身子躺在床上。 

W：今天我根本就不想做。 

X：那为什么要做呢。 

W：勾引我。 

X：我根本就没勾引你。我说了我是换衣服，试一试。 

W：你换衣服只是个借口。 

X：我靠，我为什么要勾引你啊。 

W：你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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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我今天根本就不想要。 

W：那你为什么勾引我。 

X：我说了我是换衣服。穿一下，明天我穿什么衣服。 

W：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了还穿。 

X：我平常不都这么晚穿衣服的吗，晚上我都是在试衣服吗。 

W：舒服吗，刚才。 

X：不。 

W：为什么。 

X：不想要。 

W：那你为什么还。 

X：是你强迫我的好不好。 

W：你还嗷、嗷、嗷。 

X：装的。 

W：一点都不想要吗，那为什么是湿的。 

X：动了下面肯定会湿啊。 

 

19、出租屋客厅+厨房  秋  黄昏  内  

     

W 打开纸箱⼦，拿出⼀个电磁炉和两个赠送的锅，又从厨房中拿来⼀个铝锅盖，盖在新

买的炒菜的锅上，正合适。W 又去厨房，把小酒精炉和上面的平底小铁锅放在橱柜。 

W：以后可以用来吃火锅。 

W 将电磁炉摆在放炉灶的台⼦上，摆整齐，又用钢丝球擦洗锅盖，切了有点白菜，炒了

⼏下，加⽔，放上⼏个⼤虾，⽔开后，煮面。 

W 和 X 坐在墙边的简易桌⼦两边吃面。 

X：虾子好好吃啊。 

 

20、出租屋卧室  秋  黄昏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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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穿着睡衣，⼀边照镜⼦，⼀边拿起⼏块锅巴放在⼝中，嚼了起来，发出声响。 

W：你不是不吃吗。 

X：没东西吃的时候就好吃了。 

W：屎都好吃，是吧。 

X：我不吃屎，你吃吗。 

X 说完，侧躺在床上。 

W 拿出一个火机大小的老式 MP4，插在桌上的台式电脑上，打 文件夹，一个个的点

击 MP4 中的文件。 

W：今天下午我去网吧…去网吧下载了好几个电影。奉俊昊的，还记得他吗。 

X：忘了。 

W：《杀人回忆》。 

X：哦，知道。 

W：他的那个新片《母亲》我下载下来了。 

X：我想看。 

W：我干活，今天没空。 

W：听说比那个要好一些。还有贾木许的《离魂异客》，是那个…他叫什么来着，约翰尼

德普，知道他是谁吗。 

X：不知道。 

W：傻逼。 

 

21、出租屋阳台  秋  日  内  

 

阳台上摆着⼏棵简陋的小植物，杯⼦里插着⼀棵蔫掉的蒜苗，砂锅里种着⼀棵芦荟，⼀

个白⾊塑料花盆里种着⼀把不知名的用作路边绿化的草，还有⼀个盆里有⼀个⼏乎⼲掉的茉

莉花，阳光很好，窗外鸟在叫。 

 

22、出租屋客厅  秋  黄昏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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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画着浓妆，头发向上翘着，内裤的裤腰翻在外面，站在墙边（为别人短片客串了一个

角色）。X 穿着内裤和背心，手持相机，给 W 拍照。 

W：早上八点，八点出发，八点出发去汽车西站谈那个拍片的事。去拿资料，拿资料。

从这里坐车坐到汽车西站是吧，拿了有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把资料拿齐了，拿齐了从汽车西

站坐到白鸽嘴，去时代帝景拿另一个片的资料，从白鸽嘴拿了资料之后，又坐车去太平街口，

找谭博，把三脚架、滑轮、还有反光板拿来，然后又去吃饭。吃完饭之后从五一广场又坐车

坐到定王台，坐到定王台去买了一套素材，买了一套素材，又从定王台坐车回家。这是上午

啊，上午结束了，妈了个逼的。然后中午实在累得不行了，睡了一个小时，睡了一个小时去

时代帝景 

又去拿那个资料，去时代帝景拿完资料之后，去拿票，去拿票坐错车了，坐 603，坐 603 他

妈个逼的。 

X：妈的，你头发真臭啊。 

W：跑到圭塘，跑到圭塘转圈转到晨报周刊。 

 

23、出租屋客厅  秋  夜  内  

 

还是前面的装束，W 和 X 坐在床边，X 帮助 W 摘头上的卡⼦，摘完放在 W 的⼿上。 

X：他是请的这种专业的化妆师吧，你身上怎么这么，这个味道怎么这么。 

W：我坐了一天车，我操。馊了，我身上坐的。 

X：天哪，这个卡子夹在你头发上面都，都有一道锈印了。 

W：太傻逼了，妈的。拍片子，不拍人的生活，拍这些。 

W：（卡子）没这么少，一盒都放上了。 

X：是嘛，没有了吗。 

W：有，这边还有。你知道我能挣多少钱吗，这两个活，有一个活是。 

X：你能做完就不错了。 

W：后天必须交，后天必须交，这个是两千块钱。除了配音什么的，我应该能赚一千五。

这个只是后期剪辑，车站那个是…他报价是 4000，除了配音，还有顾小工的钱，应该我能挣

3000 块钱差不多。好吧。但是时间太紧了，那个要 27 号要，那个要 28 号要。28 号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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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打死我都弄不出来，等到国庆节再给他。 

 

24、出租屋洗手间  秋  夜  内  

     

W 穿着内裤，把桶踢 ，放水洗脚。 

W：这是盛脏水的桶。你把这个桶放在这里。 

 

25、出租屋卧室  秋  日  内  

 

   W 坐在写字桌前，拿着⼀把⽊吉他，⼀根⼀根调弦，调完了弹拨了⼀些⽆规律的节奏。 

 

26、出租屋客厅  秋  日  内  

 

⼀只蝗⾍在小铁丝笼⼦中向外看，笼⼦中有块西瓜皮。 

 

27、出租屋洗手间  秋  日  内  

 

W 在⽔龙头下洗⼀把匕首。 

 

28、出租屋卧室  秋  夜  内  

 

X 穿着⿊⾊的胸罩，在镜⼦前化妆。W 拿着⼀把⼑，在 X 的背后，不断的做捅的动作。 

W：这个刀，到这里的时候，镜头就，啪。 

X 回过头。 

X：你看，化一个妆和不化妆有区别，有区别吗。 

W：口再画的浓一点。 

X：嘴巴没有画呀。 

W：再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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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拿着摄像机。W 站在摄像机前，光着膀子，刚洗完头，头发凌乱。灯光昏暗。 

X：你这个样子很颓废。 

W：一般吧。外表颓废，内心积极向上。 

X：你这辈子想不想挣很多钱。 

W：想。 

X：挣钱干嘛。 

W：操。 

X：他妈的。你就只知道操，你是个畜牲吧。 

W：低级动物。 

X：你觉得你跟其他人的 大区别是什么。 

W：我包皮过长。 

X：你割了包皮就跟别人一样了。 

W 拿着摄像机，X 在摄像机前，坐在床上。 

W：是不是性压抑啊。 

X：也没有，我只是觉得平常两个人就在床上弄那么几下，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有点刺

激的，新鲜的东西。 

W：你觉得这是变态吗。 

X：我不觉得，我觉得这是情趣。 

W：活着是不是没什么意思啊。 

X：是。 

W：为什么没什么意思，你是傻逼啊。 

X：你才傻逼呢。 

W：你为什么活着没意思，不是傻逼。 

X：找不到想干的事情。 

W：以前能找到吗，想干什么。 

X：以前也不知道，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好像和现在不一样。在大学的时候好像觉得对什

么东西都挺感兴趣的。在大学以前，接触的东西都很窄，面很窄，然后到了大学突然间也没

人管你了，身上也有点钱了，反正，就喜欢折腾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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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日子过得挺舒坦的，但是现在就觉得，不知道，找不到目标，活的挺迷茫的。 

W：那死算了。 

X：我也想死啊，但是我不想痛苦的死，但是我死了我家里人怎么办，那我妈不伤心死

了，她把我抚养这么大，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突然死了，她还没抱她女儿的，孙女呢。 

W：那你活着没什么意思，你害我，你还在这。 

X：我没有害你啊，我只是我自己活的没什么意思，没有害到你啊。 

W：你活着没什么意思，你在这，不害我吗。 

X：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怎么会害到你呢，跟你没

什么关系吧。我什么样的状态应该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W：有关系。 

X：这有什么关系。 

W：你干扰我了。 

X：如果你自己内在的东西很坚定的话，你不可能受我干扰啊。 

W 与 X 做爱。 

 

29、出租屋客厅  秋  日  内  

 

蝗⾍在笼⼦中吃⼀片苦菜叶⼦。 

W 坐在沙发上剥蒜。 

W：过来扒蒜。 

X 穿着睡衣，在描眉。 

W 蹲在地上用蒜⾅捣蒜。 

W：我们是大地方的人，不是你们乡下，什么都没见过。 

电视里在播出阅兵的画面，并伴随着音乐，唱道，时刻听从党指挥，步伐坚定军威壮，

前进在灿烂阳光下，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W：你能唱出这么激昂奋进的歌吗。 

X：可以啊，他给我钱我就唱。快点吃饭！ 

桌上的盘子里是刚煮的速冻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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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看了自己的胸一眼。 

W：好平啊。 

X 挤了一下。 

X：有乳沟，好深的乳沟啊。 

 

30、出租屋客厅  秋  夜  内  

     

W 拿着养蝗虫的笼子。 

W：放生。 

 

31、街头  秋  夜  外  

 

    W 提着笼⼦在夜⾊中⾛，⾛到江边，把笼⼦打开，让蝗⾍跳⾛。 

    X 买了⼀个⼤西瓜，穿过夜⾊下的卖服装与小商品的地摊。 

 

32、旅馆房间  秋  夜  内  

 

   W 躺在床上，看电视，⼿机短信写着，“我在外面帮⼈招⽣，30 号回长沙，31 号去北京。” 

 

33、某县二中教室  秋  日  内  

 

教室里坐满了学⽣，学⽣有的面⽆表情，有的面带微笑。招⽣的⼈在给学⽣讲解，用⼀

种看似诚恳的语⽓。 

招生人： 终大概我们会有十五六个，这个人数左右，所以说，不是说你们学校就只有

十五六个人，就 OK，不是那个意思，可能有二十五六个，都说不定，有兴趣，两厢情愿，两

厢情愿的基础上，我相信两厢情愿的同学，可能不会是十五个人。 

 

34、公路  秋  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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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里看到外面的楼房和⼭。 

 

35、出租屋客厅  秋  日  内  

 

W 用摄像机做镜⼦张开⼝看自⼰的牙，并发出疼痛的声音。智齿发炎，面部红肿。 

W 用锤⼦撬包装货物用的⽊架，拆成⽊板。 

电视上白岩松在讲解。 

白岩松：人员都已经聚集到位，蓄势待发，在这里，首先我们要对所有天安门广场上的，

向官兵，学生，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要参加，关切，来自祖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致一声崇高的敬意。同时还要对很多人说一声，你们真的辛苦了，不过，你们的辛苦会换来

我们一会，在观赏时候的幸福。谢谢。 

X：把被子叠一下。 

 

    女主持：每次看到这种展示祖国大好河山画面的时候，内心就会有很多的感受，而且我

想不论你是身处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是中国人，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感情，

都是相通的，而且无论我们是身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各地， 

还是港澳台，海外华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个记者曾经问，这两天来参加国庆六十周

年演出的一个香港的歌手，问你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她当时说了一句话。她说，就像是

在外面漂泊了很久的孩子，又重新回家了一样。我想在今天，无论你身处何方，只要你是中

国人，都会有一种又重新回家的一个感觉。 

X：你走不走。 

电视上播出⽑泽东在城楼宣布中华⼈民共和国成立的画面，W 拍着胸膛，发出颤抖的声

音，跟着⽑说。 

W：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X：你走不走啊，一脚踹了你啊，你到底走不走。 

W 关掉了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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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出租屋客厅  秋  日  内  

 

W 把拆下的⽊架做成了⼀个屏风的架⼦，让架⼦立在地上。 

W 用钢丝刷和⽊块打磨⼀堆旧板凳上的污物和斑驳的油漆。 

W 拿出⼿机打电话。 

W：我的手划了很大一个口子，你帮我捎一块创可贴行吗…啊，两块儿…没有，我找了，

没找着…在哪个抽屉，那四个抽屉啊…哦，找到了找到了，有好几个呢…这有一包，在包里装

着，我没看到…好了，好了，不要了，两个够了。 

W 把创可贴贴在⼿上。 

X 回家，与 W ⼀起在凳⼦上刷油漆。 

X：好了，终于搞完一个了，真不容易啊。 

W：这里怎么没刷呢。 

X：哪里没刷。 

W：这里啊。 

X：这里面还刷干嘛。 

W：能看到啊。 

X：是吗。 

W：有那刺，别用手，没看到我用木头吗，有刺，弄到手里怎么办。 

X：其实我真的该反思了啊。我这么大年纪了，他妈的一个月还只能赚 1000 多块钱、 

W：是嘛。 

X：白活了，这辈子。 

W：连妓女都不如。 

X：那我去做鸡吧。 

W：你现在去做鸡，我操。 

X：说不定能赚到钱。 

W：这么松，你做什么鸡。 

X：我可以收紧啊。 

W：收紧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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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我真的怎么这么失败啊。我怎么能每个月只有这么一点钱啊。 

W：不能怪你，这是教育的失败。体制的失败，是吧，是不是。 

X：怎么能怪在教育头上呢。 

W：教育问题。 

X：父母都没有为我做什么。 

W：对，父母也不行。 

X：我哪能还期望这个国家能为我做什么。 

W：我父母不行吧，但是他不阻止我，干什么事他不阻止我，所以我变成了中国 伟大

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中国十大纪录片导演之一。 

X：太好笑了。 

W：中国十大独立导演。 

X：哎呀，你这么伟大呀。 

W：八大，什么。 

凳子刷完油漆后摆在阳台上晾着，有十几个，由七八十年代的那种褐色刷成了黄色。W

又把报纸粘在用木架子做好的屏风上。 

X：不用搞得这么整整齐齐吧。 

W：先外边一层，里边一层，两层，里边这层先包起来。还是你和我一块弄好一些，给

我递着胶，递着胶什么的，一个人扶着一个人粘，很快就弄完了。 

X：好啊，胶呢。 

W：这里。来吧，先后边。 

X：刚才你说不让我弄的。 

W：一点，这么点就可以了，一个角，先粘，多搞点没关系啊，粘牢一点好一点。 

 

37、小区  秋  日  外  

 

阳光很好，楼前有棕树，鸟在叫。 

 

38、出租屋客厅+楼道  秋  日  内  



 716 

 

⼀只瘦骨嶙峋的猫跟着 W 回了家，在客厅⾛来⾛去，不断的蹭 W 的腿，W 去厕所猫也

跟着。 

W 去厨房做了两块红烧带鱼。猫在厨房里⾛来⾛去。它的嗓⼦哑了，不断张⼝，但⼏乎

发不出声音。 

W ⼀个⼈吃饭，⼀边吃⼀边喂猫。猫⼤⼝的吃，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猫吃完后，W 唤它出去。它⾛出门，又返回到屋⼦里，不想出去。W 继续吹⼝哨，它又

出来，W 关上了门。猫跟着 W 下楼梯，像个狗⼀样，最后出了单元门，猫躺在地上，W 关上

了门。 

 

39、出租屋卧室  秋  日  内  

 

W 趴在床上。 

 

40、出租屋卧室  秋  夜  内  

 

W 坐在电脑前，X 拿过 W 的手，帮 W 剪指甲。 

W：你要找个纸接着。 

X：不用，等一下我还要扫地。 

W：扫地……直接用纸接着不就不用扫地了吗！ 

W 的声音很大，X 吓的哆嗦了一下。 

X：你有必要这么大声吗。 

W：有。 

X：他妈了逼，老子，老子操了你。 

W：死逼，你用什么操。 

X 帮 W 剪指甲。 

W：你接着。 

X：我要这么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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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接着能死啊。 

X：那你干嘛不拿一个大一点的，可以合页的。 

W：这个就好啊，这样啊。 

X：可以了，不要那个。 

W 打 剪辑软件。 

W：（唱）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Fire. 

X：那个灯是不是没 到 大呀，这手该怎么剪才好剪呢。 

W 拖动剪辑软件上的时间线。 

W：怎么做，这个。强生，强生。 

视频中的一队人：承诺创造价值，Yeah。1、2、3，激情成就梦想，承诺创造价值。 

W：低一点，低一点。 

X：什么，沉默创造价值？ 

W：嗯。 

X：为什么沉默创造价值啊。 

W：我怎么知道，傻逼。 

X：这个强生是什么强生。 

W：我怎么知道，我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公司。我给他们拍那么多片子了。 

X：给你磨一下。 

W：行行行，别磨了，别磨了。不舒服，不舒服。剪吧，剪吧，谢谢，剪吧。 

X：磨一下，不平。 

W：要死了，要死了，你别弄。 

X：磨怎么会死呢，忍一下就可以了。 

W：就和拿着针扎我眼睛似的，别弄了。 

X：他妈的你这臭毛病还真多啊。 

W：晕了。 

X：操他奶奶的。 

W：你低一点，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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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出租屋卧室+洗手间  秋  日  内  

 

W 帮 X 剪头发，剪完后 X 用吹风机吹⼲，洗⼿池上放着⼀个红⾊的塑料盆，冲⽔的喷

头放在塑料盆上。 

 

42、出租屋卧室  秋  夜  内  

 

X 在 W 上头上扎起了三个辫⼦，W 在电脑上看邮件，⽹页上播放着老年的滚⽯乐队的

新的演出。邮件上有⼈向 W 推荐自⼰，要和 W 合作。 

W：我是独立导演摄影师。 

X：笑什么。 

W：独立导演摄影师，独立导演摄影师啊，我是独立导演摄影师。 

W 拿起一把破木吉他，弹了几个和弦。 

 

43、出租屋阳台+客厅  秋  日  内  

 

窗外下着⼤雨，天空灰暗，客厅里杂乱的摆放着课桌。 

 

44、出租屋卧室  冬  夜  内  

 

W 从桌⼦下面拿出美⼯⼑，在⼀张 A4 纸上用尺⼦量好，刻出四个⽅形，把四张 1 元的

钱卡在纸上，边缘用透明胶粘好。W 打开了⼀个学⽣用的小录音机，小录音机播出失真的音

乐。W 把镶嵌着四张钱的 A4 纸放在打印机中，按下复印键，打印机复印出了⼀面。W 又印

出了另⼀面。他小⼼地把钱裁下。 

W：成功了，上下没对齐，其他的都对齐了。 

W 把裁好的钱揉搓了一下，又伸展 。 

 

45、出租屋卧室  冬  夜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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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穿着⽑衣，在被窝里擦着眼泪。 

X：那到我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工作都找不到怎么办。 

W：现在不是有工作吗。 

X：现在有工作，这份工作我根本就学不到东西。 

W：我也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你又怕吃苦。 

X：难道我就在这个公司里，就这么混下去吗。 

W：你自己 个小店你能 吗，你没经验，我也没经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做生意

的。 

W：刚才去哪走了一圈。 

X：外面。 

W：怎么不去湘江多走一点。 

X：又下雨了。 

W：你这样走不是更浪漫一些吗，更悲惨一些。 

X：为什么我说我要去湘江的时候，你不拦着我呢，要是我跳江了怎么办。 

W：应该不会吧，你有那志气吗。 

X：怎么不会啊，说不定我一气之下就跳了呢。 

W 拿了纸递给 X 想让她擦泪。 

X：不要擤鼻涕。 

W：有那么严重吗。 

X：什么有那么严重吗。 

W：真的会跳吗，别跳，别跳。 

X：但是活着就没有一点意义。 

W：你不是偷菜吗。 

X：我现在不偷。 

W：偷菜没意思了吗。 

X：没有了。 

X：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而且你没看到外面下雨了吗，你也不送把伞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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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坐在床上，电脑上播放着毛片，毛片里的男人脱下女人的内裤，舔了一下。 

X：你是不是故意要找我身上 阴暗的一面来拍啊。 

 

46、出租屋客厅  冬  日  内  

 

W 在给学⽣上课，下面坐着五六个学⽣。 

W：模拟当时涩泽荣一书房读书，这些场景。那么后边还有一个大久保被杀，大久保被

杀也是情景再现。大久保遇刺，大久保，知道吧，有个乐队叫 AV 大久保，武汉的。大久保利

通，你们历史课本上有没有。 

同学：有。 

W：我们的历史对这一段描写的特别少，只说了一个明治维新，其他的都一笔带过。 

同学：他对他们侵华也描写很少啊。 

 

47、出租屋卧室  冬  夜  内  

 

X 在镜⼦前照了⼀会镜⼦，然后看着 W。 

X：你女朋友啊，不是吗，那你不应该，给钱给我花吗，在我没钱的时候。 

W：为什么会没钱。 

X：因为我的工资只有这么少啊，但是我又要买很多的东西啊。 

W：你为什么要买很多东西。 

X：因为我有那么多东西要用啊。不要穿衣服了，不要穿鞋啊，我不要用化妆品啊，我

不要用护肤品啊。就给一百好吧，你怎么这么小气。 

W：少来。我现在给了你一百，过几天又要问我要。 

X：那你这次给我两百，这一个月都不问你要了，我 12 月份都不问你要了。 

W：那你 12 月份其他的时间怎么过，没钱你怎么过，你去卖啊，卖逼。 

X：我 12 月 20 号就发工资了。 

W：那还早啊，还有半个月。 

X：先你给我两百块钱，一百块钱。然后买东西去医院，然后还有 100 块钱，可以拿来



 721 

吃饭。 

W：你现在自己还有多少钱。 

X：现在，一百多块钱吧。 

W：够了，够了。 

X：怎么够。我明天要回株洲去，我要买东西啊。 

W：你买什么东西。 

X：我姑姑她躺在医院里我不要买东西给她。 

W：买啊，你买什么东西要花好几百。 

X：我总要买点什么营养品什么水果给她吧，起码要花一两百块钱吧。 

W：什么水果一两百。 

X：我要买些营养品啊。 

W：举例子。 

X：我怎么知道，明天要到医院看一下再说了，起码 少要花一百块钱吧，你不可能提

一串香蕉，提一袋苹果去吧，那也太寒碜了不，你也没给过我多少钱好不好。 

W：要不要给你放一下带子看。 

X：你根本就没给过我多少钱， 多就几百块钱。 

W：要不要给你放一下。 

X：你以为超过一千了吗，根本没有 

W：没有。 

X：对啊。 多不超过五百块钱，我告诉你，还在这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 

W：好了。 

X：本来就是。 

W：是，是。 

X：你根本就没给过我什么钱。 

W：好，非常好。 

X：那我妹她… 

W：你妹夫… 

X：我妹夫他每个月还给我妹五百块钱呢，那你都没给过我，给了我一百两百块钱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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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一大堆，还很不高兴，还拉长了脸，还怎么怎么样呢。你到底给不给啊。

给吗。你什么意思啊。你看着我饿死是吧。我回去我没车费了我，我总不能伸手问我妈要吧。

快点拿钱来，我真的没钱了，我卡里只有一百多块钱了，我回一趟株洲，我回来都不知道有

没有钱，有没有车费回来，那我怎么回去啊，那我姑还躺在医院，我还要送礼，我怎么送啊。

你到底给还是不给啊。 

W：你哭。 

X：我哭你给我两百吗。 

W：一百…五十。 

X 蹲在地上。 

X：你快点给我钱，你到底给不给我钱，给不给啊，啊。 

X 掐住 W 的脖子。 

X：你给不给啊。 

W：给什么。 

X：给钱。真的给吗。不给吗，你给不给啊。给不给，给不给，给不给，给吗。 

W：你弄死我吧。 

X：就给一百五，你给不给。 

X 用力掐了一下。 

W：你妈了个逼。 

X：给不给，不给我掐了啊，给还是不给，我要杀人了。给吧，晓波，我真的好穷啊，

我真的好穷啊。 

W 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 

W：我吃饭的钱，你要吗。 

X：这才几块钱啊。 

W：四十。要吗。 

X：再多给一点。 

W：我没有。 

X：你有。你肯定有，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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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出租屋客厅  冬  日  内  

 

学⽣们在站着读话剧里的台词，声音很⼤，且越来越快。 

学生：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

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 

 

49、出租屋客厅  冬  夜  内  

 

⼀帮朋友在喝酒，吃饭。 

一个朋友：都是他妈为了，为了利益，老百姓永远是炮灰，老百姓永远是炮灰。 

另一个朋友：所以说，那个马列主义的历史观，那是虚假的，永远是虚假的，这个东西

我不太认同，就是说，历史还是一些特别的一些人才引导的，人民只是他们的一些炮灰。说

实话，在《大江大海》里面就讲这些老百姓都是炮灰啊，共产党把这些老百姓，什么解放区

的老百姓拉到前面，先当炮灰，真正的军人在后面，当了炮灰之后，然后那些真正的军人再

去冲，先把老百姓、解放区的那些积极分子去当炮灰，真正的受过训练的军人做第二拨，然

后如果你想出城，共产党在外面围着，马上一枪把你打死了。就这种，老百姓出不去，然后

又没有饭吃，怎么搞呢。有一些，一家一家饿死了。整个看一个房屋里面，一家人都死了。 

W：我做五毛也可以啊，做五毛肯定比他们那些五毛专业多了，那些五毛他妈写的烂文

章，我就是五块。 

一个朋友：来，哥们。我们搞一个。 

W：我以前也是诗人。 

另一个朋友：怎么都是诗人，我操。 

 

50、出租屋卧室  冬  夜  内  

 

X 坐在床上。 

X：面试了一家什么红飘带什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然后在网上看到他们的一些网站里

面的内容，觉得，唉，这公司还挺有实力的，做了蛮多的活动，在网上看到。然后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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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什么中专、舞蹈学校下属的一个这样的文化传播公司，反正很多的舞蹈团都是自己

学校里面的，所以这种成本就相对低一点。然后我去了那个学校，一个很烂的学校，然后它

就在那个学校的五楼，一个办公室，做他们的工作室。然后我问了一下那个门卫那个情况，

他就说他们公司就四五个人吧，然后，反正，刚搞起来，就是那个中专学校校长的儿子自己

办的一个公司。后问了门卫的情况之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地方，我就没进去了。 

X 躺在床上。 

X：定到六点四十五吧。 

W：七点，你七点半绝对能走。收拾一下，七点半走，八点到了，不正好吗。 

X：不是，我明天早上要化一下妆。 

W：干嘛，下雨。 

X：我怕会接到什么面试通知，什么下午让我去面试啊什么的。所以我想预先准备一下，

好不，就定到六点四十五。 

 

51、出租屋卧室  冬  日  内  

 

桌⼦上放着有剩菜的盘⼦。W 坐在写字桌前打电话。打了很久，没⼈接。 

W：还是不接，过年前肯定要不到了，妈了个逼的。 

墙上有张课表，上面写着还没有结到的张。其中有⼀个加粗的，艺佳李宣廷⽋课时费

17000。 

 

52、出租屋卧室  冬  夜  内  

 

    W 看着自⼰的皮鞋，皮鞋的底断了，鞋帮上湿了⼀块。 

    W：这鞋，把这都湿了，弄的。 

    X：我这几天都在想要去你们家的事。去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 30 号那一天就

已经放假了，然后呢，市外的可以提前一天请假，就是说我可以 29 号就不用去上班了，那我

就可以定 29 号的机票，但是今天我在网上查了一下，29 号的机票好像也挺贵的，去济南要

900 多块钱，只有 30 号那天走才便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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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 600 块钱的特价票，但是是下午两点半的飞机，所以到济南就已经四点半了，就赶不上

你们那里的年夜饭了。 

W：不是赶不上，是没有车到我们家了。 

X：为什么。 

W：那时候都准备过年，没有车了。那时候车已经停运了，那时候，三十就已经停运了。

必须二十九走。 

X：哦，这样子。那我就必须定 29 号的票了。 

W：嗯。不是 29 号，是二十九，阳历和阴历你怎么不分啊。 

X：对啊，二十九。 

X 趴在床上，⼿脚做划⽔状。 

W：你有神经吧。 

 

53、火车  冬  日  内  

 

普通⽕车，窗外是雪，⽕车上响着音乐，《2002 年的第⼀场雪》。 

 

54、W 家  冬  日  外  

 

⼀个平房，院门上挂着灯笼，可以听到狗叫。 

 

55、W 家卧室  冬  夜  内  

 

卧室新装修过，X 坐在床上卸妆。 

X：晓波，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努力了。你真不容易啊。 

W：你也不容易啊。 

X：对啊，被你骗到了这里，才发现了真相。给我去倒水洗脚。 

W 去后面的隔间舀水，水在一个大的塑料桶中，他从水中捞出了塑料舀子。 

W：你怎么放里边了，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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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这个不是放里边的吗。 

W：你捞不把手弄湿了吗。 

W 舀了一些水倒在一个塑料盆中。 

X：我要热水洗脚。 

X：用 水洗吗。我先放点凉的再放热的嘛。 

X：不要放这么多凉水嘛。 

W：妈个逼你那臭毛病。 

X：这 水壶里面的水是不是可以喝的呀。 

W：是啊。 

X：哦，还有不。 

W：有。 

X：哦，等一下我再喝点水，我口干。 

W 把 水倒进盆中，试了一下冷热。 

X：热一点没关系。 

W：不热。凉水放多了。 

X：我说了不要放那么多凉水你偏要放那么多凉水。 

W：没了，外边还有水。 

X 洗脚。 

W：看的出，似乎不是很满意。 

X：不满意是你应该预期到的。 

W：但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不满意啊。 

X：哪有什么这么不满意了。 

W：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失望，是吧。 

X：在你爸妈面前我没有表现出来。 

 

56、W 家客厅  冬  夜  内  

 

电视：今天是⼤年三⼗。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号演播⼤厅为您现场直播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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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联欢晚会。让我们⼀起辞旧迎新，共度良宵。在这合家团聚，其乐融融的除⼣之夜，

我们陪您⼀起聆听虎年钟声的敲响。在这天地更新 万物复苏的美好时刻，我们和您⼀起迎接

又⼀个春天的到来。此时此刻，⽆论您在哪里，都请接受我们的祝福，在这中华民族⼀年⼀

度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时 

我们给您拜年了。 

   接下来，⼀群⼈在电视中跳舞。 

 

W 母拿着一个红包给了 X。 

W 母：给你买衣裳你也看不中，我的眼劲（眼光）也不行，这儿农村，等着你回去，拿

着自己用。给你不多。 

X：谢谢阿姨。 

W 母：给你不多。 

X：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57、W 家卧室  冬  夜  内  

 

W 母：恁姑捎了 200 来，恁奶奶的 300，不要她的，她们年纪大了，恁姑六十多了。 

X：我也是，我奶奶过年给我红包我从来没要过，从来不要。 

W 母：她年纪大了，她没花的我还得给她。我说你别给她，等着结婚的时候你给她个红

包。你先留着，你先留着，等着结婚那一天，你就给谢芳个红包。你给她多少我也叫她要，

今日和她说她不干，不干我就撵她走了，等着你回去了，  

走了，我就给她，不要她的。 

X：嗯，好。 

W 母：等着结婚她给你咱就要。 

W 母说完出去。 

X：晓波，如果到时候我们结婚，如果到时候我们结婚在山东的话，那我爸妈都来不了，

我妈晕车，到时候就只有你一方父母，你爸妈心里肯定会有想法的。 

W：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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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是我妈真的来不了。上次我让她坐大巴，上次我让她坐大巴

去长沙，她都回去之后都呕了好久。 

W：哦，以前从来没说过啊。 

X：不是的，她真的不能坐这么长时间车，骗你干什么，神经一样。 

 

58、W 家  冬  日  外  

     

W 所在村⼦的全景，⼤雪覆盖，⼀片萧条。 

 

59、火车  冬  日  内  

  

⽕车往前开，窗外是雪中的农村，没有了音乐，只有压过铁轨的声音。 

 

60、出租屋客厅  冬  日  内  

 

X 在整理塑料袋里的⼀些小商品，拿出⼀块布铺在地上试了⼀下。W 坐在沙发上。 

W：都是些什么东西。 

X：饰品啊，文具啊。你别让我买文具，但是我买了。 

W：如果有认识我的人，看到你在摆地摊，他们，他们怎么，他们会不会说什么。 

X：当然会说什么了，说你们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W：那你要不要化一下妆再出去。 

X：然后问我是不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W：是不是要化一下妆再出去。 

X：我用这块布好些，还是这块布好看些啊。 

X 又拿出⼀块布，也铺在地板上。 

 

61、出租屋阳台  冬  夜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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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是烟花和爆⽵。 

 

62、大学城附近马路边  冬  夜  外  

 

    X 在马路边摆摊，⼀个⼥孩蹲在她前面挑东西。W 在远远的拍。⼥孩⾛了之后，W 过去。 

X：刚才七块五加三块，卖出去了十块零五毛。 

W：毛收入是十块零五毛是吧。 

X：没，就是加成本十块零五毛嘛，还要除掉成本。 

W：去掉成本呢。 

X：除掉成本吗，除掉成本我赚了多少钱。笔是…成本一块钱，卖三根，那我就赚，一块

五一根，一块五一根的话，三根就是四块五，笔是赚了四块五，然后头筋是一块钱四根，然

后我是卖一根一块五毛钱。她买了两根，那我一根赚多少钱，我一根就赚了一块多钱，一根

赚一块二毛五，那就赚了两块五，两块五加那里，还不到十块钱…我赚了。 

W：挺好吧。 

X：我觉得还行啊。我以为今天会没生意，但是没想到刚才有个人买皮筋，她看到了，

然后马上给我拿了两根皮筋，有个女生一下拿了三支笔，我高兴死了。 

 

63、片尾  

 

音乐起，淡入字幕。 

拍摄 

魏晓波 谢芳  

剪辑  

魏晓波 

音乐 

邓浩 

英文字幕翻译 

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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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字幕校对 

龙鹏屹 

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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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已 274 

                                                             The Days 2 
                                                                     魏曉波作品 

 

 

 

1、 

W：你弄你⾃⼰的 

X：什么 这个吗 那你⾛吧 我来弄 你⾛吧 ⾛吧。 

X：这样拧不⼲ 

W：我先拧 

X：再吼啊 

W：先拧掉⼀部分⽔ 

X：我在家⾥不洗⾐服的 在这⾥洗⾐服洗的我⼿这样了 

W：你⼀辈⼦别洗了 别洗了 扔了算了 

X：这⾥有⼗⼏件⾐服 

W：我知道 你先把这些⽤完嘛 

 

2、 

W：⼀个蓝盒的 过滤嘴⾥⾯有个⽑泽东头 放哪了。 

W：为什么不穿我买的那个 

X：因为你三⼗块钱买给我的 我在⽹上已经看到了 你告诉我是 100 多 

W：是 100 多 

																																																								
74

下列⽂本仅为《⽣活⽽已 2》的对⽩，没有对⽩的段落省略。因涉及当事⼈隐私，男主⼈公⽤ W 替代，⼥主⼈公⽤

X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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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你没必要骗我   

 

3、 

W：那⼀条是 195 那⼀盒是 35 

X：你没跟他砍点价 

W：这个怎么砍 

X：不是 你跟他砍点价嘛 那个最少要 200 块钱 

W：他说进货是 200 

X：放屁 进货不可能 200 

W：卖 23 

 

4、 

电视主持⼈：现在在这⾥喂⾷是吧 它们⼀天要吃多少东西 

电视嘉宾：⼀天吃 8 公⽄ 

电视主持⼈：每⼀头都要吃 8 公⽄ 要吃什么鱼呢 

电视嘉宾：⼀般给它喂的是鲑鱼和青鱼 

电视主持⼈：这些鱼是淡⽔鱼还是海⽔鱼 

电视嘉宾：它是海⽔鱼 

电视主持⼈：都是海⽔鱼 那还得说咱们到海边去买 

电视嘉宾：对对对 我们青鱼的话是在福建买的 鲑鱼的话我们从挪威进⼜ 

电视主持⼈：要从国外挪威进⼜ 那它们吃的好呀 

电视嘉宾：吃的⾮常好 

电视主持⼈：就是说⼀头⼀天就吃 8 公⽄ 

 

5、 

W：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X：我不想 

W：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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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不想去上班了 

W：你那句话说了四五年了 你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动作 

X：我不想去上班了 

W：你当别⼈的⼆奶吧 就不⽤去上班了 

X：你帮我介绍⼀个 

 

6、 

W：（电话）爹 买了票了吗 什么时候的后天 后天…后天 我赶紧给恁买…我知道 坐票还是卧

铺…上铺 恁能爬上去 …差那 10 块 20 块的钱 

X：⼲嘛买那么早啊 ⼲嘛买这么早的票啊， 

W：能买到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嘛 

X：那他们准备在这⾥待⼏天 那你怎么招待他们呢 让他们去哪住 这⾥的卫⽣我可不搞啊，

我要让他们看到这⾥是多么的脏乱差 让他们知道我跟着你受了多少苦 

 

7、 

X：明天下午回株洲去 明天上午上⼀天班 下午请半天假 

W：你回去⼲嘛 

X：跟我家⾥⼈说啊 

W：我们又不去给你们家送钱 有什么好说的 

X：你们家没带钱过来啊 

W：这次又不是结婚 带钱⼲嘛 

X：那他们过来⼲嘛 

W：过来看看 看看我 

X：去不去我家嘛 

W：应该会去 

X：那如果去我家我哪有时间 等⼀下我又要请假 又要和他们⼀起回去 

W：那你明天别回去了嘛 回去⼀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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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短信）我在妹妹家 我家问这次你家是不是要给钱 我爸妈在商量给你爸妈做什么菜 

 

9、 

公交车：请问主动为⾝边的⽼弱病残孕及带⼩孩的乘客让个座 下⼀站 锦绣潇湘 ⾩埠河路 

 

10、 

W ⽗：这给她也⾏啊 虾⽶什么的 

W：不吃 她们家⾥不吃 

W 母：贵的不得了 波还捞不着吃 ⼈家不稀罕些这个 给波吃了吧 

W：放下⾯ 冰起来 搁了上⾯有味 上⾯尽吃的 搁下⾯ 使个塑料袋包包 腥 

W ⽗：今年⾮常贵 今年海货 四⼗块钱 那个⼗六 虾⽪⼦ 

W 母：不找个活 你说你弄些这个 

W：找活⼀个⽉挣两三千块钱 饭都不够吃 

W 母：等着有个孩 有座有落的 有个地⽅落户⼜ 

W：找什么活给你落户⼜ 哪有给你落户⼜的 

W 母：⼈家晓萍落下了 咱不是在到处打⼯ 

W：就是 

W 母：波 就和你似的 在家⼲活 连定亲带送样⼦给三万⼋ ⼈家的媳妇可是不管什么 都带的

屋⾥满满 都买来 ⼈家娘家还要填上些钱 你不在家你也知不道 ⼈家⼗铺⼗盖 电冰箱 洗⾐

机 

W：先别给她钱 

W 母：和你似的出门 这样的 就是都给⼀万 再给她买点⼩东西 项链 戒指 就和代章 ⽅什么

的 都给她了三万⼋ 

W：这边最起码也是三四万 四五万块钱 

W 母：我打谱守着她娘和她爹给她 那你道是她知不道 那你说孬弄啊 别随这⾥了 咱个农村 

W：不是随不随 她也没⾯⼦ 

W 母：你看她实的 给什么都拿着 连⾯⼦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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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钱不要 给她她还拿回来 

W 母：她娘和她爹能让她拿回来啊 那孬弄啊 嫌少了你再借给俺万 恁爹带着⼀万 

W：先不给她 

W 母：没打谱给这个孩啊 

W 母：我知道  

W：这回，先拿回去 

W 母：你这回不给她还⾏ 俺不来了 俺⼀总了见不得她了 俺还来了 这么距远 俺再来就是你

有事俺再来 俺不上她家去了 俺还来了 

W：我给也⾏ 急什么 

W 母：叫恁爹吓得俺和那什么似的 装着 ⿎⿎着 那个死那⼈在他个铺底下呼噜呼噜直打 俺

寻思恁爹打 ⼈家⼀听你困着了 

W ⽗：在个马甲⾥头装着 

W 母：⼩偷什么⼿段也会使 谁知道她这⾥怎么弄 我临来的时候问了恁⼤爷 恁⼤爷道是 明

媳妇 也是三四万 这⾥钱⽑ 挣得多 管什么准成使得多 

W：脱了吧 穿那些⾐裳 

W ⽗：我不是装钱装的 

W 母：脱下褂⼦风凉风凉 

W：我给恁印个 T 恤 有⽩的 

W ⽗：印什么 

W 母：⼈家些⼈在⽕车上就穿着⼀个长袖⼀个短袖 俺俩捂持着 那个汗啊 恁爹那个汗披溜披

溜的 

 

W：现在有些⼈他就专门想印些这样的 印个⽑主席头啊 

W 母：别 

W ⽗：另类 

W：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什么⽂化⼤⾰命 

W 母：俺同学打了好⼏个劳改 政治犯 说⽑主席是个⼟匪头⼦ ⼀个劳改 沙岭⼦那个 说什么

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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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没平反？ 

W 母：平什么反 到这还带着个劳改帽⼦ 政治犯 

W ⽗：哪有政治犯 

W 母：沙岭⼦那个孙喜林你不想着 

W：现在⽂化⼤⾰命都知道不对了 早翻案了 

W 母：那就是⼦霞⼥婿 两个政治犯 打了劳改 在⼩学⾥ 

 

11、 

W：你个⾐裳厚了 

W 母：我试着还冷 我待会穿上那个薄的 待会⾛就穿上那个薄的 

 

12、 

X：你们是乡下⼈进城 这本来就是事实 带你们到乡下看⼀下 到城⾥看⼀下 

W：从⼀个乡下到另⼀个乡下 

X：那要看⼀下 乡下和乡下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3、 

X：我们家⼀楼都是⽤来出租的 租给学⽣还有⼀些做⽣意的 我们住⼆楼 

W 及 X 的家⼈：你好 你好 

X：我爸爸 

X：狗不会咬⼈的 

X ⽗：不会咬⼈ 

W 母：怪吓⼈的 

X 母：拿这么多⼲嘛 

W 母：我⾃⼰来就⾏ 

X 母：没什么菜吆 

W ⽗：本来早就应该来认识认识 

W：（翻译普通话）本来早就应该来认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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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母：太远了 不⽅便 现在正好 农⽥⾥活少 

W ⽗：现在农⽥⾥活少 过来 认识认识 

X ⽗：可以可以 

X 母：还有种棉花吧 

W 母：今年 没种 

W ⽗：我们都是种⼩麦 

W 母：做被⼦这个棉花就是⾃⼰家种的 

X ⽗：在我们湖南⼩麦⽟⽶都⼀般不种 种⽔稻 

 

W 母：到了俺那个地⽅ 和晓波这个岁数似的 ⼈家都有⼩孩了 有⼩孩了 都上育红班了 好⼏

岁了 孩⼦ 

X 母：这么⾼了 ⼩孩⼦有 要三⼗岁才结婚呀 说好了 今年就结婚算了 

W 母：我家⾥都准备好 什么时候他愿意结 和恁说说 咱就让他结了吧 这婚 

X 母：下半年 ⼗⽉份结婚算了吧 

W 母：家⾥房⼦都收拾了 什么时候结都可以 

X 母：⼗⽉份可以吧 下半年 

W 母：下半年也⾏ 转过年来也⾏ 他两个说 他两个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X 母：下半年吧 下半年凉快⼀点 ⼗⽉份 

W 母：他喜个三⽉和九⽉  

X 母：九⽉ 九⽉也就⼗⽉份 阳历九⽉啊 可以啊 他两个的事 他两个说什么时候结 下半年也

可以 

W 母：其实我们早急了 我俩早急了 就是他俩不急 

X 母：抱孙⼦ ⼩⼥⼉也是 ⼩⼥⼉去年结的婚 ⼗⽉份 

W 母：有⼩孩了吗 

X 母：没有 他们硬要玩 不要 

W 母：她隔着你多远 

X 母：她现在要玩 要上班 不要⼩孩 

X：他们去年⼗⽉结了婚之后 男⽅的爸爸也让⽣ 她觉得⾃⼰蛮⼩的 想多玩⼏年再⽣ 



 738 

W 母：她隔着这⾥多么远 

X：就在 

W 母：这⾥？ 

X：对⾯ 对⾯这个楼 最⾼的下⾯那个 

W 母：她没看懂 

X：我妹买的房⼦在这⾥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的楼房下⾯ 

W 母：是他们的 恁妹妹的？这个近便 

W 母：就是这个楼我天天在家愁 我给他添上点 让波再挣挣 这时候先赁个房⼦住着 

X：我爸妈他们没有什么要的 只要我们两个⼈觉得好就可以了 

W ⽗：我们都是想让他两个好 

W 母：她俩好就⾏ 

W ⽗：我们给⼥⽅下彩礼 是两万多块钱 

X ⽗：你们拿的也是给他们 

X 母：反正现在也没房⼦ 买东西没地⽅放 少买点 简单点了反正是 

W ⽗：我们来的时候也没带 以后把钱打过来 打他那个地⽅ 以后主要是我们攒下给他买房⼦ 

这是个主要的 

 

14、 

X：这个门⾯我们也是租给别⼈ ⼀年的租⾦⼤概是⼀万六 是我们家的 

W 母：也是恁家的？ 

X：这也是的 

W 母：这个？ 

X：这个门⾯⼤概就⼀万多块钱 

W 母：那咱家⾥光房租就见三万多块钱呗 ⼀年 

X：四万多 

W 母：啥你也别⼲了只要你⾝体健康 孩⼦有福 我们两个都⼲活 什么也别⼲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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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母：我⾛了你把这瓶⼦⾖酱放了恒温了 使它炒个芹菜 多么⾹ 待两天有蒜 就着吃个蒜不

⽐恁吃些那⾖豉 酸的都馊了 昨天她使上了两个⾖做些那芋头  

W 母：没吃就⾛了？起来 

W：她出去吃 

W ⽗：恁两个早晨⽼是不做饭？ 

W：嗯 

W 母：我早起来了 呼愣的恁不能困 我在道上站着 我六点多就起来了 

 

16、 

W 母：刚才你去买站台票去了 个⼩媳妇 

W：怎么换票 

W 母：她是个三百⼏⼗号的 她说家不去了 要和我换个票 多给你⼗块钱 

W：骗⼦，骗钱的 看着恁和野巴似的 骗恁 

W 母：看着还挺着急 说不定是个真错了的 

 

17、 

W：在学校你⼀直瞧不起我 是不是 

X：什么 在学校你⼀直瞧不起我 

W：从来没有把我当⼈看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要狡辩 你是不是 是或者不是  

X：是 

W：我那时候 ⼀开始 真的是 很想真⼼的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但是玩过我三次 是不是 

X：那不叫玩过你三次吧 

W：那叫什么 甩过我三次吧 是不是 是不是 

X：那是 

W：然后你去和别的男的 是不是 

X：我没有 

W：如果有的话 你爹和你娘今天晚上死 你敢发这个誓吗 

X：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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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不敢就是是 有 是吧 

X：是 

W：好 这是你第⼀次啊 第⼀次你这么来玩我的 然后你 这么⼏次之后 把我的⼼给伤透了  

再贱再贱的⼈被你玩过这么三次之后 他还会 假设⼀个男的真的就是喜欢⼀个⼥的 死⼼塌

地的喜欢⼀个⼥的 被玩这么三次 你说他还会有这种感情吗 你说有没有 

X：没有了 

W：如果是你 甩你三次 你还会吗 

X：不会 不会 

W：⾏了嘛 这不很简单吗 那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 你先听着 这是第⼀个阶段 第⼆个阶段 

我来长沙了 是不是你死⽪赖脸的要过来的 是不是 

X：是 

W：你已经把我 伤害成那样了 然后你又要死⽪赖脸的过来 你说这是什么事 你说怎么讲道理 

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第⼆次 然后我们在⼀块这么长时间 我稍微对你有⼀些感情 慢慢的 

 

回到以前 慢慢的算是变成了亲情 是不是 然后 我现在是不是需要钱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需

要钱 然后在这个时候 整天五万 五万 五万 妈个逼的 操你妈个逼 你把我当什么了 操你妈

个逼 把我当什么了 妈了个逼 你把我当什么  

X：打啊 

W：你打我脸 整天你妈逼发牢骚 发你妈个逼牢骚 操你妈 我家⾥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又不是没去过 他们钱怎么挣来的 你要他们的钱⼲嘛 为什么要他们的钱 我的钱怎么挣来

的 我⾃⼰拿着 3000 块钱来长沙 我怎么挣来的 我的钱都是 你们家缺那五万块钱吗 没那五

万块钱能死啊 对你有点好感 整天念叨念叨念叨 我怎么能对你好 我⽗母都是⽼实本分的农

民 他来这⾥ 整天说的就是 这⾥天天下⾬ 我⽼家不下 这⾬下到⽼家多好 你花他们的钱 

你是⼈吗 

 

18、 

W：是已经说好了价钱我才做的 你现在又这样 把价钱来往下压 你让我多尴尬 你们那么多⼈ 

⼀⼈少出⼀块钱 我的损失就是 就是 50 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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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做 T 恤的学⽣们：本来这个 成本也是蛮便宜的 有多便宜 成本 

W：我是根据你们发给我的那个来的 我又不知道你们多少男的 多少⼥的 发的时候多少啊 

过来看⼀下 这⾥有证据 别成了 好像我不对似的 不能这样办事啊 

来定做 T 恤的学⽣们：出现这样的情况 ⽼板真的 我说句实话 你这价钱真的有点贵了 我们

班很多⼈印会服 印过协会的会服 我之前印过⼀个 我们买的真维斯的料⼦ 加⼀起 35 块钱 

W：不⼀样的技术 知道吧 你这个后⾯这个图案有渐变 

来定做 T 恤的学⽣们：印的时候真的效果好很多 但是⾐服的质量你要想 真维斯的质量和你

这个的质量 我已经 我不会让你 35 块钱卖啊 我就是想稍微便宜⼀点 稍微便宜⼀点 

W：你要多便宜嘛 已经 2200 了 

来定做 T 恤的学⽣们：凑个整数呗 2000 块钱得了 ⾏吧 ⽼板 不可能 真的不够本 你就少赚

⼀点 下次帮你赚回来 其实你应该这样想 你应该接的班级的活应该不是很多吧 

W：多 多 多 

来定做 T 恤的学⽣们：我们学校不多 

W：湖⼤这边都是我做的 

来定做 T 恤的学⽣们：我们学校那市场你还没做起来 

W：别为难我了 别为难我了 

来定做 T 恤的学⽣们：以后帮你做⼤了 你就请⼈印了 也不是为难你的是不 

W：是为难我 这⾮常为难我 我要哭了 

来定做 T 恤的学⽣们：2100 吧 2100 

 

19、 

X：晓波 我没有做 对不起你的事  知道吗 今天晚上 真的是和领导在酒吧喝酒 我绝对没有

做对不起你的事 如果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我今天晚上就不会回来了 知道吗 

W：不⾏ 不⾏ 弄不上 那是插在⽔泥⾥的 

X：哪⾥可以吊绳⼦ 

W：没事了 没事了 别死  别死 真的 

X：是你先弄我的 

W：我操 是你先弄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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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给我 你这个拍的更有意思 我演给你看 你就是想拍 我就演给你看 

 

20、 

W：先给狗弄饭 弄点汤 你先放到你的碗⾥ 拌⼀下 给它倒点 弄⼀点这个汤 弄点⾁ 肥⾁ 弄

点肥⾁ 再多⼀点 

X：什么多⼀点 

W：⽶饭多⼀点 

X：这饭太硬了 

W：硬没事 

X：给它点肥⾁ 

W：过来 过来 

 

21、 

友：你跟他在⼀起绝望吗 

X：怎么说呢 

友：我觉得你们都⽼了 因为刚才我在客厅⾥⾯看到你们俩同时 从那个⽅向⾛的时候 我真的

就想起来《公民凯恩》了 《公民凯恩》有⼀段吧 那个 ⼤亨 那个报业⼤亨  跟他⼥的那个

关系  短短五分钟交代清楚了 就⼏个镜头 都是吃饭的镜头 我突然就觉得 ⼀点⼀点的就会

这样 

X：我觉得⼈在⼀起久了 就很淡漠了 你有没有觉得 

W：没有觉得 

友：他是个有激情的⼈ 

W：我觉得待的越久越好 

友：对 ⽣活⽽已 

X：是吗 

W：嗯 

X：你在说实话吗 

W：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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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我问你俩⼀个很尴尬的问题 

你们做爱享受吗 

W：享受 

友：你俩特享受？ 

X：你不要⽼骗⼈嘛 

你又在这⾥撒谎了 

W：但是我没有其他的 

X：你相信吗 他从⼩到现在他只跟我发⽣过关系 我跟我以前的⼥朋友只在⼀块睡过 

友：你不敢还是怎么着 

W：肯定不敢 她也很保守嘛 保守的不得了 她说给我留着呢 后来他妈的把我甩了 

X：他说他以前那个初恋说把第⼀次留给他 然后就留给其他男⼈了 

友：你呢 

W：她就不⼀样了 

X：我跟他不⼀样 

W：她是城市⼈ 我是乡下⼈ 

友：你挺朴实 

 

22、 

X：这个吗 

W：嗯 

X：这个吗 

W：嗯 是的 

X：搭这个⽜仔⾐也可以啊 

W：我在拍傻逼 你别啃来啃去的制造些噪⾳ 

W：别这么穿 你穿的像鸡⼀样 你看我穿的多本分 裤⼦  肥肥的 多好 

X：⼥⼈还不趁着年轻多露⼀下还有什么机会露啊 

W：你露给谁看 

X：露给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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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男⼈ 

X：除你之外的男⼈ 

 

23、 

性⽣活 

 

24、 

W：我这⼏天我先去看⼀下那个证怎么领 好吧 先看⼀下证怎么领 如果领不着怎么办 我操 

户⼜问题领不着怎么办 

X：那就不领呗 

W：妈的 我们家准备了那么多东西你不领了 我家⾥很崩溃 现在 和很多⼈说了 

X：没必要弄 反正这个地⽅这么破 你还弄 弄⼲嘛 

W：不破 不破 我家⾥很崩溃 要不你现在和他说⼀下 ⾏吗 

X：我不跟他说 我怎么跟他说啊 

W：说⼀下 你说没协调好 你说 没事 

W：你说你家⾥的事也没事 你和他说⼀下⾏不 

X：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W：你和他说⼀下 他们现在很内疚 不⾏了 你说⼀下 你和他说⼀下 ⾏吗 

X：他以为我们家也是以为我们九⽉份要结了是吧 

W：你们家没有 

W：以为 都没协调好 你说你们家 你就和他说⼀下 你们家看我们家 不是要⾮要⼲嘛⼲嘛 ⾏

吗 

X：啊 什么意思呀 

W：你就和他说 你们家 你们家现在是 因为两⽅⾯不在同⼀个地⽅ 想商量 或者想协调的话 

很难 你说 你们家是看着我们家弄 就可以了 你们也不想搞得很复杂 你和他说⼀下 我家快

崩溃了 ⾏吗 

X：为什么要我跟他说 

W：情绪 情绪 酝酿⼀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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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你刚才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W：酝酿情绪 

X：（电话）这个事情不要急吧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反正今年明年没什么区别 反

正明年上半年我们都有空 所以我们明年上半年办酒席⽐较好⼀点 然后今年下半年我们两都

⽐较忙 没有时间 他就说这个事情和你们再说⼀下再协调⼀下 不⽤急 没关系 我觉得没必

要急啊 反正今年明年又没什么区别 也就差那么⼏个⽉⽽已 

 

25、 

W：他⽤巧克⼒做⼀个尾巴也好啊 

X：贵了 是吧 

W：他怎么不做成黄⾊的 做成黄⾊的 

X：好了吗  

W：好了 

X：再拍 啊呀 拍的好看吗 

W：好看 让我看⼀下 不好看就重新拍 

 

26、 

W：要多少 

X：200 

W：不给呢 

X：你答应给我的 你说你七⽉份你说你利息到期了给我两百 

W：没说  

X：好啊 你说过 那天晚上我在哭你说了 然后你还录下来了 你说了啊 反正我记得 你早晚反

正都要给我 就现在给我吧 没钱⽤了 

W：你怎么总是没钱⽤啊 因为我穷啊 你给不给啊 

W：不是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那么多的⼯资  

X：我不是没钱了 我是那个钱存成定期了  

W：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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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不能取出来  存定了 为什么取出来啊 

W：1000 块钱 20 块钱的利息 

X：我是每⼀个⽉存 1000 我是每⼀个⽉存 1000 我不能破了这个例 我不能破了这个例 然后存

了定期又 

W：别动我啊 狗咬你 

X：又把它取出来 我不没存⼀样 因为我这个⽉你没我买了护肤品⼀⼤堆 

W：买那些⼲嘛 

X：我要有⽤的 你又不是⼥的 你又不要⽤ 你还不给我钱买 还不让我⾃⼰买啊 给我钱吃饭

的 你快点了 

W：你怎么可能没有 

X：我是真的 你快点给我 

W：如果不给呢 

X：我就饿死 我就明天去跟我同事借钱 

W：你这么有钱 怎么会弄成现在这个样⼦ 

W：PIFU PIFU 是⼲嘛的 怎么叫 PIFU 是⼲嘛的 买⾐服的了 

W：PI 啊 还七天会员 你还 ⾦卡了吧 

X：那我总也得跟其他男的出去弄⼀弄 不是不是 我准备留着跟你出去弄的 

W：我不出去啊 我有家 有房⼦ 

X：那也可以换⼀下环境嘛 

W：两百多呢 理个发 理什么发两百多 

X：现在理发都这么多钱 

W：不是两百多 你理个发花了三百三啊 你的头发怎么看起来这个操蛋样⼦啊 ⼀头草⼀样 

X：就是这样⼦的 

W：三百多啊 这卡还是半透明的呢 你这么花钱你妈的你问我要 

 

27、 

（做狗窝） 

X：过来先吃点饭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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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不饿 

X：狗 

 

28、 

W：（读⼀张纸）每次回到爸妈家 ⼼情就很沉重 每次都被爸妈 奶奶 姑姑 叔叔们逼问 你男

朋友什么时候买房时 我就⽆语以对 从前 我会找各种各样的借⼜ 替你辩解 告诉他们 你并

⾮他们想象中的那样⽆能 那样没本事 但借⼜说了多次后 我也再说不出⼜了 你每次都不和

我回去 让我那些亲戚本该朝你瞪⽩眼的轻视 因为找不到⽬标 全都发泄到我⾝上 这是事实 

明年 我换⼀份稳定的⼯作 我们⼀定要买房了 ⾸付你付 每⽉还款我付 20% 本该你出钱的 

本来没房没有我任何⼀点责任的 本该我结婚时这些都是现成的 本该我应该过得更好的 本

该 省略号 不能再拖了 房⼦是⼀定买的 钱 你可以去跟你舅舅借 去跟你姑姑借 ⾸付款你

凑⾜了 30 万就⾏了 房⼦的⾯积不能⼩于 80 平⽶ 最好是 100 平⽶左右 我现在不想回爸妈家 

是为了让⾃⼰不受刺激 是为了不让⾃⼰看到你和妹夫的天⼤差距 是为了⿇痹⾃⼰ 骗⾃⼰ 

让⾃⼰以为⾃⼰过得好 其实 住在这个出租来的房⼦⾥ 感觉⽣活就是⼀坨臭狗屎 

W：没⽇期啊 你这是 ⼋⽉份吧 应该是 七⽉份还是⼋⽉份写的 写的好 上次回家你是什么时

候来着 

X：忘了 

W：夏天 应该是 

X：你不要⽼拖嘛 你告诉你到底什么时候买 

W：不是那么拿 不是那么拿 是从那头拿 

X：你不能⽼是这么拖 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买 

W：不买 买不起 我这样买什么 

X：那你让你家⾥拿钱啊 

W：⼀分钱都不要家⾥的 买房⼦就把你扔了 

X：那我跟你爸妈开⼜ 让你爸妈把钱给我 

W：你敢 

X：我怎么不敢啊 

W：你现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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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你拿电话来 我真的跟他们说 

W：说什么 

X：我说我家⾥说让你在结婚之前买房⼦ 

W：如果不买呢 

X：不买就不结了 

W：不结就不结了 谁鸡巴和你结 

 

29、 

W：喂 ⼩熊吗 我是魏晓波 上次做那个背景视频的那个 那个现在怎么样了 谁 没有 没有 好

的 好的 

 

30、 

W：（上课）写个梗概就可以了 写个梗概就可以了 不⽤都写 每⼀段写⼀个中⼼句就可以了 

学⽣：写三个吗 

W：三个肯定不够啊 

学⽣：我真的不会写 它那个到底在讲什么 没看懂 

 

31、 

W：（和⼏个朋友在喝酒）做⽣意哪有好⼈ 没好⼈ 

朋友甲：我就是⽣意场⾥⾯的好⼈ 

W：做⽣意都是他妈的 操他妈个逼的 

朋友⼄：你这不做⽣意嘛 

W：你才做⽣意呢 

朋友甲：开学校的不是做⽣意啊 

W：专门打电话问我 问回扣的问题 嫌我破坏⾏业规矩 收学费太少了 我收的是⼀个⽉ 2500

嘛 他们收⼀万 两万 ⾮要跟我要回扣 妈个逼 他们⼀个回扣好⼏千 我他妈 我回扣给我就

成负的了 ⾃⼰贴钱 我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对这些王⼋操的 不是 不是 是湖北的⼀个⼆逼 

给⼀个采之 ⼀个学校 学校现在都基本垮了 学⽣都出来了 来我这上⼏节课 上⼏节课 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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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规 嫌学费收低了 真想把他们杀了 ⼀个个的捅死他 操你妈的逼 破坏⾏规 坏 做⽣

意没有⼀个好⼈ 你也不是好⼈ 

朋友甲：我只挣钱 

W：他倒给我的 

朋友⼄：不能这样啊 ⼲了 

朋友甲：我真的喝不了 

W：壮阳的 壮阳的 

朋友甲：我靠 我壮阳有个鸟⽤ 

W：打⼿枪就有劲了 你现在可以打五次吧 以前 以前是不是打五次 在这⾥的时候 打⼏次 六

次  五次 七次 ⼀夜七次郎 

朋友甲：还操它操两三次 

朋友⼄：我宁肯下去买啤酒好吧 

W：趁着年轻应该多打点⼿枪 ⽼了根本打不动了 没那个⼼思了 

 

32、 

X：你为什么要⽼是把你的钱存着 别⼈存钱都是为了买房 你为什么存钱你就不愿意拿来买房

呢 

W：我存的钱太少了 买不起房 只能买⼀点房 我能买得起房⼦不早买了 

X：现在买房都是按揭 我们可以先付⾸付啊 

W：我不喜欢这个地⽅ 我不想在这个地⽅ 

X：那你想去哪⾥嘛 

W：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是在看机会吗 谁知道去那⾥啊 这⼀辈⼦如果都定下来 定在这⼲嘛 

这个⽓候不适合我 我有腰疼 我椎间盘突出 我 关节炎 我不能在这个地⽅ 

X：那你都不知道你要去哪 也不知道什么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你什么时候⾛啊 那是五

年还是⼗年啊 

W：不知道 

X：那你是五年还是⼗年啊 

W：我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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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如果五年⼗年都没有机会 

W：你如果做事这么坚决的话 既然 我又买不起房 你又想买房 你就应该⾛ 那你也做⼀件这

样绝对的事啊 我也没有 你也没有 就是没法选择嘛 让我怎么选择啊 

X：把你的钱都给我 我⾛啊 我今天晚上⾛啊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 真的 你他妈这么穷 你

家⾥这么穷 穷的跟⼀坨狗屎⼀样 

W：说我穷可以 

X：你家⾥就是穷啊 怎么了 我只是说的事实啊 

W：我家穷怎么了 妈个逼的 穷怎么了 我家穷怎么了 我家穷怎么了 

X：就是穷啊 没怎么 我就说你家穷啊 

W：滚蛋 操你妈的 穷怎么了 我家穷怎么了 你滚蛋 我家穷 你滚蛋 你现在就⾛啊 

 

33、 

（砸碎的东西，桌椅） 

 

34、 

X：你凭什么对我说这⼏个字啊 

W：你踢我的东西⼲嘛 

X：你有什么资格 

W：你踢我的东西⼲嘛 

X：因为那是你的 不是我的 

W：你为什么不踢我 你踢我的东西⼲嘛 

X：你再惹我啊 你再惹我 我真的拿把锤⼦去把那电视机给砸了 

 

35、 

W 坐着 

 

36、 

W：只要拿她的户⼜本就可以登记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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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处⼯作⼈员：双⽅提供⾝份证 户⼜薄 

W：只要⼀个户⼜本 还有两个⾝份证就可以了 

婚姻登记处⼯作⼈员：婚姻登记处⼯作⼈员：双⽅的⾝份证 户⼜薄 三张两⼨的合影照 

W：我没有户⼜本啊 

婚姻登记处⼯作⼈员：户⼜本就是集体户⼜卡啊 

W：那个也没有 

婚姻登记处⼯作⼈员：那个怎么没有呢 

W：⼤学⽣就业中⼼啊 

婚姻登记处⼯作⼈员：你把那个户⼜卡拿出来就是啊 

 

37、 

X：我早跟你说了让你先来把这个东西办好 你以为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这么好打 你以为到这⾥

来就可以办好啊 

W：我那天来他关门了 我来的时候 没事我来这⼲嘛 这么⽼远跑过来 今天⼀块办了不⾏吗 

别他妈发牢骚 

X：不是 你知道这个地⽅办东西特别⿇烦 

W：我知道⿇烦 慢慢办嘛 耽误了就明天来嘛 怎么了 差⼀天两天的 我有什么办法 你先等等

嘛 

X：你不耽误你⾃⼰的时间 你耽误我的时间 我还有事情呢 我天天陪着你到这⾥来 到那⾥来

啊 这本来就是你⾃⼰的事情 还要我跟着你到这⾥来 早就和你说好让你把这个东西办好 

⼀起去那⾥ 多⽅便 现在我跟着你跑了⼀个下午 肯定搞不好 

W：你别⽣⽓啊 

X：快点说吧 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 妈的烦死了 

W：你别⽣⽓ 我这个已经过期了 我只能打回家了 国家把我骗了 把我骗到贵省 然后现在又

不管我了 让我把户⼜再弄回去 我这个证 那个卡拿不出来了 也就是说在这⾥结不了 结不

了必须先把户⼜迁回⽼家 回⽼家的时候再结 你想说什么 

X：没什么 

W：你⽣⽓了吗 这有什么好⽣⽓的 你别⽣⽓啊 这不能怪我 这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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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W：妈个逼的⾬花区派出所在哪 

W：（电话）你好 ⿇烦帮我查⼀下东塘派出所号码 

114：东塘派出所对吗 

W：对 

114：号码请记录 请您稍后对本次服务进⾏评价 85525444 请记录 85525444 再帮助您报⼀遍 

85525444 

85525444：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候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

候再拨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候再拨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10：长沙市 110 报警服务台 请稍候 值班员正忙 请您稍候 值班员正忙 请您稍候 值班员正

忙 请您稍候 值班员正忙 请您稍候 

W：操你妈个逼 

 

39、 

（网络聊天记录） 

Y：在吗 

W：在 

Y：我 17 号回 

Y：⼀年⼀次 

W：你在哪 

Y：上班 

W：泰安？ 

Y：嗯 

Y：有机会就调回去 

Y：前⼏天还梦到你 

Y：快结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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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是长什么样⼦了 

Y：早看你照⽚了 

W：过年的时候能看到你不 

Y：我怀孕四个⽉了 有些不⽅便 

 

40、 

电话：请输入订票总张数 您要求预定 1 月 17 日 K1074 从长沙到济南的硬座两张 确认请按 1 

正在处理您的订票要求 请稍候 

 

41、 

（火车） 

 

42、 

W 母：（对联）你慢慢揭揭稍微⼀朝西就⾏ 

W：揭就⼀块揭下来了 

W 母：不是 那点 从“宝”那⾥朝西 

W：不⾏吗 

W 母：匀和开 中了 

 

43、 

W 母：⼤概是个⼿术花了三百多 省下了⼀⼤些钱 

X：在我们那边医院做⼀个这样的⼿术 最少也要三四千块钱 还是少的 

W 母：什么也没化验 没化验尿 没化验⾎ 什么也没检查 直接领着我上了⼿术台 就是看了 

给检查检查看了看 直接上了⼿术室了 

X：节育器是植在你的⼦宫⾥的嘛 节育器如果长时间植⼊的话 可能导致你的⼦宫发炎 你的

⼦宫发炎的话就容易导致⼀些病变 

W 母：那个都⽣锈了 乌⿊乌⿊的了 带的那时候她说是个不锈钢的 都⽣锈了 乌⿊乌⿊的了 

上⾯带着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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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上到肚⼦⾥⾯多长时间了 那个节育器 

W 母：⼆⼗六年多  差⼏个⽉⼆⼗七年 到明年⼆⽉份⼆⼗七年 

X：好多都是上节育器 引起⼦宫发炎 然后⼦宫⼀发炎就容易导致⼀些什么息⾁啊 还有长⼀

些这种病变啊 

W 母：我这⼏年 咱家⾥地也多  把我累的  来家  晚上我⽼是不吃饭 出去给⼈家⼲⼀天活 

我喝碗粥我就睡觉 把我累的 腰疼的 弯不下腰 恁叔不在家 活不⼲也不⾏ 咱⾃⼰家⾥还有 

那⼏年⼆⼗亩 这剩了⼗⼏亩地了 尽我⾃⼰折腾 我四点起来 也睡不够 还顾得做菜呢 四点

起来我下点⾯条 吃了我就⾛ 我也不做菜 出去晌午 给⼈家⼲活吃⼈家的饭 馒头开⽔咸菜 

吃他⼀点咸菜 有时候我⾃⼰往咱家⾥拿着棵葱 也不感冒 我⾎压也不⾼ 不打⼩针 吊针⼩

针我常年不打 这回⼀下⼦花了四五百 连路费 连送礼 

 

44、 

X：你妈知道我⼯资涨了吗 

W：不知道 

X：你快说⼀下去吧 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快说⼀下去吧 知道还是不知道 

W：不知道 

X：你肯定告诉她了 

W：没告诉她 

X：肯定告诉她了 

W：没告诉她 

X：告诉她了 你快出去说⼀下 你说我长⼯资了 

W：她真的不知道 

X：你肯定告诉她了 

W：我告诉她你有⼀千多 

X：不可能 

W：⼀千⼆ 

X：不可能 

W：你不是⼀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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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哪有 

X：那是 N 年前的事情了 好吧 

W：你还拿过⼀次⼋百 是吧 

X：没有 

W：是拿过⼀次六百块钱⼀个⽉  

 

45、 

X：我还想 本来我是准备辞职的 然后那个⽼板说 说你不要⾛ 你要什么条件 我说给我涨⼯

资吧 我本来只有两千多块钱⼀个⽉ 然后我⾃⼰提到三千五 

W 母：没有奖⾦ 就是⽉⽉给你三千五 你不累就再在那⾥⼲ 别调⼯作了 

X：我现在⼯资太少了 我想 做半年 可能再跳到其他医院吧 ⼀个⽉五千块钱应该没有很⼤问

题 

W 母：那你挣得多 活也是累啊 这样 你在这⾥轻快 就在这⾥⼲吧 

 

46、 

电视：这⾥是 2012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感谢全国各族⼈民 感谢全世界的

中华⼉⼥ 跟我们⼀起喜迎壬⾠龙年 

W：你进来⼲吗 

X：太呛了外⾯ 好多灰 

W 奶奶：也发财也有存钱 今年全家都好 我又⼀个钱 你看看 

W 母：你⽉⽉都领钱 

W 奶奶：钱都上咱家来了 ⽼的有钱 少的也有钱 

 

47、 

W ⽗：最好是三⽉ 别弄九⽉ 

W 母：不是 ⼈家不是说怎么 谢芳那个意思就是 多了⽇⼦ 请不下假 不⾏那孬弄 光在那⾥

办了 不来家先 到过年⼀块来？ 

W ⽗：恁要是说旅⾏结婚的话 哪天回来也⾏ 最好是第三天 三⽇回来 不怕你过了第三天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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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呢 

W 母：三天假孬弄啊 

W ⽗：亲的近的 ⽼少爷们 ⼀块吃这个喜酒 认识认识 就过去这个场合就⾏了 

W 母：我和恁叔是打了个这谱 当⽇ 好⽐说个⽐⽅ 咱还没找⽇⼦ 说这个三⽉初六结婚吧 

到这⼀天 这不是当⽇嘛 初六 恁两个不来也可以 不论哪天恁两个来家住个⼀天两天的 就

回去 不⽤⾮得当⽇的那⼀天来家 来家不怕住两天呢 再回去 俺两个是打了个这谱 我没寻

思你请不下假来 我寻思连来加去⼀个礼拜也⾏  

 

48、 

X：听你爸妈⼀说我还真的觉得 你们家跟我的妹妹婆婆家相差太远了 我真的觉得 我现在嫁

给了⼀个穷⼈ 我以前还没这种感觉 真的 现在这种感觉很强烈 

W：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你后悔还来得及 

X：我也想后悔 

W：你后啊 

X：反正我是跟他们说了 我们这⾥好多三⼗四五岁才⽣孩⼦的 我这个意思也很明确了 ⽽且

我还明确的跟她说 你没买房之前⼀定不⽣ 我这么说的  

 

49、 

W：这不是给你的 这不是给你的  

X：（数钱）给谁的  

W：这是给我的  

X 给你⼲嘛 

W：我准备我的婚事 

X 准备你的婚事 ⽤这个钱准备什么婚事 

W：这是给我的 

X：不是给你的 当然是给我的了 

W：不是给你的 

X：当然是给我的了 不给我给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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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给我 

X：⼀脚踢死你 给我的 好多钱呢 好多钱呢 好像不是这么么做的 

W：这是⼲嘛的吧 

X：这是扭⼋字啊扭⼋字⼲嘛的 还有这样 你会这样不 

W：这是什么舞 

X：这个《情深深⾬蒙蒙》⾥⾯有啊 

W：抖奶舞 这样啊 

W：这不是些舞 

X：这怎么不是舞了 

W：这都是些流氓动作 

X：还有迈克尔杰克逊的这个 我也会 我以前最会扭秧歌 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红飘带啊 

 

50、 

W：你们家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个事 

X：因为我那些亲戚都不愿来 结婚那天 

W：那就别结了 要么就分⼿ 我们家去年准备⼀次了 今年又要准备⼀次 你又不结了 你不结

了 明年就来了吗 直接分⼿算了 你们调⼦这么⾼ 直接分⼿算了 结什么 不结了 好聚好散 

X：又不是我想结 是你们家催我 我没想结 

W：别结了 弄这样 你找个房⼦去结 去找个有房⼦的 回你们家 让你爹让你娘赶紧给你找去 

现在去 打电话 打电话告诉他们 赶紧去找 别和我结 多没⾯⼦ ⾏吧 别结了 分⼿ 别这么

拖着 我不会给你钱 你不要什么 钱 分⼿ 这是你逼的 你们家逼的 分了吧⾏吧 

X：你现在可以⾛啊 

W：我去哪啊 我⾛ 我租的地⽅ 

X：你现在就可以⾛嘛 我又没留你 

W：妈个逼的 什么时候了 不结了 耍猴啊 不吃了 操你妈个逼 

 

51、 

W：我是晓波 我跟你说⼀下 你 20 号过来退房⾏吗 20 号吧 19 号我把东西搬了 20 号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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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些东西 

W：过来 

 

52、 

W：这个纸多少钱 

收废品的：四⽑ 

W：五⽑吗 不是 

收废品的：不是五⽑ 

 

W：五⽑钱⼀⽄ 我们那时候问了 

收废品的：那没有 

W：书本⼦都是五⽑ ⼀样的 

这个空盒⼦是四⽑ 

收废品的：不会骗你了 你放⼼ 不是⼀样的 

嗯 不是⼀样的 

W：怎么称 称了拿出去还是 我记⼀下吧 要不 

收废品的：你记⼀下吧 

W：那不⾏ 我还要理⼀下 我还要理⼀下 

 

53、 

婚姻登记处：按照那个《婚姻法》的规定 你们必须是⼀个户头 这才能证明你是在这⾥ 这个

才是你的住址 就是你落户的地⽅ 

W：对啊 

婚姻登记处：这个是你⽗亲 这个才是你们家 住就住在这⾥ 所以必须要带上这⼀张 还有这

⼀张 这个才是齐全的 

W：但是我又要回家 又要再寄过来 

婚姻登记处：你 你 这个只要⼀个复印件 远 确实是远 要不然 因为这个没有婚姻状况 

如果是在我们省内 那不要紧 我省内查得到 因为省外的 没联⽹ 查不到的 你可以到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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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开证明 但是我也告诉你 像他是⼭东 外地的 他不⼀定给你开 他是全国联⽹ 他查得到 

但是他没的熟⼈ 他不给你开 讲实在的 要是有熟⼈的话 他会给你开 你要是能够找到熟⼈ 

在这⾥打上就可以了 直接写上 盖个章 你如果是今天要办 我也可以给你受理 但是 结婚证

就只能放在这⾥ 你回去以后 把你那⼀份拿过来 然后你把这个寄回去  寄回去 到派出所 

要他把这⾥ 对的 填起来 如果是⼿写的话 他不想再去换⼀张 必须要在写的这个地⽅盖个

章 如果是他稍微勤快⼀点就给你换⼀张了 所有的信息全部齐全了 如果你今天要办可以 我

可以给你办 但结婚证要放到这⾥ 下次你把这个原件带过来 我再复印以后 存档以后 我就

把那个给你就是了 

 

54、 

W：（照相）男左⼥右 

婚姻登记处：你坐这边 你眼镜反不反光 反光的话就把它取下来 不反光就没事 后⾯搂着你

⽼婆的腰 靠近 笑⼀点 

 

55、 

W：你家⼈让你妹和你妹夫  其实意思很明显是吧 

X：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W：就是想让他们去你家看⼀下 看⼀下有多穷是吧 

X：看⼀下你们家什么情况 

W：到底有多穷是吧 

X：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东就是⼀个很落后的地⽅ ⽽且你还不是住在⼀个市 你还是住在⼀个

什么镇 什么乡 什么街 什么坳 什么冲 

W：你觉得他们去了他会怎么想 

X：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你得让他们知道⼀下 因为不知道你们家什么情况 所以他们总是在想

象 尤其看电视⾥⾯看到那种你们⼭东⾮常落后的地⽅ 然后他们就觉得你家是住在那样的⽑

房⼦ 知道吧 我家是住那样的⽑房⼦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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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你就来拿这⼀⼩瓶东西 

X 妹：坐⼀下 休息⼀下 

X：你⽤了蛮多的了 ⽤了⼀半了 

X 妹：我没怎么⽤ 我每次⽤的好多的 

X：这⼀瓶五百块钱呢 

X 妹：给 拿个⾹蕉 这⾹蕉蛮好吃的呢 不坐啊 钥匙到哪去了 

 

57、 

W：你妹也要去吗 

X：她们要去看⼀下 

 

W：我们家⾥现在什么都没有 ⼀棵草都没有 我操 那你觉得⼀个天天在电视直销买东西的⼈ 

她去了她怎么想 

X：啊 

W：他们是天天在快乐购 在电视直销买东西的⼈ 去了看到那个样⼦他们会怎么想 我们那连

住的地⽅都没有 去那种⼩旅馆没洗澡的地⽅ 去怎么想 你想⼀下 如果是你的话 

X：你们不是有三张床吗 三张床 让你爸妈睡外⾯那张 

W：别这么弄 这么弄⼲嘛 我们为什么办的简单 你知道吧 为什么要简单的办 不就是为了省

钱吗 省钱是为了⼲嘛 我操 ⾮要花钱  省钱不是说瞧不起你 不是说不把这个事重视 

我们是需要花钱 后⾯还有⼀个⼤头 花好⼏万块钱搞这么⼤个排场 有什么⽤ 给谁看  

我们又不在家 省钱的⽬的是什么  你⾃⼰想⼀下 这钱省下来给谁的 你⾃⼰想⼀下 不是还

有个⼤头吗 为什么搞那么⼤排场 我们家你又不是第⼀天去 第三天去 就那么⼏桌⼈ 

都是我们⾃⼰家的亲戚 就那么⼏桌⼈ 都是些⽼头⽼太太 你想⼀下你妹妹去看了会是怎么

想 现在⼭东都是灰秃秃的⼀根草都没有 乡下 你想⼀下你妹妹会怎么想 我们就回家⼀天 

他们去⼲嘛 去 你⾃⼰想⼀下怎么弄 我感觉你好像不给我们家设置很多⿇烦 不设很多堵 

不舒服⼀样 不能顺顺利利的把事弄完吗 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堵啊 我操 怎么弄 说 

X：现在我们家最想不明⽩的 确实是我们南⽅跟你们那边结婚的风俗 

W：风俗不⼀样根本就不能弄 怎么弄 



 761 

X：那现在你现在唯⼀要做的是要和我们家解释⼀下 为什么你们那边不办酒席 

W：我们怎么不办酒席 我办酒席 两个酒席都办 办两次酒席 

X：为什么不接亲 我们的这边的意思是 

W：接哪 从哪把你接回去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把这些钱省下来不⾏啊 不是要买房⼦吗 ⼗

辆车 ⼋辆车 什么司仪什么东西 你又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去⼲嘛 你和傻逼⼀样 我已经⼗年

没在家了 我又没什么朋友 谁都不认识 搞得那么尴尬⼲嘛 又不热闹 你去解释⼀下 我怎么

解释啊 我谁都不认识 家⾥ 怎么弄 

X：那我回去跟他们讲 你跟我讲清楚 我现在都不明⽩ 你为什么不接亲 

W：妈的 为什么⾮要按那个程序⾛ 你省点钱不⾏啊 

 

58、 

（狗在电烤火炉边。） 

 

59、 

W：你闻到烤⾯包的⾹味了吗 你要不要吃⼀个 

X：给我拧出⽔来 要不得 

W：有这么夸张吗 看我对你多好 知⾜吧 什么时候才知⾜ 

X：有钱的时候 

W：都这个样了还说这样的话 姓谢的 今天给你花了⼋千块钱 操 

X：又不是给我花的  

W：你把我包⾥的链⼦什么的拿出来 找个地⽅放好 找双鞋 找⼀双不穿的鞋 把那些塞⾥⾯ 

X：你是说把那些盒⼦放⾥⾯是吧 

W：谁让戒指放到盒⼦⾥啊 盒⼦都不要了 放钉⼦盒⼦⾥ 把那些东西都放到别的地⽅ 

X：那样保存不好 鞋⼦是潮的 

W：真⾦不怕⽕炼 我靠 你以为你买了⼀个⽊头的 

X：会腐蚀它 潮的 

W：你在装病 

X：你他妈你摸⼀下我⾝上 现在滚烫滚烫的好吧 还说我在装病 我难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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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我给你买药了吗 

X：你买的药没⼀点⽤ 你买中药⼲嘛 他说⽩加⿊不是退烧的 

W：他妈的 我给你买药你这臭⽑病 我病的时候你给我买过药吗 

X：你病的时候我怎么没给你买药了 

 

60、 

W：（电话）爹 听着了吧 我⼀会就上飞机了 ⼀个半钟头 12 点多 

X：等⼀下没位⼦坐了 

W：那上⾯本来就没有位⼦ 

 

X：有啊 上⾯怎么会没位⼦呢 

W：你有⽑病吧 那个车就开⼏⼗⽶ 你坐什么 

X：那我也想坐啊 

W：现在你排队去吧 你排队去吧 我最后⼀个上 你晚上的话不就正好在门⼜了 就喜欢排队啊 

 

61、 

W：她们（飞机上，空姐）为什么这么有⽓质 你看看你 

X：我怎么了 

W：每天哭丧着脸 像⼀个 死逼⼀样 

X：你才是个死逼呢 

W：⾯带微笑 后⾯那个 多好 我要娶⼀个空姐 

 

62、 

宾客：祝你们早⽣贵⼦ 

W ⽗：菜不好 吃好 

宾客：恁⼉⼦在哪上班 

W ⽗：两个都在湖南 都在长沙 吃好 感谢局长光临 孩⼦吉⽇了 祝⼤家酒 

宾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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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 

宾客：贺喜 贺喜 

W 母：恁都来了 怪忙的 今⽇ 我的⼤喜的⽇⼦ 我就波⾃⼰ 这⼤喜⽇⼦ 恁都来了 我很⾼兴

啊 

W 母：恁孙⼦的喜事 祝恁健康长寿 

 

63、 

W 母：到咱这⾥ 你是俺当地⼈吧 俺给恁彩礼钱 恁妈给你做好多被⼦ 拿来放在我们这个柜

了 恁妈⾥头带着钱 结婚的时候 我就给恁填上点 这个样呢 你隔着这⾥远 我也是该怎么填

怎么填 我给你填的 这是柜⼦⾥的钱 ⼀千⼆ ⼀个柜⾥六百 就是压柜⼦ 咱这个地⽅叫压柜

⼦  

W ⽗：填柜⼦ 填柜⼦ 

W 母：她妈来个压柜⼦的钱 咱给她填 ⼀个柜⾥六百 这⾥头也是六百 这是改⼜ 改⼜的  

X：你们俩坐那吧 坐这也可以 然后给你们敬茶 晓波 来来来 我们俩⼀起 

W 母：不要跪 不要跪 别跪下 不⽤跪 

X：先给爸敬茶 祝爸⾝体健康 妈 

W 母：谢谢 

X：祝你⾝体健康啊 万事如意 

W 母：谢谢 这个红包给你 这个红包就是改嘴的 

X：谢谢妈 可以了 

W 母：明天呢 恁⼤伯 叔叔 姑姑 恁姨 舅舅 给那些喜钱 我明天我都给你 我算计着 七⼋千

块钱 我给你凑齐⼀万 连这些 这是⼀千⼋ 这是⼀千⼋ 我给你连这些凑⼀万块钱给你 明天

让你爸 明天早晨我给你拿下 你临⾛你就带着 带回去 

W 母：快要个⼩孩吧 不⾏啊 早晚脱不了 俺庄了有⼏个⼤龄媳妇 就是⽣不出个孩⼦来了 把

些奶奶急的 去检查病 没有病 就是年纪⼤了  在⽣育上不⼤⾏ 早晚脱不了 ⼀辈⼦反正就

是累这个孩 租着个房⼦还关系 两个⼈也是住 三个⼈也是住 恁租个房⼦不是两个卧室吗 

两个卧室谁去看孩⼦凑合着在那住呗  

W ⽗：房价跌了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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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没 

W 母：⼈家算卦的⼀说 今年恁家填个⼩孩 ⾝体⾮常⾮常的健康 我就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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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和⼩張 

                                   Lao Zhang and Xiao Zhang 
                                                                        李⽂作品 

 
第⼀場： 

 

李⽂：你的嘴怎么破了？ 

⽼张：吃⽕锅。 

李⽂: 不是⼥的咬的？ 

⽼张: ⼥的不会咬。要么就是被⽼婆打的，我说是真实的话，前⼏天我⽼婆⽤拉尿的⼩桶扣在

我头上，我不希望有⼈来指责我，她⼀天⽼指责你，伤不伤你的感情，久⽽久之这种爱

情的东西就没有了撒，对不对？只是凑合着在⼀起⽣活，如果⼤家通融⼀点，和⽓⼀些，

不通融，⽐如说把尿盆⼦扣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恨，她⾸先破坏了这个家庭

的⽓氛，破坏了爱情的因素撒。爱情因素是什么？甜甜蜜蜜的撒! ⽐如说我现在很想到

我妞那⼉去，她时刻在苦⼼的期待着! 你晓得约会的那种⼼情对不对？她⽆时⽆刻不是

在等待着我去她那⼉。 

 

第⼆場：第⼆天早上 

 

⽼张：啊，我到楼上叫你吧。 

李⽂：这写的什么啊？ 

⽼张：张⽼师我到章河去玩了，明早 8 点回来.她到章河同学那⼉去玩去了。 

李⽂：你还帮她扫地？ 

⽼张：昨天没来撒，天天抽中午来。 

李⽂：您⼀般什么约呢？ 

⽼张：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她⼀直在家⾥等我，前天写的，嗯，前天写的，⼼⾥好为你担

⼼，    牵挂，都是我不好，搞出这么多⿇烦，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来诅咒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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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我⾃⼰，感觉好好啊！ 

李⽂：这个是你还没有看见就写了⼀下？ 

⽼张：对对对，笔语，以笔代语。 

李⽂：这个房⼦你租多少钱？ 

⽼张：80 块钱每个⽉给 80 块。 

李⽂：就 80 块每个⽉含⽔含电？⽼婆不知道这个地⽅吧？ 

⽼张：不知道。谁？她来了，她跑上来了。 

李⽂：她来了，是吧？没有是她吗？怎么还有⼈？是她的声⾳，不是吧？ 

⽼张：是的。告诉她还有⼀个⼈，还有你在这⾥。 

李⽂：我这样拍好不好？ 

⽼张：没有什么的，就这样，就这样。 

李⽂：她是不是要开门? 

⽼张：进来进来！ 

⼩张：谁啊？还有朋友？ 

⽼张：对啊！ 

⼩张：今天怎么到这⾥来了？ 

⽼张：今天有空就来了，当他不存在也⾏。 

⼩张：真的？嗯，谢谢！ 

⽼张：又把头发搞乱了？象⼏级风暴？ 

⼩张：什么风暴啊？ 

⽼张：风暴啊，⼀场浩劫，又要拿尿盆⼦扣在我头上。 

⼩张：哎呀！ 

⽼张：这都是可能的事情，有⼀天有⼀把⼑劈在我脸上都是可能的。 

李⽂：所以你就要找的⼀种⾃⼰的感觉，这就是温馨。⼩张你今年多⼤？ 

⼩张：我今年 20 岁。 

李⽂：20 岁？哪⼀年的？ 

⼩张：我 82 年的，82 年的。 

李⽂：当时怎么认识⽼张的？ 



 767 

⼩张：张⽼师啊，是跟着张⽼师学美术啊！ 

李⽂：觉得他这个⼈有没有感觉他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跟他在⼀起？ 

⼩张：感觉蛮好，嗯。 

 

 

 

李⽂：你觉得现在的⽣活跟你以前的⽣活有什么区别啊？ 

⼩张：现在的⽣活啊，以前的⽣活我过的蛮平淡。 

李⽂：现在不平淡了？ 

⼩张：现在也可以这样说，不是平淡，不是蛮平淡。 

李⽂：怎么觉得不平淡呢？ 

⼩张：⾃⼰的思想上多了⼀点了。 

李⽂：你和张⽼师在⼀起他⽼婆很不⾼兴。 

⼩张：我也希望张⽼师跟他爱⼈相处的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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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希望他们相处的蛮好，她不希望你们相处的蛮好。 

⼩张：那 就没办法了，我觉得他⽐较孤独。 

李⽂：张⽼师⽐较孤独，你呢，你顾不孤独？ 

⼩张：我也蛮孤独。 

李⽂：你怎么不跟年轻的男孩⼦在⼀起呢？ 

⼩张：年轻的还不是在⼀起。 

李⽂：但跟他和年轻⼈在⼀起有什么区别？ 

⼩张：张⽼师很关⼼⼈。 

⽼张：我们之前还有蛮多那个捏，蛮多⾃我的语⾔。 

李⽂：⾃我的什么语⾔？ 

⽼张：别⼈不懂。 

⼩张：什么语⾔?我都不知道。 

⽼张：蛮好吧，所以我跟她之间的交流⾮常到位，这在家⾥得不到这些东西。完全是地狱嘛。 

李⽂：换了⼀套？ 

⼩张：啊，这套好吧？ 

李⽂：好极了，漂亮极了，你把她偎着撒，个⽼⼿，看你陶醉的⿁样⼦。 

⽼张：当然，我问她感觉好吗，他说当然了。 

⼩张：当然了。 

 

    ⼏个月以后，小张离开了老张…… 老张和老伴任在中国中部某小城过着平静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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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和我的⽗親        

                                                         Rivers and my father 
                                                                       李珞作品 

 

 

D i a l o g u e  L i s t 

01:00:06:09 

In those days 2010 sound far, right? 

那时侯，2010年听起来很远。 

01:00:09:06 

2009 Toronto, Canada 

2009 加拿大 多伦多 

01:00:15:06 

2010 crept up on me, 

2010年悄悄地追上了我， 

01:00:20:00 

before I even know it. 

我都没感觉到。 

01:00:23:14 

I could remember telling my parents, 

我记得跟我父母说， 

01:00:25:08 

“I would be retiring in 2010.” 

我准备在2010年退休。 

01:00:27:04 

They said, "Wow, 2010!" 

他们说，“啊？2010年！” 

01:0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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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t crept up on me. 

但是2010年悄悄地追上了我， 

01:00:32:09 

I didn't know it would come up this soon. 

我都不知道会这么快。 

01:00:35:13 

I didn't know I would be still working here. 

我哪里知道会还在这里干活， 

01:00:37:12 

I thought I might have changed jobs by then. 

我以为我会早换工作了。 

01:00:41:05 

Are you planning to go home after you retire? 

你准备退休以后回家看看？ 

01:00:42:23 

Yeah. Stay here for about 2 or 3 years in the mean time. 

是啊，先在这里呆两三年。 

01:00:54:13 

My wife still works. 

我妻子还在工作。 

01:00:59:00 

You have family home? 

你老家还有亲戚？ 

01:01:00:20 

Yeah, my mother. 

是啊，我母亲。 

01:01:02:21 

No, not my mother. My mother is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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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不是我母亲。她已经不在了。 

01:01:04:16 

My father. He is 93. 

是我父亲。他93岁了。 

01:01:07:18 

Still works. 

还在工作。 

01:01:10:02 

He is still working. You are retiring. 

他还在工作，你倒是要退休了。 

01:05:13:01 

After he retired, my father started writing a memoir. 

退休以后，我父亲 始写一篇文章。 

01:05:17:21 

The last time I went back to China for a visit, he gave me a USB key. 

上次回国，他给了我一个Ｕ盘。 

01:05:23:21 

The memoir was in it. It was titled "An account at sixty". 

里面有这篇文章，题目是“六十自述”。 

01:05:29:19 

I was inspired after reading it, 

我读了以后，深受启发， 

01:05:33:08 

and decided to make a film based on some of the stories he'd written in 

it. 

决定以他在里面写到的一些事为基础，来拍一部电影。 

01:06: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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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s 河流 

01:10:57:21 

When he was seven, his father died. 

他7岁那一年，他的爸爸去世了。 

01:11:03:00 

His mother decided to move back to her hometown. 

他的妈妈决定搬回她老家去。 

01:11:08:02 

She took her two daughters with her, 

她带着她的两个女儿跟她一起回去， 

01:11:10:15 

but left him with his second mother. 

但是把他留下来给他的第二个妈妈带。 

01:11:17:12 

His second mother was his father's second wife. 

他的第二个妈妈是他爸爸的第二个妻子。 

01:11:25:04 

He never knew the reason why his mother left him there. 

他一直都不清楚为什么他的妈妈会把他留下来。 

01:11:31:19 

He always said, for a long time, 

后来他总是说，很长一段时间， 

01:11:35:13 

for a long time he often wondered who his real mother was. 

他都不清楚到底谁是他的亲生母亲。� 

01:12:27:05 

Before his leg was broken he had always been very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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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腿断以前一直都很好动。 

01:12:27:05 

He remembered one day after school, 

他记得有一次放学以后， 

01:12:36:07 

his two older brothers decided to go to this tower by the river. 

他的两个哥哥想到江边的一个塔那儿去玩。 

01:12:40:12 

He was only five, 

他那时只有五岁， 

01:12:43:08 

but he insisted on going with them. 

但他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 

01:12:46:21 

They walked for almost 2 hours. 

他们走了两个多小时。 

01:12:51:06 

but the tower still looked far away. 

但是那个塔看上去还是很远。 

01:12:54:19 

Afraid of getting home late, 

他们怕回家晚了， 

01:12:57:07 

they abandoned the plan and started running back. 

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赶紧往回赶。 

01:14:16:16 

In the summer he loved to swim in the river, 

夏天的时候他喜欢到江里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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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20:20 

although his mom wouldn't let him. 

但是他的妈妈坚决不让他去。 

01:14:26:01 

Every time he came home after playing outside, 

每次他在外面玩了回家以后， 

01:14:29:07 

she would scratch his arm with one finger. 

他的妈妈都要在他胳膊上划一下。 

01:14:35:06 

If there was a mark he would be in trouble, 

要是有一个印的话，他就有麻烦了。 

01:14:39:21 

because after swimming in the river 

因为在江里游泳以后， 

01:14:42:11 

there will be a very thin layer of sand on the skin. 

身体上会附有一层很薄的沙。 

01:14:49:03 

Once he was trying to cross the river with a friend. 

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去渡江。 

01:14:54:00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he heard his friend calling to him. 

到了江中央，他突然听到他的同学朝他喊。 

01:15:01:00 

He turned around and saw a boat coming in his direction. 

他一转身，看到一艘船朝他的方向驶来。 

01:15: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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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coming so fast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swim away. 

那条船走的很快，来不及游到一边去， 

01:15:13:23 

The only thing he could do is to dive down deep into the water. 

他只好往下钻，他钻的很深， 

01:15:21:15 

He stayed down there for a long time. 

他在水下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01:15:24:20 

At the end he couldn't hold it any longer, and he floated up. 

后实在憋不住了，他才浮上来。 

01:15:32:20 

He came out of the water and saw that the boat was already far away. 

他浮出水面，才看到那条船已经走的很远了。 

01:16:02:17 

There is a large lake in my city. 

我们城里有一个很大的湖。 

01:16:06:06 

One summer three friends and I went to swim in the lake. 

有一年夏天我和三个同学去那个湖里游泳。 

01:16:13:17 

We started from one side, 

我们从湖这边下水， 

01:16:17:07 

and swam towards the mountain on the other side. 

朝着对岸的山游。 

01:16:21:01 

The mountain looked tiny when we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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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山 始的时候看上去很小。 

01:16:28:02 

We swam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mountain still looked tiny. 

我们游了半天，那座山看上去还是很小。 

01:16:35:09 

We also brought a big tire with us for emergency. 

我们还带了一个很大的轮胎，以防万一。 

01:16:40:17 

It was very heavy, and became such a burden. 

这个轮胎很重，成了一个累赘。 

01:16:47:10 

After a while my friends went ahead, 

过了一会，我的几个同学游到前面去了。 

01:16:51:09 

I had to drag the tire by myself. 

我只好在后面一个人拖那个轮胎。 

01:16:56:08 

When I slowly approached the bank at the end, 

后当我慢慢靠岸的时候， 

01:16:59:21 

dragging the tire, 

拖着这个轮胎， 

01:17:01:23 

I felt like a giant turtle. 

我觉得自己象一只很大的乌龟。 

01:17:06:15 

It took me four hours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一共花了四个小时游到了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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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12:19 

The mountain was huge. 

那个山其实很大。 

01:18:45:12 

Start! 

始！ 

01:24:16:10 

5 or 6 years old already. 

五六岁了。 

01:24:19:16 

- Were you living in Yichang? 

- Yes. Yichang. I remember it was 1951. 

－在宜昌的时候？ －在宜昌。我记得是51年。 

01:24:25:19 

When I was little, I really loved playing. I was out of control with 

excitement. 

我小时候特别贪玩。疯起来就不要命。 

01:24:33:20 

I remember it was the autumn of 1951, one afternoon. 

我记得是5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01:24:39:07 

The kids in our neighborhood got together. 

我们院子里的小朋友在一起。 

01:24:42:06 

We were playing the game "ride horse and fight". 

玩骑马打仗的游戏。 

01:24:45:23 

We have two sides. From each side comes a kid carrying another ki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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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shoulder, 

分两队，一边一个小孩，身上驮着一个小孩。 

01:24:52:17 

Then they ran towards each other, and fought in the middle. 

这样跑，冲到跟前就打仗。 

01:24:56:17 

I played the horse that day, carrying a kid, 

那天我当战马，身上驮着一个小孩， 

01:25:00:12 

who was about the same age, 5 or 6. 

跟我们差不多，五六岁的小孩。 

01:25:04:08 

We were running and fighting. All of a sudden I fell on the ground. 

冲上去打的过程中，我突然摔在地上。 

01:25:11:20 

It happened all the time. But that day after I fell, 

本来是常有的事情。结果那天摔了以后， 

01:25:16:23 

my right leg became very swollen, it was frightening. 

我的右大腿肿的很粗，很吓人。 

01:25:24:06 

Sweat was all over my head. 

头上大汗淋漓。 

01:25:27:04 

The other kids started asking for help, saying that I got injured. 

小朋友就喊，不得了了，说我摔倒了。 

01:25:33:19 

Neighbours and my mother cam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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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邻居和我妈妈出来， 

01:25:36:10 

Seeing I was terribly injured, they took me to the hospital. 

一看不得了，就把我送到医院。 

01:25:40:09 

Doctors examined and said my bone broke. I was hospitalized right away. 

在医院里检查，说骨折了，当时就留下住院。 

01:25:54:18 

The right leg, its main bone was broken. 

右大腿，右大腿的主骨，骨折。 

01:25:59:23 

The rope went through this wheel. 

他把这一拉，这里有个滑轮。 

01:26:02:15 

Under the wheel hung a metal bucket. 

滑轮下面吊着一个铁桶。 

01:26:05:11 

it's like this, the bone mislocated after it was broke. 

就象这样，骨头断了以后就错动了。 

01:26:10:02 

They used this method to pull the bone so it could grow properly. 

他就采用这种方法来拉，让它自己这样长好。 

01:26:17:19 

Also they tested the weight of the metal balls in the bucket under the 

wheel. 

而且通过滑轮下面，吊着的桶里的铁球的重量，� 

01:26:23:17 

Depending on how I felt they could decide if the weight would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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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的感受，来确定这个球的重量是否合适。 

01:26:33:09 

If it was too light, it would hurt and I would cry. 

轻了，就会很疼，我就会喊叫， 

01:26:37:01 

Then the doctor would reduce the weight of the balls. 

医生就会把铁球减轻一点。 

01:26:40:10 

In such a way it can help the bone naturally grow back together. 

就是采用这个方法让它自然吻合，自然地长。 

01:26:45:06 

This method is called traction. 

这种方法叫牵引法。 

01:26:50:18 

Receiving this treatment, I stayed in the hospital for several months. 

当时在医院里用这种治疗方法，几个月就过去了， 

01:26:56:14 

Time went fast. After several months, it was 1952, early 1952. 

一晃就到了52年，52年年初。 

01:27:03:13 

- Were you still staying in the hospital? 

- Yes, in the hospital all this time. 

－ 还是住在医院里？ － 一直住在医院里。 

01:27:07:05 

Around that time . . . my father was already working in Hankou. 

这个时候，我父亲当时已经在汉口工作。 

01:27:14:14 

He thought this wasn't 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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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这也不是个办法。 

01:27:17:12 

I stayed in hospital all the time. Nobody knew if I recovered or not. 

老呆在医院里，也不清楚治好了没有， 

01:27:20:13 

Dragging on like this didn't solve the problem. 

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01:27:23:00 

So he asked us, the whole family, to move to Wuhan. 

他就要我们，一家人都到武汉来。 

01:27:26:13 

We knew sooner or later we would move to Wuhan. 

迟早也是要去武汉的， 

01:27:28:13 

Now since I needed to see doctor in Wuhan, 

就着这个机会，带我来武汉看病， 

01:27:32:08 

the whole family decided to move. 

全家就搬到武汉。 

01:27:35:10 

We took this boat, "Democracy", from the Company of People's Livelihood. 

当时我们坐的是民生公司的民主号轮船。 

01:27:42:14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was on such a big boat. 

我第一次坐这种大船。 

01:27:45:16 

I was wondering why it was so stable. 

心里还奇怪，这个船非常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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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49:09 

I didn't feel it was moving. 

感觉不到它在行走。 

01:27:51:06 

I only saw mountains, trees on both sides running fast towards back. 

只看到两边青山绿树往后面飞奔。 

01:27:56:23 

It felt like that. 

就这种感觉。 

01:28:02:05 

Do you want some water? 

你要喝水吗？ 

01:29:34:01 

Almost there. 

快了。 

01:29:43:00 

It's like this type of tombs. 

就是这样一种墓。 

01:29:57:20 

There, it's there. 

在那里。 

01:30:01:15 

There, the third one. 

在那里，第三个。 

01:30:35:20 

Tie this up first. 

先把这个系起来。 

01:3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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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the whole family came. 

清明节的时候全家人都来过。 

01:30:45:22 

Haohao and his family also came from Hunan. 

皓皓他们从湖南也来了的。 

01:30:49:01 

They came here with you. 

你们一起来的？ 

01:30:50:12 

We came with them again. 

又陪他来了的。 

01:30:52:00 

We first came . . .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我们先来过，在清明的时候， 

01:30:54:19 

Later when they came, we came here with them again. 

后来他们来了之后，又陪他们来。 

01:31:09:14 

I'm taking you to your second uncle's. 

我带你到二伯那儿去。 

01:31:13:05 

Let's pay a visit to his grave. 

到他的坟上去看一下。 

01:31:15:22 

Your second uncle . . . 

说到二伯， 

01:31:17:06 

when we used to play together. . . once he even saved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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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一块玩的时候，他曾救过我一命。 

01:31:21:14 

One day, three of us, my oldest brother, my second oldest brother, and 

myself,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大哥，二哥，我， 

01:31:26:23 

my oldest brother said, let's go to the tower that was by the river. 

大哥说到江边的一个宝塔那儿去玩。 

01:31:33:00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we set off right away. 

什么准备都没有，三个人说走就走。 

01:31:56:18 

Start! 

始！ 

01:32:38:13 

We often played a game called "hijack boats". 

那时侯我们经常玩的娱乐项目是抢船。 

01:32:42:06 

"hijack boats"? 

抢船？ 

01:32:42:18 

"hijack boats". What it means is . . . 

抢船，是什么意思呢 . . . 

01:32:46:01 

when a group of boats in Yangtze River, 

长江里的一个船队，� 

01:32:50:09 

going from downstream to upstrea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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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从下游往上游走， 

01:32:54:06 

we didn't "hijack" the boats that went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上游往下游走的船，我们一般不抢， 

01:32:56:20 

a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wim back. 

因为那不容易漂回来。 

01:32:59:09 

For the boats going from downstream to upstream, 

当下游的船往上游走， 

01:33:03:03 

while they were moving, we got on them. 

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抢上去。 

01:33:11:00 

After we got on the boat, we would sit for a while, 

上了船以后就坐一会儿， 

01:33:11:08 

and jump off when it reached the upstream. 

再从上游跳下来。 

01:33:13:23 

Did they let you stay on the boat? 

他们让你们坐？ 

01:33:15:11 

They didn't let us stay. 

他们不让我们坐。 

01:33:17:05 

But at that time, those boats had small crew, 

那时侯，船上的工作人员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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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20:00 

whereas there were so many swimmers, 

游泳的人比较多， 

01:33:21:22 

so they couldn't watch everywhere. 

所以他们顾不了这么多。 

01:33:23:13 

Well, it was still very risky. 

当然也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01:33:37:11 

They made you jump off the boat. 

就把你们往下赶。 

01:33:39:09 

If you refused to get off, they would beat your head with a mop. 

你不走的话，他就用拖把敲你的脑袋。 

01:33:44:22 

Then you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jump into the water. 

所以你没有办法只好往下跳。 

01:33:48:01 

As soon as you jumped into the water, from downstream was coming. . . 

往下跳，从下游马上就 . . . 

01:33:52:08 

Because they assembled in an echelon, 

因为他们是梯形的摆设， 

01:33:54:03 

What was the echelon like? 

怎么样的梯形摆设？ 

01:33: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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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like this, this is the first boat, this is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这是船头，二船在这里，三船在这里， 

01:34:01:19 

they form a ladder shape. 

他们就按梯形摆下去。 

01:34:05:19 

When we were trying to get on the first boat, 

当我们抢了第一条船之后， 

01:34:08:13 

if the crew didn't let you get on, you had to jump into the water. 

如果船上的人拒绝你，你就得跳下去。 

01:34:12:14 

Then there was little time, it was impossible to swim away. 

跳下去以后，你没有时间游到一边去。 

01:34:17:21 

You had to face the head of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boat. 

你就必然会和二船或者三船的船头接触。 

01:34:22:23 

At that moment you had to dive down. 

这个时候你就非得往下钻。 

01:34:26:11 

At the time, the fleet could be long or short. 

那时侯，船队有的长有的短。 

01:34:29:16 

If it was short, then less time to stay under the water. 

短的话，潜水的时间就短一些。 

01:34: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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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just heard the noise of the boats moving overhead. 

只听到头顶上船经过的丝丝的声音。� 

01:34:37:18 

Only when the boat had passed, could you come back up. 

船走完以后，你才能抬头。 

01:37:51:08 

Be careful. Keep running. Good. 

小心一点，走了，走了，好。 

01:37:54:20 

Slower! 

慢一点。 

01:37:58:17 

By the river we scooped up water by hand. 

趴在江边，用手捧水喝。 

01:38:02:02 

Just when I had the first sip, still saying it tasted so sweet, 

我刚喝了一口水，还说水好甜， 

01:38:07:09 

my one foot slipped into the river. 

一只脚就滑到江里。 

01:38:11:21 

Luckily, my second brother quickly grabbed me. 

幸好二哥一把把我抓住。 

01:38:15:00 

When he grabbed me, my leg was already in the water. 

他抓住我的时候，我的大腿已在江里。 

01:38:18:22 

If nobody had grabbed me, I would have lost balance and fallen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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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如果没人抓住我，我一下失去平衡就会掉入江里。 

01:38:24:01 

If I fell into the river I would be gone. 

掉进江里就完了。� 

01:38:25:13 

The riverbank in Yichang is not a gentle slope like that in Wuhan. 

宜昌的江和武汉的不同，不是一个平缓的坡。 

01:38:30:11 

It's very steep in the upstream reach. 

它比较陡，因为在上游。 

01:38:33:13 

I was so scared. 

吓死了。 

01:38:35:13 

After that we continued to walk. 

起来以后，还是继续往前走。. 

01:38:38:22 

It was strange, we couldn't reach it. 

老走不到，那才是怪了。 

01:38:43:04 

You could see it right there, but just couldn't reach it. 

遥遥在望，就是走不到。 

01:38:45:16 

It was also getting dark. 

这时候天也慢慢黑了。 

01:38:48:07 

We were tired, hungry, and thir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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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累又饿，口又干， 

01:38:51:11 

also getting worried as it was getting dark. 

天又黑了，我们有些害怕。 

01:38:53:17 

I bugged them to go back. I was the youngest and I wanted to go home. 

我吵着要回去，我 小，吵着要回家。 

01:38:57:15 

My oldest brother was reluctant to go back as he initiated the trip. 

大哥是发起人，他有些不甘心， 

01:39:01:06 

He didn't know what to do. 

他也没办法。 

01:39:02:17 

I said, if we got home late mom - your grandma - would punish us. 

我说回去晚了，妈妈，就是你奶奶，会处罚我们。 

01:39:07:15 

She made the rule that we had to be home after school. 

她规定了放学以后就得回家， 

01:39:10:11 

No fooling around anywhere else. 

不准到处乱跑。 

01:39:13:14 

We had no choice but stop and start going back. 

这样没办法，只好打道回府。 

01:39:17:09 

That was the first trip three of us took together. 

我们三兄弟第一次组织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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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9:22:10 

We organized it ourselves, 

自己出去玩的这个事， 

01:39:24:03 

but we gave up halfway and left it unfinished. 

就无果而终，半途而废了。 

01:39:27:13 

So we went home at the end. 

我们后来就这样回来了。 

01:39:31:13 

His grave is around here. We are almost there. 

就在这儿附近。快到了。� 

01:39:35:10 

Just a few steps ahead. 

就在前面一点。 

01:40:25:04 

What can I do? 

那能怎么办？ 

01:43:03:16 

Very little, 4 or 5 years old, I was having a bath in a wooden tub, 

很小，四五岁，在盆里洗澡。 

01:43:07:23 

having a bath in the courtyard. 

在门口院子里洗澡。 

01:43:14:13 

Before I was done bathing, still naked, 

脱的精光，还没洗完的时候， 

01:4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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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grandma - my mom - started. 

奶奶，我妈就 始了。 

01:43:22:10 

It was around the Duanwu Festival. 

那时侯是端午节。 

01:43:24:23 

There were mugwort and calamus hanging up at the door. 

门上挂着些艾草和菖蒲， 

01:43:29:07 

She took them off, 

她就把那取下来， 

01:43:31:00 

held me by the tub, and whipped my butt. 

把我按在盆边，抽我的屁股， 

01:43:38:00 

At that time we had a maid called Wang Ma. 

我家当时有个保姆，叫王妈。 

01:43:40:21 

She heard me scream, 

她听到我叫喊， 

01:43:42:18 

ran out, took away the plants from my mom and threw them on the ground, 

赶过来，从我妈手里夺过那个东西，扔在地上， 

01:43:47:07 

and took me away. 

把我抢走。 

01:43:49:02 

She took me away to the bed, put on medicine and teased me by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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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到竹床上，哄我，给我搽药， 玩笑， 

01:43:56:22 

"So many earthworms on your butt." 

说你屁股上有一条一条的蚯蚓。 

01:43:59:18 

She meant the marks left by . . . 

她指的是刷出来的 . . . 

01:44:04:05 

the plants that were hanged at the door during the festival. 

端午节挂在门上的草把子刷出来的。 

01:44:11:12 

"the red earthworms on your butt", she was pulling my leg. 

屁股上有很多蚯蚓，她笑我。 

01:44:17:06 

From then on, the career of a swim prodigy was nipped in the bud. 

从那以后，一个游泳天才的前程就被扼杀了。 

01:44:24:11 

After that I didn't dare to swim in the pond, neither did my older 

brothers. 

从那以后再不敢了，我们家大哥二哥都是这样。 

01:44:29:10 

Were you only 4 or 5 year old? 

你那时只有四五岁？ 

01:44:31:08 

Of course, I was only 4 or 5. 

当然只有四五岁。 

01:44:33:18 

- It can 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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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can it not be?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呢？ 

01:44:52:16 

I can tell you this, 

我跟你说啊， 

01:44:54:10 

what I just told Liangliang was only . . . a single hair out of nine ox 

hides. 

我跟亮亮说的那是九牛一毛。 

01:44:59:22 

I was . . . I could say, 

我那是，可以这么说， 

01:45:02:15 

countless times I narrowly escaped death. 

九死一生。 

01:45:05:10 

Countless dangerous situations . . . I could have died so many times. 

危险太多，我都不记得死过多少回。 

01:45:11:07 

But his camera can't capture that now. At the ferry, by the river . . . 

但是现在他的镜头捕捉不到，在轮渡，在江边. . . 

01:45:15:15 

Nobody swims there now. 

现在没有了。 

01:45:16:22 

if he sees people swim . . . many people still swim in the Hanshui 

River, 

看到有人游泳，汉水那儿还有很多人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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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5:21:00 

It doesn't have to be us. Just take the shots. 

是不是我们不要紧，把这些镜头拍下来。 

01:45:25:20 

He can film them from the bridge. It would be a long shot. 

在桥上可以看到。从桥上拍一个远景。 

01:45:29:01 

Film that, capture the scenario, no matter who is swimming. 

不管谁在游泳，把那个场景拍下来。 

01:45:34:12 

We saw swimmers in the river around Longwangmiao. 

我们看到有人在龙王庙那里下水游泳。 

01:45:38:08 

He can use the shots for the stories. 

配在他的故事里。 

01:45:42:05 

Every year they swim near Longwangmiao. 

他们每年在龙王庙那里下水。 

01:45:45:17 

It's just a bit too early now. 

现在还有点早。 

01:45:48:07 

- You can find them under the bridge. 

- A group of seniors go swimming everyday. 

桥下面有。有一个老年队每天都去那儿游泳。 

01:45:56:09 

But there is no barge now. 

但是现在趸船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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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6:00:13 

Kids used to get on and off the barges. 

那时侯小孩都是在趸船上爬上爬下。 

01:46:05:06 

Come here, let's talk more about swimming. Our miserable childhoods . . 

来来来，我们再谈点游泳的事。我们苦难的童年啊 . . . 

01:46:39:03 

It was hilarious. 

笑死人啊。 

01:46:40:16 

A bunch of kids had no idea what it was like, 

几个小孩不清楚情况， 

01:46:43:05 

took off pants, got into the water, 

几个小孩不清楚情况， 

01:46:45:14 

to pick seedpots and lotus root which were underneath. 

去摘莲蓬，莲蓬下还有藕， 

01:46:49:22 

We didn't know anything. 

不清楚那个情况， 

01:46:51:22 

As soon as we got in the water, we jumped out convulsively right away. 

一下去，象抽筋一样的跑上来， 

01:46:55:12 

Oh dear . . . my whole body was covered by leeches. 

我的妈啊，身上沾满了蚂蝗。 

01:46: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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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ounded so scary. 

说的真吓人。 

01:47:02:08 

We too. When we were little, 

我们也是的，小时候， 

01:47:04:22 

we went into a pond, got covered by leeches. It was hard to get them 

off. 

到塘里去，身上沾满蚂蝗，打也打不下来。 

01:47:33:12 

It was a big family. 

它是一个家族。 

01:47:35:23 

Grandfather, father, son, grandson, 

爹爹，爸爸，儿子，孙子， 

01:47:40:06 

sometimes four generations were caught together. 

有时候一下子钓四代。� 

01:47:43:01 

The ones at the top are the biggest. They get smaller towards the 

bottom. 

上面 大，往下就越来越小。 

01:47:46:01 

They always come in pairs. 

而且都是两个在一起。 

01:47:47:17 

They come out as a family. 

一家家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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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7:50:18 

Catching shrimps then was so much fun. 

那时侯钓虾子过瘾。 

01:48:03:06 

You like telling them those old stories at home. 

你常在家里这样忆苦思甜的跟他们讲。� 

01:48:11:01 

But it was so much fun. 

但是也很好玩。 

01:48:12:11 

I have swum for so many years. I still don't like swimming in the pool. 

我游泳游了这么多年，我到现在也不喜欢游泳池。 

01:48:17:23 

I find it too restrictive. 

我觉得太拘束了。 

01:50:15:17 

One day I was working at school. 

有一天我在学校上班。 

01:50:19:21 

I went to a storeroom to pick up some microphones. 

我到一个办公室去取一些话筒。 

01:50:25:00 

I opened the door, 

我把门打 ， 

01:50:26:22 

The coworker in charge of the room was sitting at the desk. 

负责那个办公室的同事坐在办公桌旁边。 

01:5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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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daughter sat across the desk facing him. 

他女儿坐在他对面。 

01:50:35:21 

They were eating lunch. 

他们在吃午饭。 

01:50:39:17 

My coworker was an immigrant from Romania. 

我那个同事是从罗马尼亚来的移民。 

01:50:44:18 

He was putting butter on a piece of bread, 

我看他拿一片面包，在上面抹黄油，� 

01:50:49:19 

and then handed it to his daughter. 

然后把面包递给他的女儿。 

01:50:54:00 

His daughter was about 8 or 9 years old. 

他女儿大概八九岁的样子。 

01:50:59:00 

I picked up the mics and quickly left. 

我找到话筒，马上就离 了。 

01:51:04:05 

After I walked out of the room, 

但是我走出去以后， 

01:51:06:20 

I was still thinking about them eating lunch together. 

我还在想他们吃饭的样子。 

01:51:11:14 

When I went to grade school, I used to go home to have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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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时候，中午要回家吃饭。 

01:51:17:20 

My father would bike home during lunch break. 

我爸爸中午趁午休的时候，骑车赶回来。 

01:51:23:10 

He heated up the food and then we ate together. 

他把饭菜热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吃午饭。 

01:51:28:17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1:51:32:06 

Little did I expect that one day, in a foreign country,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在国外， 

01:51:36:04 

suddenly I would remember it. 

想起了这件事。 

01:53:34:03 

Are you full? 

吃饱了？ 

01:54:30:16 

I told my father my story of swimming in the lake. 

我跟我爸爸说了我在湖里游泳的那件事。 

01:54:34:22 

He said he used to swim in the lake when he was young.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常在那个湖里游泳。 

01:54:40:17 

Once he was swimming with a friend in the lake. 

有一次，他和一个同事在湖里游泳。 



 801 

01:54:46:07 

They swam for a long time. 

他们游了很长时间。 

01:54:49:03 

When they were trying to reach the bank, they were already exhausted. 

好要靠岸的时候，已经累的不行了。 

01:54:56:11 

It was only about 200 meters away from the bank. 

其实离岸边也就二百多米的样子。 

01:55:01:03 

But they could hardly swim any more. 

但他们实在游不动了。 

01:55:05:09 

Just at that moment his friend tried to see how deep the water was.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同事想试一下水有多深。 

01:55:12:16 

He discovered he could stand in the water. 

结果他发现他可以站在水里面。 

01:55:17:08 

They realized in that area, under the water, 

他们这才知道，在那一带，水下面， 

01:55:21:02 

there grew a lot of waterweeds. 

长有很多水草。 

01:55:24:02 

The waterweeds were very thick. 

那些水草很厚。 

01:55: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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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an stand on them, with head above the water. 

可以站在上面，头还可以伸出水面。 

01:55:33:18 

So they slowly walked to the shore at the end. 

后他们就慢慢走到了岸边。 

01:57:54:15 

In Grade Two I switched schools. 

二年级的时候我转学。 

01:57:58:16 

My home was far from the school. 

我家离学校很远。 

01:58:02:03 

Every morning my father took me to school. 

每天早上我爸爸骑车送我去上学。 

01:58:08:01 

On a rainy day, he would wear a raincoat. 

要是天下雨的话，他会穿一件雨衣。 

01:58:12:06 

I sat in the front part of the bike, under the raincoat, 

我坐在车前面，躲在雨衣里面， 

01:58:17:06 

waited for half an hour, 

等上半个小时。 

01:58:22:12 

until we got to the school. 

直到我们到了学校。 

01:58:26:12 

I then went to school, and he went t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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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去上学，他去上班。 

01:59:06:00 

After I finished the film, I made a DVD and sent it home. 

电影做完以后，我刻了一张碟，寄回家。 

01:59:10:03 

My father carefully watched it twice, and then wrote me an email.� 

我父亲仔细的看了两遍，然后给我写了一封邮件。 

01:59:14:20 

The following words are from his letter. � 

下面是这封邮件的节选。� 

01:59:34:17 

We have watched the movie. 

看了你拍的片子， 

01:59:37:02 

We were at your shoot so we know how difficult your work can be. 

因为了解拍摄的过程，才体会到你的工作的艰难，多么的不容易。 

01:59:42:16 

We are happy for you, but we are not filmmakers, 

我们为你高兴，但毕竟是外行， 

01:59:46:05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s artistic quality. 

不大懂得它的艺术性。 

01:59:49:23 

Nevertheless I'm going to make a few points for you to consider. 

尽管如此我还是说点看法以供参考。 

01:59:53:21 

The main theme feels unclear. It'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way it's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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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感觉主线尚不够清晰，剪辑的有些难懂， 

01:59:59:12 

A few places feel disjointed. Some shots even seem misplaced. 

有个别的地方可能乱了，甚至是接错了位置。 

02:00:05:11 

Below are suggestions for making changes: (mainl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下面是具体的修改意见：（基本上是按片子的顺序说的） 

02:00:13:04 

When he was seven, his father died. 

他7岁那一年，他的爸爸去世了。 

02:00:18:07 

His mother decided to move back to her hometown. 

他的妈妈决定搬回她老家去。 

02:00:23:03 

1. In the first story "he" should be "my grandfather". 

1. 第一个故事的“他”是爷爷。 

02:00:26:11 

The same shot of the mother and the kid walking on steps reappeared 

three times. 

母亲牵着小孩上江边台阶的镜头反复出现了三次。 

02:00:50:06 

Before his leg was broken he had always been very active. 

他在腿断以前一直都很好动。 

02:00:56:13 

2. In the second story "he" should be "my father". 

2. 第二个故事的“他”是父亲， 

02:00: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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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s' identities need to be clarified. 

人物辈份要交代清楚。 

02:01:02:22 

It's a little too empty inside the boat. (unfortunately) 

船舱空荡荡的。（有点遗憾） 

02:01:11:19 

In the summer he loved to swim in the river, 

夏天的时候他喜欢到江里去游泳。 

02:01:15:23 

although his mom wouldn't let him. 

但是他的妈妈坚决不让他去。 

02:01:21:04 

Everytime he came home after playing outside, 

每次他在外面玩了回家以后， 

02:01:24:10 

she would scratch his arm with one finger. 

他的妈妈都要在他胳膊上划一下。 

02:01:30:09 

If there was a mark he would be in trouble, 

要是有一个印的话，他就有麻烦了。 

02:01:35:00 

because after swimming in the river 

因为在江里游泳以后， 

02:01:37:14 

there will be a very thin layer of sand on the skin. 

身体上会附有一层很薄的沙。 

02:01:41:12 

3. It would be better to change the narration of the swimming sto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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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游泳的解说改为这样更确切些： 

02:01:46:14 

" . . . When the water dried up, there would be an invisible layer of 

mud on the skin. 

“……身上的水干了后会在皮肤上留下一层看不见的泥痕， 

02:01:52:22 

If you scratch it with a finger nail there will appear a white mark." 

用指甲一划就会现出一道白印”。 

02:02:11:16 

There is a large lake in my city. 

我们城里有一个很大的湖。 

02:02:15:05 

One summer three friends and I went to swim in the lake. 

有一年夏天我和三个同学去那个湖里游泳。 

02:02:22:02 

4. "There is a large lake in my city. One summer three friends and I . . 

. " 

4.“城里有个蛮大的湖，我和同学……” 

02:02:28:17 

Here again, it's not clear who this "I" is. 

这里的“我”又是谁没交代清楚。 

02:03:01:12 

5. "1923" should be "1924" (your grandfather was 7 that year). 

5. 1923年应为1924年（爷爷7岁那年） 

02:03:06:07 

This scene doesn't have any text or narration, there's no explanation. 

这组镜头没有字幕或解说，没有交代。 

02:0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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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ck is too modern, there are parked cars and etc. You should get 

rid of them. 

码头太现代，岸上还停着小轿车等等，应该处理掉。 

02:03:52:17 

6. 1952 (I was 7), this scene doesn't have any text or narration either. 

6. 1952年（我7岁那年）这组镜头也没有字幕或解说。 

02:03:57:19 

The signs on the boat and the billboards on the other shore are too 

distracting. 

江上停的趸船上的的牌子、对岸的广告牌等都太醒目， 

02:04:03:14 

You should also get rid of them. 

也应该处理掉。 

02:04:32:18 

5 or 6 years old already. 

五六岁了。 

02:04:36:00 

- Were you living in Yichang? 

- Yes. Yichang. I remember it was 1951. 

－在宜昌的时候？ －在宜昌。我记得是51年。 

02:04:42:03 

When I was little, I really loved playing. I was out of control with 

excitement. 

我小时候特别贪玩。疯起来就不要命。 

02:04:48:02 

7. Swimmers in the river, three kids walking on the shore, 

7. 江中游泳、三个小孩在岸边走、 

02:04: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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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ther telling the story of broken leg . . . this part feels 

disjointed. 

父亲讲腿摔折的故事……，这一部分显得有点乱。 

02:04:57:10 

The boat that appears next is also too modern. 

接着出现的轮船也太现代化了。 

02:05:01:02 

The following shot, taking the kid to school in the rain, is too abrupt. 

随后雨中送小孩的镜头太突然。 

02:05:43:21 

Almost there. 

快了。 

02:05:50:07 

8. Next, the gravesite, telling the story of my second brother, 

8. 接着是扫墓、讲二哥的故事， 

02:05:54:22 

then pops up the three kids walking again. 

又冒出了三个小孩在岸边走， 

02:05:58:14 

Later on, again, the gravesite and me telling the story of my second 

brother. 

后面又有扫墓、讲二哥的故事， 

02:06:03:18 

This part needs to be reorganized. 

衔接上需整理一下。 

02:06:35:21 

9. "1985" (you were 7 years old), this series of shots seems all over 

th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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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85年（你7岁那年）的一组镜头显得零乱。 

02:06:41:05 

The shot of eating is not good, I look too old to be the child's father. 

吃饭的镜头不好，我太老不象小孩的父亲。 

02:06:48:12 

(later there is another shot of eating, in which my head is not in the 

frame.) 

（后面有段吃饭的镜头我的人头未出现在画面）。 

02:06:57:06 

His grave is around here. We are almost there. 

就在这儿附近。快到了。� 

02:07:01:03 

Just a few steps ahead. 

就在前面一点。 

02:07:50:21 

What can I do? 

那能怎么办？ 

02:08:05:02 

10. The third time the mother walking on the steps with the child, 

10. 第三次出现母亲牵着小孩上江边台阶、 

02:08:11:03 

and the child sitting inside the boat . . . 

小孩呆在船舱里…… 

02:08:15:06 

It seems like you are trying to make a reflection here, 

应该是回顾， 

02:08:20:00 

but what's the point of showing people pushing motorcycles at the d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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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码头上推摩托车上岸的镜头不知何意？ 

02:08:41:09 

Very little, 4 or 5 years old, I was having a bath in a wooden tub, 

很小，四五岁，在盆里洗澡。 

02:08:45:16 

having a bath in the courtyard. 

在门口院子里洗澡。 

02:08:52:06 

Before I was done bathing, still naked, 

脱的精光，还没洗完的时候， 

02:08:56:17 

Your grandma - my mom - started. 

奶奶，我妈就 始了。 

02:08:59:20 

11. The dinner scene at your maternal grandma's started too abruptly, 

11. 在你外婆家吃饭的一组镜头很突然， 

02:09:05:02 

and there was no explanation. 

也没有交代。 

02:09:08:14 

None of us knew you were still filming at that point.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你还在拍。 

02:09:12:12 

You should've let us know, so we could be better prepared. 

你应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能有所准备。 

02:09:24:07 

I told my father my story of swimming in the lake. 

我跟我爸爸说了我在湖里游泳的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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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28:13 

He said he used to swim in the lake when he was young.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常在那个湖里游泳。 

02:09:33:16 

Also, at one point you told the story of my colleague and I swimming in 

the lake, 

另外，有个地方讲我和同事在湖中游泳， 

02:09:39:04 

it should be changed to: 

应该是： 

02:09:41:18 

The lake is very large. In the centre there is an island. 

那个湖很大，湖心有座小岛， 

02:09:45:10 

It is 2 or 3 km away from the shore. We were swimming towards the 

island. 

距岸边二三千米，我们向湖心岛游去。 

02:09:51:16 

Swimming in the lake, you have to be careful with waterweeds. 

在湖中游泳 怕的就是水草了， 

02:09:55:05 

It's dangerous if your legs get tangled with them. 

缠住了腿是很危险的。 

02:09:58:11 

. . . About 2 or 3 hundred meters from the island, waterweeds were 

getting thick, 

. . . 在距湖心岛还有二三百米时，水草变得很厚， 

02:1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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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uldn't even move our legs. 

裹得腿几乎动不了。 

02:10:08:07 

We didn't have any strength left to swim back to the shore. 

回头已没有足够的精力了， 

02:10:14:04 

Fear suddenly started growing inside me. 

恐惧顿时笼罩在我的心头。 

02:10:19:20 

. . . When I tried to tread water to rest for a bit, my feet all of a 

sudden touched the ground. 

. . . 当我试着踩水以便休息一下时，忽然脚触到了湖底， 

02:10:26:01 

That was like a miracle. 

那感觉就如同遇到了救星。 

02:10:29:10 

It turned out that near the island, the water was not deep, 

原来湖心岛周边二三百米水并不深， 

02:10:34:03 

but it was covered by the thick waterweeds. 

但长满了厚厚的水草。 

02:10:38:03 

One last thing, I don't think you used the shots of the three kids at 

the river bank. 

后补充一点，就是在江滩拍的三个小孩的一组镜头好像没有用， 

02:10:46:07 

We thought those shots must be nice. 

我们感觉应该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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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58:13 

I talked to my father about my ideas of this film. 

我跟我爸爸解释了拍这部片的一些想法。 

02:11:05:20 

I thought he must have been very disappointed 

我以为他一定很失望， 

02:11:09:18 

that these stories became like this in the film. 

这些故事被拍成了这个样子。 

02:11:15:13 

But after we talked, he seemed fine with it. 

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以后，他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02:11:23:08 

I wonder what this film would be like in his imagination. 

我不知道在他的想像中，这部电影会是个什么样子。 

02:11:30:04 

Perhaps, he thinks that writing down these stories is enough, 

也有可能他觉得，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就可以了， 

02:11:37:02 

there is no need to turn them into a film. 

其实没有必要再拍成电影。 

02:11:46:03 

We will start once you say "start". 

你说 始我们就 始。 

02:11:49:00 

Wait, let the car pass first. 

别急，先等这辆车过去。 

02:1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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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it passed? 

那辆车过去了没有？ 

02:11:54:01 

No, not yet. 

没有。 

02:11:58:07 

I have already started. 

我已经 始了。 

02:12:01:19 

Don't rush. A car is passing. 

别急。先等这辆车过去。 

02:12:11:12 

Start! 

始！ 

 

02:12:41:12 (title) 

片名：Rivers and My Father  河流和我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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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帶 

                                                                          Tape 
                                                                   李凝作品 

 

 

序: 

这是我的自画像， 

也是我不愿面对，却属于我的生活。 

 

作品题目: 

胶带 TAPE 

 

时间: 

2005 年，济南 

 

李凝在笔记本上书写: 

它的属性 

• 粘性:最基本的....... 

欲望使身体产生粘性 

• 随机性： 

......会随机黏在任何地方...... 

不断地产生新的...... 

3. 强迫性： 

 

电视画外音: 

闭幕会后  江泽民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出席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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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第 1 场: 
已经拍了这么多了 

不行了 不让拍了 

呦 

不让拍了 

我以为你说拍照片 我以为 

你骗我 你 

嗨呦 这也是不容易的 海豹贝贝不容易的表现嘛 

不准拍了 

为啥 吼  

这肚皮成这个样  豹贝也很难过 哈 

别哭 别哭  为啥要哭啊 吼 

豹宝宝别哭了 哈 

 

第 2 场: 

快要生 差不大离啦 这一天一天又没生 真磨忧人啊 

刘吼吼 

豹宝宝 什么时候出来啊 

哈 别老是不出来 

今上午动的这么厉害 

不是要出来吧 

南无阿弥陀佛 

可能摸他的胳膊 

他不愿意了 

他 一跳一跳的 

又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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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儿鼓鼓着 这儿特别鼓 

 

第 3 场: 

不行 得离 这个地方 

 

第 4 场: 

谁愿意给我们当演员啊 

谁愿意给我们当演员 

我 我 我去行吧 

麽演员啊 

我去 

别挤 

专业砸墙 

对不起 你们导演们都是拍什么啊 

唉 别跑啊 

你的电话 

记住我的吧 我的是 131 

都记住啊 

一天 一个小时 

一小时 30 块钱 

我姓李 我叫李凝 

 

第 5 场: 

来找活了 

老板来了 那不是  

我刚来 

 

第 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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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是头啊 

 

第 7 场  

建筑用胶黏剂 

 

第 8 场: 

两条新信息： 

家中有急事速回！ 

发件人：老婆 

 

第 9 场: 

我觉得凌云挺好 

他们的那种肢体语言 那种舞蹈动作 

我是能接受的 

看了之后很舒服 

他是通过那种凌 啊 不是凌云 

是用的那种肢体语言来解读舞蹈 

虽然 就是 这就是李老师的特别之处吧 

 

第 10 场: 

各位评委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管欣强 

来自于 05 级英高 5 班 

我吧 比较喜欢舞蹈这一门 

虽然没什么基础 

我以后一定 会好好发展自己的潜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谢谢大家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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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场: 

大家请安静 

我再强调一下 

咱们这个舞蹈团 

重要的是纪律 

如果你进来 第一关你就这个样子的话 

我心里很烦啊 我告诉你 

我们舞蹈团不是你们来玩的地方 

是来 塑造你 重新改造你自己的地方  

知道嘛 

如果你抱着来玩的态度 那么现在就可以回去 

知道嘛 我毫不客气的说 

如果谁再说话，现在就可以走 

不用再来了 好吗 

你稍微做几个动作就行， 

比如说广播体操啊 或者是一些健美操啦 

健美操没学过 

随便做就行啊 

我觉着 她那种肢体末梢挺好的 你看见吗 

你发现没有 她的手挺 

我觉得她适合那边 

 

第 12 场: 

但是你们想想 共产党这么大 

它都要交党费每个党员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团体 

你们把我 都吃空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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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 所以我就跟大家商量 

如果大家觉得 你觉得交会费合适 你慎重考虑之后 我交上这一年的会费 交上这一学期的会

费 

然后 我就不要再走了 

这 30 元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 

这个你们都清楚 

 

我相信 我们只用 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零基础的同学训练成准专业的 

但是前提 你必须要吃苦 

 

第 13 场: 

掌声有请学院凌云焰 实验舞团的表演嘉宾 

来为我们带上精彩的舞蹈 掌声欢迎 

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相亲相爱，让这个项目建设得更好 

 

是请你来的啊 

哪 我就咱学校的 老师嘛 

上次我那个 做雕塑那个转盘 

你不大到我那去啊 

对呀 我是外聘的 

 

第 14 场: 

容家 

咨询一下 工资发到几月了 

我工资卡一直只有从前的 三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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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久一直没变化 

你能帮我问问吗 

谢谢 

 

第 15 场: 

今天我发现， 

它的粘性其实不重要 

那种两面性： 

一个身体 两种特质 

 

第 16 场: 

这都变成搞笑的东西了 

好 

来 

继续扔 

OK 

有人 

finish 

不能拍 

finish 

你是干什么的 

看楼的 

什么 

看楼的 

看楼的 

那你别拍照啊  

 

第 17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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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嗨 浩啊 唉  

我现在带着宛如往那赶呢 

你们先在那个厂子里练着呗 

对 马上就到 

 

得注意警察了 

不行你带上头盔算了 

 

条幅: 

迎和谐全运 建美丽泉城 

 

主要看看有警察没有 

查车 

有警察咱不敢直走 

 

办证 

 

第 18 场: 

这地方也不错 只是那个 

地面不是很好 

空间感非常的好 

背景的人 倒是可以 

可是我觉得那些  

那些那个  

到了随便发挥就行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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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 老师 

你干么的 

我就这个楼上的 我是艺术学院的学生 

干么 

我在觉着晚上拍 挺壮观的 

很漂亮 

赶快走吧 赶快走吧 

我就这个楼上 五号楼 

唉呀你赶快走吧 赶快走吧 

行 

妈了个屄啊 

操你妈了个屄啊 

 

时间: 

2006 年 

 

第 19 场: 

它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可是它的体内呢 却遗传了人类的基因 

咱们这个训练 就是对声音的写生 

让这个声音 进入你的身体 

记住 

 

第 20 场: 

你的摄像机啊 

啊 我的摄像机 

帮我们把这个地方一起摄下来吧 

拍了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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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 

中建八局侵我家园 

依靠政府…… 

 

对了 那个 网络发布一些东西 信息条条麽往外发 

行啊 你要发的话就往网上发就是呗 

你帮我们发发呗 

我帮你们发啊 

网上炒得 反正上头 名都是匿名的 

嗨呀 

不以你的名义 

我知道啊 

嘿嘿 过来避雨啊 

 

第 21 场: 

装带子 

你看 竖着放  

唉 对了  

看 必须得这样 

来  

竖着放 放中间 

别拿了 已经放进去了 

宝宝 

你要干什么啊 

拿出来啊 

拿出来你拿中间啊  

中间在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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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场: 

好 

领导  

喝点水吧 领导 

喝点胶水吧 

摆摆手 

别发愁嘛 

什么事都要 想得 嘛 领导 

刀可以压低点 对 

没拍到手吧 

许浩 摇摇头 

对 

然后在朝下看看 桥和路面什么的 

丛军先走 

始吧 

你得拍他们这一组 

粘 

粘 

冲啊 那三轮车呢 

来了来了 

不用急 

然后 张熙的一支手指着他 

始 

始 

先甩门  

走 

快跑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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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警 

始 

这还 这还有一堆呢 

你往前走就行啊 

 

时间: 

2007 年 

	

第 23 场: 

是不是你们是一个 比较松散的一个表演团体 

对 对 对 

大家都是凭兴趣来的 

也没有什么演出证 

行 你赶紧休息吧 

没有 我门口还有一个表演 

你表演挺有功底 

啊 

 

好 演出马上 始 

那个 作品的名字叫做胶带 

把音乐关一下 

好 我们演出马上 始 

我们作品的名字 

叫做胶带  

英文 英语名字叫 TAPE 

大家 好往后退一下 好不好 

唉 每个人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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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场: 

喂 陈甜啊  

是我 李凝 

-啊  -不方便接 

不方便接 

好吧 

段姐 

是我 李凝 李凝 

你 你在家里吗 

唉 你回来啦 

没有 我还没走呢 

哦 

你 光你自己吗 

我和先生 

有时间听我说话吗 

可以 

 

第 25 场: 

老大 让那民工“回家休息”去吧 

我先找个活干着 

拍完了我再上班 

不会耽误了 

发信人：从军 

 

丛军回来了 

徐浩来了 

第二个 

这个 李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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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  

艺术的启蒙老师 

也是我生活中 好的朋友 

说句心里话， 

我觉着 自己 做的挺少的， 

因为我平时工作吧 是属于  

有点类似就是 计划内的人 

然后工作挺忙， 

但我的内心呢  

又有非常强烈的创作愿望 

我这片名 叫 1966 1986 2006 

那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教育 

遗留下来的一些 一些不好的东西 

但是直到现在 

我们现在依然没法去真实地触摸那个时代 

这就是我那个作品和我的演员想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 我们就不多说了 要用画面来说话 

因为我们的 我的电影是不说话的 

毛主席万岁 

张熙 不用起来 在座上说说呗 

你下次拍片子叫我一声就行 

我要有 一定告诉你 

 

日记本: 

我的遗嘱再 CD 橱中的红皮书里 

 

第 2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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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 

操 第一次 没顶出来 

差点就憋死在里边 

张熙 行吗 

麽 可以 能看见 

那就先停了吧 

先停啊 

张熙 

把我陷下去啦 

我拽你 拽你一下 

我操 

不是 把机器 

先把机器拿上去 

你要这样拍法 

进水唻 

你自己把水都弄出来 

可能还在拍着唻 

我觉得够呛 

真是够呛 

上帝啊 

我的脚 

要断了 

我 

我 儿子 还 

还在家 

等 

等我 

我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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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场: 

大家占山为王，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那个 咱们这一年都很辛苦 

为了 为了舞蹈团 

其实更说直一点 为了我 

为了梦想 

付出了很多 

当然 你们自己也 过程中也很快乐 

然后我们今年终于挺过来了 

我们举杯 

来 一起 

碰不到了 碰不到了 

碰不到了咱们就传电 

来  传电 

我 我是那个 05 级国贸班的 

我叫秦磊 

我是 

然后 很高兴 能在这看到 很 心 

也希望自己应该 

有这个韧性 

有这个 这个 

反正 反正就 一直能坚持下来 走到 后吧 

颁奖 颁奖 

音乐 我没音乐没情绪 我 

我也是 

一定要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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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升级了 

只是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主宰 我崇拜 

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凌云战士  

我们都是凌云战士 

怎么说呢 在这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大家都知道我 

我在这里 祝凌云 在未来的日子里 

和凌云的朋友们 

一路走好 

啊 一路走好 他是不是要离团啊 

先干 先干 

好 小野猪 小野猪一路走好 

绕场一周啊 

小野猪真好 

干杯 

好  

哦呦 一气儿都喝了 

 

第 28 场: 

那他欠你们的钱 加起来得有一两万了吧 

如果真按他合同里写的话 就是 

我先行动完再说 再跟你联系 哈 

恩  好啊 老婆 在这儿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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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 

也没人啊 

温教授 

有一架钢琴 

一架钢琴 

没跳窗户吧 

 

第 29 场: 

刘吼 

青锋唻 

没事 拍他背影就行 

真棒 

 

时间: 

2008 年 

 

第 30 场: 

我还想啊 

人老师说 失与得 得与失的 

我早晨还跟老师说 我说 请老师加持一下吧 

我也想顺其自然 

但是呢 我又觉得 失的很多 

喵 

百年大计啊 

我是想为宝宝着想 

 

文件 

拆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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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场: 

7055  

这是 7085 

挑了 它一层一个价啊 

你怎么不重视这事啊 

你到底心里想什么呢 

房子 户型 层次 

你弄你的 我拍我的 

叨叨啥啊 

那边 那 

那边那房子倒大 

咱要它干嘛 

不是 太空阔了 

浪费 

还花园 

你说 人有钱的 人工资高的行 

咱这工薪阶层 

 

实际呢 我想要西头也是为你们想的 

真是为你们想的 

是啊 妈 我知道 

将来 你 你 你看 三口人在里边挺好 哈 

那我能住多少年啊 

我自己住九十六蛮好 

说实在的 

是啊 

还能找上 能找回七  八 九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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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啊 

因为这房子现在算一百一十七啊 

一百一十七 那个房子一百二十 就算一百二十六啊 实际不到一百二 

一百二十五点八几啊 

你想你一百一十七的房子 

换了个九十六啊 

这不觉着怪不舍弃嘛 觉着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九十六是能选上  

绝对的 你还挑 

还能找个好层次 绝对的啊 

抓阄吧 那就 

那这个来 我就得 我就得自己 弄钱 

弄钱反正是小姨夫也能给 

就是有压力了 

这一千来块钱工资就是  

得整天攒着 

仍然我就 一辈子就是攒 就是攒钱啊我 

我就没大放松过 

再好看的衣服我不买  

我鞋没超过七十块钱的 

三四十块钱就不错了 

云青脾气好好的 勤快块的  

不买那房子 要这个  

这不是很容易嘛 

加上六 七万块钱 很容易啊 

不过确实也不能一块了 

累的心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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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是吧 凝子 

她老老也就这个脾气 不好办 

像孟翔飞家  

现在姊妹们就 

想叫他爸写遗嘱了 

我们都有份 

包括那李老太太 

现在叫她儿子拿出二十万来嘛 

现在就整明白了 

那个财产啊 

你等着在死了就不好弄了 

儿子拿出二十万来  

凑着给闺女买这个复式楼嘛 

一百六十五嘛 

好多家已经这样了 就接着讲明白了 

你要要这个房子  

你就先出钱 

将来也是有你的 

他说西头不是挺好嘛 

那我 西头得拿多钱啊 

他说拿不多 五六万块钱 

你看 现在 夕晒就是还没到 

然后说 

哎呀  

你儿子那么有出息 商量商量 

他怎么知道我有出息了  

都说你有出息啊 

咱院里 都说我 有出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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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你整天挣钱  

我哪挣钱了 我整天 

实际你连零花钱都没有 

我还整天挣钱 

他们都寻思 我整天扛着个摄像机是挣钱啊 

那过去 又是弄着那骆驼 又是那鸭子 

走红地毯 

那谁不知道啊 

我都没见 

猫猫 你儿子连个 真是 

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 

你说这世道 

 

第 32 场: 

行的话 你说就行 

你别吱声 

你 始动一动吧 手啊 或者什么 

你不要看看这儿  看看镜子 再笑一笑吗 

哎 转转转 转都不要紧 

李凝 拿手 拿手 快拿手 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手没事 没事 手没事 

刘吼 

哎呀 李凝  

停了啊 

不是我告诉你 什么上都没有 

始了 我已经 始了 你把脸抬起来 

刘吼 

你进去 把脸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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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你就说站起来不就行了嘛 

起来 把脸贴上 站起来 把脸贴上 

 

第 33 场: 

徐浩 近 回来之后怎么样 

回来以后啊  

回来以后正赶上五月十八号的全国助残日 

然后演出特别多 

五月十三号 

五月十八号 

现在在忙这个事  

是想 十三号 也就是明天 上午 在山东电视台 有一场直播的助残的晚会 上午 

你要上去演啊 

演 演啊 演舞蹈 

我的天啊 

真成那个艺术家了 徐浩 

什么艺术家 不是艺术家 

十三号下午 

也是一个 济南电视台的 一个朗诵 

然后 那个十四号 

准备那个残疾人运动会 第一届 

再然后 那个 那个  

省广播厅的那个房子 

说是要拆迁 

刚弄下来 就要拆迁 

-拆迁呢 挺麻烦 -已经买下来啦 

算是买下来了吧 我和我哥一块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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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 一拆迁的话 

它的那个房产证就办不下来 

冷冻了 冻结了 

现在还得再 再想别的办法 

白买了 

这钱没退给你啊 

退不了 

为什么呢 

人家 他们拿着钱跑了 

谁啊 

那个房东 

操 

你可以告他诈骗 

他 他也不知道拆迁 

临时通知的 

然后还有两个事 

我妹妹 那个 我妹妹不是在香港上学着吗 

她已经去了 

小心 

妈的会 车吧 这人 怎 怎 怎么这么拐弯呢 胡闹了 

徐浩 你是什么部门的 在残联 

我啊 小部门 

我就是社会事务 

我也跟你一块干 行吧 

我怕我没法给你发工资啊 

我还答应那个段桃姐 

想给她那个 劳动法呢 

桃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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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姐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妈妈还让我给你说呢 

她说得赶紧的， 

她快被单位给整疯了 

怎么啦又 

其实从那个济南市劳动局网站上就能下载下来全文的 

济南市劳动保障局的那个网站上 

行 行 行 那我回去给她弄去 

从这里再拐弯 是吧 

她找了那么多条路 被各方压制 

我操  

前面还有一个 

这叫路吗 

没办法 谁让现在修路呢 

我们昨天，我带着宛如就走这 

宛如十八整 是虚岁十八啊 

十八  

今年再该过十九啦 

周岁十八 虚岁十九 就是 

应该是属于这个九零后 对吧 

不是 我是八九年的 

她和小薇一样大 

我现在 通过这些年修行吧 

终于 修出功夫来了 你知道吧 

达到一个突破了 

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口 

这样 我们俩买点水吧 

行 买上一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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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韦利买就行 

一共十个 十三个人 不用买一箱 能便宜 

对不起 您的电话余额不足 

请缴费后使用 

小薇  

砂轮 

嘘…… 

哎 

 

标语: 

凌云焰 

 

第 34 场: 

进来就行啦 

丛军呢 

丛军他在 还没过来呢 他说他堵在学校那 

那咱是先往北走 是吧 

是啊 

快往车上放吧 

砂轮 这个怎么不带啊 

哦 

这个多重要的道具 

今年 重要的道具 

一块走 

坐不 啊 

上就是啦 挤吧 

使劲挤啊 没办法 

让徐浩坐在 坐在副驾驶 



 841 

一会真没电喽 大姐我操 一会真没电没 

电是足够 就是带子不够 

野猪 喜欢这种颠法 

好大的嘴 

丛军呢 

找找从军 

停 停 停 停一下 

来 没地方坐了 抱着你 没地方坐了 

还行吧 

你们一会过马路 

过路口 得有几个卧倒 

不用卧倒 

这儿没有交警 绝对放心 没交警 

工作事情 怎么样 

还行 上了一星期班 

村里的耕种生活怎么样 

他 那个 做保险呢 

 

第 35 场: 

我不愿离开 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我越来越会胡说我越来越会沉默 

我越来越会装做我什么都不明白 

 

第 3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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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我帮你粘 

不用不用 

我听说 你们是那个北方过来的剧团 

能把你们剧团的背景啊， 

还有你这部戏的一个动机 和那个 就现在整体的 

这所有的演员 

就是 都是为了这一个作品 就是 招进来的  

练了 3 年 

那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 怎么生存的 

 

都演完了，待在哪儿 

我周末都带孩子加班 

都忙死了，还得加班 

你还不回？发信人：老婆 

 

第 37 场: 

粘一下 用胶带粘一下 

 

第 38 场: 

May I ask a question?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e part that you have in the ice, 

and how was that filmed? 

Because it looks like real ice. 

 

第 39 场: 

全场有尖叫声吗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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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摇摆了 

中国艺术到现在的确非常 

他使一个人发现自己 

纵然有十万个为什么 

问自己 

让我们慢慢步入舞池吧 

 

第 40 场: 

我现在把东西运到学校 

然后我再 在学校再睡一觉 

对对 硬座来的 妈 你别管了 

 

第 41 场: 

阿姨 

哎 回来了 

宝宝 

爸爸想宝宝了  

宝宝好吗 

我看你怎么不高兴呢 

怎么啦 

爸爸快走 

 

第 42 场: 

别厹 

拿过来 

那个那个 热 热 那个塑料袋子热  

快拿过来 拿过来 拿过来 

叫猫吃你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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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啊 

看 

 

第 43 场: 

假如要没有李老师这个舞蹈团 

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学校 

支撑这么长时间 

也许我早就会走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 挺了这么长时间 

李老师一直在支持我 鼓励我 

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来这个地方 

反正 东北离这个地方毕竟挺远的 

有机会的话 如果有缘的话 咱们会再见的 

希望你们好好的对李老师 

不要那么伤感 好了好了好了 

我觉得根本不用那么伤感， 

回去好好的 自己保重嗬 

再见 

 

第 44 场: 

其实他也可能是因为时间 

一下子想不  主要是 

不是 因为我 你看看我给他发的短信 

我说的很清楚 我说我理解你 

我说 这个世界 是属于每个人的世界 不是我能左右的 

对 你喜欢 你就再在这 

如果不喜欢 

你还在帮助我 那么我感觉好有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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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耽误了你那么长的时间 我还很内疚 

另外 我还感觉我很耻辱 

哪怕没有人 只有我自己一个 我还可以继续演 

对 老师有个作品 就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包括后期剪辑呀后期制作什么的全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对 所以说  -他里面又演男的又演女的 

对 所以说，我根本不需要就是说别人帮助 

不会剩下你一个人的 

会的 因为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一拨人特别地坚持 

好多次都想 我都想走 

有三个半月没发工资 

我就想走 但是也没走 

然后 后来 院长说这个舞蹈团 

要自负盈亏 

然后我也想 我也想走 

然后 前一段时间 又集资 

让每个老师 都交那个身份证 去办 

去银行贷款 

对 我又想走 

我觉得就该让这个学校见鬼去吧 

见鬼 我们也见鬼了 

我们没有场地了 

不过我们是在这种见鬼的情况下成长嘛 

以后就更有生命力了嘛 

你 想得好 

然后我就把那个 把这个作品到北京去演了 

也是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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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好多钱 然后工资不够 

我就去找我给我父亲动手术 

那个收了红包的那个大夫 

就是 他给我爸动的手术 

我妈妈给了他三千块钱 

然后我就问他要 

然后我要经过那一条 

我 我无数次推着我爸爸散步的 

推着那个轮椅散步的那个公园 

然后几乎心在流血的那种感觉 

一幕一幕的都 都已经 都回忆起来当时 

看着那个椅子我爸爸坐过 

看着那个池塘 他在那里散过步 

看着那个食堂 他在那打过饭 

因为都是在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嘛 

老师跟北京还有一点渊源啊 

对 我对北京才是既爱又恨呢 

我父亲从那里去世的 

去的时候是一个胡蹦乱跳的人 

回来的时候 在我怀里是一盒骨灰 

真他妈的生活就是这么残酷 

唉 好多无奈啊 

父亲 还是 

就是说他生前他不支持我搞舞蹈 

就到他死他也不支持我 

但是他死了以后 

他用他的那个三千块钱 

让我做了这个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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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觉得他还在保佑我 

没事的 一切都过去了 

老师 好样的 

我从来都是好样的 

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 

像我们就缺少这种 

其实不是 其实你们比我坚强 

我只是在这一件事上坚强 

我在别的事情上特别脆弱 

像我们如果一遇到挫折的话 

我们马上会打退堂鼓的 就不去干那件事情了 

不是 

这个事情主要是 

没有 就是说没有触及到你的内心的深处 

如果触及到的话 你也会坚持做的 

 

第 45 场: 

这是我爸爸李德立的烧纸 

谁都不能抢 

爸爸呀 

这么多年了 

保佑我们的作品能够拍摄成功 

在天堂里不要再节俭了 

保佑您的孙子能够健康成长 

南么阿弥陀佛 

保佑我们明天 机顺利 

 

第 4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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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什么我也等不了 什么也不会到位的 

演员都要毕业工作去了 

但是我的《胶带》影片必须四月十九日至五一 拍了 

肯定了不少麻烦你和朋友们 

起码要借你两样东西 车和摄像机…… 

一定要帮兄弟一把啊  发送给：老韩 

 

在哪儿？ 

快点拍 撑不住啦 

等会等会 我没状态 

OK 

宝子你过来 爸爸正在那拍东西呢 

好 再来第二个人 

千万别穿帮 

这么长时间 

窗户没拍上 

啊 

还重拍吧 

 

从后面直接 过去就行谢谢啊！ 

弟兄们准备 

可以 可以 

 

第 47 场: 

是那个老大上身砸地的特写 

垃圾落在身上的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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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场: 

佛祖临涅槃前 

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吧 

你知道那句又怎么样了呢 

你 悟了吗 

你得到了吗 

什么叫悟道啊 

什么叫明心见性啊 什么叫自性光明啊    

如果你还在执着这些东西 就说明你没有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自性光明 

什么叫如来造化 

你现在全部打得都是些漂面的 表面上的东西 

错 

你完全是错误的 

你对佛法理解 

说句实话 

咱们不是一个档次 

你这句话说得很对 我理解 

对 我们不是一个档次 

你们拍来拍去干嘛 可是 

你寻来拍去干嘛 

有事吗 你 

让您在揭发这些垃圾 让上头看见再不愿意呢 

没有 没有 不是 

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 

好了 大家 始吧 各就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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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场: 

你还想涂什么颜色 

芭贝 

怎么了 

没钱了 

为什么还得拍下来 

我这留个证据将来还你 

不是 李凝 你看呵 

上个月你那你那钱 不是我给了 又还给了你三千 是吧 

就是啊 不够啊 现在 

那是三千吧 然后你 

现在拍东西花老了 

我这样 我还问徐浩借了四百来 

就是上个星期天 拍东西 

妈妈 看 你看 宝宝弄上了吗 

然后 你听我说 

你养老保险那天我给了你 弄了四百 

我知道啊 我现在  

还有 我还给你存了五十块钱的那个什么 话费 

这就是两千 三千五了 

就是啊 我知道 

那你说这个事 

你还说 五千块钱我就打住了 

你现在都弄了一万五千块钱了 

它现在关键是 

徐浩和那个谁 和丛军老是不定时候 

然后所以就 所以李凝你干什么事 你不要说 你五千块钱就能打住 

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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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你干事吧 从来是预计的要少的多 

而实际花费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芭贝 

反正我就想尽快赶紧拍完 要不然 耗的真受不 

那你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你还是要拍 是吧 

礼拜天拍 耗的不行了现在已经 

天哪 

 

第 50 场: 

尊敬的市民朋友 

23 日上午 

奥运圣火将在济南传递 

请观看的市民到经十东路南北两侧隔离栏外观看 

敬请文明观看 感谢您的合作 

济南奥组会宣传部 

现在火炬传递已经来到了燕山立交 

在燕山立交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健身广场 

这是群众从事娱乐健身 

应该说贯穿济南有 4 座大型的立交桥 

火炬传递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正在兴建的济南市的奥体中心 

这里将举行 2009 年的第十一届全运会 

到时候奥体中心一定会是 

全运会的主赛场 

是十车道，双向十车道 

就感觉 得 多宽啊 

 

第 51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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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啊 

你这是行为艺术吗 

你这不行 

想不想看看真正的艺术表演啊 

你到俺那屋去拍拍吧 

 

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强烈要求依法…… 

 

你 是闹着玩吧 不是真的吧 

谁跟闹着玩啊 

他这伙再这样 他汽油都准备好了在这 

哎呦 可 

他这乎的 老实  

他说不出话来 他真钻死牛角岬 

那天他踹了我一脚 

我不让来 那个麽 不叫他弄 我给倒了 弄了的 

跟你商量 你想什么结果呢 

没什么结果 商量就是结果 

他现在太不尊重人主要是 

哦 戴琪老师你认识吧 

我认识啊 怎么不认识 我同事啊 

原先是 那一届的文化馆馆长 

哦 闹了半天是馆长在这里呵呵 

我那时候很小啊 

你现在个人能行好吗 

你行好 

你奶逼烧香扑拉屌 行好也没好 

有的 撞着人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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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那车 

这个车过来咧 

好心 把他拉到医院送医院去 

赖上他了 

中国这么 这么一个大国 

他妈的 要 要没有 一个 好的政党来领导 

根本不行  

在这一点上 就应该 共产党来这个 领导这个中国才行唻 

解放不说 

光这 光这三十年  

改革 放这三十年吧 

老百姓这个生活发生多大变化啊 

你这个 你不 

不能不说是这个 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功劳啊 

 

第 52 场: 

缝了 5 针 

宝宝害怕吗 

我看 什么害怕呀 

 

第 53 场: 

什么时候能完 

我母亲 我母亲心脏不好啊 

你们这个拆法的 我母亲受不了 

今上午在那边拆  

这会又跑到这边来拆 

负责人是谁 

下边，楼下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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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了不算啊 

还有一段时间 

非得现在拆 

三楼啊 

 

拆 

 

你们负责人是谁啊 

麽 在顶上哪 

顶上 我是那个 对面那个 户主啊 

你们要再这样 我可 我也报警了 

什么 

上午那边不让拆 怎么又跑这儿来拆哪 

我是 那边拆这伙叫俺 俺都是供人趟行 

人家让俺从哪里拆 俺就从哪里拆啊 

没事没事 进去 妈 

你这不闲的吗 

妈了个逼的 

 

第 54 场: 

那个是什么啊那个 

这就是查摩托车 

罚呀你妈瞎鸡巴折腾 这帮孙子又缺钱花了 

什么呀 你知道麽呀 市政府给他们下了任务了 到年底，罚出一个亿来， 

要不 北园立交桥能起来 

本来我就计划你俩坐车 

然后我骑摩托车唻 

你说 我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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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骑摩托车肯定走这一路 

肯定就查住 

多好啊 你又被查了 

那天我就躲了一次 

小朋友 

 

第 55 场: 

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啊 

嗳 你要动 咱就不客气啊 

操你那娘哎 

我操你妈来 

快点快点 

我弄死你 

三个人摁着我一个弱女子啊 

我就不信 这么大的个学校 就不懂这点法律吗 

你听我说完一句 

我们 我们要是不弄你，我们就面临下岗了 

行 你下岗了 

我这个钱和谁要去 

我一家老小全糊着这里了， 

学校该你钱，你给学校要啊 

我告诉你 你哪一个也跑不了 

你这给我拍下来 你必须得给我保存着 不保存你小心着点 

 

热烈欢迎 2008 级新生 

 

你用胶带让 他把这桌子粘起来 

别骰了这抽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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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呢 

他这桌子 不粘 

不粘 净油 

谢谢你 张 张老师 

不客气 

来来来 看看看看 来摄一下 摄摄那个屋 

报 报 110 给你爸爸 给报 报 110 

老师 你照的麽啊 

我是学校里的 

学校让我把这个事录下来 

你别录我那个警车你 

我是过来给孩子上学的， 

给我删了警车，行吧？ 

我是来 陪着孩子来看 看学校的 

好，误会误会 我以为是过来 110 了呢 

不是不是 

 

第 56 场: 

日记本: 

为什么会存在？ 

 

第 57 场: 

今夜星光灿烂 8 月的中国 洋溢着如火的热情 诚邀八方来客 广纳四海宾朋 

今夜礼花满天 仲夏的北京 绽放着灿烂的心情 

见证拼搏奇迹 铸造荣耀巅峰 

因拆迁 本店所有商品一律两元一件 

武警有权采取一切措施 强行处置 

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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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拆迁 本店所有商品一律两元一件 

已经把绿色奥运 科技奥运 人文奥运的承诺 

建设民主和法制 社会 

今天是八月八号 

这日子好 又是奥运会 幕的日子 

所以啊 咱们济南市有两千多对恋人 早就看好这一天了 

能够和北京奥运一同迎接这欢乐的日子 

同时也是我们结婚的纪念日 

我们感到万分的高兴激动 

这是济南台报道的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第 58 场: 

李凝 

就这些钱了 

宝宝上幼儿园的 

你看着办吧 

 

第 59 场: 

上个月你又借四百块钱 

你看你这事弄的 

很辣很辣很辣 

那还吃 别吃了呗 

别担心 

我准备拿了你不愿意 

别放那里了 

不行 呜 我要买 我就要 

我给你说没有什么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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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场: 

你真想过来 

我给你出车票 发信人：璐 

 

第 61 场: 

六岁 

我才从 乡下进城 

那是一个 晚霞铺满天空的 傍晚 

望着满街呼啸而过的车辆 

我 瞪大了眼睛 

惧怕集体生活 

尤其害怕那种人员众多巨大的单位 

好像面对一个巨大的黑洞 

将要把我吞噬进去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衣橱边缘的划痕  

还没有被追究 

我就长大了 

中途如果揭 ， 

这个 这个档案就全部作废了 

接收单位也不予受理 

以后啊其他单位也没人 用你了 

小伙子啊 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好 谢谢 

 

97 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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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 

好 坐下 

组成世界上 基本的 这个 这个结构构造呢 

就是 就是有这样几种 几种体积 

我还没有想明白为什要存在 

你 却又来到了这个世界 

 

第 62 场: 

又在查车 你小心点 

发信人：老婆 

 

历下区交警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机动车驾驶证 

个人签名 李凝 

 

第 63 场: 

爸爸呀 是不是你的摩托车拉走了呀 

对呀 

让警察拉走爸爸的摩托车了 

你不用那么高兴 李青锋 

那个摩托车 都是 必须得要回来 

因为那是 送你去幼儿园的 

上面安了挡风玻璃 都是为了你 

要不 我去 我才不去要来 

那你别去要啊 

你把那个 把那个摄像机关了 

-我拍宝宝呢  -别惹我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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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宝宝呢 

 

爸爸 

你 你能不能 拿 回来那摩托车呀 

李青锋你过来 

能 我当然要把摩托车要回来了 

对了 是 是爸爸送我幼儿园的摩托车 

你快想想那个本在哪来 我找不着啦 

你不找  

明天你怎么要啊 

没有算了 

爸爸呀 

干啥 

没有算了 那么你不要了 没有算了 你这话说的 

那你找啊 你别吵吵 

你要找你就找 不找就算 

你光问我 

我又不知道你摩托车本 

又不是我拿我保管的 

你说有这么个东西 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来 

你自己东西你不知道 你找我 问我要 

那你自己东西 你干嘛你干嘛 骑我摩托车啊 

爸爸呀 那个什么 

为什么 你又借 徐浩叔叔的 这个摄像机啦 

李凝 你把摄像机关了 你小心我给你给扔了啊 

你给我干你的事去 别来烦我 

谁烦谁啊 

我给你说 你要不把摄像机关了 要不我就给你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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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简单 

烦人吧 

还有功夫在那拍东西 

你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李凝 

你要找你的本 

你就找 你不找就算 

爸爸呀 

嗯 

我上哪去找去 

你让我找找找 

你怎么不找啊 

我根本我就没见过你那个本 

你自己不知道 

我到哪给你找去啊 

 

凝子 我觉着 你那些挂着的那 

有时候放养老保险那个 

那里边 你找找啊 

我记着我还见过有那么一个本来 

是你的车的吗 

李凝你先找找你那边 

那是我的 以前的那个 

爸爸 

你为什么 又借 徐浩叔叔的 

这一个啦 

不问这个问题了 啊 

 

第 64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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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切 

都来得很晚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疯狂的迷恋我的同位 

而他 是一个男生 

我是邻居眼中的 

乖孩子 

我是母亲眼中的 

好儿子 

我是云青眼中 

不尽职的丈夫 

我是青锋眼中 

还可以的爸爸 

任何一个人 

总能找到他的精神和肉体 

结合 粘连的 一个点 

而我做不到 

不管那个整体是什么 

是世俗的 现世生活， 

还是虚幻的 

也许虚幻的东西 更能让我踏实 

是谁制造了我 

又是谁 裁剪了我 

拿着这些钱 

谢谢啊 

我想让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有饭吃 

都有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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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老了 

我也很累  

 

第 65 场: 

说实话你把我腾空抱起的时候 

我觉得很幸福 

那让我觉得 

自己是个被人怜爱的小女人 

可我知道那不真实 

我的身体属于我丈夫 

你的属于你妻子 

婚姻 可贵的是 

忠贞和责任 

你不要难过 

你其实是另一个我 

你在我心里，不不离 我 

发信人：燕 

 

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 –凌云焰 李凝 

 

正发送信息 

啊那他射在里面了吗？ 

已发送至：陈甜 

 

呼叫老韩 

对不起 您拨叫的用户 已暂时停机 

 

第 6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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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熙 

 

第 67 场: 

好凝 近还好吗？ 

你知道年后济南人才市场有个大型招聘大会吗？ 

你 好去看看 

说不定会找到适合你的工作 

近要是没钱 

从我这里拿就行 

电话要充值 

就响一声 发信人：徐浩 

 

一条新信息 

对了还有一件事 我又想起了《胶带》 

千万先别发表，好吗？ 

我 近又公务员考试 

怕有麻烦……好凝  发信人：徐浩 

 

第 68 场: 

小薇 接下来 去干嘛去 

不知道啊 我爸妈打算让我去当兵 

但是 当兵要２０万呢 

怎么 怎么当个兵还花这么多钱啊 

女兵贵嘛 

他们就想以后工作了在铁路上 

工资稳定 

文青 那公司你去应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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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场: 

恩，还是演出胶带吗？ 

我现在发现 

自己好像和周围的朋友都脱离了粘性 

分 后很少的联系 

感觉有点失落了 

告诉伙伴们我很想念大家 

祝演出顺利 

发信人：李亚 

 

第 70 场: 

然后 我们那个组织  

现在也叫肢体战斗游击队 

就是这个意思 

只要有人 

他 不仅仅满足于吃饱饭 

挣上钱 或者住上房子 上车 

他还需要这里填的话 

这个游击队就会存在下去 

不管是不是我领导 或者是不是我参与 

到处都有这样的游击队 

就是这样的 

好 

你可以困惑 

我们没有钱怎么运转？ 

你可以困惑 

今天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演员 

你也可以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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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不顺手 或者环境演出等等 一切没有人接受 

这些你都可以困惑 

但是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如果那个困惑了 我们一无是处 

因为我们不是职业的 

如果再丧失了自己内心的那种点东西 

你就什么都不是 连个乞丐都不是  

 

你好 你好 

很棒 

应该认识的 

我认识 我认识 

刚才在外面不打招呼了嘛 

李凝 你好 

上次 你做那个地震的那个 我也去看了 

地震？ 

就是 

就是鲁迅的那个吧 

哦，那个 

李凝在上海呆几天 

明天 

我还没定呢 

还没定 

你那个舞蹈团 怎么样 

舞蹈团现在不是很好 

就是处在 低潮的时期 

然后 今年没有纳到新的人才 

李凝你有没有什么联系的方式或者是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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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 我有 

可不可以给到我们你的手机或者是 

你现在就可以记 因为我没带着手机 

131...... 

你们愿意记都记一下 

 

第 71 场: 

好 燕 

去洗澡吧 

好吧 等我一下 

 

第 72 场: 

先感谢一个人吧 感谢一个人 

今天早上 那个 从银行收到了她的汇款 

她是完全不认识咱们的 

就你说的那个  

上海的那个 

对 这个人特别好 

从来不认识 

然后 就因为咱们写的那个募捐嘛 

人家就无偿的打过钱来 

来 我 们为她祈祷一下吧 

好啊好啊 

好人有好报 

她也是在公司里打工的 

我看她博客 

也没钱 但是这人就是特别 

还真有无缘无故给我们钱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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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等我们以后有钱了 

一定要报答她 

作为我来说 

干 

今天放 喝 

恭喜你们啊 

 

第 73 场: 

我不管你的事 渐一年冬天你出去光着弄的 

你弄这一套干啥 

我怎么光着弄的啦我又 

还得动用别人 

我弄我的 你跟你跟你  

吵吵啥呀你 

你别跟我吵吵 

你要这么样 我接着我就回老家了 

我叫你折腾去 叫你晚上不回来 中午不回来 

你送孩子你接孩子 

我看你自己安排 

我就不愿意你干这些事了 

我给你说吧 你干别的我都高兴 

就这个 就烦人 

没有什么发展头 我早看明白了 

刘云青还能挣点工资唻 

咱捞不着花是另一码事 

人家还见月什么唻 

你这算啥 

刘云青还给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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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么给刘云青说说 一分钱不给你 

你看 她还没悟过什么事来唻 

你就整天干涉我的事 

我们这种功法吧 不是谤佛 

他天目怎么 啊 

我去接孩子 真事， 

不用管了 

把你碗刷了 

 

第 74 场: 

贴这种仿真的钱 

对 

撒这种冥币 

然后到时候撒到马路上 那些司机 不分神啊 

要不 真的引起交通事故来 

就 就麻烦了 

这儿是北园立交桥 

就是 堵车堵的 漂亮的地方 

一定要在 他们堵车堵得 厉害的时候 

咱这个车 就说 扎进去 

特别漂亮 

然后 咱们 那个 作案的地点呢 就是从这里出发 

过了这个铁桥 

重要的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堵得 厉害的时候 

然后摄像师 

小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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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 

小崔 这 

然后这是小安 你从这 

你们两个之间要相差 相距有十五米左右 

就说 你负责拍远景 

你负责拍特写 

老韩，你那个摄像机就跟着我们那辆车一块行动 

你明白吧 

这个地方是绿灯 为什么 

因为绿灯的时候 大量的车会跟过来 

过了路口 

咱们这样的话 就说咱后边拍出来 

咱的那个 货车后面还有车 

就很好看 

一辆咱自己的面包车在后面紧跟着 

那一台摄像机就在面包车上 王启鹏 是负责 

文青负责看对面的 

文青负责看对面的 

那个就是 就是红绿灯 

就说这个路口，有警察， 

这个路口有警察 

而且还都不少 这两个路口 

但是中间这里，这一带，包括这个铁桥 是没有任何警察的 

 

第 75 场: 

好 差不多 

通知摄像师赶紧的 

快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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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准备 准备 

正好 绿 绿灯 

现在是红灯 

啊 

现在是个红灯吗 

不行啊， 

他俩在那儿呢 

在哪 

摄像边上 

不行啊 

没堵上啊哎呀 

你就往前 就行师傅 

糟糕 

到那儿就是个绿灯了 

快 吧 师傅 你 过去吧 王师傅 使劲  

到那儿堵住 那儿堵住 

我现在起来吗 

来 准备 

她怎么这样 小薇 

我起来吗 

你自己拿主意 

唉呀你 你起来 站起来拍 

大家准备 停 王师傅 

停 

起来 

行吧 

好 你下吧 

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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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案子之后 

没有被警察发现 

整个过程完成的非常顺利 

我们 看着蔚蓝的天空 

心情非常地释放 

觉得自己 好久没有这样轻松过 

 

第 76 场: 

世界上是好人多 还是坏人多 

坏人多 

为什么 

坏人是 

敲门的 

大飞机 

 

打招呼吗 

对 谢幕的那种感觉 

然后往左边先从韦立那边 始看 

爸爸 

妈妈 

宝宝是个小胶带纸 

我就黏上爸爸了 

越拍越象婚纱 

 

第 77 场: 

熏死了 

什么玩意啊 

这不是悖晦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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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就是民族败类啊 

拍环保的题材为主题的一个 

往上弄就行啊 折腾死了 快点 快点往上弄 

好 你的脚 始擦吧 脚 始走 对 

下一条 

你呀 任何活动也好 都要 

叫什么 

李凝 

凝 是混凝土的 凝 

怎么写 

两点水，混凝土的凝 

多大 

跟我们到辖区走一趟吧 

把那玩意给我关了 他妈听见了没 

正在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有两个偷车贼 竟然把警车给 走了 

于是趁着混乱 我们逃离了现场 

 

第 78 场: 

不行 爸爸以后别动我储钱罐啦 

 

第 79 场: 

时间: 

2008 年底 

 

第 80 场: 

回家的感觉 怎么样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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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了 是吧 

弟兄们 欢迎小娅回到舞蹈团 

欢迎阿香来到舞蹈团 

谢谢，谢谢 

他现在上幼儿园非常好 

在班里表现很好 就是那种能当班长的那种料 

那以后千万往那个方向培养 

对对 千万不要学艺术 

好像一般父母做什么工作 

就不要孩子做什么工作 

现在 什么叫五毒呀 

吃喝嫖赌不算了 

加上一门搞艺术 

绝对倾家荡产 

比吃喝 比那个吃喝嫖赌抽 可厉害多了 

想败家败得快 

就让孩子搞艺术 

搞纯艺术 

你那同学不是好多都那样子的嘛 

就这一伙人 

坚持了很久很久  

就胶带完之后就都走了是吧 

没有其实胶带到现在还没有拍完 

我也不得不去 运转 

你看李娅那表情多好 

你这人就是 

你快找个有 有经验的摄像师 

我就从头到尾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摄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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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自己，我还得演 

启鹏 我说这个你要听着 

米饭喷出来了 

春天是 

好久没听虎胜唱歌了 

 

第 81 场: 

喂 殷老师啊 是我啊 李凝啊 

那个硬盘啊 

所有的素材资料都在 那上边啊 

昨天晚上也没睡觉 

幸亏好多带子还留着 

要不然 真是他妈的万劫不复 

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灾难啊 

 

第 82 场: 

小薇现形吧 

又夹下一绺头发 

好了 这次 这次就 拜托小薇 

拜托砂轮 拜托启鹏 拜托万永了 

恭喜 有请我们获奖人员 

上台领奖 

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颁奖嘉宾 

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龚建萍女士 

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王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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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看大屏幕！  

感谢 2008 城市风尚榜...... 

是 李凝吧 

王刚 王刚  

老同学 

我这  

这么多年没见 你都在忙什么哪 

我是大部分时间在欧洲  

忙成大艺术家了 

你这身材保持不错啊 

玩笑 你现在在 哪 

我 现在省文化厅 

 

第 83 场: 

这儿有个饭店 

 

拆 

 

我们第一 欢送砂轮 离 舞蹈团 

第二呢 这个 辛苦大家 然后那个 

把这个什么商业的演出 那个破商业演出给他们搞了！ 

好 

干了啊 

来吹了吧 

砂轮吹啊 砂轮要走了 

一块吹吧 

来 一二三 

怎么你们都不吹 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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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让你吹的哈哈 

圣诞 

团 团会啊 

你忘了咱每年不都 

今年没有哦 

咱今年人这么少  

特写 宛如 

别烦她了 

别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 

什么时候 始 看到有我这个人的 

砂轮一进来 就 就看得到这个人 

真的 真的 

从她一进团就 就看到 

然后那时侯 就是那个 早说做胶带就是跟你说的 

我大学特别的留念 大学三个圣诞节 

都是在凌云焰过的 

咱以前过圣诞节多好 

因为今年人 人都走光了 

也没发牌 

我也没钱弄牌了 

诶 我有我有啊 

哎呦太好了 

啊 你今天还带了啊 

我那牌呢 我没有牌啊  

砂轮这么好 砂轮还居然带着牌牌 

这种牌是 作为演员来说 高级别的 

没事，我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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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薇 我给你发 

我早有了 

小薇都四个了 

这个是 漂亮的 有一个翅膀 

但这个 翅膀老折 

你忘了小薇那个不断了吗 我那个也断了 

你比如说杨宛如 就算是元老元老会的 

她八岁入团 

太远 太老了 

没办法，只能熬吧 

慢慢来 

所以你第一关 先把十个成员招齐了给我们  

拿错了 

sorry sorry 

要不我们明年揭不 锅了 

 

第 84 场: 

一条新信息 

老大 

我先回家过年了 

需要了 

就叫我啊  发信人：启鹏 

 

第 85 场: 

打住 闪光灯不要 

不准拍啊 你征没征得我的同意 

在我们的地方排你东西你不知道吗 

咱们是两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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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和 你和辛强联系了吗 

我们就是这个店里的 

那行 你要征得他同意啊 

咱们都是 咱都是辛强同意的 

他同不同意我不管 

那不行 你拍我 我们还有我们的肖像权呢 

对呀我们就是店方的人好吧 

对呀但店方的人你要先征得  

我要拍你 可以吧 

不行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征没征得我的同意 

你问杨辛强去 

滚 

谁先骂的谁  

别拍了 

我操你干嘛你 

滚  

李老师 去包一下吧流血了 

这个 先别拍了  

你把他叫过来 

都别走 

你也别走 我告诉你 有种的单挑 别仗着人多 

我告诉你 你小子别猖狂 你他妈才多大年纪啊我操 你仗着人多 是吧 

仗着人多 走 单挑去 

走啊走啊 

他先找的事走啊 

我找什么事了 我找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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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问你 我说 

闭嘴 

你先动的手 知道吧 

 

头 头什么地方破了 

他照相机砸的我 

傻逼孩子 

小子敢贴我 

等着 

李老师赶去 去包一下吧 

不需要谢谢 

他是你们店的人吗 

是 那边的设计部的 灰姑娘设计部的 

妈的猖狂什么 我操 

 

第 86 场: 

一直以为 

自己是个可以抛下一切去战斗的勇士 

可真到紧要关头 

却总是软弱地败下阵来 

是 被一种东西牵扯住了 

它使我有所顾忌 

一瞬间 

就退缩了 

 

时间: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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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场: 

你干嘛的 

我是 我是八局院里的 

八局院里的 

哎 

院里的 你拍这个干嘛 

我原来就住在 5 号楼 

不要拍 我给你说，别乱拍啊 别惹事 

这是历下区拆迁唻 

武警看见上来就把你弄下来 

 

第 88 场: 

没钱啊我现在 没多少钱 现在就一二百块钱 

那你找着她的钱了吧 

没有 没找着 

给你点钱啊 

行 给我点吧 

不要紧 妈 你不用担那么多心 

他写的那结论是怎么着 

写的结论是 

小点声 

李凝对政治不感兴趣 

是属于草率跟风 

你呀 遇到紧急事 你别不相信 

哎呀你别老说这个 

一定 一定要 法正乾坤邪恶全灭 

他对面给你讲着话 

你静下来你就这么 清除邪恶 清除邪恶 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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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邪恶 他就不往你身上走 

他们今天就是提审我 就是审查我 

然后我很镇静 然后基本上很坦然 

我又不偷 不摸 不抢，不杀人放火 

我又不是坏人 

对呀 我什么坏事没干过 

他俩 后也觉着 

唉 你这个人真是好人啊 真单纯啊 

你说就是 

我说我就是很很幼稚 我思想停留在 18 岁 

他说他说 看上去根本不像快四十的人他说 

后 后这不  

关系还挺融洽的  

你可别看这个 

我才不上这当呢我知道  

你可别想些这个 

你也别跟学生透露这事 

但 但是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我做那个 

就是 那个  那个电影胶带这个事 

毛主席那个啊？ 

不是 那个没事 就是 近做的这个 

近做的什么啊 

就那个胶带啊 就是 那个 电影  戏剧和电影啊 

不让你捣鼓你就不听 

人问你什么目的 你就说没什么目的 

我当然说 他都看出来了 

我就说 我就是个艺术家啊 

我说我就是个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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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都很明白，他看 他什么人他一眼就能看透 

你说我又没弄什么事 

他劝我啊 他刚才 我一路用摩托车把他带过来的 

他手搭在我肩膀上 还挺还挺 

我看着他 着车走的啊 

对 他们是 但是他来的时候，是让我带着他来的  

是有车来接他吧 

对 来的时候是我用车 我用我摩托车把他带过来的  

你看 就是啊  

带过来的时候 他还挺热情的搭在我肩膀上说， 

那个 你啊 安心搞你的艺术 

不要 牵扯政治的事了 

我现在在泉城广场 

那行 你这样 

你啊 

你那个 

我看看 

你打辆车赶紧到我家这儿来吧 

就是胶带那个所有的影片素材那个带子 

大哥 

我现在正在赶往艺术学院大门口那里 

李娃克跟您约了是吧 

对对 

那东西您拿了吗 

拿了拿了 

好的 大哥 现在不太妙 

然后 我先处理完我这边的事 

然后你跟他见面，然后你说 我 我一会 我我 腾出空来我去找你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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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 你放心吧没事 

凝子 咱家里电话恐怕也被监控啦  

哎呀我给你说 我现在才发现 

你只要住在这个地方 

你所有言行 

通话 都是有记录的 

你根本就不要 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 

他们就是 什么都能看得见 

所以说 得注意了 

根本就没有隐私  

快别琢磨什么偷偷摸摸 

他们就是 他弄你啊唉呀 

今上午就有种被强奸的感觉就是 

你还得配合他  

然后我把电脑里东西清一下 

你别乱说实话啊 你这个孩子 

钱挣不找不说， 

弄这些不利索 

你想想你对得起老婆 

孩子老娘不 

 

第 89 场: 

我喝一箱的时候，是 清醒的时候 

你象我们捐的那个钱 人家捐给我们七千多 

然后我 我大部分给我母亲交了暖气费 

然后 剩下一部分我买了一个显示屏 液晶的显示屏 

因为我眼睛不行嘛 

大概每个演员我又给了他们三四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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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挑是吧 所有人  

所有人就看着我操 谁 

他妈 他八零后他不遵守这个规则我操 

祖国从来没一个靠  

靠单挑赢得皇帝宝座的 

也没一个从来 

靠单挑赢得黑社会宝座的 

我就不会缝三针的问题了 

这一点我觉得太浅显了 

 

第 90 场: 

哎呀你快行了吧  

这事 陈甜都给我发短信了 

你说你 我也和她 我也和她作过 

但是我 可没把它 没射在里边 

你怎么就射里边了呢 

谁射里边了 谁射里边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男人 也得 

所以我 我拿着我的档案 

这里边全是他妈 别人监视我的记录 

我从小到大 从上小学就记录 

我作为它的主人 

我却没有权利去看一眼 

我还得 我还得配合他 

太迷恋这个东西 

但是我不迷恋这个东西进入别人的身体里 

那时侯受到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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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它进入别人的身体里 

我不想伤害别人 

给你打了半天电话 

耍刀呢 

先把刀放下 

找个凳子 

 

第 91 场: 

老大 你没事吧 

好启鹏 

我操 

没办法 

我就得用摩托车 带着那个家伙 

他把后背 贴 着我 

象一口痰一样 贴着 我 

 

到家 停车 

停车 

我出于好意 

我就 就 揽着他的 他的腰  

怕他摔倒 

结果 

我的手 

摸到了一 

一把 枪 

 

第 92 场: 

将来 爸爸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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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着爸爸 

好孩子 

你可要 说话算数啊 

对了 

 

第 93 场: 

有一次 

我给段姐看了这部即将完成的影片 

她对我说 

你可以为了自己的作品跳进冰河 

可是你却忍受不了刷碗时的冷水 

你倒是每天过的都很快乐 

可是这对你的家人公平吗 

我 无地自容 

 

第 94 场: 

大众人才网 2009 年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 济南市人才交流市场 

 

在走向队列的那一刻 

我的心情没有 那么 沮丧和痛苦 

相反 

我感觉 自己 

对得起 丈夫和父亲这两个称号 

我有了另外一种 很踏实的感觉 

 

行啊，只要能交养老保险 

一千二就一千二吧 

总比你自己光花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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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老婆 

 

第 95 场: 

求职应聘表 

年龄：37 

身份证号：……07154116 

所学专业：雕塑 油画 

……在文化东路二小上小学 

济南市第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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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Treatment
     吳⽂光作品 

 

【画面：一片楼群的废墟】 

（旁白） 

两年前，也就是 2007 年 7 月份，我母亲已经住院⼏个月了。  

我赶回去看她。 

若⼲次我母亲住院都是平安出来，但这⼀次，⼤家都有预感：她出不来了。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医院(出⼝)她要⾛到另外⼀个地⽅。 

我母亲住的医院叫老⼈医院。 

老⼈医院的意思，我去了后就知道，实际上是⼀个等死的地⽅。 

住在那里的⼈都是些不治之症的⼈，垂危的⼈。 

他们就长期住在这里，就到最后，有⼈车推着他们去到该去的地⽅。 

  

【画面：在昆明老家屋子，无人居住的空屋】 

【画面：抽屉里翻出母亲遗物，一本书翻 ：（字幕）妈妈，此书献给你。谢谢慈母之心。

儿文光。1995 年 4 月 

（字幕）妈妈，我写的这本书，有您和三个姐姐、我们⼀家的⽣活。送给您此书，以此纪念。

⼉⽂光。1994 年 7 月 2 日 

  

【画面：工作室，布置镜头前自拍】 

（对白） 

我再补个光。 

- 这后面太暗了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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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墙打亮就行 

你看，那些硬盘就有光了 

  

【画面：工作室，吴镜头前讲】 

昨天我看了我母亲的这段影像， 

是 98 年夏天拍的，那时她在北京。 

这 12 年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段影像。 

昨天看了后，今天醒来，想着这段影像，还有这些年的一些事。 

可能我在剪辑和我母亲有关的这个片子时， 

初衷和纪念有关，但我想和治疗（treating）也有关系。 

去年我做了那个叫“治疗”的剧场作品， 

现在我想把这个片子和“治疗”结合在一起。 

我从母亲想到治疗， 

或者说，我在“自我治疗”的过程中想到我母亲。 

这个片子肯定和“怀念”有关，但我还是想在其中找到一个重要的点， 

来说明做这个片子对我现在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仅仅是怀念，这个重要的点出不来，这个片子就意义不大。 

所以这是我现在剪辑这个片子的重点。 

我还会做一个有关我父亲的片子，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会做， 

这是和“调查”有关的一个片子。 

  

【画面：废墟楼群】 

（旁白） 

在昆明将近 12 天时间里，每天我就像上班⼀样去到医院，有时上午去，有时下午，有时晚上

去。12 天时间里，我母亲从开始见到我时神志还算清醒，还跟我亲热说些话，慢慢地，她说

话的次数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微弱。她好像也不想表达什么东西。这就是我和我母亲度过

的这最后 12 天时间，在昆明⼀个老⼈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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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镜头继续在老家屋子搜寻】 

（对话） 

估计这个杂志上面有我的诗。 

- 这是谁写的信？  

- 陈坚 

  

这是文革时的照片。每个人都戴着毛主席像章。 

- 这是 69 年照的。  

- 你大姐还很漂亮。 

 

我大姐后来去了农村。69 年，我妈那时 50 岁。我 13 岁，我三姐 20 岁，我二姐 22 岁，我大

姐好像 24 岁。 

 

- 你怎么知道这个照片是 69 年拍的？  

- 当然知道，我们全家就要分 了，然后照这张像。 

- 你爸爸呢？  

- 他之前就先走了，到农村去了。 

 

这是我妈，我大姐，二姐，三姐。拍完这张照片，我大姐去了农民，我三姐也去了农村，我

妈也要去农村，带着我一起去了。全家分别去了不同的农村。这是走前 后一张照片。 

 

【画面：母亲镜头前讲】  

母亲：文化大革命 始后，我们都要去农村，我的母亲留在城里，两个女儿都要去农村，我

也要去，只有二女儿留在城里。我带着我儿子一起去的，那年他 13 岁。 

 

【画面：工作室，翻 从前的日记本】 

吴：这是我 74 年写的日记。75 年的日记在哪里呢？这是 76 年的，这是 77 年，这是 78 年，

这是 79 年。80 年的在哪里？噢，在这里。这是我写的诗歌。73 年写的，还有 77 年，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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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74 年写的日记。上高中二年级写的。那时我们读高中只有两年。这是毕业前写的。“读

书与笔记”。“ 先朝气蓬勃走向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马克思 

  

“1974 年 4 月 27 日”，那时写的日记。 

你的日记写的就像“向党汇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青年也同样，你不属于无产阶级，就属于资产阶级。

要成为一个革命青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世界观的改造，思想上的一个痛苦磨练。

首先青年就要努力看书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头脑中政治挂帅，随时都有一

个清醒的头脑，在任何风浪中都不动摇，不迷糊。” 

- 完全就是思想汇报。  

- 我操，就是。革命得一塌糊涂。 

吴：是诚心诚意的自我要求，不只是写成文章。写这个日记时我连团都没有入的，想入都入

不了。一个月后才入的。 

- 是因为家庭问题吗？  

- 对。我表现是很好的，还是班干部。因为我的家庭问题，说要多考验我。 

 

“74 年 6 月 30 日，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是毛主席写的。“学完以后，心情非常激

动，感受收获都很大。”这是 74 年写的，我 17 岁半。18 岁还不到。又是一篇，“学习《实践

论》” 

 

【画面：母亲镜头前讲】  

我儿子文光是 1956 年生的，日子是 10 月 23 日。我怀孕的时候，在工作，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到第六个月才知道自己怀孕了。我没有反应，什么都吃，饭量也大，很

能吃。生他的时候是在一个小县城里。 

 

【画面：废墟楼群】 



 893 

旁白：老⼈医院从⼆楼到三楼、四楼，都住着病⼈，都是上了年纪的。在医院里我感觉奇怪

的是，治疗只是形式，医⽣只是按照常规⾏事，发药，打针。所有⼈都⼼知肚明，这里不负

责解决问题，不可能进⾏有效的治疗，因为没有任何办法了。这里的⼈都是些什么病呢？瘫

痪，丧失记忆，癌症，最后的晚期，中风。中风病⼈是最多的，神志完全不清醒。 

 

【画面：工作室，翻看老照片】 

照片后面有日期挺重要的。 

吴：这是工作证上的照片。李佩英，性别：女，工龄：六年，职业：会计。是什么时候的？

估计是 1956、57 年的吧。看不出来。这个章是什么呢？那时我妈大概有 30 多岁吧。 

镜头推上去。当时有几个朋友来，他们来拍摄什么我忘了，我妈在旁边看。她看了下表，不

知道什么意思。她在看拍录像。 

 

【画面：草场地，吴在一个女孩肚子上写字】 

“辛酸” 

你以后就要和“辛酸”做斗争。 

“辛酸。辛酸。辛酸” 

 

【画面：工作室，翻 从前的日记本】 

我是从 1973 年 始写诗的。“奖给吴文光同学”，这是为什么奖给的？“昆明第六中学革命委员

会”是一个体育奖还是什么，忘了。 

 

这是我对自己写的诗的追求。“让我的语言，变成大海的波浪；让我的诗，飞在万马奔腾的激

流上；让我的情感，化作金色的瀑布，一泻千丈。” 

这上面还写着“作者的话”，好像要出版一样。这是高中时候写的。 

 

这是我的第一首诗“诗歌朗诵会”。 

 “啊！热闹非凡的操场，显得如此繁忙， 

“诗歌朗诵会”的帷幕已徐徐拉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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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英雄的道路，扛起雷锋的枪 

歌声嘹亮，诗声朗朗 

歌声穿越云山，诗声飞越大海 

激荡四海五洲，响彻四面八方  

是啊，美好的社会，怎能不使人高歌引吭 

是啊，英雄的人物，怎么不使人由衷敬佩 

诗歌和着春风，吹进人们的心窗 

诗歌犹如号角，引起人们心潮激荡  

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时代的闯将 

踏着雷锋的足迹，高歌猛进，奔向前方。 

 

这是 1974 年 4 月 11 日写的。那时是……16 岁。 

 

【画面：工作室，吴镜头前讲】 

当时我在问我妈有关我爸爸的一些事，当时很想让她说说。我妈当时住在我北京家里，住了

半年。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昨天晚上我看这段录像时，心情特别复杂。这是我 12 年后第一

次看这段录像。当时拍了后，做了标签，就一直没看过。我一直知道我拍过这个，但没有再

看，只是在磁带里。我还是有点不敢面对我妈生前的影像，特别是录像。照片是静止图像，

人去世了再看，还能接受，和录像不一样。录像一放，人就好像活起来，它栩栩如生，表情、

眼神、动作、说的话，声音非常熟悉。录像让人活过来，让人就会想到特别多的东西。这段

录像拍的是我妈在我北京家。拍的目的是，想随意拍拍，也想问问我爸爸、还有从前的一些

事情。 

  

【画面：母亲镜头前讲】  

吴：当时我爸爸是不是每个月寄我的生活费给你？每个月寄多少钱？ 

母亲： 始是 20 块。后来我到农村后，寄 18 块。有一次在农村，我的一个同事－他叫什么

名字？叫孟。他看到有我的汇款单，帮我拿了。他问：是不是你丈夫寄来的？他在哪里？我

说：他也在农村改造。他说：大家都一样，不要害怕，不要紧。我说：对。都要改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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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 18 块够不够你儿子用了？我说：够了。我也有工资。旁边一个人说：要那么多钱做什

么？18 块一个小孩够了。 

吴：每个月我爸爸都按时寄钱给你？ 

母亲：对，按时。 

吴：原来寄 20 块，为什么后来只寄 18 块？ 

母亲：不知道。可能他要寄钱给他妈。他妈在四川老家农村，是地主成分。 你爸爸的妹妹不

管她。  

你爸爸写信说，他要寄钱给他妈，每月寄 15 块。他的工资每月 50 块多点，再寄 18 块是你的

生活费，他自己剩点用.  

吴：我妈住在我北京的家。这个家很小，只有两间屋子，还有一间很小的客厅，吃饭的地方。

卧室也很小。我妈住在卧室里，我就睡在另外一间屋子的阳台上。电视机也搬到卧室，我妈

喜欢晚上看电视，我在另外屋子做事。有朋友来，我妈特别高兴，会坐在旁边，听我妈讲话。

她特别 心。  

 

【画面：工作室，吴镜头前讲】 

我问过我妈，想不想回老家昆明去。她说：我不想。但 始想让她回昆明去，觉得这个屋子

太挤，特别想让她回去。刚好我的一个表妹从昆明来北京玩，带着她的孩子来北京过暑假。

我表妹说她 10 多天后就要回昆明，我就想让我表妹带我妈回昆明。我把这个想法和我妈说了，

我妈就说：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在这里了？我说不是，是觉得北京太热，这屋子太挤，你回昆

明会好些。我妈说：你是不是嫌弃我了？是不是我在这里影响你了？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快要离 的那几天，我看出我妈……她情绪还是有些低落。我看出她是不想离 ，特别不想离

。她想在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这里年轻人很多，家里经常有客人，觉得很 心，但回

到昆明就是她一个人住。  

 

【画面：吴母亲看报纸，吴和母亲对话】 

吴：你喜欢看这个报纸啊？ 

母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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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这个报纸你也喜欢看？ 

母亲：啊？ 

吴：你也喜欢看这个报纸啊？ 

母亲：喜欢。看报么，是一种习惯了。 

 

【画面：工作室，吴镜头前讲】 

离 的那天我送她去飞机场。到了机场，她的登机牌换了后，就往里面走。我不能往里面走

了。我表妹带着她的两个孩子，11、2 岁的孩子，在前面走，我妈跟在后面，她腿脚不利索。 

 

但我不能往前，只能站在安全线这边。我在线这边看着我妈走的不稳，但又着急地追着我表

妹，好像怕赶不上她。 

我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特别难过 

我站在安全线这里，就过不去那边 

我妈往前走，我只能看着她的背影 

但我只能站在线这边，过不去，只能看着她的背影。她没有回头，往前走。我只有看着她的

背影，然后消失。 

 

这个场景以后很多年会不断出现在我脑子里。我有一种内疚是，为什么我没有跟我妈多待一

段时间呢？当然我妈回昆明以后，几年里我经常回去昆明陪我妈，算是一种补偿。 

 

但是那个场景……我从小被我母亲带大，一直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等她老了，我也长大，她需

要我去搀扶她，我却站在一条线这边，过不去，只能在这边看着她，远远地看着，看着她往

前着急走，然后消失掉，而我无能为力。 

 

这种画面不断出现在我脑子里……昨天我再看到这段录像，脑子里出现的都是 12 年前夏天的

那些事。人生，生死两界。你，无能为力，各自站在一边，互相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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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片子……我怎么在这种自我清理的过程中，有关母亲的回忆，还有我的成长，这个过

程中，我的内心的变化，还有我怎么通过“治疗”的方式，让我的人生……虽然不可能变得多么

健康、灿烂的，现实总是……我们总是在一条泥泞的路上，一点点往前走。我在想，我是在寻

找我母亲，回头看她如何在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中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当然母亲的影响是潜

移默化的……  

 

【画面：母亲镜头前讲】  

母亲：你爸爸买了个收音机是日本的。  

吴：你在农村时，我爸爸给你写信吗？  

母亲：很少写，很少。  

吴：一个月有一封吗？  

母亲：没有。我收到他寄来的钱会写信给他。  

吴：他回信吗？  

母亲：来过一次信。一般他都是在汇款单上的“附言”上写几个字。  

吴：我记得他爱写信的。  

母亲：那时天天劳动，谁有心思写信。  

 

【画面：废墟楼群】 

（旁白）老⼈医院里的那些老年病⼈，基本上都是：冷漠，没有什么表情。病⼈家属来了，

都站在床边，做出非常关切的样⼦，嘘寒问暖。⼀般每天中午两点左右时，午觉后，那些护

⼯会把老年病⼈用轮椅推到⾛廊上，那地⽅可以晒到太阳。 

 

⼀排轮椅上是老年病⼈，他们面朝窗户，太阳照在他们脸上，在他们身上⼀点点移动。那些

护⼯坐在旁边打⽑线，聊天，抽烟。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那些老年病⼈⼀排面朝窗

户，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他们在这里呼吸新鲜空⽓，晒太阳。他们始终沉默着，好像失去了

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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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有⼀个老头，他⼿里永远有⼀本书，书名叫“秦城监狱纪实”。我记得第⼀天我看他看

的是第 7 页，到了第 10 天，他看到第 8 页。10 天时间里他只看了⼀页。我觉得他是在非常努

⼒地看这本书，非常认真地看。其他⼤部分老年病⼈，他们不看书，只是眼睛呆滞地望着窗

外。 

 

当他们⼝⽔流出来，或者是想要喝⽔时，嘴里就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这些老年病⼈的样⼦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之将死时可能就是这种命运，他们被⼈推到窗户旁，要他们晒太阳呼

吸新鲜空⽓。没⼈知道他们⼼里是不是就想晒太阳或呼吸新鲜空⽓，也没⼈问过他们，也没

⼈想知道这些。 

 

这些老⼈会⼀个接⼀个从这里消失，被⼈抬上车，送到⽕葬场。⼈们聚在⼀起，说些悼念的

话。这个⼈变成灰，装在⼀个盒⼦里，埋在地下。立起⼀块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画面：工作室，翻 从前的日记本】 

吴：这不是什么私人日记，完全是……是“读书与笔记”。这种青年时代过得真是硬梆梆的、空

空洞洞的。哦，这个日记写的是我下乡当知青的。是 1974 年 12 月 21 日写的。 

 

“今天实现了以前所想的那样：离开了城市到了蒣⾕这个村⼦安家，踏上了新的征程，开始了

⼀种从未有过的新⽣活。这里有着诚实纯朴的农民，也有经受过锻炼的老知青，有许多我从

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也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 

 

- 你这个日记写的什么内容？  

- 什么都没有，全是空洞的，写的都是理想、抱负，好像生活在什么……  

你看，这里注明的是“写于村子里的一间临时住房”。当时我们还没有正式的房子住。  

 

【画面：母亲镜头前讲】  

到了晚上睡觉时，我觉得肚子不舒服。又睡了一会儿，大概到 11 点钟，肚子更加不舒服。我

丈夫不在家，出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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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小女儿，她还小，在睡觉。我就起床，去敲我的同事的门。我说我

要去医院里生娃娃了，我的女儿就交给你帮忙照顾下。331 332(47:30)这个同事是个男的，单

身，他说好。我只有托他帮忙。 

 

然后我去找领导，让领导帮忙送我去医院。领导去找了几个人，用担架抬我去医院。我不想

坐担架，我说我可以慢慢走到城里的医院。 

 

他们还是抬着我走了一段，我说，我还是下来自己走。走一段路，肚子疼，停下来休息；然

后再走，疼了又休息。差不多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医院，这时天已经亮了。 

 

医生让我进产房。医生检查后说：你还没有到生的时候的。你先睡在床上休息下，再等一下。 

你不要走了！我说：我太疼了，怎么办？医生说：你还是要忍一下。 

 

一直到了第二天上午 11 点，我感觉更加疼了。医生说：好好，上产床吧。医生检查后说：你

怎么还生不出来呢？你都是生第四个孩子的人了，怎么那么难生？我问：是不是难产？医生

说：不是。是你羊水破得太早，是“干生”。  

   

【画面：老家屋子】 

- 你看，这个钟还一直在走。 - 

- 对  

   

【画面：工作室，翻看日记本】 

吴：哦，这个日记是写我和我妈的，很重要。这是……1980 年 12 月写的。 

 

我和母亲在街上⾛着，夜晚，冷风嗖嗖的。我和母亲晚上没有在家做饭，到外面吃点东西。

在路边我看见有⼀个街边摆在地上的书摊，有好多杂志。我⼀直非常喜欢看⽂学杂志，夜⾊

和路灯下这些杂志让我停下脚，我拿起其中⼀本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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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往前⾛了⼀段，发现我不见了，回头过来找我。我很想买杂志，但又怕花钱。我放下杂

志，和母亲继续⾛。 

- “你看什么书？母亲问。 - 

-  “⽂学杂志。”  

- “好吗？”  

- “很喜欢，但不敢买。最近常常这样，不敢进书店，看见好书没钱买，真是⼀种受罪。”  

 

⾛了⼀段路，母亲说：“买吧。”接着又说：“小时候你常常这样，⾛到⼀个租书店，就不愿跟

我⼀起⾛了，要⼏分钱，进店里，就坐在里面看书。唉，有好⼏年了，你都没像今晚这样和

我⼀起上街了。  

 

回来路上，又路过那个书摊。我记得母亲的许诺，但又不好意思提醒，只是放慢了脚步。母

亲直接⾛到书摊，问我：“是哪本？”  

我指着那本⽂学杂志，说：“这本。”  

- 母亲问买书的：“多少钱？”  

- “⼀块⼀。”  

母亲付了钱，我拿了杂志。⾛的路上，母亲轻叹了声：“⼀块⼀呀！” 

 

我有点警觉，母亲是不是抱怨太贵了。但我听到母亲说：“有多少⼈的⼼⾎呀！不容易呀！”  

我⼼里⼀阵冲动，却说不出话来。  

“你小时候跟我⼀起⾛，个⼦还不到我这里。”母亲用⼿比着自⼰的肩膀。“可现在……”母亲仰

视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我侧眼看着母亲，⼼里升起⼀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母亲并不矮小，她比世间任何⼈都⾼⼤。  

（记昨晚⼀件小事）  

 

- 你想你妈妈了吧？  

- 我妈经常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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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特别想要什么东西时，她会帮我办到，而且做得很冷静。我当时在农村当知青，那时全

国只有出版几本文学杂志，我都想看到。每个月我母亲去买了，寄给我。每个月都这样。 

还有一次，跟我母亲在农村时，那时孩子们都喜欢吹口琴。一个口琴 3 块 2，很贵啊，那时候。

别的小孩有口琴吹，我没有。终于有一天我跟我妈说，我想有一个。我妈犹疑着，好一阵没

说话。 后还是说：买一个吧。后来就给我买了个口琴。这篇日记记下了我和我母亲的这件

事，我无意中翻到的。 

 

【画面：母亲镜头前讲】  

我当时太疼了。医生说：不用担心，我守着你的，等着你生。等我叫你用力你就用力，没叫

你就不要用力。我说好。 

后来，医生说：我看到了，你用力！哎呀，我的力都没有了，太疼了！后来医生给我打了一

针，大概是催生的。10 多分钟后，医生叫我用力。我 始用力，就生下来了。 

 

哎呀，孩子生下来了！好像卸下个大包袱。医生说：告诉你，你生的是个儿子。我说：好好。

医生说：他还不会哭，我拍他一下。 

   

【画面：工作室，剪辑台前】 

- 你看出我妈是谁？  

- 怎么看不出？  

- 哪个？  

- 就是这张照片吧？  

- 对  

这时 79 年我和我妈在广州照的。  

我当时没有表，家里有个钟。  

你爸爸是 78 年才从农村回来。  

文光小时候还是有点调皮，在学校里还是会和人打架。  

   

【画面：废墟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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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我想这些老⼈住在这个老⼈医院，他们的⼈⽣已经丧失了能够治愈的可能和希望之

后，他们望着窗户外，在想什么呢？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想，也许他们在回忆他们的年轻，曾

经有过的美好时光，也许他们在想有谁⽋着自⼰什么，或者自⼰⽋别⼈什么。 

 

我觉得医院不是⼈告别⼈世的最好地⽅。这里嘈杂，有各种陌⽣，⽓味很难闻，冷漠，⼀切

都是按部就班。⼈应该在自⼰的家⾛完最后的⼈⽣，但是好像不可能。⼈们习惯让⼀个⼈在

医院结束⼈⽣。 

 

只有农村的⼈可以这样，因为医院太贵了，只有在家里。这个家是他曾经出⽣的地⽅，那张

床也是他出⽣的床。然后他在这张床上结束⼈⽣。如果能做到这样才是符合自然。 

 

【画面：工作室，翻看日记本】 

吴：这篇日记是 79 年 3 月 7 号。 

 “⼈们都期望思想⼤解放。‘解放’这个词每天在耳边不绝于耳。‘解放’的风潮盛⾏于世。‘解放”

能带来多少益处呢？ 中国⼀直在度着⼀种苦涩⿊暗的日⼦，她的⼈民都被弄得愚不可及。自

身解放是首要，当⼏声呐喊不被响应时，还是休矣吧。” 

 

你看我当时的思想是这种状态。 

 

这篇日记还是当天写的。 

 “⼀群从⿊暗地牢里⾛出来的，首先接触到光明。他们中的有些⼈，⾼唤着跑上前，拥抱久已

期待的光明；有的⼈则用⼿捂着眼睛，哀叹着：哎呀，太刺眼了……” 

 

这个算是我真正的日记了。 

 

这是我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 79 年初时。【当时的文学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比如

“今天” （诗歌派）的北岛、江河等人的诗歌】他们的诗把我从前的政治理念和人生观整个都

改变了。你看，我当时抄的他们的诗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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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岛的诗“结局或 始”：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我沉重的影⼦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 

以太阳的名义 ⿊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的秘密 

⼈民在褪⾊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 默默地死去 

 

【画面：吴在做一段吃卫生纸的表演】 

（旁白）我对医院有深刻印象 是我第⼀次住院的时候，那时我上初中，⼤概是 15 岁时多，16

岁不到。 

 

我得的病是急性肺炎，发⾼烧，退不下来，被我姐姐和姐夫送到医院，是昆明⼈民医院。 到

了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来我三姐很多次提到这个，说还算她在。她说话的⼝⽓有点像

我的救命恩⼈。 

 

住在医院里，整天打针，输液。头两三天我是有点稀里 胡涂的，只是感觉旁边有⼈守着我，

都是家里⼈。等清醒了，就想早点离开，不想在这里待着。我发现医⽣在这里是最⾼的权威，

护⼠也有百分之三⼗的权威。 

 

⼈在⽣病的时候倚赖感很强，很脆弱，觉得自⼰很渺小。我认识的⼀个⼈，他老婆是个护⼠，

是他在住院时认识的。我体会他的感情⼤概就是在⽆助时产⽣的，这是他爱 上那个护⼠的重

要原因。 

 

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病痛中，在极度虚弱和脆弱的时候，戴着白⼝罩的护⼠在他

眼睛里就像⼀个天使，或者是能够带他回到正常 ⽣活中的⼀个重要的⼈。 

 

我认识的这个⼈和我吹嘘说：找⼀个护⼠做老婆真棒！⽣活全部被她照顾，⽆微不⾄，细⼼

周到，她把全部护理病⼈的精⼒全都用在我身 上。不过他也说，有时候也挺烦的，进家门就

问我洗⼿了没有，指甲长了就盯着让我剪，说这样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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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也让我洗⼿，上床睡觉前也问我洗⼿了没有。我听他说这些话时还是感觉到他的幸福。

这个叫什么？脆弱时期的爱情。 

 

可能爱情对他们来说也不脆弱，谁知道呢？ 

 

【画面：工作室，剪辑台前】 

吴：当时我留这种头型。这是高中时的照片。 

- 哦，你在后面。  

- 在这儿 

这是大学毕业后，和“尚义街六号”的那群文学朋友。 

这张照片是在家里拍的，应该是 82、83 年。 

- 这是高中时拍的。  

- 是你吗？ 

这是我在新疆时。 

那时爱打篮球。 

这是到农村当知青那天拍的。 

- 你还穿着军装。  

- 对 

  

【画面：工作室】 

吴： 唉，把这些日记的“账本”落定了。一直想做这件事，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去年夏天让

我侄女把这些日记从老家带来给我。不敢寄，怕寄丢了。 

 

当时想…… 想在 《回忆》那个剧场作品中用这些日记。但还是没用，就一直到……前几天在

剪辑这个片子时，觉得这个片子需要一些“断点”，让我返回到到从前，就觉得这个日记 就是

很好的方式。 

 



 905 

【画面：废墟楼群】 

（旁白）12 天之后，我母亲从这个医院消失了。夜里 1 点时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我知道：

这⼀天到了。我开车出门，下着暴雨，街上没有⼈，也没有车。我车开得很快。 

 

10 多分钟后我就到了医院，我看见医⽣和护⼠在做着“最后的抢救”。护理我母亲的⼈、还有

其他护⼯站在旁边。⼏分钟后，医⽣说：不⾏了。“不⾏”的 意思是：到此为⽌。实际上做这

些⼯作都是象征性的。这时旁边的护⼯们⼿脚麻利地开始帮着替我母亲擦洗，换衣服。我母

亲的衣服早就准备好了。 

 

半个小时时间， ⼀切都收拾妥当。再打电话给殡仪馆，车开来，把我母亲拉⾛。两三个小时

后我离开了这个医院。 

我母亲已经离开这里，我想我以后也不会再来这里。但谁知道呢，哪⼀天我可能也会被⼈推

到这里。 

 

⼈的身体最终⽆法战胜衰老、疾病和死亡，这⼀点⽆法抗拒。但是为什么⼈总要在最后努⼒

做出顽强抵抗的样⼦？明明是⼀种垂死 抵抗，包括病⼈本身已经不想抵抗，但他的家属和他

周围的⼈在努⼒地让他去抵抗。 

 

这种抵抗基本上是活受罪。⼈们因为⼀种道德感，不想被别⼈指责不管病⼈。这 种道德感也

是活着的⼈需要的⼀种自我治疗，让他们觉得不会被谴责，没有犯错。⼈们就是通过不同的

自我治疗的⽅式来求得内⼼平衡，活着更舒坦些。 

不需要自责。 

 

这就是⼀种习惯，毫⽆积极性，多少年都像这样，没法改变。最后的事实是，我们正在治疗

着⼀个永⽆希望的病症，⽽且我们还在不断做着。回过头想我母亲临终前的那⼏天，消 瘦，

眼睛没有光彩，她也不能说太多话，好像她也真的不想说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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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亲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和我母亲完全不⼀样。我⽗亲是非常焦虑，非常着急想说什

么 东西，但是他没法说了。我母亲好像不想说什么。⼀切归于自然。⼈⽣已成定局，80 多岁

了。可能对她来说，早就活够了。 

 

（画面出一首诗字幕） 

 

在众⼈打盹的时候 

什么都拦不住了 

向你飞去 

轻松得像⼀只鸟⼉ 

抽空还盘旋出⼀条弧线 

 

以上这⼏句出现在梦醒之后 

这时候我躺在飞机的座椅上 

这是 SAS，那个叫做什么斯堪的亚维亚的⼤鸟 

空姐的声音是⼀团字母的缠绕 

弄醒了我 

啊，已经有了这么⼀些句⼦ 

⼤鸟的肚⼦已经空⽆⼀⼈ 

我蹒跚着出了这个肚⼦ 

这些句⼦要出来了 

猛烈地撞击着脑⼦ 

像男⼈的那个什么 

 

不过，这时候倒真有些尿憋了 

进了⼀间男⼥混用的厕所 

熟视⽆睹地放松着 

因为没有锁门 



 907 

其间⼀个⼥⼦伸进⼀只⾦黄头 

然后，找到⼀个椅⼦ 

谢谢啊，居然还有吸烟区 

卷上⼀支烟 

侧面和正面各坐⼀个妇⼥ 

那种短⽑⾦发的中年职业妇⼥ 

都在看书，⼀个书名亮在眼前 

HIS WAY 

谁的道路或者谁的⽅式呢 

可以肯定的是，是属于男⼈的 

 

⽆论如何，现在真是放松 

这些句⼦轻松地流出来 

我全身瘫软，眼睛⼀定很迷茫 

这是候机楼，哥本哈根的地上 

巨⼤的玻璃窗外 

好多⼤鸟停泊着 

银白⾊的那种，和我距离如此之近 

刚刚我就是从那肚⼦里出来的 

然后产⽣了这些句⼦ 

 

忘了，我是⼀个需要过关的⼈ 

警察的⼿拿过我的护照 

又是⼀个章盖在我的身上 

这以后，我进了⼈流之中 

坐在⼀个吧台上 

身体回到地上，真正的 

瘫软感消失了，回忆起疲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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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熟悉的⼈群中的感觉 

在哪⼉都⼀样 

东⽅或者西⽅，北京或者哥本哈根 

漫长的五个小时，我要在这里 

等候，等候另⼀只⼤鸟载我再次飞翔 

等候，等候着你的⼿ 

再次把我拽出⼈群 

 

渴望向你飞⾏啊 

只是飞⾏，没有终⽌的飞⾏ 

想象中开始，想象中继续 

然后死在想象中 

 

吴文光                                                                       

200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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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的信仰 

The Faith in Ailao Mountain 

张慈作品 

 

 

【画面：哀牢山冬瓜岭】 

（旁白、字幕）： 

从旧金山回到了哀牢山，又一次看到了日出。我希望在这一年当中，在我住的的这个很高的

房子里，能够完成我写作的这个计划。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回家的，回到我出生的

地方。好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动，又好像是一种预感，也有一种无休止的，无法摆脱的感

觉。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想离开我的老家红河，到什么地方去，去找一样东西。后来我考

上了大学，就到了昆明，这样东西，它不在昆明。我又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很多年，也没有

找到这样我要找的东西。我去到了美国，在美国二十五年了，我仍然没有找到这个东西。现

在我从美国回到了哀牢山，我准备在这里面写书，通过写作，看看能不能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哀牢山，我回来了。 

 

【画面：哀牢山凌晨日出，水仆龙山侧面】 

（旁白、字幕）： 

今天是7月26号，元阳下雨下了一天，下得非常非常大，停电了。元阳县医院就在这个图像呢

右手边这点，我就是1962年3月10号出生在那个医院里面。这条街叫回子街，我就是在这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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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子街10号长大的，就是第一间房子啦。但是呢话，它已经相当呢不一样啦，原来是有两个

石阶，现在是用水泥把它铺掉了 。原来是石板街，之下用水泥给它填起来的啦。 

 

【画面：妈妈的屋子】 

（母女对话） 

妈妈 

喔，来 

你咋个来得这样早 

 

（旁白、字幕）： 

我回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妈妈生病生得很厉害，不停地从医院进去，进到医院去，

再从医院出来。 

 

 （母女对话） 

一夜到亮都不有睡 

一夜到亮都不有睡 

撒尿 

尿急 

撒到天亮都还在撒 

尿泡疼咯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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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吃药 

昨天晚上一点 始 

- 撒尿撒到这下子   

- 麽你又磕吃一颗阿根嘛 

- 药，有呢嘛   

- 咯吃着啦 

吃啦，吃一颗 

那根药吃吃口干 

- 干到干   

- 口干罢管它嘛 

不是，白日吃倒是一日到晚都不撒 

晚上吃不起作用赖 

吃啦， 吃啦 

- 抗药性啦吃出   

- 嗯，耐药性啦 

吃那样都不行 

咋个整 

我撒尿这下点撒泡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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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弟弟站在母亲住的屋子门口】 

（旁白、字幕）： 

有一个不停住院的母亲，十几年二十年，不停地生病，一个男子汉，我的弟弟，被我母亲给

毁掉了，就是很压抑的这样子。 

 

（对话） 

唉，这个病难医啊 

 

【画面：妈妈的多张黑白老照片，远动员、医务人员集体照】 

（旁白、字幕）： 

现在呢，妈妈呢，就住在她自己妈妈的老房子的隔壁。妈妈，听我的外婆说，在年轻时候是

一个很出色的女孩子。她十、十六岁吧，就进了省体委，在省体委里面待了两年，还打破过

两项记录，一个是铅球，推铅球，一个是铁饼。对，她就是打破了这两个记录 ，嗯，大概是

五六年还是五七年。后来呢，因为她训练的时候呢，嗯，压杠铃的时候，大腿，这个大腿受

了伤，没有办法继续做那个专业运动员了，就保送她去上了一个卫生学校。各种传说吧，就

是，都是我母亲，曾经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一个高高大大的，很健康很美的，很有魅力的

一个女孩子。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得这么多的病，而且不幸福，终身不幸福，我的外婆经常跟

我说，你妈妈可惜了，就是去错了地方，嫁错了人。 

 

【画面：窗户外面的哈尼梯田风景】 

（旁白、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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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就是，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写作，然后呢，写到下午。这个房子呢，它背面是元阳老城，

它的东南面呢，就是这个万亩梯田，几十座大山。那个元阳，我出生的这个哈尼梯田，这个

哀牢山里面这个梯田，它又是最完整的连成一片的，嗯，气势最庞大的，最有气势最有感觉，

最有神性的，这样一个哈尼梯田，就像是上帝在这里做了一个巨大的雕刻。但是实际上是一

千三百多年，哈尼族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亩一亩，一层一层，光着脚这样子，

建筑到这个，从山底一锄头一锄头挖到山顶上去的。这个东西无法解释，它已经是太震撼了，

就像金字塔一样，就像玛雅文化一样，无法形容，人类怎么可以这样造出，十九万亩的梯田。

而我每天就是，打开窗子就能看到它，我在这里写作可以说，是一个梦想，是一个impossible，

incredible  不是 impossible，Incredible 的一个梦想。 

 

【画面：元阳老城街景. 少数民族】 

（旁白、字幕）： 

整个城市扩张，发展，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房子全都从老房子变成新房子，外来

人口越来越多，车子越来越多，这个犯罪率越来越高，我的心越来越慌。因为，常常找不到

过去的路啊，过去很容易到的地方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就像做恶梦一样的。回来以后呢，

我常常在大街上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少数民族，我小时候不认为她们是人，因为她们讲的话

我听不懂，穿的衣服很漂亮，嗯，脚上也不穿鞋，也是光脚的。这些哈尼族彝族瑶族傣族，

她们从山里面下来，光着脚，然后背着个背篓，里面有很好吃的野生的水果，叫追铃果。追

铃果，还有那个沙铃果，橄榄果，花生玉米。哎呀，都是我喜欢吃的，她们就背下山来卖，

每次看见她们就感觉这些人，都是一些，很美丽的动物啊，从那个森林里跑出来的。 

 

【画面：元阳老城高台阶】 

（旁白、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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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哈尼梯田哪，还有这些老房子，这些少数民族，她们唤醒了我对我母亲的记忆。我妈妈

是妇产科的主治大夫，她呢，经常就是骑着马，在这个寨子和寨子之间，从多依树走到什么

嘎娘，再从这个坝达，又走到什么牛角寨，提一个火把，就去赶去接生啊，去剖腹产啊。我

就记得我妈妈烧一堆火呀，在那个房子里烧一堆火呀，就给那个，哈尼族的年轻妇女就接生

了，就是生小孩了。我就，她就抬个小板凳给我坐在旁边看着，我看过很多女人的屁股，阴

道，孩子出生那个情形，帮她端着一个盘子，让她剪那个脐带。 

 

【画面：妈妈住的屋子，妈妈坐在正中央的一张躺椅上】 

（对话） 

喔，来到了 

正在打你的电话 

赶紧，麽人家老舅等着你吃饭喃 

妈妈 

中秋节快乐 

快乐，快乐不起来 

妈妈腰疼 

尿急 

一天到晚坐在这里 

三妹打电话来 

妈妈，这根是舒映买给你呢这根 

 在哪尼买呢这件衣裳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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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瞧，喔重罗我提不动 

弥胡桃该 

嗯 

你 爱吃呢啊 

拿，给它提在阿尼 

我提不动 

三三打电话来罗 

阿根提在那里搁着 

三三打电话来啦 

妈妈，三三打电话来啦 

老舅   三三 

追你咳吃饭咳啦 

不是  赶紧人家一家人都等着你喃 

不是，三三打电话来啦咯 

他打电话来 

来问我 

不是 

我是说老三打电话来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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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哪样 

我睡着觉 

麽问问八月十五咋个过 

我说睡在床上过 

我样都不能吃麽 

 

【画面：蒙自清真寺】 

（旁白、字幕）： 

（阿訇的叫拜声）在我长大的这条街上有一条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呢，是我从小去念《古兰

经》的地方；我三岁四岁这样子，就到这个清真寺里面二楼，去跟着这种阿訇学习《古兰经》。

虽然不识字嘛，但是就是会背诵，嗯，还会唱经。每天呐就是听到早上五点半，听到清真寺

发出的那个叫拜的声音，我总是醒过来。嗯，那我的手，嗯，放在我的脸的跟前，这就是大

人教我的嘛，然后呢，用耳朵听着那个诵经的声音，叫拜的声音，然后嘴巴里念着那个在清

真寺里学会的经文。我小时候一直在清真寺学《古兰经》。我很会背的，嗯，比方说那个，

嗯…… 

（画外音：经文背诵） 

 

【画面：清真寺里面天井】 

（旁白、字幕）： 

在我小时候常常要念的，都还记得。有时候就被外婆拉去清真寺去做礼拜，如果是把斋那个

月的话。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清真寺就被封掉了，不让进去了，我们做礼拜就在家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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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常常跟我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真主，它无处不在，在上在下在左在右，它…… 我听不

懂, 我真的听不懂, 我外婆跟我说。她平常讲话不是那样讲的，可是一讲到真主讲到穆斯林

教，她就会说，啊，真主是太阳呐，真主是太阳的光啊，是春风呀，是吹在你脸上的风呀，

是大地小草呀…就是尽量用一种我能理解的语言告诉我。 

 

【画面：妈妈住的屋子，妈妈坐在躺椅上讲话】 

（对话） 

没有哪天象个好人一样呢 

像颗钉子钉在那里一样    

刀呢那个地方 

我这生人是様事罪都受过了 

 

你呢阿根拍拍给洗得出来 

嗯 

咯洗得出来 

那根洗不出来 

啊麽昨天阿根绿水河是挨舒映去该 

嗯 

好玩啦该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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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咯去过 

你咯去过 

咹 

你咯去过绿水河 

不有 

你咯去过紫村 

紫村 

嗯 

我下放在。不有， 

我们去阿尼巡环医疗喃 

去过呢 

咳整哪样 

咳，医疗队拉嘛 

那哈子我是医疗队的队长喃 

你咳干哪样 

去阿尼，还不是 

挨老百姓看病拉嘛 

看那样病 

紫村 远呢地方黑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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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些地方都去过了 

还去着哪尼 

去过巴黎，北京 

建水，石屏 

个旧， 远 

- 宝山   

- 嗯 

宝山要坐飞机呢 

60年那哈子刚刚 始有飞机 

我坐着去一个农村里头 

找一个老妈妈 

学妇科病呢治疗 

子宫脱出 

阿根子宫一个呢掉出来 

她拿些小娃娃戴呢那份琥珀 

磕成面面 

拌香油 

把阿根子宫一个呢塞进去麽 

拿阿根沙条一条一条呢给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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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打火罐 

拔拔就拔上来啦 

阿麽就是因为我去学回来麽 

你家爸爸就挨老院长借我 

借我用三个月了嘛 

嗯 

麽就借成他的老婆去了 

 

【画面：镜头推到窗户对面山上的一个村子】 

（旁白、字幕）： 

我妈妈在这点儿上班，年轻呢时候在这点儿工作了很多年，对面是胜村，也是妈妈上过班呢

地方。这点儿，这是胜村，在大山的腰上。 

 

【画面：哀牢山山中，青苔铺满的石道】 

（喘气声） 

（旁白、字幕）： 

妈妈把我生下来以后，把我送给了她自己的妈妈去抚养。我妈妈在哀牢山里的生活是很辛苦

的，她又生了我的弟弟，她又生了我的妹妹。还要不停地去山区走山路，拿着一根火把，去

给少数民族，去给哈尼族的寨子里面接生。小孩要生出来了，妈妈要拿着火把赶过去。她常

常  就是说，她跟我说，她经常忘掉吃饭，也经常忘掉孩子在哪里。有一次她出去回来，发

现自己儿子不在了，三岁的弟弟坐在小凳子上，不见了！到处找，黑咕隆咚到处找，到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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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找到我弟弟掉到梯田里头去了，差点给淹死了。四仰八叉的在梯田水里面，又哭又叫

喊妈妈，都已经在那个泥巴里面泡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妈妈也经常要去出诊，去巡回医疗。大部分时间是我带着弟弟妹妹在新城卫生所，就住

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面，有时候打开抽屉还有蛇。我就九岁嘛，背着我的小妹妹，牵着我的

小弟弟，自己做饭吃，自己去捡，山上去捡柴禾来烧火，来做饭。 

 

 

【画面：山中住宅的房间】 

（旁白、字幕）： 

就在这个装修好的，为我提供了热水和电的这样一个房间里呢，我就，开始写作我的小说。

我跟我先生说，我要回到哀牢山去，那个地方，我出生了啊，我出生在那里了。(我) 抛弃掉

我两个孩子，尽管她们上大学了，可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们的母亲要走，她们觉

得非常惶恐。妈妈要走了，不知去多久，也许永远不会来。我从她们生下来，到我离开她们

来中国，她们一个18岁，一个20岁，从来我都没有离开过我的两个女儿。 

 

【画面：两个漂亮女儿在美国家门口的照片，公园里的照片】 

（旁白、字幕）： 

一个叫香奈尔，一个叫蒂凡尼。中文的话，一个叫大米，一个叫小米。我就陪着孩子一起长

大，从她们上preschool，到学前班 kindergarten，再到小学Elementary School，再到初中

Middle School，再到高中 High School，这整个过程我一步一步伴随着她们，一步没有离开

过，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两个孩子的生长过程，就是我对美国这个国家和美国人的这样一个

认识的过程。等于我在中国二十六年，我在美国二十五年，两个灵魂两个身体，重新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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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那，等我，今年2013年，决定回到中国，回到我的出生地，我等于已经是一个很混杂的

人。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张慈，有一个英文名字叫May May Miller，很滑稽的。 

【画面：窗户外面大山的山腰上一个小寨子】 

我每天在阳台上都能看到，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工作过的地方：胜村，多依树，就在我的

正对面。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面对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的压迫和精

神上的困惑。。。 

 

【画面：一个回族老婆婆迎着镜头走过来】 

（对话）： 

阿婆 

马丁喔，妹喔 

瞧呢不有瞧得出来啦 

脚又瘸眼又瞎 

我说那个到底是 小张蒙叫来照相呢  

马芬家妈攒前来这里 

你们三个咯信仰真主 

拿来，拿来给老婶瞧瞧   

信仰呢满 

小妹，拿来给老婶瞧瞧   

真主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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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是独一呢   

真主不是那个，是独一呢 

是独一呢主 

我家婆她以前还活着呢时候挨我说 

真主是春风，是大地，是小草 

是阳光，咯是尼基点 

昂，不是 

真主也不在上，不在下 

独一呢主喃 

在哪里 

 昂，一处呢不在   

 一处呢不在 

 

【画面：一个戴回族帽子的男人站在妈妈屋子门口】 

（飞机嗡嗡声） 

（对白） 

心脏好 

心脏好，罢提那根事啦 

死也死不掉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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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 

我们家乡是一个军事基地嘛，有空军，每两分钟两架飞机飞过去；每两分钟两架飞机飞过去，

震得你要死掉，讲话要大声地吼。 

 

【画面：在夜色中伴随 “佳木斯广场舞 ” 跳舞的模糊人影】 

（音楽震天响） 

 

【画面：夜色中的元阳老城广场及临时舞台上表演哈尼舞曲的演员】 

（旁白、字幕）： 

七月二十七号早上六点半，这个是老街元阳。这里是一个杀猪场，每天天快亮的时候，三点

四点钟就杀猪，那个猪叫喽，叫呢就像有人受刑一样。农民把猪杀了呢，天亮就拉到市场上

去卖，那个肉才新鲜。那里有个老婆婆，哈尼族老婆婆每天坐在那里，还有一只狗，就是坐

着一样也不整，天天就坐在那里，今天下雨她进去了。 

 

 【画面：元阳老城街景】 

那些哈尼族的村子的名字太多了，太难记了。什么阿花寨 、老风寨 、胜村牛角寨、  嘎娘、

大鱼塘、垻达箐口、哦，全福庄，很多很多。有一个寨子的女人都是小骨盆。就是骨盆很小，

怀孕以后呢生不下来，死亡率很高。昂，那个时候死的孩子太多了。我们那个新街区公所的，

不是区公所，卫生所的外面，有一片树林，茶树林，哎呀，很多小孩死了以后就用那个布啊，

或者草编的席子啊，把孩子裹一裹呢  ，天葬！就夹到，找个人爬到那个树顶上去，把那个

孩子掐在那个树顶，树枝上，给那个鸟来吃嘛，叫天葬。卫生所的外面那个茶树林子，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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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很多孩子就这样子，搁在那个树上等着鸟来吃，我印象很深。我小时候常常就站在那里，

看着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孩子。就是，死了，等着什么东西来把他带走，心里充满了恐惧，又

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 

 

【画面：回子街街景】 

（旁白、字幕）： 

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回到蒙自去的时候，就是送我回去的时候，跟我外婆吵架。还说什么，

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又说什么，你觉悟不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妈经常

骂我外婆和她自己的妹妹，你们这些群众  觉悟不高。她当时在申请入党，积极得很诺。她

连猪肉都敢吃，我们家是回族  她吃猪肉，要入党啊。然后，还说那个，要去边疆为边疆人

民服务，对，把我扔给我外婆养大。嗯，后来把我弟弟也扔给我外婆养，我妹妹后来也扔给

我外婆养。 

 

【画面：妈妈住的屋子】 

（对话）： 

妈妈 

你咯信真主 

昂，我呢这根耳朵聋呢 

你们讲喃我听不清楚   

你咯信真主 

你咯信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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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喃 

我信仰伊斯兰喃 

麽你咋个不去做礼拜 

昂，礼那样拜咯 

念那样经咯 

你家妈麽，礼拜咯 

这里保命都还保不了  

还礼拜咯 

你在干医生呢时候啊 

那些小娃娃是咋个死呢 

啊，麽搞计划生育麽 

一个人才得生一个 

生第二个就要把他捏死掉 

引产拉嘛 

那些七个月呢那些 

生出来会咩咩咩呢会哭呢那些啦嘛 

掐着脖子捏 

死不掉麽，有一桶水在脚那里 

放在水里头，拿盖子盖起来麽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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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班要埋一大口袋呢 

阿些小娃娃 

埋了以后才得下班呢 

埋在哪里 

埋在四八的阿块土地上 

挖根洞 

还有 

去八一的阿条河里 

倒在阿根河里头 

你，是你去倒呢嘎 

我们下班之前都要干这些工作 

干完才得下班呢 

麽你这下生病咯是因为这些事情 

昂，你也是 

这根讲迷信喃 

他们就讲根是我杀人杀多了 

我问过师傅啦 

我说我是搞妇产科呢 

他们说是我年轻时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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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阿些病人刮宫拉嘛 

引产 

引出来的小娃要把他整死掉 

才得下班 

埋掉才得下班 

师傅说 

不在这根伊斯兰呢这方面 

阿根属于科学 

属于工作，咯是 

嗯 

回族呢他们就讲是我年轻时候杀人杀多掉 

所以得这样一根病 

嗯  这些病就是折磨我 

死麽死不掉 

痛苦 

痛苦啊 

像现在窝不出屎来 

办法也不有得 

吃，解大便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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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等着四五个钟头后 

解了 

还是解呢 

解完就要拉肚子 

经常拉了坐在痰盂缸上睡着掉 

睡到天亮 

太痛苦啦 

你认不得 

 

【画面：妈妈坐在屋子的中央沉默】 

（旁白、字幕）： 

妈妈的那个对她的大便的一种，她拉的大便的一种浓厚的兴趣，实际上过去的十年，我打国

际长途  妈妈讲的就是她的大小便，最多的是她的大便。那个排泄物，是她津津乐道的。那

个排泄物的数量的大小 ，一天几次，它的味道，它的形状… 我国际长途听到的都是这些。

现在见到她  ，她讲的还是这些。我现在对大便已经，深恶痛绝之后，没有感觉了。她爱将

怎麽讲  ，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不然我真的就是…… 我多少年做恶梦都是梦到那个公共

厕所，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精神已经垮掉，浑身是病的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糖尿病并发

症，腰椎尖盘突出，骨质疏松，胃偏瘫。不能工作，还有耳朵听不见，精神上的一些错乱等

等。 

 

【画面：妈妈与女儿坐在屋子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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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啊  你不要着急，到时候就解出来了 

等下再喝点呢 

去医院这几日  解了好几次大便 

有些像颗核桃呢  团个团个呢 

十多个  我告诉你 

 

【画面：红河州医院】 

（旁白、字幕）： 

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回忆到了这些事情。正在我在这样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头，跨

拉跨啦，整天在那个电脑上打字的时候呢，我的舅舅来了一个电话，说，我妈妈自杀了。 

 

【画面：红河州医院急救室】 

（旁白、字幕）： 

我妈妈，她吃了十包老鼠药，洗胃了。三天以后呢，我妈妈已经脱险了。洗了肠子  ，已经

脱险了。可是就是，整个人昏迷不醒的，一点生命的能力都没有。我妈妈就是在这样一个地

方，没有多少知觉，然后，活是活过来了。从此我和她的保姆就轮番地照顾她，保姆晚上，

我白天。 

 

【画面：妈妈躺在医院内病床上，穿红衣服的女儿站在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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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 

咯好喝 

梳这个头 

你咯想去洗澡 

咹 

你咯想洗澡 

咋个想洗过 

我样都不想 

我想死 

想洗澡罗 

我拿点水挨你擦擦 

咹 

我拿点水给你擦擦 

我拿点水挨你擦擦 

擦擦身上 

嗯 

哎呀，不有功夫 

擦擦去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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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跳哪样 

跳水 

你要去跳水整哪样 

我跳水死拉嘛 

这样活咋个活过 

痛苦喔 

连这下子这根肠子密嘛密嘛密嘛呢在里头 

抵得在里头跳舞一样呢 

大便又解不出来 

你应该理解妈妈嘛 

挨其他人讲麽 

咯是 

你，你 

我喂点鸡汤给你吃嘎 

好 

太烫啊 

烫噶 

妈妈你不要乱想些 

你好好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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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来这里陪着你 

咯好 

活勒，咋个活 

好好呢活 

我还不是想好好呢活 

你瞧 

这下子这些肠子在里头密嘛密嘛密嘛密嘛 

跳舞啦 

在里头 

大便大便解不出来 

你咋个活 

你说 

医不好了 

嗯 

哪个说呢医不好 

哪个说呢医得好 

你说嘛 

咋个医过 

咯能动手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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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 

是可以麽我马上同意 

其他人咯有这种肠胃不好 

动手术动好掉呢 

 

哎，不会像我一样呢 

我还有糖尿病呢 

还有糖尿病呢合倂症，难医 

医不得好 

你刚刚叫我支持你 

支持你根哪样 

我想去跳水 

支持我死 

死了以后 

你们就轻松· 

然后你 

在一段时间你回家咳 

挨你家爸爸讲清楚 

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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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呢把阿两个娃娃领好掉 

以后好好呢过日子 

妈妈麽就不要在欣赏心上了 

一回解决掉 

你要牵我 

就牵我出去 

在这里面不有那样走场了 

走走还不是一样呢 

解又解不出来 

我等哈去跟医生商量  你挨医生商量 

咯可以安乐死 

你说是我们故意从外国来 

来看她 

她这样痛苦 

我们也看不过意 

我们请问医生咯可以给她打一针 

给她安乐死 

我们同意 

我们签名 



 936 

你这样讲嘛 

你望着妈妈这样痛苦 

就包括他们医生 

他们又不有哪样办法 

望着我在这里活受罪 

你瞧 

三四日，三四日这根样子脱形了 

喔 

我这下子真的是想死 

死了 

这些痛苦就不有得了 

啊些是黄丽仙拿来送给我的 

揉揉   

罢整了 

揉揉不行 

罢揉了 

不得意思 

越揉越疼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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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揉越难过 

罢揉了 

嗯 

你咯想我家爸爸 

想也等于零 

见不着喃 

想麽想呢嘛 

见不着喃 

你除了我家爸爸 

你还想哪个 

想你 

香奈儿 

蒂凡尼 

奎斯 

嗯 

我想你们一样意思不有得喃 

见也见不着 

罢哭 

罢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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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都不哭 

妈妈都不哭 

你哭那样 

罢哭，阿妹 

你罢哭 

你哭麽我心里头更难过 

罢哭 

你哭麽我心里头更难过 

你罢哭 

你应该是懂道理嘛 

你是个知识分子 

你应该懂道理 

咯是 

嗯 

嗯 

罢哭 

你去挨医生商量 

 

你听着 



 939 

你身体尼基好 

应该好好呢活着 

把你呢阿些娃娃领大 

昂 

为妈妈 

你尼基痛苦 

罢哭 

你哭我更痛苦 

罢哭罢哭 

哭，妈妈更痛苦啊 

罢哭 

你哭我更难过 

罢哭罢哭 

我叫你罢哭 

你哭我更难过 

嗯 

嗯 

妈妈  嗯 

我帮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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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你帮不了我 

我认得你帮不了我 

你应该支持我 

不是你帮我 

嗯 

你应该支持我 

我不能支持你 

你不能支持我 

你望着我尼基在这里死 

死又死不掉 

咯难过 

要咋个整个 

嗯 

又不有得那样药 

吃进去就死掉 

咯是 

你咯挨医生  

妈妈，我不能支持你 

挨医生商量挨我打一针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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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们同意 

望着她尼基痛苦 

她本人也同意嘛 

嗯 

给一个安乐死嘛 

打一针嘛 

嗯 

你罢气 

你气出病来 

来日你还要回美国 

还要好好呢过多少好日子呢 

嗯 

妈妈叫做不有得命了 

咯是 

不有得办法 

嗯嗯 

现在你又拿不掉 

你看 

阿根肠子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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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嘛密嘛密嘛 

像在里头跳舞一样呢 

啊 

这难过啊 

我要咋个整也认不得 

我要一仰头撞死 

医生拿去缝缝 

又活起来了 

啊 

活不得起 

嗯 

妈妈你躺下来 

嗯 

哎呀 

靠下来也难过得不得 

靠着也是尼基 

我咯叫医生来   

我挨你说呢话是真心话 

不有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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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消痛苦 

不消气 

我家吗害这这种病 

像害癌症一样呢 

你不让她死 

她望着尼基痛苦 

我们心里头过不去 

咯是 

是嘛 

嗯 

麽你 

你想嘛 

你怎样想 

你是支持我 

尼基点痛苦下去 

望着我尼基点死 

死又死不掉 

痛苦呢 

还是让我一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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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我一回死 

死以后 

叫老舅不要埋我 

叫张蒙打个电话给那根火化场 

拉去火化了就完了嘛 

嗯 

把骨灰盒放在公墓里面 

嗯 

然后你回去的时候 

你就放放心心呢 

妈妈也不在了 

老舅这些在着呢 

嗯 

挨爸爸讲清楚嘛 

她害这种病 

我们拿着一样办法也没有 

望着她尼基痛苦 

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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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支持她死 

那日的那十包老鼠药是过期了 

不过期麽早就完了 

我告诉你 

我都是在家里头 

不有得办法了 

经常拉肚子 

拉了在痰盂缸上睡着掉 

睡到天亮 

哦 

我还在这里坐着 

嗯 

是啦嘛 

这份痛苦哪个有 

那个都不有得 

我来折磨你们 

折磨张蒙 

我不忍心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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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身体尼基健康 

还有前途 

还有娃娃 

还要看着娃娃结婚 

生娃娃 

多少事情还在后头 

咯是 

麽我呢我能整根哪样 

我能帮你们根哪样 

我只能给你们带来痛苦 

嗯 

钱麽你也给妈妈够了 

我还有医保 

医保麽你医十万块钱 

才挨两万块咯是 

这些问题不大 

嗯 

我那里还有二万八千块钱 

张蒙我拿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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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折我已经拿给他了 

家里我还锁着四千块钱 

我这里装着五百块钱 

这里 

昨天舒映拿别针给我 

别在这里 

五百块钱在这里 

 

【画面：医院走廊】 

（旁白、字幕）： 

有一天  我很累了，就是哭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妈妈不停地要求我去找医生 ，打一针让她安

乐死。要不呢就是帮助她爬到窗户上去，她要跳下去  。有一天我哭累了，我睡着了，刚刚

迷迷糊糊的，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孩，不知这个小孩哪里跑来的，太奇怪了。我妈妈那个病房

是最后一间，里头没有什么人，旁边我没有见到过什么小孩。 

【画面：镜头慢慢摇到走廊尽头的一辆水车的轮子上】 

我常常相信所谓天使之说，就是突然出现八九岁这麽一个小男孩，把我摇醒，说  ：娘娘 ，

娘娘，奶奶出去了！我一下醒过来，跟着他跑出去。就看到走廊上 ，窗户那个地方，停了两

辆推开水的那个车子。我妈妈那个脚就踩在轮胎上，两只手搬住那个窗户，使了全身的劲，

使了吃奶的劲，要爬到那个窗户上，要跳下去！我就冲过去把我的妈妈抱下来，把她拖下来，

把她一直紧紧地把她抱住。因为她不停地发抖，用手打我，就是，骂我，就是说，说我为什

么要把她拉下来。我紧紧地抱住她，她力气没有我大，她乱骂我，一个嘴巴不停地乱骂我。

然后  我把地上她那个拐棍，地上她扔掉那个拐棍递给她，她又拿那个拐棍来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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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就是这样子，跟她这样子挣扎，慢慢把她抱回那个病床去，给她摸她的手指头，摸

她的脚指头，都弯曲了  都是勾着的，把她慢慢地给她摸平了。她才平静下来。然后亲她的

脸，已经有三十几年，我我我，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人亲吻过她的脸，也没有人摸过

她的肉体。 

【画面：医院病床上躺着的妈妈】 

（旁白、字幕）： 

妈妈那一个礼拜可以说是，已经完全垮掉了。她睁开眼睛以后 ，就不停地想要以各种方式再

死一次。她跟我说，妹妹你要，小妹你要支持我。我说我怎么支持你，她说你牵着我，把我

牵到那个南湖去，那个南湖现在有水的  ，你把妈妈牵到那个水最深的地方去，你就可以走

了。我说我不能支持你。她说那你去跟医生谈一谈，去说服医生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她

就是每天不停地不停地跟我讲这些，让我帮助她跳楼，让我支持她去给她买药，再给她吃。 

【画面：女儿坐在医院病床旁边，床上躺着的是沮丧的妈妈】 

（对话） 

你说要在这里等着等妈妈好掉 

咯可能 

你咋个想  你挨我讲讲嘛 

你是不想要我死  我认得 

哪个想要我死噻 

张蒙也不会想要我死 

麽  你们是我呢娃娃  望着我这麽痛苦 

你们咋个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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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有别呢办法  - 有那样办法 

上海 北京的医院   

 啊 

上海的医院  北京的医院咯可以   

咋个 

如果是去北京的医院咯能治好 

转医院   

嗯 

唉  憨了 

 

【画面：医院外面走动的人，街上走动的人】 

（旁白、字幕） 

我，我才想到，我这趟到哀牢山来，不是来写那个屁的那个小说，是为了这个时刻，就是今

天这个时刻，我才回到哀牢山来的。我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为什么从美国回到了哀牢山，就在

那一天，我相信神的存在，相信miracle 。因为我在还不认识我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之前，

如果她就走的话  ，我会非常的遗憾和悲痛的，那现在既然她活过来了， 我就应该抓紧这个

机会去认识她，去爱她。其实啊，就是说，就包括拍这个电影啊， 拍这个纪录片，是刚刚开

始妈妈抢救那几天，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发微信给文慧  ，她说你拿起录像机来拍，你要

把你妈妈拍下来。我赶快去一个小时候一块长大的朋友那里，她在公安局工作，去借了这个

录像机。这个录像机是拍那个犯罪现场的，结果我拿来拍我妈妈的自杀现场。 

【画面：妈妈在床上坐起来，吃力地吞下护士送来的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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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字幕） 

我就开始拍我妈妈。这个一拍呢，奇怪了那个痛苦就转移了！ 

镜头背后那个眼睛看到的妈妈和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妈妈，是两个人。用眼睛看到的妈妈让

我痛苦不堪，整天哭啊，然后身体都要垮掉；可是那个镜头看到的妈妈就是另一个妈妈，我

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回事。然后呢，拍妈妈的时候呢，心里就平静很多。哎，好恐怖啊，那

个礼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恐怖的一个礼拜。可是呢，说句老实话，我到美国二十多年，

每次回家都是两三天，两三天我一定就走人的。我终于明白是为什么了，就是害怕面对妈妈

的这个病痛。尤其是害怕妈妈的这种生死关头的这种绝望。现在我终于他妈的跳进这个水里

去了，彻底的把自己浸透到这个恐怖的水里头，跟我的妈妈完全地融为一体，我能够解决问

题，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 

我虽然不能像医生一样的去解决她的病痛，可是我可以解决问题了。解决妈妈上厕所的问题，

解决妈妈想要自杀的问题，把妈妈从窗户上抱下来   把妈妈的四肢给她抹，然后可以给她洗

头，可以给她洗澡，可以亲吻她的脸  她三十多年没有人亲吻过她的脸了。感觉自己的这个

清醒，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妈妈这个事情上是怎么进步的，怎么能够

和她同生死共患难以后，成为一个新的女儿啊。 

原来不敢负担这个责任，不敢面对她的痛苦，不敢面对她的绝望，现在好像这一切都完全的

敢于担当了，敢于跟妈妈站在一起去面对她的那种 ，她的那个深渊，她要跳下去的那个深渊，

我敢去看一眼，然后说你不要下去，因为有我，我是关怀你的，我是爱你的。而且拿起了录

像机 ，让我看到了自己居然还有这样大的勇气，这是一个自我发现。 

 

【画面：医院】 

（对白）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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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一包药 

像点雪花膏一样吃进去 

一颗药 

打点吊针 

然后呢尼基痛苦 

他又不理解你 

他本身又不有害着这种病 

咯是 

他当医生呢个个都健康 

他不理解你 

他同情你啊 

他咋个来挨你医好哦 

他的医术  

只有哪一点 

本事也单有那一点 

现在我还挨你走不得动 

咯尼基（那么）远 

你咯可以去挨医生商量一下 

你说我家妈妈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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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她一针安乐死 

咯挨医生讲讲嘛 

罢急 

也罢气 

挨身体气坏掉划不着 

这种成废品咯了喃 

还有根哪样同情呢 

又不是我还活得起来 

麽说是哪日看看你们的成就 

咯是 

嗯 

我已经理解啦呀 

我的几个娃娃都成器 

是我呢骄傲 

咯是 

但是 

我本身害着这种病 

有哪个来医得好我的病 

又有哪个来同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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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呢娃娃 

我呢子女 

哪个来同情我 

又挨我医得好 

所以我选择的一条路 

就是死 

这条路 好呢 

死了你们也轻松 

然后在一段时间麽 

回家咯罗 

回咯领着娃娃好好呢过 

 

【画面：哀牢山冬瓜岭上空的彩虹】 

（旁白、字幕） 

这道彩虹，是为我妈妈升起来呢，因为她昨天出院了，我妈妈又活过来掉啦！ 

【画面：长达四份半钟的黑白影响，镜头横扫蒙自的长街，经历无数堵破败的墙壁，上面的

涂鸦和电话号码，黑暗的门洞，废弃的拖拉机、轮胎、垃圾堆、麻木不仁的面孔、廉价的招

牌、肮脏的水沟…….如同记忆的影像，伴随音楽】 

其实后来我拍完了我才知道，就是我拍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讲一个故事去感动什么人。我拍

这个故事是没有意义的，我拍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想说，我在同这个妈妈一天一天，一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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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一个礼拜这样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痛苦啊，也许就是这个痛苦让我拍这个纪录片。

这个所谓的杰出，我想过了，就是所谓的杰出，就是所谓的成功，不是成功，所谓一个人的

Excellency就是，我想就是他有一个杰出的痛苦，如果没有一个杰出的痛苦，一个人是不会杰

出的。我母亲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我在医院里陪她两个月，然后，不停地从山里出来看望她，

然后又不停地回到山里去，去思考，去写作，不停地跟妈妈在一起，喂她吃饭  哄她睡觉。

这个过程让我慢慢地，就是知道了我要找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信仰。 

我以为它不存在，我一直以为人的生活就是一段经历嘛，你经历你喜欢的生活  ，你经历你

不喜欢的生活，然后你死去。这个过程应该是我过去的信仰，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所有的

意义都是短暂的 ，所有的美好所有的痛苦都是短暂的，这是过去我的信仰。可是现在我的信

仰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妈妈告诉我，神是存在的，我找到了它，我找到了这个伟大的，这个

绝对的力量，它是存在的。你可以称它为一个God，一个阿拉， 一个 Buddha，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它是存在的这个对我非常的，我不要给它起一个名字，我的写作就是对它的一个

worship，就是对它的一个崇拜，对它的一个不停的告诉 ，不停地跟它说，我知道你在那个

地方看着我 ，我没一个字写出来，不是我写出来，是你要我写出来，我喘一口气，也不是我

要喘这口气，我没有办法喘这口气。我妈妈要自杀的时候，自杀的时候 ，活过来的时候，我

自己都不想活。我就是喘这口气  是你要我喘这口气你要我活下来去照顾我妈妈，对我妈妈

的这个关爱，对她的每一天的这个照顾，这个才是意义！把妈妈救活是没有意义的，妈妈活

在世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可是  我对她这个，在她活着的时候对她一点一点的接近，一点一

点的靠拢 ，让她知道我爱她，我对她不是一个责任，她这个大女儿回来了，她这个大女儿在

她心里  我们母女两人是心心相连的。这个才是重要的。 

我的朋友写信，从美国写信，用英文写信跟我说，不要违抗你妈妈的意愿。她要走，也许是

一种解脱。甚至我的亲妹妹，从巴黎写信，她不叫我姐姐  ，她直接了当就跟我说，你要尊

重妈妈的意愿。放你妈的狗屁，妈妈活过来不活过来不是我能决定的，她活过来也是毫无意

义的，可是妈妈活在世上，让我有一个对象去关怀，让她知道有一个对象在关怀她，这个才

是重要的。我只是来写一本书，没想到 ，这本书原来只是在我记忆当中一些阴暗的，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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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记忆，一些我想要把它写到纸上，让我自己解脱的，没想到根本不用我去书写，我已经

在这个现实当中，社会生活当中，已经完全解脱，已经完全自由了。 

 

【画面：哀牢山宿命的巍峨阴影和日出】 

（旁白、字幕） 

日出给我一种很宿命的感觉，我总是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它存在吗，真主它存在吗，佛

主它存在吗，它们真的存在吗 ？如果它们存在，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它们呢？说句老实话，我

心里很害怕，我们生存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宇宙，如果说没有神的存在，它再怎样美，

再怎样浩瀚，对我来讲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像是家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母亲，你再有钱，

你过得再，你再有多少子女，没有妈妈，那个家也是乏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画面：云南沙甸清真寺外景及做礼拜的上万人群】 

（旁白、字幕） 

2013年8月9号，我回到了新沙甸。我跟你讲，这叫大跌眼镜！清真寺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

里面可以跪倒一万多人，外面的广场做礼拜可以跪下十四万人。就是这麽一个巨大的、宏伟

的、  宗教性的、带有神性的建筑展示在我的眼前。 

我用录像机把它录下来，准备把它放在我的纪录片里面 

（全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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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和三个⼥⼈ 

                                       Self-portrait with three women 
                                                                     章夢奇作品 

 

 

【画⾯：脚的舞蹈】 

（旁⽩） 

我要做一个作品，这是我的第一个舞蹈作品，和我自己有关系的一个作品，作品的名字叫“自

画像”。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和自己有关的作品呢？想这个问题是 2009 年的年初，我 22 岁了，

刚离开大学，刚失了一场恋，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走向什么样子，是和大部分人一模

一样的生活，还是我自己真正需要的？那什么又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呢？我在想我自己这个

人，我是谁？我的名字为什么叫梦奇？梦想？奇迹？ 

 

【⽚名】自画像和三个⼥⼈ 

 

【画⾯：肚脐眼】 

（旁⽩） 

这个名字仅仅是叫着好听，还是寄托着取名字的人的一番希望？这个名字是我妈给我取的。

我的生命是她给我的，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都和她密切相关。 

 

【画⾯：外婆、母亲和我的家庭⽣活】 

（旁⽩） 

过年我回了老家，我的老家在湖北随州。这一年我妈结束了多年在外漂泊的生活，回到了老

家。我们一起住在外婆家里，生活好像回到了我的小时候一样。这次回家我买了新摄像机，

拍着拍着镜头里就只剩下我们三个女人。我外婆是 1941 年出生，她 22 岁生了我妈，我妈出

生的时间是 1963 年，她 24 岁生下了我，那一年是 1987 年。为什么我的镜头里更多的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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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三个女人呢？我外婆、我妈和我。 

 

【画⾯：外婆、母亲和我磕头】 

（对话） 

外婆：-来磕头吧。  我：-好。 

 

（旁⽩） 

三个女人在这个春节朝夕相处，但我们各自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外婆将近 70 岁，她已经退

休，正在过她的晚年生活；我妈 47 岁，中年，单身，结束多年在外的拼闯，身心疲惫，回到

老家；我，22 岁，离开大学不久，前面的生活依然模糊不清。 

 

（母亲声⾳） 

我脱⾐服你在那拍我？真是的！ 

 

【画⾯：对着电脑荧幕⾃拍】 

（旁⽩） 

当我在想自己从前的经历和我现在的生活时，我没有办法不想到我妈。我妈有多少像我外婆？

她会重复她母亲、也就是我外婆的生活吗？我呢？我的命运是什么呢？我想的是，我能有多

少和她们不一样的生活呢？ 

 

【画⾯：我的成长照⽚】 

（旁⽩） 

我 3 岁时，我妈离婚了。我是她唯⼀的孩⼦，我的姓也被改成和我妈⼀样。我和她⼀起⽣活，

离开湖北到了海南，读⼩学、中学，最后到了舞蹈学校。我学舞蹈完全是因为我妈，她觉得

我应该学习⼀个艺术特长，舞蹈是她认为最适合我的。 

 

【画⾯：我跳民族舞蹈影像】 

我妈没有上过大学，但她特别喜欢文学和艺术，她在我身上寄予了特别大的希望。我跳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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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梦想的延续，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她的替身，是对她失落和不如意的现实的一种补偿。 

 

【画⾯：母亲摆弄摄像机】 

妈：好像没电了。 

 

（旁⽩） 

为了创作这个《自画像》作品，我把摄像机寄给我妈，让她讲讲她最想跟我讲的话，比如我

是怎么被生下来的。 

 

【画⾯：剧场“⾃画像及和母亲对话”演出⽚段】 

那个时候可能有……六个来⽉时间吧。就感到你在我的肚⼦⾥⾯动啊！好像在⾥⾯踢腿啊、

伸拳似的。你每次在肚⼦⾥动的时候，我的⼼跳就会加快。 

 

⼀天晚上突然⼀下⼦惊醒了，感觉好像有液体从我的⾝下流出来。我醒了以后⼀看是⾎液，

当时把我吓坏了，就连夜赶去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医⽣⼀检查，说是……宫⼜已经开裂了， ⽺

⽔破了，孩⼦快要出⽣了。到天快亮的时候吧，肚⼦开始⼀阵⼀阵的阵痛，越疼越厉害，然

后医⽣就指导妈妈要⽤⼒，要呼吸，要配合她，那个时候啊……哎呀，那个痛苦感觉是⽤语

⾔很难表达出来的但是我的意识⾮常清醒，听到医⽣说，恭喜我，得了⼀个⼥⼉。然后，好

像我看到医⽣把你的⼩脚倒提起来在你的背上拍了两巴掌。然后我就听到你清亮的哭声，我

⼼⾥的⼀块⽯头落地了 

 

（旁⽩） 

这是我第一次听我妈讲我怎么被生下来的事，我的出生伴随着我妈的痛苦、还有幸福，然后

是她寄托在我身上的希望。 

 

【画⾯：剧场“⾃画像及和母亲对话”演出⽚段】 

 

4.5 公⽄。4.5 公⽄就是 9 ⽄，真是够⼤的。难怪我⽣你那么吃⼒。我怀你的时候肚⼦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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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还跟我开玩笑，说我怀的是双胞胎。你长得很胖。 

 

然后医⽣把你抱到产房外⾯，我就……只能听见你的哭声。听你的声⾳来分辨。当你的哭声

停下来。我又不能动，不能下床来看你。⼼⾥就开始担⼼你担⼼我的⼥⼉会不会被别⼈……

因为我还没看见你，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就担⼼别⼈把你换⾛了。 

  

【画⾯：我画母亲】 

（旁⽩） 

我 6 岁时，那是 1993 年，我母亲离开老家，去外面闯荡。我听人说，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想去

广东、深圳那些沿海一带的城市去发展。她去的是海南。我妈走了，我留在外婆身边，外婆

带着我生活。那时我刚开始学写字，我外婆给我妈写信时，她教我也在信上给我妈写上我想

说的话： 

 

【画⾯：信件】 

（念信） 

妈妈： 

你好。我会好好学习，不要挂念。 

奇奇 

1993 年 8 ⽉ 23 ⽇ 

 

妈妈： 

你好。我很想念你。我会好好学习，听外婆的话。 

再见，妈妈。 

奇奇 

1993 年，9 ⽉ 6 ⽇ 

 

妈妈： 

你好。我很想念你。我要好好学习。学校放假了，外婆要我给你写信。我⾝体很好。外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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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记，并坚持写。等你回来给你看。 

奇奇 

1993 年 9 ⽉ 28 ⽇ 

 

妈妈： 

你好。我很想念你，学校有两次语⽂考试，第⼀次我考了 87 分，第⼆次考了 94 分。教数学的

⽼师是何⽼师，教语⽂的⽼师是李⽼师。我⼀定好好学习，听外婆的话。 

敬礼 

奇奇 

1993 年 10 ⽉ 11 ⽇ 

 

【画⾯：我的成长照⽚】 

（旁⽩） 

后来我妈告诉我，她看到我写给她的信，激动得哭了。一年后，她接我去了海南，从那以后，

我就一直和我妈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读大学。 

 

【画⾯：剧场“⾃画像及和母亲对话”演出⽚段】 

（旁⽩） 

我想在身体里寻找我和我妈的对话。在我身体里有多少她的血液在流淌？妈妈的身体里又有

多少外婆血液在流淌？我和她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在回忆我的成长。我是如何在“被

教育”中成长过来的？我妈从小教育我，要好好学习，要听话，要努力，要做一个好孩子。

但有些东西，我妈没有教我，比如说，和性有关的。我的性教育是自我完成的。 

 

【画⾯：我和⼀个 7 岁⼩⼥孩的对话，我们⽤卫⽣⼱贴演出道具】 

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周：知道啊。 

我：是什么？ 

周：就是那个垫内⾐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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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垫什么内⾐啊？ 

周：⼤⼈都⽤，我妈也⽤。 

我：垫哪啊？ 

周：就是你上厕所的时候每次都要带上这个。 

我：为什么啊？  周：你们⼤⼈不带嘛？那你怎么不带啊？ 周：⼩孩不带。那到什么时候你

才带？ 

周：⼗、⼗⼏岁。 

我：男的要带吗？  周：不带。你还挺懂的啊。 

周：这是什么道具啊？ 

我：谁告诉你的？ 

周：没⼈告诉我。 

我：那你怎么知道的？ 

周：你这什么道具啊 ？  我：演出的。 

我：谁教你的？  周：没⼈教。你妈不教你你怎么知道？ 

周：反正我⼀般上厕所看到别⼈这样啊。 

我：那你怎么知道男的不⽤？ 

周：男的⼀般都不带。 

我：你怎么知道男的⼀般都不带？你又不去男厕所，你怎么知道？ 

周：谁不知道啊？ 

我：我像你这么⼤我就不知道。 

 

【画⾯：剧场“⾃画像及⾃我性教育”演出⽚段】 

我上六年级时胸部开始发育，觉得胸特别涨，很疼。⼀点都不能碰，也不敢跳。我不敢跟我

妈说，还以为⾃⼰得了什么病，然后胸部就⼀天天变⼤，越来越⼤。有⼀次，我上舞蹈课，

⼀个同学的妈妈就把我拉到⼀边，跟我说，你的胸都这么⼤了，怎么还不穿内⾐？多丑啊。

回家以后我就让我妈给我买内⾐。⼀直到初中我穿的内⾐都是这么短，这么宽的带。 

 

【画⾯：我和外婆视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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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我：你的胸部什么时候开始发育啊？ 

外婆：⼗多岁吧，不记得是⼗⼏了。 

我：你没有感到害怕？ 

外婆：不害怕，我乳房很⼩，那个时候啊，⼥⽣乳房⼤的才带胸罩，她们的胸罩不是为了变

⼤，是要把胸勒紧，勒住。当时⼈们觉得乳房⼤不好看，是丑事。因为我的乳房⽐较⼩，所

以没有勒。有的⼥同学勒得背后都是印，勒成了⼀道道的痕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认为越⼤

越好看，现在的⼥孩还故意把胸垫⼤，那时候认为⼤是丑事，现在…… 

我：我听不到你说话了，你那边声⾳断了 

 

【画⾯：剧场“⾃画像及⾃我性教育”演出⽚段】 

我的知识很都是从其他同学那⾥、漫画书、⾔情⼩说、还有妇科⼴告⾥得来的。⼩时候街道

两旁全贴着那种⼩⼴告。什么淋病、梅毒、不孕不育。我每次经过都会偷偷的瞟⼀眼，也不

敢待长，怕别⼈看见我再那还以为我有病呢 

 

【画⾯：我和外婆视频聊天】 

（对话） 

外婆：性的这些⽗母亲也不好教育，不好说。那么只有从书本上了解嘛。那样更好⼀些，书

本上的还正确⼀些。我从⼩在农村⾥听到那些男⼥之间开玩笑啊，男⼥唱情歌啊。唱那些哥

啊妹的，那些⽐较酸溜溜的歌曲。那时候叫黄⾊歌曲。 

 

【画⾯：剧场“⾃画像及⾃我性教育”演出⽚段】 

初中我们要办海报，⼀个桌⼦下⾯摆了⼀⼤瓶浆糊，是透明的瓶⼦。我们班有⼀个男⽣突然

⼤叫，哇！好⼤⼀瓶精⼦啊！然后其他男⽣都笑了，我想精⼦是透明的吗？它不是应该像我

们的例假⼀样，红红的、艳艳的。这是我第⼀次去想像男⼈的⾝体。 

 

【画⾯：吹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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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剧场“⾃画像及⾃我性教育”演出⽚段】 

我们班有⼀个年纪⽐较⼤的同学，她知道得多，就成了我们的⽼师 

每次⾃习课就成了性教育课我们围成⼀堆坐着红着脸听得很兴奋。她说男⼥第⼀次做那种事

特别疼，有⼀个同学问：有多疼？⽐压腿疼吗？压腿是舞蹈训练⾥我们最怕的，就是这样退

拉开，⽼师站在上⾯踩。⼀踩就是⼀⼩时，我们特别害怕这个动作 

 

【画⾯：外婆、母亲和我种菜】 

（对话） 

我：三个都不穿胸⾐的⼥⼈。 

妈：我穿了 。  

我：你穿了？我跟外婆都没穿就⼲活。 

妈妈：你们回归⾃然。 

我：外婆有没有给你上过性教育课啊？ 

妈：没有。 

外婆：农村⾥，那有⼈去说那些。 

我：有没有讲⼀些关于那⽅⾯的事情呀？ 

外婆：没有讲。 

妈妈：No，No，No。 

外婆：那时候认为是丑事，不讲。 

我：那你有没有跟我妈说你怎么⽣她的？ 

外婆：没有说。   

我：她问过你吗？ 

外婆：没有啊。  

妈：没问。 

我：你没问啊？ 

 

【画⾯：剧场“⾃画像及⾃我性教育”演出⽚段】 

我外婆说，她什么都不知道，还⽣下了四个孩⼦。后来我问我妈，有没有想过要给我上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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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她说想过，但是她不知道怎么说 

，她羞于说出⼜，⽽且她说没⼈教过她性⽅⾯的知识。她说她不知道怎么说。 

 

【画⾯：外婆、母亲和我三个⼈⾃拍】 

（对话） 

我：三个⼈看看像不像，我“站成⼀排。 

妈妈：妈，你的头再靠中间⼀点。 

我：我和外婆的眼睛像 看见没有。 

 

【画⾯：外婆晨练】 

（旁⽩） 

我外婆、我妈和我，我们三个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们都有大门牙，都是大嗓门，我们的

腿长得很像，都是罗圈腿，连走路的姿势都一样。我像她们俩一样好强、倔强。 

 

【画⾯：外婆成长照⽚】 

（旁⽩） 

外婆的青年时代是 50 年代，我妈青年时代是 70 年代，她们俩跟我说她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要

求进步的，那个时代思想进步的标志就是加入共青团。我外婆虽然很努力但没有入成，她说

那个时候入团非常难。 

 

【画⾯：母亲带红领⼱照⽚】 

（旁⽩） 

我妈在中学时就入团了。 

 

【画⾯：我的档案资料】 

（旁⽩） 

我是 1999 年上中学，然后就入团了，我的记忆里入团一点都不难。老师让我写申请书，然后

发给我一个小红本，告诉我：你现在就是共青团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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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婆、母亲和我吃饭】 

（旁⽩） 

我们三代女人还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呢？我外婆是老师，我妈也是老师，我也当过舞蹈老师。 

 

【画⾯：外婆和母亲聊天，外公坐在中间⼀⾔不发】 

（旁⽩） 

我看得出，外婆和外公的关系不好，他们经常为很小的事情吵架。后来我知道外公外婆是他

们两边家里定的亲。 

 

【画⾯：母亲拍摄外婆讲述她的遭遇】 

外婆：燕⼉啊（母亲的⼩名），如果⼀个⼈如果不贤惠，⼏代⼈都是这样。⽣完你坐⽉⼦的时

候，我的奶⽔积在⾥⾯，就长疮，烂了⼀个⼤洞啊。你爹找来⼀个⼈，她弄酒精给我洗，你

说那有多疼啊，把我弄得疼死了，我哭啊哭啊。他们⼀家⼈对我真是太不好了没有⼀点恩惠

享。你⼩时候晚上哭，吵了他的瞌睡，他说：就知道哭，再哭就扔出去，我受的苦真太多了。

有些都忘记了，动不动就叫我滚。就不让我进门，那些话怎么说得出⼜啊。 

妈：那些都过去了，就算了，有些东西想说出来，也是…… 

外婆：我就是讲给你听，我不说你怎么晓得呢，你那时候⼩，有些你晓得有些不晓得。 

 

（旁⽩） 

外婆讲的这些话是我妈拍的，这是后来我看素材时发现的。外婆说的这些以前我从来都不知

道，我听了非常吃惊，也特别奇怪，外婆这 40 年的生活是怎么熬过来的，她为什么要忍受这

样的婚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要拍下这段，她是为我这个片子而拍？她是不是知道这会成

为我片子里非常重要的一段呢？但是为什么她拍了却没告诉我？ 

 

【画⾯：外婆中年照⽚、外婆与母亲合影、母亲中年照⽚】 

（旁⽩） 

我外婆不满意她的婚姻，她希望我妈不要像她⼀样为婚姻吃苦头。我听我妈说，她是⾃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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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她恋爱时外婆⾮常反对，因为她不希望她的⼥⼉嫁给⼀个从农村来的⼈，但我妈没有

顺从外婆的想法。是她在我 3 岁时就离婚了。我⼀直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婚，但没有⼈告

诉我。我也从来没问过，我感觉这是⼀个不能问的问题。最后我妈还是重复了我外婆⼀样不

幸福的婚姻命运。我呢？我现在不知道。 

 

【画⾯：排练厅】 

（旁⽩） 

我第一次恋爱是在 15 岁，我在舞蹈学校二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同学。一个月后这事就被我

妈发现了。我妈当时很生气的跟我说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这么早就学着谈恋爱。她问

我他有什么吸引你的，他学习好？他有聪明？他长得帅？还是他有本事、有钱？我回答不上

来我只是哭，我妈也哭。她把我关在房间里，让我写检查。 

 

【画⾯：剧场“⾃画像及和母亲对话”演出】 

有⼀次上晚⾃习，我在教室去找不你，其他同学还帮你撒谎，说你上厕所去了，结果我不相

信，在那⾥等了⼀会⼉不见你回来就去找，结果发现你和⼀个男同学坐在那⾥聊天。在我的

观念当中男同学和⼥同学可以有很好的友谊、交往，正常的交往，都没什么可说的，如果要

是超越了正常的交往，有了其他的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在妈妈看来在那个时段、那个年龄是

绝对不允许的。 

 

【画⾯：剧场“⾃画像及和母亲对话”演出】 

检查。妈妈，今天，是我不对，是我错了，惹你⽣⽓我也很难过。 

事情是这样的：晚上上⾃习的时候，我和他传纸条，然后就到教室外⾯聊天，刚说了⼀会话，

⼀个同学就来告诉我，说你到教室去找我了，我们很害怕就到楼道⾥躲了起来。我和他是过

年前好的， 

我们互相喜欢，经常在⼀起聊天，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妈妈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原谅我，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和他交往。请你相信我，我再也不惹你⽣⽓，再也不让你伤⼼。我们只是

说话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相信我！以后我再也不惹你伤⼼了。再也不

辜负你对我的期望，我⼀定，我⼀定考上理想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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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检查。今后你看我的⾏动吧！检查，检查。妈妈，我错了。 

检查，2003 年我再也不这样了，今后你看我的⾏动吧！2003 年 5 ⽉ 17 ⽇。我再也不……  

 

【画⾯：剧场“⾃画像及和母亲对话”演出】 

（对话） 

我：你为什么要让我写检查？ 

妈：因为妈妈是⽼师啊，⽼师让学⽣写检查是正常的。所以妈妈把这种写检查的⽅式就⽤来

教育你。 

 

我：那你为什么要让学⽣写检查？ 

妈： 让学⽣写检查不是妈妈发明的。好像是中国多少年来教育的⽅式吧，在学校⾥⾯教育学⽣的⼀

种⽅式，是不是⼀直以来我也记不清楚， 

反正我们读书的时候学⽣写检查的很多。到我做⽼师的时候，也⽤这样的⽅式。 

 

我：检查应该怎么写才是正确的？ 

妈： 检查也好，反省也好，⾸先就是检讨⾃⼰、反省⾃⼰。把⾃⼰犯了错误的过程啊，把这

些全部把它详细的写出来然后挖掘⾃⼰内⼼不健康的错误的根源，然后就是表⾃⼰痛改错误

的决⼼、保证。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吧，看到的都是这样。那我们要求学⽣写检查的时候，

也基本上是这⼏个内容。因为 50 年代 60 年代，包括 70 年代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组织管着，

被单位管着，管的⾮常的严格，没有了⾃我。五⼏年反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写检查、写反省

是太普遍了。很多知识分⼦啊，怀着对党的忠诚，把⾃⼰看到的⼀些，不好的现象，社会啊

⽅⽅⾯⾯不好事，或者是对党提出⼀些诚恳的意见，说出来，但是后来这些提意见的很多⼈

都被打成右派了。很多⼈，都被关起来，反省⾃⼰，写检查。⼀遍通过不了，两遍、三遍、

四遍，这种事情听说的很多。 

 

我：为什么会发⽣这样的事情？ 

妈：因为 50 年代、60 年代，包括 70 年代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组织管着，被单位管着，管的

⾮常的严格，没有了⾃我。每个⼈都像⼀个机器，⼀个⽊偶。只听领导的话，听单位的话。



 968 

听组织的话，听国家的话。如果有⼈在⼯作上或者是⽣活中，犯了错误。违反了当时的社会

标准啊道德啊，都会受到批评教育，也会要求写检查。⽐如说…… 

 

 

【画⾯：外婆外公闹⽭盾，开家庭会议】 

外婆：我受够了。我看他的像看怕了。在外⾯是⼀个⾯孔在屋⾥又是⼀个⾯孔。有个⼈叫我

可怜的奶奶噢。 

外公：你们问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好。你们以前也没问，我们也没说我总是放⼼⾥不好讲。

因为我怕把这个⽭盾呢说了你们⼼⾥不好受。 

外婆：哎呀，有什么好拍的，奇奇。 

 

【画⾯：舅母关门】 

我：别关门。 

舅母：你想听就出来听。 

舅：你在⼲什么？ 

我：拍⼀下。 

外公：这争争吵吵的有什么好拍的呢？拍得起什么作⽤呢？这是个丑事。 

我：拍下来你们俩个⾃⼰看⼀看⾃⼰。别⼈说什么都是别⼈事情我现在长⼤了我有资格要说

⼀下。 

外公：好。 

我：永远都是别⼈在说你们，你们都不知道⾃⼰的⽑病我们都还不是为你们俩好啊。 

外公：是的，是的。 

 

（旁⽩） 

听这些话很别扭，我第一次在老人面前这么说话。我想帮她们解围，但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能帮她们解决吗？又好像我想证明什么？证明我长大了？ 

 

【画⾯：脚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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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脚趾头会说话，⽼⼤，⽼⼆，⽼三、⽼四、⽼五。它们性格不⼀样，脾⽓也不⼀样，长

相也不⼀样，想法也不⼀样，⼈⽣理解也不⼀样，对未来的想法也不⼀样，欲望和⽬的都不

⼀样。但它们又长在⼀起，分不开。它们被迫在⼀起，成为⼀个整体。但是为什么它们会长

在⼀起呢？谁也不知道，上帝安排的。⼗年前它们也不⼀样，⼆⼗年前它们也不⼀样。 三⼗

年会不⼀样，等到这个脚长到七⼗岁 会是什么样…… 

  

（旁⽩） 

我外婆和我妈都是碰到第一个男的就结婚了。我呢，我谈过三次恋爱，没有一个是结婚对象，

没有一个让我嫁给他。如果他们向我求婚说不定会把我吓跑。我这个时代，谈一次恋爱就结

婚太不正常了。我外婆和我妈都希望我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她们俩经常跟我说，你以后要找

到一个好男人。我也不知道我以后的婚姻是什么样的，也许我不会结婚。我以前经常和别人

说我以后结婚了肯定会离婚，说的理直气壮，像宣言一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和她们

的婚姻有关系。 

 

【画⾯：扫描⾯部】 

 

【画⾯：⾝体穿过胯下的表演】 

（旁⽩） 

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是这样？ 

我来这是为了什么? 

我要找谁？ 

一个男人？ 

他在哪？ 

他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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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命运一定要跟男人捆在一起吗？ 

和他结婚？ 

我肯定不愿意重复我妈的命运， 

我不能像她一样 

我也不能像我外婆 

我不愿重她们的命运 

我不能重复她们的命运 

我不能重复她们的命运 

我不能和她们一样 

我要一个人…… 

 

【画⾯：剧场“⾃画像及和母亲对话”演出】 

妈妈希望你⽐妈妈过的好，能够找到⼀个真⼼爱⾃⼰的⼀个……⼀个男⼈吧。能够找到⾃⼰

的⼀个真爱，以后能够有⾃⼰的⼀个幸福家庭，妈妈希望你过的幸福，要过的快乐，能够……

不是说随⼼所欲吧，起码就是说，能够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这样就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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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The Man 
                                  胡新宇作品  

 

 

Prelude 1 Lin Shi’s home.  

 

(Shave & Play Gun.) 

                                                    

Prelude 2 My home. 

 

Hu: - Jesus, What the hell is this? 

Shi: - What are you rubbing? 

Hu: - Your cock. 

Hu: - Your also cock.. 

Su: - You fuck！ 

Su: - So, do you guys want pussy? 

Hu: - Pussy? 

Su: - All they’re good for is a fuck in the ass. Long time since I dreamt like this… 

Shi: - You’re a fucking sick man, Su! 

Su: - Man, three months and no release. Fuck!! 

Su: - Sex is more like medicine than food and it’s time to take the pills. Is that right? The 

antiquity book “Sex and Zen” says…Sex is a kind of ‘medicinal herb’  

Shi: - Ok, so where are your ‘herbs’? 

Su: - “HERBS”? Shit man, there aren’t any around here! 

Shi: - Wait a second! The poor can’t even afford a meal and here you are thinking 

abou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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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 (sigh) Get back to sleep. 

 

Scene 1 Lao Su’s home 

 

Su: - Well, some things will be useful and some things I’ll trash… we’ll see later. 

Su: - Time for a cigarette. 

    Su: - It’s four thirty…I will be satisfied if two stamps are certified on my 

resignation application. I will record my last working hour at this place 

Hu: - What! 50 000.RMB annual salary?? Fuck man, take it! 

    Hu: - What teacher will you be at that middle school in Shanghai? 

    Su: - Art teacher. 

Hu: - Just take it! 

Hu: - You go ahead and I’ll just consecrate myself to my film career. 

Su: - That’s my career and the way to survive. Maybe I still get one year for probation 

and could be dismissed again. 

Hu: - Who do you mean? 

Su: - Su. Me. I’ve got a prediction that I can not stay any place for long. Dismissed. 

    Hu: - You are a free man. 

Su: - freedom sometimes costs a great deal. 

    Su: - Free is a serious word, it also make people go astray. What do they say? Too free 

means nothing. 

    Hu: - You can not talk about personal freedom if you are poor. 

Su: - Your "freedom" equals nothing on your hand. 

Hu: - Whom are you talking about? 

    Su: - I am talking about myself. I have been driven around .Shanxi today. Maybe from 

Shanxi to another dammed place I don't know. 

Su: - Just be an obedient. 

Hu: - It's proud for me to be a Taiyuan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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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 Obey.obedient.Be a Yesman always. 

Su: - Shanxi.Hopeless place. 

 

Scene 2 School road.   

 

Hu: - You want to be fully drunken from your bad mood. 

Su: - I do wanna to be like that. 

Hu: - How many bottles do you want? 

Su: - I wanna be totally relaxed and take a train to Beijing tomorrow. 

 

Scene 3 Shop. 

 

Su: - Take all them out. 

Su: - Hold it.Don't drink too much. 

Su: - Two bottles are enough. 

Su: - Two? that 's water for me. 

Shi: - How about three ? 

Su: - I prefer six bottles. 

Shi: - You bullshit! I hat’s enough. 

Su: - I want six. 

Su: -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have? 

Shi: - He just finished two bottles of liquor. 

Su: - You will not have this? 

Shi: - No. 

Su: - I don’t have enough if you join in the drinking. 

Su: - 1 2 3 4…… I wanna another one. 

Su: - I wanna six for it’s a lucky number. 

Hu: - Don’t be fussy any more. Four bottles are enough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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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 Pignut. 

 

Scene 4 My home. 

 

Su：- People say let’s break his fuckin’ leg but I don’t want to do it. How can I do such 

a thing? That he kicked me out made no harm to me. 

    - Who hurts me the most? My friends do. They sometimes really get me down.. 

Hu：- Maybe I hurt you with this movie.  

Su：- No, Never. 

Su：- Unemployment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 me. I don’t care about that very 

much. Who would hurt me the most? My friends do. They sometimes really get me down.  

Shi：- I am sleepy. 

Su：- Sleepy？You don’t need sleep. 

Shi：- I will take this . 

Su：- where’s the cigarette? Only two left. 

Shi：- No. Enough for me  

Su：- You take this. I take another one. 

Su：- Don’t change so often, buddy. You really wanna quit art drawing? You wanna 

do something, you have to set your mind on it. If you get another better chance or don’t like 

the job, you just quit and it doesn’t matter. Don’t push yourself too hard. 

Shi：- All right. 

Su：- Shi you are at your best age of 30years old. Just make the target of your life 

clear. Don’t follow my suit for I am a little bit special. My chance seemed often slipped 

away… I know small salary make your life hard, that’s the dammed situation here in china. 

When you concentrate on your art for several years maybe you will be successful. Otherwise, 

you leave this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do something else. Once you get big money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his is my experience. 

Su：- Beijing is the city that reminds me of ol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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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 of women, I took her to Beijing. 

Hu：- women？ 

Su：- Yes.Itook her to Beijing. It was so foolish. 

    - I was so absorbed that time. 

 

Su：- I am little bit drunk. But so what? This fuck’in life comes to me over and over 

again. 

No. buddy. We should start our new life. why must we lead such a damned poor life? What’s 

our life goals? We have to say no to this fuck’in daily routine.For what must we lead such a 

dammed poor life? We must say, No to this life. This is not life but just a fuck’in waste of 

time. 

 

Shi：- I am in real blue these days. I don’t know what makes me like this. 

- Jump over.I will de happy if you are here. 

Su：- Holy Shit! What fuckin’ life I am leading. You fuck pussy man. Come on and 

give me a back massage. 

Su：- (sigh)Too tired for me. I am overloading. I am nearly 40yrs old, Buddy. You 

know what 40years old means to a man?   

Su：- I need go out to get some fresh air. 

 

Scene 5  Washroom. 

(vomiting) 

Hu：- Lin Shi! 

Su：- Holy Shit! 

(with the back beating) 

Hu：- You drank too much. 

Su：- I am dying for this… I die. Let those assholes b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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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6  My home 

Hu：I feel that it is a bit cruel to make a documentary of Mr.Su.  

Hu：Whatdid your girlfriend tell you?  

Shi：Nothing, just chatting. 

(Mr.Su the scene he was crying.) 

 

Scene 7  Schoolyard 

 

Shi: -I killed only one sparrow this time. How did they stay on that damned tree? 

Shi: -I didn’t find any wound on the sparrow. 

 

Scene 8  My home. 

 

(on the phone) 

Shi: -The pigeon that we killed today was so fat, its chest flesh was almost one inch 

thick. 

 

Scene 9  My home. 

       

Hu：-Mr. Su informed me that he might stay in Beijing for work. 

Shi：-Who? 

Hu：Mr. Su. 

Shi：It was Su who called you just now?   

Hu：Yeah. He contacted a big shot in Beijing. Tomorrow will be Christmas and he 

will be interviewed for his art work. 

 

Scene 10  School ea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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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Su. Tell us your story in Beijing. 

Su：-I am too tired today. I got on a chilly bus back here. How about tomorrow? Take 

a good rest. 

 

Scene 11  My home. 

 

Su：-I paid the marital matchmaker 100 Yuan half a year ago and they picked out 

three ladies for me.  

Shi：-Only three? Did they find you a date? 

Hu：-Your phone. 

Su：What’s your occupation? Doing business? Time changed and people also changed. It 

happened that I was just fired when you called me the first time. Are you still interested in 

talking to me? All you girls I compacted are put much stress……so called materials, maybe I 

never meet girls with high qualities. 

 

(lady’s voice on the phone) 

Girl at Flowershop：-(lady) Since you are a such a open talker, let’s be upfront. If I 

have a good feeling about someone, I don’t care whether he is rich or not. The personal 

morality is more important. I will follow him wherever he goes. 

Su：-This, this kind of girl, I have never met in the last ten years. 

 

Su：-I give you my private details. Born in 1963, I am 38 years old. My university was 

Beijing Movie Institute. After my graduation in 1985 I was assigned to work at Movie 

Studio of Inner Mongolia for the place I came from. I quit my job in 1990and I have been 

many cities, (I came to TaiYuan just because the school here was exactly what I wanted. 

Right now I am jobless for many reasons and I stayed at my friend’s place. ) That’s all my 

story. Does anything you’d like to ask? I get enough patienc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Sorry. I missed one thing. I am not tall than 1.70M, a little bit bald-headed and with b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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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I know you girls want tall handsome men. That’s fashion. Are my words clear to 

you? What do I look like? You know Genghis Khan. That’s it. 

Hu：-（laughter）Kublai Khan （1213-1294） 

[A Chinese dynasty (1271-1368) established by the Mongolian ruler Kublai Khan at 

Peking (Beijing).] 

 Su：-I am a minority. My ancestor were  Khitan in Liao Dynasty (907-1125). I was 

almost retrogressed as something like a monster. Because I am a minority. How are you 

doing recently? That’s all right. I feel a little blue since I am out of work. I got my name 

registered in marital matching office. You must be a gorgeous woman. Average. It’s above. 

You must be flattered by many males quite often.  

Su：- Lin shi. You want to know the girl at flower shop? 

Shi：-Nah. 

Su：-Which kind of girls do you want? 

Shi：-Only if she is a beauty. 

Su：-She is a gorgeous and she is rich also. 

Shi：-Maybe her morey is not clean. 

Su：-Maybe she took the dirty money. Who knows? 

 

Scene 12  On the road.  

 

Su：-I’ve been thinking of…… Shall I go on with my half finished movie ’Deaf Kids’? 

Shall we put together this movie and that one? And the end of the movie is at the railway 

station. 

Su：- I will go to Beijing by train. 

 

Scene 13  Mr.Su’s home 

 

Su：- I’ll take ball these things when I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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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missal Paper) 

Su：-Is "White balance" ok? 

Su：- Excuse me.you were born in 60th or in 70th? 

Hu：-My ID card shows 1971. 

Su：-You were born in 1971? 

Su；- You dammed 1971 and I was born in 1963.You are 8 years younger than I 

do.Yesterday you told me you wanna a kid,a family.You mentioned first and you will get 

married soon. 

Hu：-I got anal problem and no girl will marry me. 

Su：-The problem is gone if you get married.Marriage is a good cure for the anal 

disease.  

  

Hu：- Let’s go. 

Su：- Put on your coat. 

Scene 14 Taiyuan’s avenue & My Corridor 

(Move house)  

Su: - You must help me to move this. I can't do it myself.   

Su: -  Television. Let’s do this, put the luggage on the TV box. How about put the 

Jin-Yong's novels under the bed? 

 

Scene 15  Noshery. 

 

Su：-Hu. When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I want to produce a movie like this .but they 

said no. it’s better to make something yourself. Everything is hard at the very beginning. 

Su：-How old are you? 

Shopman：-Me Guess. 

Su：-15，maybe 17.  

Shopman：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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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What were you doing at 15 years old? Su. 

Su：-This young guy will make big money in future. 

Su：-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when you grow up? 

Shopman：-I have no idea. 

Su：-Want big money? 

Shopman：-Sure. 

Su：-Got emission at night? 

Shopman：-Pardon? 

Su：-Emission from peter at night?  

Su：-Want any women? 

Shopman：-Nah. 

Su：-Get hard on when you see pretty girls? 

Su：-Nah？ 

Su：-Impossible. You are at this age. Hemingway started his sex at 14. 

 

Su：-You made your movie so easy with my help.  

Hu：-What do you mean？want something in return？ 

Su：-I am sure you will make money and fame with this fuck in movie. What are you 

going to pay me back? 

（lady’s voice） 

Lady：-Do you have pancake here? 

 

Scene 16  My home 

      

Su：-Listen. These are main ideas of this movie. Scenarios must be very clear.  

Su：-I like this blackboard. I love it. It’s a pleasure to write something on it. I will 

make a bigger one some day. 

Hu：-It reminds you of you past experience at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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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o at all. I like it just because if can copy my thinking. When I got an idea, the 

chalk follows it simultaneously. Otherwise I get lost. 

Shi：-Why don’t you make a disc of this movie, It’s great. 

Su：-By the way,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tonight? 

Hu：-Take a piss first. 

Su：-It only takes a few second. 

Shi：-Fuckin’ stink! I know you made beer this way. 

Su：- Here’s another bottle. 

Su：-Mr.Hu. how are you going to spend the New Year day? 

Hu：-Some student will offer me some wine and delicious food. 

Su：-How about me? 

Hu：-You take my leftover. 

Shi：-Why don’t you go back home? Hu. Your home is not too far. 

Su：-You’d better go back to see your parents. My home is far away. 

 

Labor and Employment 

 

（watching TV) CCTV Program：Labor and Employment 

 

Su：-I read a newspaper the other day, they wanted fuck in Doctors to be teachers at 

elementary shools, I don’t know what this fuckin’ world is going on. Pedagogy majors can 

be headmasters. What do they meed Doctor for? Teaching Chinese ABC. Ridiculous! 

Shi：-Dammed right. Su. You like go to Shanghai for a job hunting? 

Su：-No.I hate the fuckin’ place.It’s still inside the rigid system. 

Su：-I was in a talents collecting fair in Beijing days ago. Drivers applied must be 

technicians. That’s all bullshit! They only need good driving skill. Drivers and drivers. 

That’s all.  

Shi：- Let me look at job vacancy published from the middle school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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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Do you have teacher’s certificate? 

Shi：- Not so far，but I will get it pretty soon. 

Su：- Shi, You can think it over you are very young. 30or 35years old above are hard 

for job application in China. It’s hard for you except you are professors or Doctors. Take 

your time if you are intended to do it. 

Shi：- I am also worrying about this. Give me a cigarette. 

Su：- You are talking about your girlfriend. 

Shi：- She will leave me if I would not move to the South. 

Su：- Very possible. 

- It’s hard for her to come over Shanxi. 

Shi：- Me too. I don’t like to stay in Shanxi either. I also hate Guangzhou, it’s awfully 

hot there. 

Su：-I found that they often list teachers’ vacancies on China Education Daily.  

Shi：-We need to find them out. Let’s move to College’s library. Mr.Hu. 

Hu：-Ok. 

 

Scene 17  New Year Concert is going on. 

 

(singing)Only breeze from my homeland can appease my lonely soul. 

(Singer wishes happy a new year to the audience.) 

 

Scene 18  Lin Shi’s home.   

 

(Mr.Su watching TV) 

Su：- So great! This is a good shot. I’ll take it down.  

 

(Music: Opera - TOSCA – E lucevan le stelle（The stas were bright.）) 

    Italian： E non ho amato mai tanto la vita！（ I've never loved life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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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hi let's go hunting tomorrow.  

Shi：- Act？ 

Su：- Act. 

Shi：- Act？ 

Su：Tomorrow. 

Shi：-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y can’t I understand you? 

    - I will die if my girlfriend knows about this. 

Su：-Fuck ! It is so boring living just like this everyday. 

Su：- Let’s go back for sleeping. 

 

Scene 19  Lin Shi’s home 

 

Shi：-Get up. 

Su：-I am feeling well today. 

Shi：-Where are the Fuckin’ sparrows? Birds disappeared in the sky.  

Hu：- Who fart? 

 

Scene 20  Corridor&Doorway 

 

Shi: -（sing）So many generation have passed away.  

Hu: -Your targets appeared? 

 

Hu: - Disappeared? 

Shi: - Be quiet, right here. 

 

Scene 21  Lin Shi’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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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EARTH REPORT） 

TV：- We heard a shooting, then another. We saw a wolf.  ..... 

Shi：- Mr.Su, Have some sparrow. 

Su：- No. 

Shi：- It is also delicious. 

 

Scene 22  Sauna guest room 

 

Hu：- Fuck you (Lin Shi) ! 

Su：-The girl got a sexy ass . We just try something on her？ 

- My hand sneaked into her skirt. 

Liu：- Whom to touch? 

Su：-What good is it to touch them? 

Gao：-I will not pay a penny for this touch. 

Su：-What's your (Lin Shi)size when you got hard on? 

-She is crazy about my “structure” 

- What good is it to touch him ? I will not pay a penny for this touch.. 

(Liu&Gao: singing) hope  ....  hope  .... 

 

Scene 23  My home 

Su: Why not yet called? Fuck! 

 

Scene 24  My home 

Su: I wonder if my living here has caused misunderstanding of your neighbors. They 

may ask:"Why here comes a fat guy?","Are they homosexual?","You can always see him 

sitting in Hu's home, or wandering in the corridor or drill ground. 

 

Scene 25  M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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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one)  

Su：- In fact, men and women are the same… 

- You used to have a boyfriend and it lasted for 8 years. You lived together? 

-I am not handsome. 

-What’s fuckin’ she is talking about? 

Hu：-The girl likes you.  

Su：-You bullshit. 

Hu：-May be she likes your experience. 

(Girl's voice is on the phone) 

Girl：-I don't read many books yet I have a little poem for you. Would you mind my 

reading to you? 

Su：-Go ahead. 

Girl：- I will give you another one which I just composed. It named "Loneliness." 

 Su：- Loneliness. 

(Girl's voice on the TV) 

Girl：Moonlight in sky and the flower is shy. 

Sitting under the shady trees, I listen to the insect's singing. 

Some says the marriage is arranged informer life. 

A sudden cold wind will awaken your dreamy mind. 

(voice on the TV) 

Su：-Sounds interesting. Your wrote good poems. 

Girl：-I give you one more if you don't mind. 

Su：-All right. 

Girl：-I made this on the Middle Autumn Festival. 

Su：She will never append time on this, if she leads a busy life. 

Hu：-You can marry her. 

Su：-Fuc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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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Just leave her in romance 

Su：-Ten years ago I also wrote many poems like this. Now I totally quit. 

Girl：-Here is my address and you just write it down. Taiyuan South Road… 

Su：- What a bitch! Is it necessary for me to play like this? Maybe I am impatient.  

Su：- The bitch want some her portrait picture？I will leave her alone. I don't wanna 

give her a fuck.. 

 

Scene 26  Shop. 

 

Shi：-How much does hot water bag cost?  

Woman boss：- Five yuan. 

Shi：-- Five yuan? 

Woman boss：-No .above 

 

Hu：-Get some water. 

Shi：-Where should I go to get water? 

Hu：-Boiler 

 

Scene 27  Shop、Schoolyard & Lin Shi’s home. 

(Rock'n Roll) 

Shi：-So much deeds are cry out to be done and it always urgently. 

Hu：-Pretty woman .eh? Seldom see such a beauty on blue movie. 

Shi：-It's OK. 

Hu：-Not pretty enough ? 

Shi：-Pretty. I love her long eyelash. My former girlfriend from Korea is like this. 

-Lovely eyes. 

Hu：-I watched this' movie at 4 last night and I jerked off. 

Shi：-Mr. Su told me that you did when he was lying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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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hat's my second time. 

-How did Su know this? I did this secretly for I never made any noise. Perfect! 

Shi：-I got a terrible stomach-ache. 

Shi：- We need to find a place to have a dinner together tomorrow. I got a kidney 

problem. 

Hu：-Maybe Mr. Su is fuck 'in around somewhere. 

Shi：- yeah.  

Hu：-I put up here tonight. 

 

Hu：- Su might be taking a girl doing him a blow job. 

Shi：-You go and check it out. Perhaps he stays alone. 

Hu：-He cried his heart out again last night. 

Shi：-Hurry to get him. 

 

Scene 28  My home 

 

      Su：I am fucking sleepy. 

Hu：You drew a picture of her last night? Didn’t you? 

Su：(couldn’t hear clearly) 

Hu：what? You didn’t draw? 

Su：Not finish yet... 

Hu：Didn’t you promise to draw for her? 

Su：No, I didn’t. 

Hu：Isn’t that a hocus-pocus? That’s immoral. Isn’t that you invite her to come over 

watching you drawing? 

Su：She said no need to draw anymore.  

Hu：You should’ve said: if you do not ask me to draw, you can leave now, don’t you 

come to see me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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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tentious cunt, eh? 

      Hu：She came for drawing, did she? 

Su：Oh, she talked about her plan to go to school. 

Hu：Go to school? 

Su：Study ikebana. 

Hu：What sort of school she wanna go? 

Su：oh, not settled yet, I’m already sleepy. 

Hu：Fucking happy all night? 

Su： Nonsense. I find that sex is actually boring, repetition.Just in and out, out and 

in…. and my stuff is short, couldn’t engage too deep, just a little botch, “chua..” it 

comes.  Fucking boring.A little bit of “that” is quite enough. One wife is more than 

enough for the function. 

Hu：Aren’t you looking for a wife now?  

Su：I only demand sex twice a month, sex is not so important.What do you think?  

Hu：You have no sympathy! 

 

Washroom & My home 

 

1. (washing Mr.Su face) 

2.    Hu：Eh, got to find a good doctor to cure my rectocele. Is there any underground 

doctor in your Inner Mongolia?  

Su：Yes, we have animal doctor there, they will cure you in one minute.  

Hu：Fucking hell, they do stick hand into my asshole just like that? 

Su：They wear steel nails. 

Hu：Don’t scrape my asshole too hard, I hope. 

 

Hu：C’mon, get dressed an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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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29  On the road 

 

Su：- Today's New Year Day. Take a day off. 

 

Scene30  My home 

 

(on TV) Happy New Year. 

      Su：- Chinese. 

Su：-So great. 

Hu：- I guess you never do chore at home. 

Su：- My first step in Beijing is to get a house. 

Su：- How to get a house? 

Su：- Whatever. 

Su：-Whatever, It's my goal. big or small, I have to get one first. House. 

 

Su：-We can re-do it if the movie is not satisfactory. The life is the same. When you   

recall the days you had spent idly, you will make out the correction for the fitture. This is 

the right way to handle the things. 

 

Morning:  

Su：- We go on our sleeping since we have nothing to do right now. This doesn’t 

matter. Quite normal. 

 

Afternoon: 

Su：- You had dammed oversleep this morning but I got up less than ten'o clock. 

Also a fuckin’ nap. 

Hu：-I will be much easier if I don't join the profession test. Just see how fuckin’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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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Su：- That's great.I don't need all thses to save my face. 

Su：- Are you making story for your feature movie again? Is your machine on? Do 

what you have to do. Why do you buy a (DV) machine? Isn’t it your burden? You seem to 

feel wasting time when you do not record anything everyday. Go sleep when you are sleepy, 

do what you got to do. No, I got to lie down in bed. I do not want to stare you. I got to get 

away from you. Men shouldn’t stick together all day. 

Scene31 My home 

Su：- I have sent 4 job application letters, no, 8, but not even one of them has replied, 

not even an interview…..nothing. Myself, I’ve become garbage! Oh, no! I can’t find job 

anymore.  

Su：-What should I do? Director Hu? 

Hu：-You should just sleep all day from now on. 

Su：-I’m starting to feel like I can’t fall asleep anymore. 

Hu：-Keep on sleeping. 

Scene32 My home 

(And the phone number of my colleague Song Yongping who was fired by his school. ) 

Su: - I can’t tolerate the system, the system can’t tolerate me. Will I give up my nest 

half life for the fucking structure? No, that will indicate we are weak ass.  If we are 

strong, we can at least make some troubles, or fight back. Now I can only cry. That is 

it. There is no target. People will treat this as personal and think I am selfish. No, no, this is 

not strong enough.   

Su: - It does not matter for people to know me as an idiot, it should be ok to 

become a specimen. Let people have a look at the shining idiot. It is not bad for them to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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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xperiences from me. 

Su: - As for Taiyuan city I don't love this dammed place. 

Su: Oh, I have spent quite a bit of sperm in Taiyan. Fuck, several CCs have been 

spent on Taiyuan. 

Su: How much do you think I spend? I guess about a full can, or alomost a big cup. 

 

Su：- We did this together for years and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nyhow we did 

a good job in this respect. We need to exchange such experience. And so what? Do it more 

aggressively. 

It’s also very academic when you mentioning the frequencies, angels and thymes. Also it’s 

human’s basic instinct. 

Su：- I don’t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do next shit! All are screwed up with me right 

now. 

 

Scene33  Shi Lin’s doorway & My doorway. 

Scene34  My home 

(on the phone) 

Shi：-You come over first and we will see what we can do here.  

-I saw a French style bed on display and it costs move than 3000 yuan, 3700 

exactly. This price is on 50 percent discount.  

-It’s awfully beautiful and I have never seen such a beautiful bed like this before. 

It's an art!  

- All right.You know I myself don't like to mention such dreadful things.  

-They are really beyond my ability and I coul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 I am going to have my house pa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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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35 My home 

Hu：-Bobo called you. 

Shi：-At noon yesterday? 

Hu：-Yes. 

Shi：-My IP card is' invalid and you just make me a call. 

 

(voice from TV) News Bulletin- Deepen the activity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in rural 

areas 

      Shi：- I thought you should have been here the week before. 

Su：-Look at this shit guy, his phone also lasted one hour. 

(on the phone) 

Shi：-I am strange a little bit and this makes me quite different. If your women get 

correct extraordinary senses, half of female world, maybe the whole could be witches. That 

will be a disordered world. 

Hu：-What did your girlfriend tell you? 

Shi：-That's a secret.  

-Hu. You choice is rational and it mayn't correct. Existence is rational yet it 

could be wrong, But you have to do it. 

Hu: -What do you mean" my choice?" 

Shi：-I mean you making movies like this and scared of getting married. All in one 

word, This' is your destiny, destiny.---or "a chance" in modern meaning. 

 

(Mr.Su get the supper back) 

Su：-Here is the liquor and from this we get our inspiration on. 

Su：- you want some ? 

Shi：- Why not. 

Su：-Give me a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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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Clear this bottle, you miser. 

Su：-You like a real man today. 

-That's me in real and I will keep on writing on you. 

Su：-I guess your girlfriend called you back last night. So you are wondering which 

kind of girl she belongs to. 

Su：-My movie "the Deaf Man" will continue. I need your help. We'd better to make a 

disc. 

Su：-You are in short of something. 

Hu：-You right. 

Su：-Yea. You need be improved and you will be all right. 

  

Scene36 My home 

(on the phone) 

Su：-It's four twenty right now. 

 

Su：-Maybe she won’t come tonight. Since she knows I am hot on her, she probably 

starts to mess with me now, fuck! 

Liu：-Mr.Su, you are really something!  

Su：-You must mess up with her patiently, or she’ll fuck off fuck! 

Su：- Fuck! My abdomen muscle is sore! Making love is like heavy abdomen muscle 

exercise, my muscle been sore, fuck! 

(Su’s voice on the TV) 

Su：-This is real fuckin’ silly cunt. I know it will come no end. Maybe I am only the 

good match with the girl al flower shop. 

Su：- You asshole, get a girlfriend abroad and just forget the local cunt. 

-Shit. No more phone call from the bitch. 

(Su’s voice on the TV) 

Su：-The situation is like this, When you are subordinate you have no choic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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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y. Same at your family, you can not against the will of your father. In a word, when 

you  are not strong enough, you have to put your pride into your pocket. Otherwise you 

take the shit yourself. 

Su：-What the fuckin’ I am talking about? What makes me to do such a foolish thing? 

（TV） 

Su：-If all non-Bering Resident leave the city and it surely fucked up immediately. 

-Be patient I will be much better next year .Come over Beijing to see me. 

 

Scene37  Lin Shi’s home 

 

Shi：-Time for dinner. 

-I made up my mind that I will not buy that bed. 

Su：-You right. Leave the money wherever you need it most. 

Shi：-Today I went to the supermarket and everything there were too expensive. 

When I ordered that bed, they gave me only a mattress locker. Just a box about this size. 

You know how much a painting costs? No less than 1000, plus a mattress and a simple 

decoration, it will be more than 2500. With the money I prefer to buy the bed of French 

style. 

Shi：-You have to spend at least 20,000 if you wanna get married. I only have 10,000 

and I don't have additional money for my business. Only at Dama Village in Taiyuan they 

got as many as 40 wood lacquer factories. 

Su：-Is your girlfriend coming? What time? 

Shi：-Next Tuesday. 

Hu：-But you didn't get consent from her family 

Shi：-Who said this? Only engagement is rejected. 

Su：-She only comes over to see you 

Shi：-We will see if we two can do something in this city. 

Su：-Anything else except to be a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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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y baby is pretty. 

Su：- Is she smart? 

Shi：-Focus on her. 

Su：-Is your girlfriend thoughtful? 

Shi：-Yea. She is. I love her sweet smile and.. 

Su：-Love makes perfect. 

-Let me have a good look. 

-A, nice girl. Must be from a decent family.  

-What do her parents do? 

Shi：-I don't know. small cadres or something. 

Su：-Has she ever been to Taiyuan? 

Shi：-She has 

Su：-What's her impression about the city? 

Shi：-Not good. Too dirty. 

Su：-Does she have a shatp mind on business? 

Shi：-Yes. But it's hard to set up a factory. Too many here. 

Su：-Open a store here selling something made in Guangzhou.Maybe a fashion house, 

a leisure. 

Shi：-Retailing,s hard to get n?oney. 

Shi：- Hu has got American relcllives. You ,tee how good this gvy feels. 

Su：-He is arrogant. 

-When he needs money 3000 bucks' are at his pocket. 

Shi：-That equals 30,000 RMB. 

Su：-This money is enough.for us to make up a family. 

-But this' money is only for Hu's computer. 

Shi：-I can't affbrd to buy a bed costs' 2.000 yuan. 

Su：-I don’thave the money for a dammed j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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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38 My home  

 

Su：-Tell her you will immigrate the States within years. 

-Let the little bitch think this over. 

(on the phone) 

Hu：-How did you prepare your exam? Smoothly. That’s too diplomatic. 

 

Su：-you don’t haveany…  

Hu：-You mean-enthusiasm. 

Su：-Any progress with this girl? 

Hu：-I don’t want to. 

Su：-You took her hands? 

Hu：-No. 

Su：-No date or stay with her alone? 

Hu：-No 

Su：-What did you do about her? No sense. You should be brave enough. 

Hu：-The girl says no. 

Su：-How come? 

Hu：-I have no idea. 

Su：-Shit. What are you busying for? You dickhead. Don’t tuck with this any more. 

Hu：-You advised me to make her a call. 

Su：-You fuck in bullshit It ’up to you. You tell her directly if you love her. 

Hu：-I am too chickenhearted to take her hands. 

Su：-Tell her to give you a chance. 

Hu：-She’s got a boyfriend already. 

Su：-Boyfriend is not husband. You have the right to love somebody.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e she gets married. Take it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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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ech me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 girls easily. 

Su：-You made it in dammed wrong way. 

-Treat her seriously,brotherly or as a mature teacher then you will get the 

chance. 

-what the fuck’inare you bullshit to her? 

Hu：-We don’t have many things to talk about. 

Su：- Be a silent man Women sometimes love silent men. 

  

Su：-She does need your help to go to the States. Grasp her appetite to screw her then 

you leave the hopeless bitch stay here. When you come back from the States you arouse her 

wish once again. This makes you quite different. Just what I did that day.Take her on bed 

and you enter into her.I hate these arrogant bitches. They maneuver among different men 

You have no alternatives but hurl her badlv. Screw her to death.Or treat her as a gentleman 

if she is a nice girl. 

Hu：-I have no tactics to cope with the girl.  

Su：-Defeat her with your cock.. She is nothing. Be confident. Artists can beat any 

women, even thos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They did this in the 19th cannery. Even Goya 

screwed the princess and she was overjoyed. By this time you got a different picture about 

women. Their glamour diminished. Feel disappointed. You wanna conquer them you 

conquer yourself first. Be scared.  

- Have you ever seen how lions catch zebras on TV? Lions lie there leisurely, 

churching zebra’s neck like this. You follow lions. Just enter into her body, seizing up the 

bitch like this and then you get released.You take them as nothing. 

Su：-I have paid a lot for lessons. We both are persons given to empty talk. Actually, I 

regret not fucking her first.  

Hu: - Which one do you mean? The one said "everyone takes care of himself"? 

Su: - No, no, that was another one, a very bad one. 

Su: - She was from my hometown. She was working for a TV station of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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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Su：-One time I happened to go to Beijing, that woman had too much attention to 

details, she asked me :"are you going to Beinjing? I happen to go to there too". 

     Su：-When we arrived in Beijing, I took her for a tour everywhere. She had never eaten 

western food before, so I treated her a dinner in a luxury restaurant. Then I accompanied 

her to shop for clothes. At this time, I was not able to pay for the bills since I have spent all 

my money for that dinner. 

     Su：-Afterwards, she left for her hometown. I felt that if I called her, effect may not be 

good, therefore I thought about playing beautiful words. I wrote a letter to her. After 

receiving the letter, she gave me a call at midnight. She called my first name for first time, 

not calling me "hello", as previously. At the other end, she said:"let's become permanent 

friends". She then told a few classical lovers' stories. Ai, it was so disgusting. 

     Su：-...I said, you are too caring about yourself, not other person. She then suddenly 

said:"you want to get without paying?" 

     Su：-What should I use to pay? How much sperm I can use to pay? 

     Su：- I felt bad about what she said. She had the popular cheap psychology of women 

of living as a dependant, no dignity and no idea of sexual equality.  

Su：-When she finished her talking, I was very angry. I said:"That is it, let's never talk  

anymore", then hung off the phone heavily. I never called her again ever since. 

Su：-After a half year, I heard that she moved to Beijing. She is in Beijing now. It is 

said that she got married last October. She married to a man of 20 years elder than her, 

who seems to be a 50 years old man. That is her final destination, fuck!  

      Su：- We should have a broad mind, right? Nevertheless, we have trusted to each 

other, no matter how short it was, for example, one hour or 3 seconds. That is important, 

isn't it? 

Su：- When she was with me, she always said that we were both unsafe, had no 

formal job and needed to struggle to find a way out. This made me very upset.As a man, 

once again I felt lacking of money a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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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No financial foundation and power, do not do anything! This is 10,000%  

true,10,000% true! 

Su：- No use, no use... 

 

Scene39 on (the) campus 

 

Shi：-Stop shooting.No bullets any more. 

Man 1：-This air gun is not a prop. 

Man 2：-It is high pressure and it hurts people. 

 

Man 1：-Don’t kill the sparrow. You should love …. 

Hu：-Love birds，love to eat birds. 

Man 1：-Not eat but to protect the little birds. 

-I have no opposition to you’ chick’ catching, but do not kill the bird. 

Man 2：-Attention. 

Man 3：-God-dammed. 

(Man1：-Take a piss to put out the fire.) 

 

Scene40 My home  

 

(power cut) 

Su：-The asshole is shooting once again. 

- Lin Shi told us his best story today. Without any exaggeration. If we got a girl 

here tonight…… 

Su：-I am in need of a wife and I can not bullshit like this all the time. 

 

(singing) 

Su：- The Yangtse River is flowing eastward. Is tha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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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The green mountain still stand there. Yet so many generation passed away. 

 

(corridor)  

Man X：- Who uses the electric stove to do cooking everyday. No fuck'in morality ! 

 

(my home) 

Su：-The girl didn’t call for she thinks me a big playboy, always fucking around. She 

lost her faith on me. 

(Shi：- Say you？)  

(Su：- Yea.) 

 

（on the phone）  

Su：-You slept? Come over. 

-You should come over and you must.  

-Why? 

-I will leave pretty soon. I wanna have a talk to you  

-It seemed that you are in bad mood .It’s inappropriate for me to go to your 

place. 

(voice on the corridor) 

      Man X：- Unplug that electric stove!! 

Su：-Am I a liar? It ‘s up to you and me. You self-blaming? For what? We did nothing 

wrong. 

-We just do the goodt thing.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I only wanna see you 

and I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Su：- I told her that I will be leaving and never return back. 

Shi：- Why do I feel you are so shameless? 

Hu：-As the proverbs says. Old hand make things much ea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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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ard cock looks black.. 

Su：-Actually, the man is no more than the filler of the woman. If you think what you 

do with women is like growing a ginseng in the field and when you pull the ginseng out, the 

field will become barren, then you are wrong.  

- How you（Lin Shi）idiot dare to say I am shameless?  Why I am shameless? 

- Fuck! Shi, you totally mistaken on women. 

Su：-To be frank, we devoted too much to women before and too mrch courtesy to 

them. 

We finally got same shit in return.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that women are nothing.All 

you can do is to fuck them. Fuck them all！  

(Reticence) 

Shi：-Su, after the camera is off.I will… 

Su：-Unacceptable words. 

 

Scene41  Shi Lin’s corridor and home 

Student: - How much is this bed? 

Shi: - Take a guess. 

Student: - 200 yuan.. 

Shi: - Are you kidding? I have it make for 2000. 

 

Scene42 My home 

 

(dialing the phone） 

Hu：-4-2-4-9-8-1,It seemed that I am the man who date the girl. 

Su：-Go and fuck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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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in Cantonese) 

(Man J：-I will not let you down.） 

Master：-How can you fight me since I am your master. 

Man S：-How long should I wait for you? 

Woman A：- Two years. 

Man S：-Too long.  

Woman A：-One year。 

Man S：-How can you take my feeling for a game machine ? 

 

Su：-Have some beer. 

(Hu shake one's head) 

 

(give someone a ring) 

Su：-I won’t call her anymore. No meaning.She is not important, she is not important 

anymore. 

Su：- Let’s find hot pussy somewhere. Just a release. 

Su：-Dammed! You are making movie for me. Take the shit!! 

 

Su：-Life should be multipled and need some changes. 

- Let's move. it's no good to stay at this fuck'in house all the time. 

- I can not stand any more. Let's move quickly. 

Su: - This is the life. 

Hu: - What did you say? Ten billion bucks… 

Su：- It’s OK when people are at their middle age. If aged you are useless even you 

got ten billion bucks.Forget this.No fuckin’ interesting. Be easy and hedonist. 

Su：- If I stay here I also die in this atmosphere. 

- Anyway we have to be tolerant. 

Hu：- you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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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You go。 

Su：-Make the best use of you every hour. 

Hu：-Life is going on every day. 

Su：-Every second. 

Su：-Don’t be hypocritical 

Hu：-I haven’t had my supper yet. 

Su：-Supper is not important. 

Hu：-Nonsense. I am starving. 

Su：- Or you can be my guard for the release. I will finish pretty soon. 

-This is good for you. 

Hu：-I am sleepy. I didn’t have good sleep yesterday. 

Su：- Stay here and play yourself。 

Hu：-You go. 

 

Scene 43  My home 

(Su watch television："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Scene 44  Corridor 

 

Vicinage：-You hit the mouse? 

Shi: - Nah. 

Vicinage：- Has it come out? 

Shi: - Yea. 

Vicinage：- Really? 

Shi: - It runs fas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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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年表·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信息征集75 

 

【这篇文字为“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信息征集”而写。——吴文光】 

 

翻过 2016 年，在想着一件事：怎么把“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这个事弄起来。有这个事，说

起来大概有八、九年吧，也就是 2007 或 2008 年，有人和我说要做“中国独立电影档案”，我

说好事啊，最应该是把每年创作出来的片子都记录在案，特别是 2000 年后的独立影像作品，

每年冒出来的新作品很多，但究竟多少？哪些？无确切证据，所以从来都是语焉不详。 

 

想到应该给那些基本属于登不了大台面、无热闹渠道传播（也即所谓“地下的”）影像创作“立

档存案”，是因为 2000 年以后，“个人做片子”开始有了势头，而且逐年凶猛，尤其是纪录片，

新作者新作品不断冒出来。原因之一，我想是和 DV（数码影像）这种新技术把影像从“高档

昂贵”中解救出来，自然就与衙门机构，与“出生门第”，与“高大上”统统摆脱关系。一句

话，任何人，只要你有拍的愿望，都有可能去实现。 

 

我记忆中，2000 年开始至 2010 年的十年时间里，不断有人联系我或直接找上门登门，年轻

的 20 岁出头，稍大点 30 岁左右（极个别过 40 岁），相似之处是，都是初做纪录片，带着完

成片子、或刚做完初剪、或只是一堆素材。我看他们，一个感觉是，在水底憋气很长时间，

现在要浮出水面透口气。我也曾经如此，90 年代初做完第一个片子，非常希望有人看到，看

完说几句或沉默都可以，只要被人观看就行。不过当时内心惭愧，自以为做了个“不是东西

的东西”，羞于示人，甚至都不好意思主动说起。 

 

十年后时代变了，自己操起家伙就拍的人有风起云涌之势，一台掌中 DV，几千块可以搞定，

可自己买，也可借别人的，端起来就拍，不消雇佣摄影师，还有灯光录音啊什么的，都可以

自己搞定，所谓一个人的影像时代到来了。 

 

																																																								
75本版档案信息资料均由加⼊团队推荐、提供，吴⽂光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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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满则外溢，发自民间的独立影像展应运而生，2000 年后开始也钻出地面，由小做大，逐年

持续，已具相当规模，比如昆明的“云之南”、北京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展”、南京的“中国

独立影展”，另外还有众多潜伏各地的民间放映，也是非常重要的独立影像扩散渠道。以前那

些形如无家孤儿的独立影像，2000 年之后，细流汇入各民间放映及独立影展，一同水涨船高。 

 

就从 2000 年算起，究竟有多少作者和多少片子以这样的方式冒出来？每一年有多少？是哪些？

如此问题，我就不少次被人问过。比如谈及“2000 年后的独立影像作者和作品每年有很多”，

会问：有多少？回答不出来。可以说，每年有几十部，一百多，几百部，但究竟是哪些作品？

没有依据。（插一句。据北京独立影像展报告，“2015 年的十二届影展共收到报名投寄影片近

300 部”。）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如此方式拍过片子的作者们，他们后来呢？一直不断做下去，有两或

三部片子出来的作者，有可能就浮出水面，如果片子做得很不错，再加上入选影展（特别是

国际影展或获奖的话），就可能亮相在某个高处，这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应该都在很多人的

视线内。但那些只做了处女作之后就销声匿迹的作者呢？从 1990 年算起的话，如此之人加起

来为数肯定不少，他们是谁呢？作品是哪一部？ 

 

还可能有特殊案例，比如某个影像作者，身居某个县城，业余影像创作，或无意张扬，或无

慧眼识珠……原因种种，持续创作若干年，作品若干，但依然被埋没，成了“抽屉里的影片”。

我个人，对这些作者是非常好奇，想知道个究竟。 

 

诸如此类例子我这里说两例，一个是云南的旺扎，50 多岁，藏族，土生土长的云南迪庆梅里

雪山下的藏人，他是云南“社区影像”作者之一，务农间歇，拍有片子若干，《吉沙记事》是

之一，长度约 20 分钟。第一次看到旺扎的片子是 2007 年底，“云之南”影展“巡展”到北京

草场地工作站放映，来自我老家云南的藏族汉子旺扎拍的片子让我大吃一惊，影片从当地发

生的一场山火开始，人工扑火不成，然后来了暴雨，山火倒是灭了，但暴雨成灾，冲毁房舍、

田地、公路，更有山林滑坡的泥石流灾难。影片作者旺扎是记录者，也是调查者，追根寻源

调查，一连串悲剧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兴建中的水库电站临时拉的电缆，漏电导致山林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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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使用“人工降雨灭火”，又造成暴雨成灾，正在建设中的新水库电站这个“灾难肇事者”

也在泥石流中遭殃，所谓因果相报。 

 

我喜欢这部片子是“一个当地藏人的视角”，不是那种外来“闯入者”急匆匆搜罗、欲一网打

尽拍法。和旺扎聊，他的“从影史”更让我吃惊，他“想玩摄影”念头出自看到来游玩外地

人手持的“掌中宝”，按捺不住冲动想“自己有一个”，钱不够，找开车跑运输的弟弟去借，

这就是藏人旺扎“从影”开始。和旺扎说，以后回云南去他那里看他。但这个“以后”再不

可能发生了，第二年（2008 年）听到旺扎去世消息（胃癌，终年 58 岁）。人走了，作品还留

着啊。不过估计知道旺扎和他的片子的人为数极少吧。 

 

另外一例是个年轻点的人，刘洋，中国美院学生，2008 年他在校拍了部片子，从头到尾是一

个人讲话，讲话者是杭州一家小水果店老板，坐在店里，30 多岁模样，光头铮亮，背景是他

卖的各种水果。他讲的是自己从前在老家江西的人生故事，走黑道，入狱，疯狂爱过，恨过，

杀人，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喜欢的名言是“像拿破仑希特勒一样拥有整个地球”。片子取名

《光头》，两小时长度。 

 

我知道这片子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在这个美院开纪录片课，刘洋是我课上的学生，2007 年他大

三时的纪录片作业，第二年他继续再做，成了个长版本，成了他的毕业创作。这个片子的“放

映史”，首映是 2008 年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的“五月艺术节”，再就是当年夏天刘洋所在美院的

“毕业展”。我猜想大概就这些了吧，我以后是没再听说这片子在哪里放映，也没听人提过它。

该片作者刘洋呢，毕业后听说他开了个“考前班”挣钱，说是钱挣够了就拍片。断了消息两

年后，有天刘洋突然联系我，语气颇激动地说他现在要继续拍片……以后，再陷沉寂。至今。 

 

刘洋或类似年轻人，因激情冲动、因“反抗平庸生活”，因“想从人群中博出来”，种种，然

后有了纪录片处女作。这样的年轻作者，在过去十年我的纪录片课上，还有草场地工作站的

纪录片工作坊及放映中，少说也有数百人。其中一些还很有才华，个性铿锵——马上跳进脑

子里的就有，江苏金湖县那个拍出《贾大夫的 100 个病人》的王洪军，云南昆明那个拍出《碎

片》的颜俊杰——后来呢？至少到现在为止，与“个人拍纪录片”故事截止于“一夜情”。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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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各异，版本都差不多。可以理解的原因之一是，要继续这种“完全个人创作的纪录片”实

属不易，生活平庸，但也残酷，多少曾经的“激情者”被干掉。当然还有更多原因，一些“失

踪者”或许在未来什么时候又钻出水面。待一些年过去，尘埃落定，会不会一些有意思的话

题探究出现？  

 

现在想说的是，是不是有必要为这些影像作品和作者立档存案？2015 年 11 月，《电影作者》

杂志编委的邮件组工作讨论时，我重提“档案收集整理”话题，我的意思是，应该做起来，

也可作为《电影作者》的一个栏目。邮件组中说了几个来回，我就想，如此这么说下去，不

如我先动手开始做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在邮件组和其他编委说了。我想“动手做”的动

因，有一个是因为民间记忆计划这个事做到第五年，确实体会到“记忆”之重要，也艰难，

说不如做，早做好过晚做。再有，“独立影像”属“民间行为”，民间记忆，民间人自己做。

最后一个关键问题，这事做起来，不需要什么钱，“零预算”，以己之力，做能做之事。 

 

该如何做呢？“独立影像文献档案”，说起来还真是庞杂，牵扯面多，涉及各种细节和材料。

创作分类有：纪录片、剧情片、实验影像、动画等；内容有：作品、作者、影评、理论、影

展、民间放映、刊物、事件等。若打算全盘搭建这个档案的话，差不多像要织一张巨网，且

无限细节活。 

 

关键是先动手做起来，再量力而行如何做。我的想法是，就从“独立纪录片”做起，这方面

我稍微熟悉些。范围确定了，再计划从何处入手。我想的是，就从“创作年表”这一最基本

的文献信息开始。 

 

跟着的一个问题来了，需要界定“独立纪录片”标准吗？如何界定？以作者的“精神独立”

还是“制作独立”来划分？还有，“进入档案”的片子，是否需要所谓品质标准？我发现，这

都是些难缠问题，纠缠其中不如先跳过去，做起来之后，过程中就具体问题来讨论更可行些。 

 

接下去的一个问题是，具体如何做？现在想到的，就“创作年表档案”而言，工作的基本步

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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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集收集信息 

除主动收集信息，还得靠更多人的推介（有些作者大概会懒得理会这类琐碎事）。为

了准确全面获得关键信息，要制作出一个特制表格，其中设有：作品和作者基本信息，

放映参展资料等，让信息提供者可以方便准确提供信息（表格已做好，见下）。 

2、  归类整理编辑 

按照“年度”格式，把各年度完成的作品分档归类。 

3、  边做边公布 

累积 20 多年的作品及相关信息，要在短期内一网打尽几乎不可能，一个现实可行方

式就是，边做边公开，逐步补充修改。公布的渠道目前想到的有两个，一是《电影作

者》杂志（季刊，三月一期），还有就是草场地工作站博客，专设“独立纪录片档案”

栏目，保持补充更新。 

 

第一步“采集收集”动作最重要，如何做呢？首先是，征集计划先尽可能广和多渠道地传出，

然后期待的是： 

 

1、  作者提供 

这是第一期待的信息来源。一般“独立纪录片”，作者即“第一责任人”，掌握的作

品信息一般都很全，且准确可靠。问题是，是不是作者都知道这个“文献档案征集”？

其次是，知道了，愿意做这举手之劳吗？ 

2、  影展、民间放映、策展人提供 

云之南（昆明）、北京独立影展（宋庄）、中国独立影展（南京）号称“三大独立影

展”，都有过 10 年影展历史，这些影展每届应该都有当时最新作品投寄信息，不敢

说“一网打尽”，至少也包揽百分之七、八十。再有就是散布各地的各民间放映组织

及策展人，这些星罗棋布于各地的民间放映，先后出现有 10 多年历史，有的短暂，

有的一直做下来，这些民间放映最能提供的是那些难得一见的片子。举个例子，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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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刚冒出水面的“青岛独立电影交流展”，其中一部片名为《诗人三叶》，作

者林子墨。片子和作者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到，类似例子应该不少。 

3、  其它多种渠道 

这里就没有任何范围了，只要有可能收到信息的，都在欢迎中。 

 

说到这里，差不多了，需要征集的信息列在一个表格中，见附录：“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创

作年表及相关信息”。 

 

提供信息请邮件寄到草场地工作站邮箱： ccdworkstation2010@263.net 

 

这封“征集信”没有写成那种“通知发布”公文格式，是一种个人口气，就算此事我挑起，

但肯定不想单枪匹马一个人做下去，不是我怕独自承担，是觉得有更多人参与更有意思。怎

么做呢？这些天在写这个“征集信”时一直在想这个事。前几天和胡新宇微信讨论他主编的

新一期《电影作者》杂志，我和他聊起这个事，并问他愿不愿参与。他问，要找钱做这事吗？

我说不要。再问，要投入很大精力和时间吗？回答不要。然后他说，行，我做。 

 

和胡新宇聊了后，涉及这个“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的初步工作方式，设想可以这么构成： 

1、 编辑组：参与其中是自愿报名，工作是收集并整理信息，并一直做下去（可能是 N 年，

如退出，则离开“编辑名单”），工作是以邮件组群及微信群方式进行。目前“编辑

组”有：吴文光、胡新宇。 

2、 志愿者：自愿报名，工作方式与“编辑组”相似，时间长短自己决定。 

3、 协助、支持：可以是任何提供帮助的人或机构。 

 

吴文光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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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创作年表及相关信息”征集表格 

 

1、作品基本信息 

影片名  导演  

制作年  片长（分钟）  

拍摄器材  制作机构（如有）  

其他主创人（如有）  

2、作品及导演信息 

 

 

 

影片简介 

（请附剧照一张） 

 

 

 

 

 

 

 

 

 

导演简介 

（请附导演照一张。注：

如导演有固定或其它谋

生职业，请注明。此外也

请注明拍摄该部作品时

职业） 

 

 

 

 

 

 

 

 

 

放映、参展、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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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以上信息填写以

时间为序，并注明放映项

目名称和地点，如属国外

影展，请注明原文名称。

注 2：“放映”，包括任何

“非公开”放映） 

 

 

 

 

 

 

 

相关该作品评介 

（如创作手记、访问、影

评等。请注明：文章名、

作者名、发布何处，如有

链接，请附） 

 

 

 

 

 

 

 

 

 

3、信息提供者及信息来源 

提供者  

信息来源  

4、备注 

1， “导演简介”一项，希望填写“谋生职业”，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独立纪录片作者，都非

靠纪录片吃饭，且工作不断变换，所以提供“职业”信息时，也请提供创作该部影片时的职

业。 

2， “影片放映”一项，有“包括任何‘非公开’放映”，意思是任何环境和场地的放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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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针对一定观众群（无论人数多少，包括“私人住处观看”），都属“放映”，请注明：放映

时间、地点。如提供大致观众人数，更好。 

3，“信息提供者”，也是该文献档案建立的参与者，属“档案”一部分。 

4，提供信息请邮件寄到草场地工作站邮箱： ccdworkstation2010@263.net。以防邮件丢

失遗漏，也请抄送另一邮箱：idfa2016@163.com 

5，此表格为中文，如有英文信息，也欢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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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笔记（1）：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  

 

要点①：报名参与工作者 

2 月 12 日，“创作年表资料征集|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征集信发布，收到 8 人报名参与

工作邮件，“机构协助”1 个，如下： 

 

“编辑组”8 人： 

张若含（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工作）、张欣（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师）、章梦奇（纪录片作

者）、邓启耀（中山大学教师）、欧阳文斌（北京 798 艺术区画廊工作）、陈琪（浙江杭州

杂志编辑） 

 

（以上为 6 人，加上之前志愿参与者吴文光（纪录片作者）、胡新宇（纪录片作者），目

前“编辑组”共 8 人。） 

 

“志愿者”2 人： 

何佳莉（河南省郑州市黄河科技学院 12 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炭叹（实验影像作者、湖北美术学院教师、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在读，专业：戏剧、表演与

媒体） 

 

“机构协助”1 个： 

杂家放映（北京） 

 

（备注：2 月 17 日起，“独立纪录片档案工作邮件组”在 8 个编辑人和 2 个志愿者之间开

始交流讨论。） 

 

要点②：影片资料提供 

截止 3 月 10 日，收到 10 部影片资料，来自三位作者提供的影片创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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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蘅提供（1 部影片）：《回到达县》 

炭叹提供（8 部影片）：《串门》、《人造》、《白菜 》、《与 60 人共度 1 分钟》、《前门一店》、

《游戏时光》、《谁的眼睛》、《咸安一梦》 

高鸣提供（1 部影片）：《排骨》 

 

（备注：“工作笔记 2”会涉及影片资料具体信息、如何做好影片资料“提供”“收集”“整

理”文献档案工作等。） 

 

要点③：“档案文献”参与者邮件摘录： 

张若含（2 月 13 日） 

看到“创作年表信息征集|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消息，我对此非常有兴趣，很希望能够

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到“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中去。 

 

我本科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

究学系视觉文化研究专业。在中大读书期间，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独立电影及草场地的“民

间记忆计划”。中大毕业之后，我在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担任项目研究员，负责协助“香

港艺术史研究计划——第二期”的工作，这个项目同样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对香港

1960-1970 年代的艺术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以期支援未来香港艺术史研究工作。我

对艺术文献的收集整理及推广应用很有兴趣，希望能够在正职之外继续参与到这样的实践

中去，我想我的工作经验会有助于我加入“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编辑组的工作。 

 

张欣（2 月 13 日） 

我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影视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目前就职于河北民族师

范学院。我对独立纪录片有持续关注。简单总结过 1990 年至 2013 年中国大陆独立纪录

片资料约 438 部。详细项目包括作品名称、制作时间、作者、内容简介四部分。我所整

理的独立纪录片信息来源包括个人线上线下观看或书籍网络等二手资料。 

 

邓启耀（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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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参加。我喜欢这句话：“民间行为”，民间记忆，民间人自己做。“零预算”，以己之力，

做能做之事。 

 

何佳莉（2 月 16 日） 

我目前就读于河南省郑州市黄河科技学院 2012 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科，我非常希望

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其中，我也在计划着自己的纪录片，希望能从实践中锻炼自己。 

 

欧阳文斌（2 月 18 日） 

我是 90 后女生，大学是设计专业。日常工作中间就会接触各类艺术展览。其实艺术影像

等相关行业对文献搜集与整理这块一直都很欠缺，我本人也一直有在关注这块，并在工作

内外做些这方面的工作，对纪录片这块一直关注与喜爱。本人希望做关于纪录片搜集与汇

编工作，同时也希望提升对于独立影像更专业的再认识，希望有机会能参与到独立影像文

献档案的整理中。 

 

陈琪（2 月 19 日） 

我是 1992 出生，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中文系。大学期间，我喜欢读书，最喜欢的作家有

萨福、加缪、保罗·奥斯特，喜欢电影，业余时间会参加一些电影放映活动。我希望加入

编辑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工作，同时提升自己的能力。 

 

炭叹（2 月 23 日） 

我觉得“登记作者的谋生方式”真的是有价值的，就好像艺术从业者的“民间记忆”，我

们有必要搞清楚这个国家的电影人们都是怎样在活着的！而且搜集一些从来未被公开放映

过的“业余影像”、“私影像”也有重大意义，坚持对“大小作者”都“一碗水端平”的态

度非常好。 

 

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太多靠虚名被人们记住的东西，但真正值得被记住的，像每一个备受

摧残的老人的记忆那样的，却太少太少。这年头人人都忙着埋头做自己的事，有这样的为

“大家”做的举动，我实在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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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个档案迅速壮大起来，并被每一个作者接力般地传下去，每个人都贡献一块砖，这

个档案就能“建筑”起来啦。我觉得就我目前的状况，对这个纪录片的档案而言，我可以

做“志愿者”，志愿帮助收集、整理、翻译信息，时间长短自己决定。若以后开始建立“实

验片档案”，我很愿意做“编辑组”工作。 

 

章梦奇（2 月 28 日） 

我大学毕业后就在草场地工作站驻站创作，是民间记忆计划的成员之一。知道要做这个“档

案”计划时，很激动，也觉得是个巨大如搬山的事情。我目前想到的是，原来草场地工作

站的作品库里有一大批的作品，以往很多人来借阅。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建立档

案信息，然后再逐步补充。 

 

要点④：建议反馈摘录： 

无定河人（2 月 12 日）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确实不应该是被那些成名者获奖者所霸占！我们为什么不是他们？因为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只认可他们，不给我们机会和提案入选的条件！我们自费热情都消耗殆

尽。有心关注喜欢并亲自拍摄了纪录片的人，也应该被致敬！我 2013 年独自开始拍摄自

己的《无定河人•村长不是官》。我暂停的原因：一无钱为继，二无露头的平台，三只能

是说这是自己的一个特长而已。 

 

张献民（2 月 28 日） 

整理此档案的过程中，如果找一些人找不到，或许我可以设法帮助提供他们后来／现在的

联络方式。尤其年轻人生活状况不太稳定，有的人经常更换主要的沟通工具。 

 

笔记日：2016 年 3 月 10 日 

笔记者：吴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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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笔记（2）：“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第一批影片信息资料 

 

 

一、工作笔记 

 

要点①：重要的一步，作者提供影片信息资料 

2 月 12 日，“创作年表资料征集|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征集信发布，截止 3 月 8 日，共

收到 10 部影片资料信息，提供者均为影片作者本人，他们是：刘蘅（影片 1 部）、炭叹

（影片 8 部）、高鸣（影片 1 部）。 

 

近一个月过去，有三个作者提供影片资料，不如希望中的那么多，但也在意料之中。这是

一个过程。还是觉得，“独立纪录片文献档案”的建立，来自作者本人的影片资料信息提

供尤为重要，原因有：首先是资料信息准确、细致并全面（比如文献档案需要收集的“拍

摄器材”“作者影片创作时身份”“影片评论链接”等，当然是作者本人最清楚）；其次，

自然希望这个属于“民间人自己的档案”，应该是更多人参与共建最好，首当其冲最期待

的，当然是那些现在（或曾经）端着摄像机的创作者。 

 

要点②：如何做到资料信息准确并全面收集 

得说，这是一个很有难度并旷日持久之事。20 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至今有多少个作

者和多少部影片？估计少有人说得清楚，无完整全面数据，也无具体到每一个作者的详细

信息。文献档案工作一旦开始，得做好了逐步、持续推进的长跑准备。 

 

如“要点①”所说，首先当然期待作者本人提供（做到此，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让作者知道

此事）；此外，其它的信息管道也尽可能需要寻找。多种渠道与方式并举，以利信息补充

和丰富。 

 

要点③：一个方式，先行列出“影片目录” 

期待于作者提供影片资料同时，也可先行建立一个“独立纪录片创作目录”，即按“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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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目录”列出所有已知影片及作者名字，然后期待作者及相关人或机构提供具体资料信

息，也包括档案工作人据此目录去搜集。 

 

大体估计，已知的独立纪录片作品应该有千部以上，涉及作者大约三百以上。目录建立起

来，一个可供“填空”操作的方式逐步完成文献档案信息。 

 

自然，一定还会有“遗漏作品”（而且完全可能为数不少），所以依然期待作者或相关人热

心相助。 

 

要点④：与三个提供影片信息作者的故事 

最先提供影片信息资料的三位作者，我和他们之间都有“故事”，认识，并且时间不短，

他们的影片我都看过，都是我喜欢过的片子，为片子我和他们之间曾经有交谈，还有对以

后创作的预想。不过已经有些年头彼此不见，各忙一头，收到影片信息时，从前与他们之

间的故事又闪回。 

 

先说刘蘅，她是第一个提供影片信息的人，“征集信”发出后第二天就收到。认识刘蘅是

在中国美院新媒体系，当时她是该系研究生。因为当时该系主任张培力的邀请，我在这个

系开纪录片课，刘蘅来“旁听”。旁听之后选择把纪录片做成她的毕业作品，后期剪辑时

来草场地工作站做了一个多月，就是后来完成的《回到达县》，那是 2008 年，首映也是

在当年的草场地“交叉艺术节”。 

 

我喜欢这部片子，首先是一种全新的“个人视觉”，即一种“私影像”方式（2008 年时候

“私影像”并未被热烈鼓吹过），刘蘅身上那种川女的直率坦荡，还有女性细腻如针尖感

觉，这些“个人性格”被她极致体现在影片中，比如她镜头游动在故乡达县老街，画外音

（拍摄现场她本人的自言自语）是：那个楼里面住着一个我的小学男生同学，记得他上课

时挖鼻屎吃……影片最重要的人物是那个 13 岁的初一女孩，聪明，反叛，早恋，奇思异

想……片子看到一半，我感觉这个人物有点像拍摄者刘蘅的少女版，一种“镜中自己”的

影像方式。这部片子当时真是让我喜欢无比，也觉得刘蘅顺势走下去，会是一个很响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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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影像作者。 

 

可惜后来的故事不是这样。事实上刘蘅也努力去做自己的第二部片子，好像是从她的外公

拍起吧，也带着初编版本来草场地参加工作坊。我当时的观感是比较失望，大概在工作坊

讨论中也说了些刺耳的意见。 

 

我以为按我理解的刘蘅心胸，可能当时会不舒服，但以后应该是可以容忍我的批评的。但

的确后来是没有她纪录片新创作的消息，一些零散消息传来：结婚了，生孩子了，很忙…… 

 

距离刘蘅的第一部片子《回到达县》有八年时间，她还会在纪录片创作上“东山再起”吗？

如果不会，原因是什么？如果会，新的故事是那种版本？我非常好奇。 

 

补充下：因为篇幅原因，此处“影片信息”中的部分内容没有包含在内（可以通过链接看

到详细），但还是想把刘蘅提供的“影片放映”信息附在此处，因为她整理得非常到位。 

 

影片放映 

2008：北京草场地工作站“交叉”纪录片工作坊放映（30 人左右） 

2008：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内放映（50 人左右） 

2008：评为 2008 年中国美术学院优秀毕业生作品奖，并由学校收藏。同时还被美国圣地

亚哥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和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收藏 

2009：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校内影像课放映（50 人左右） 

2010：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竞赛单元（北京宋庄，50 人左右） 

2010：第四届《造影青春》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开幕电影（200 人左右） 

2010：四川美术学院影像爱好小组“粒子放映”（在花生院子组织放映，10 人左右） 

 

故事跳到第二个提供影片资料的高鸣。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排骨》创作完成于 2006 年，

我也是那年认识他的，在朱日坤和左靖组织的“独立纪录片影展”合肥放映时。那个年头

正是“独立纪录片”在 2000 年后的“风起云涌”时期，来合肥参加放映的独立影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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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有 20 多个（大学老师左靖居然有本事弄到钱招呼那些“来路不明”的作者），高

鸣就是其中一个。 

 

一如众多刚刚完成“独立处女作”片子之人，怀揣暗器，江湖中碰上，高鸣也是呈“高烧

状”，彻夜喝酒，眼睛放光，各种讨论和争执发生。高鸣拍的《排骨》，一个贩卖盗版 DVD

为生之人是影片主角，因为热爱出售的是“艺术大片”，他干的这行开始出现好玩的故事。

片子看完，一个念头出来：如果外号叫排骨的 DVD 贩卖者生在北伐时代，他会不会就是

一个年轻勇敢的上尉？一个哈姆雷特问题纠缠我：是时代错了还是这个人错了？ 

 

好吧，我想讲的还是高鸣的故事。以后我去高鸣定居的深圳或他来北京，我们必见面，聊，

话题中心自然少不了高鸣要做的第二部片子。大概是在 2009 年左右吧，高鸣寄给我一张

DVD，是他的新片，片名叫《满天星大酒店》。我看了，拍摄方式还是像他上部片子一样，

拍摄者高鸣守在镜头外边观察并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一个流浪汉，奇怪的是，是

一个饶舌的流浪汉，流浪灯红酒绿深圳街头，自称北京人，而且出自“高官之家”，引证

常常是：我和某某某的儿子是发小，是铁哥们。 

 

一个北京“高官之子”成了深圳流浪汉，这大概就是高鸣被这部纪录片紧紧抓住的关键点

吧，但我的观感却是，高鸣正是失败于此，即他被所谓“牛逼题材”套住了，重复了多少

纪录片人“成功于题材也败于题材”之路。 

 

2009 年前后是我开始感兴趣一种“个人方式纪录片”时候，2008 年开始，因为与深圳

OCAT 合作，策划组织一个演出季，我每年冬天会在深圳待上一阵，期间和高鸣自然常

见面，聊他的第二部片子的“重新创作”，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可以不把这个流浪汉的

“流浪现实”当作影片核心，作者可以借他的“吹牛”去展开线索，一个想象中的“天堂”

是不是隐藏其中？ 

 

好像就是在 2009 年和 2010 年两个冬天，就在同一间我住的工作室，同一对沙发，我和

高鸣坐在一模一样的位置，说了同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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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结果是，几年后我再去深圳，高鸣带我去他开的一家美味且有风格的餐厅吃饭，我

们不再讨论这部片子了。高鸣这次给档案提供的影片信息也只有他的第一部，第二部？没

有。 

 

至今我和高鸣差不多有四年没见了吧，彼此也不通什么音信，我去年刚刚开始用上微信，

某天跳出高鸣要加微信信息，我加了，但我们之间没说过一句话。 

 

我猜想我和高鸣之间，回忆起来友情温暖居多。不拍就不拍吧，不是非要拍我们才是朋友

的，不过好像彼此也就断了联系，大概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该说第三个提供作品信息的人，是炭叹。炭叹不是真名，但认识她就叫这个，所以她的真

名一直没记准，她本人似乎也愿意朋友叫她炭叹。和前面两位作品信息提供者不一样是（至

少现状），炭叹是一个依然疯狂创作之人，从最近几年她的动态来看，影像、现场表演、

行为艺术，等等，差不多就是一个“全职艺术家”了。 

 

炭叹好像更多是一个“实验影像作者”身份，我的感觉，她似乎也乐意于这个身份。粗浅

理解，有点“艺术影像高级过纪录片”意思，但我认识的炭叹，也很在乎“运用真实影像

素材创作”之人，从她提供的 8 部片子可以看出她的追求和实验。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

纪录片啊，也真是极度缺少“实验”。所以 2014 年在草场地做过一次“炭叹影像专题放

映”。 

 

多话不说，炭叹是一个正在创作路上大踏步奔跑之人，期待她日后的突飞猛进。 

 

想补充一点。炭叹提供的 8 部片子，我只看过其中四部，另外四部，也即她的早期作品

（或学生作品），我之前都不知道她还有这些片子。所以，作者提供影片资料信息就好在

这，全面完整。假如日后有人想做炭叹的个人创作专题研究，这个档案文献也就有可能起

到一个“信息库”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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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批影片资料信息提供 

 

三个作者提供 10 部影片资料信息（截止于 2016 年 3 月 8 日），以提供时间先后顺序，如

下（因为篇幅原因，“影片放映”“影片评论”信息,不在其中，可通过链接查看详情）： 

 

影片资料提供人 1：刘蘅（提供时间：2016 年 2 月 15 日） 

 

《回到达县》 

导演：刘蘅 

片长：120 分钟 

制作：2008 年 

【拍摄器材：Sony/索尼 DCR-HC52E（磁带）；影片创作时身份：中国美院新媒体专业

研究生在读】 

 

影片简介 

达县在四川的东北部，大巴山的腹地，小地方的人不喜欢这个名字，把这里改成了“达川”，

还是不满意，又改成了今天的“达州”。片子是关于火车站铁路中学初一的一班孩子，也

是这个年级三个尖子班中的一个。纪律委员陈婷婷同学是我的主角，她可爱，脾气暴躁。

在这样一个城乡接合部，家长们自顾不暇，老师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小孩子成长得歪歪倒

倒。 

 

作者的话： 

我觉得这是个关于青春的纪录片，初一的孩子和我自己。对于这个我度过几乎所有童年的

地方，我是不太愿意回去的，很多东西就发生在眼皮底下不太可能回避不看。有时候我觉

得这个地方惨不忍睹，有时候又会惦念起一些美好的事情。冬天的四川农村有很多植物都

是墨绿色的，绿色下面紫红色的土让我想起这里的人民，随时都充满了爆发力。不过总的

来说，在这里的日子是快乐的，不管是我小时候还是跟婷婷和她的同学在一起，回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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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时间消除了我对待生活的一些简单定义。 

 

刘蘅简历 

2008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研究生），《回到达县》即毕业创作作品。曾任教

于上海视觉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现为专职插画师，定居四川。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4r.html） 

 

影片资料提供人 2：炭叹（提供时间：2016 年 2 月 18 日） 

 

《串门》 

导演：炭叹 

片长：6 分 30 秒 

制作：2003 年 

【拍摄器材：索尼家用 DV；影片创作时身份：大学本科在读】 

 

影片简介 

这个作品缘于一个偶发事件。2003 年过年期间，我在家乡武汉看到了一个当代艺术展的

消息，而我的父母第一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看展览，于是我不太情愿地“带上了”他们。

这个展览的空间很特殊，是在一个居民小区的一套毛坯房里，确切地说，是在策展人还未

装修的家里。我的父母只扫了一眼所谓的“看不懂的艺术”，就开始观察这套单元房的结

构起来，并揣摩着每平米的售价……最后，这趟对艺术的“串门”之旅当然以我父亲对当

代艺术的无情批判而告终了。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1u.html） 

 

《人造》 

导演：炭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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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长：30 分 

制作：2005 年 

（拍摄器材：索尼家用 DV，影片创作时身份：影视公司编剧） 

 

影片简介 

这个作品基于一个行为艺术，最终呈现为了一个纪录片。2005 年某日，我将一个与真人

等大的假人放在了北京通州的大街上，摆了一个“乞讨者”的姿势，并在它面前放了一张

乞讨者们经常使用的“大字报”，可是上面写的是希望过路人留下纪念品或拥抱，并没有

讨要金钱。本以为这样“安静”的行为在来去匆匆的人群中并不会引起任何波澜，但是，

事情却向我料想不到的的方向发展了……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1y.html） 

 

《白菜 》 

导演：炭叹 

片长：33 分 11 秒 

制作：2007 年 

【拍摄器材：索尼家用 DV；影片创作时身份：影视公司编剧】 

 

影片简介 

2005 年 11 月的一天，一辆满载大白菜的农用车开进了大栅栏——这是离祖国的心脏天

安门不过 2 公里的一片地区，当时正在进行拆迁改造。夜幕降临，一位老人从这辆车里

买了一百多斤大白菜，小贩让他五岁的儿子帮他把菜送回家。小男孩推着车，显得很有力

气，还帮老人一棵一棵地把白菜运进家里。老人感激得又用小车把男孩推回去，没想到却

看到城管正在查抄他爸爸的白菜和车…… 

 

本片完全是偶然的跟拍所得，个人认为它带有某种寓言的味道——正像大白菜的英文翻译

“chinese cabbage”一样，是中国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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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3o.html） 

 

《与 60 人共度 1 分钟》 

导演：炭叹 

片长：6 分 58 秒 

制作：2007 年 

【拍摄器材：索尼家用 DV；影片创作时身份：中央美院研究生在读】 

 

影片简介 

本作品可以说是实验电影，也可说是一个行为艺术的纪录。“1 分钟”是一个概念，象征

着生命中的任何一个瞬间。我把自己作为纽带，以让另外 59 个人随机报数的方式，编织

起了 60 个人的时间组成的 1 分钟。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不互相认识，他们也许永远也不

会知道，他们以这样的形式共有过 1 分钟。整个行为的过程是随机性的，但是其结果却

是确定的。因此，我在最后的“正片”中，铺上了海浪的声音——象征着这些如你我的生

命，只是永恒中的一瞬，但也是不可否定的存在……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3o.html） 

 

《前门一店》 

导演：炭叹 

片长：12 分钟 

制作：2008 年 

【拍摄器材：松下 180 相机，影片创作时身份：中央美院研究生在读】 

 

影片简介 

本作品不是常规纪录片，但是所有的镜头都在纪录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因此也可姑且算

作“实验纪录片”吧……这是一部关于时间、历史和记忆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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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着红旗袍的女人在一个老旅馆的房间里、走廊里、角落里戏剧性地出现，却又很快

出场。然而，这并不是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她从沙发上起身，沙发慢慢变旧了；她走过

楼梯的拐角，扶手就蒙上了灰尘……我们渐渐发现——这是一个已经残败的废弃旅馆！ 

 

真正的主角是旅馆本身。旅馆里的每一种摆设、每一道光影、每一粒灰尘，都在上演着历

经沧桑的戏剧。你可以从它们静静的存在中，看到一百年来的客人怎样一批一批地穿梭于

此…… 

 

最后我们看见，大厅里竟然到处是关于拆迁的条幅、标语——在不久以前，这里曾经被用

作拆迁办的办公场所！“前门一店”建于 1901 年；在 2008 年，它是重重工地中的一个秘

密的所在。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4r.html） 

 

《游戏时光》 

导演：炭叹 

片长：42 分 50 秒 

制作：2008-2009 年 

制作机构：CNEX 纪录片基金 

【拍摄器材：松下 180 相机；影片创作时身份：中央美院研究生在读】 

 

影片简介 

北京，天通苑小区的一套住房里，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坐在电脑

前——玩网络游戏。但这里并不是网吧，也不是某个人的家，而是一家以打游戏金币和代

练游戏盈利的私人工作室。 

 

“工作室”同时也是“游戏室”，无论对老板还是员工来说，这里不仅可以赚钱，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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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光明的玩游戏。员工们全是外地人，大多都因为家庭原因沉迷游戏，为了远离自己厌

恶的学校和父母逃到了北京；三个合伙的老板是北京人，大学时是住一个宿舍的哥们。他

们用游戏消磨掉了几年枯燥的学习生活，毕业后家里支持他们“创业”，总算发挥了 “本

行”。他们昼夜在虚拟的世界里撕杀，而在生活中，他们的行为简化到了最少的程度——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游戏。直到大年三十，老板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而员工们大多数

仍留在宿舍。 

 

半年过后，这家工作室像很多其他以“打金”为生的组织一样，以关门告终。老板们把工

作室收拾成了宿舍，只想再和哥们多玩一阵，对未来还没有打算。员工们因为生计问题不

得不做出选择，大部分人去了其他的游戏工作室。这些正年轻的男孩们在现实的世界感到

里手足无措；而在游戏世界里，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英雄……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4r.html） 

 

《谁的眼睛》 

导演：炭叹 

片长：15 分 30 秒 

制作：2011 年 

【拍摄器材：松下 180 相机；影片创作时身份：大学教师） 

 

影片简介 

本作品不是常规纪录片，但是其中用到的多段网络视频，却是监控摄像头拍到的真实的暴

力画面，因此也可姑且算作“实验纪录片”吧……本作品有两个版本：实验电影/影像装

置。真实案件视频和生活中类似场景的镜头混合，形成了四段“伪监控录像”。 

 

真实与真实的交织，却形成了恒常的生活假象。我们的生活真的正常吗？我们自己真的正

常吗？四个真实案件都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但无人干涉，仿佛无人看到案发的空间。我

们只能无序且断续地听到案件新闻解说的声音。我们似乎明白了真相，但我们只能后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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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活在黑暗之中……难道没有谁的眼睛能看见吗？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ix.html） 

 

《咸安一梦》 

导演：炭叹 

片长：29 分 35 秒 

制作：2013 年 

【拍摄器材： 佳能 5D 相机；影片创作时身份：大学教师】 

 

影片简介 

本作品不是常规纪录片，但其拍摄的场景和内容大部分都直接取材于生活的原貌，作者认

为，它在根本上是立足于对社会现实的表现的，因此也可姑且算作“实验纪录片”吧…… 

 

这个作品常作为实验电影、以单频影像的形式播放。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跨媒介作品——影

像的拍摄过程已包含了摄影图片、现场行为／表演的元素；而影像制作完后，作品又以不

同的媒介形式展出，如录像装置，现场影像＋音乐演出等。 

 

《咸安一梦》以正在拆改中的武汉百年社区“咸安坊”為场景，打乱了纪录与创造的界限，

试图用个人视角、艺术手段与社会环境进行互动，在中国的现场空间中截取和改造出另一

个平行宇宙般的魔幻时空。 

 

离武汉汉口江滩不远的小巷里，在拆迁施工的重重围墙内，藏着大武汉被封存已久的民国

记忆，混杂着百年来的中西碰撞、时局变迁、风花雪月、悲欢离合，浓缩着武汉最“洋气”

的时刻和最“市井”的故事——这里就是武汉市挂牌的历史优秀建筑、曾经在国内最完好

的石库门建筑群、百年前汉口的高等里巷住宅区“咸安坊”。如今，这里正在进行着大规

模的拆迁改造，一百年的记忆即将成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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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咸安一梦》却不想表现拆迁本身，更多地是想讨论时代和社会怎样潜移默化地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和人们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作品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部分。 

 

“过去”是咸安坊及武汉的新旧面貌对比，混杂了老照片和当下的咸安坊满目苍夷的角角

落落，可以看到明显的租界记忆；“现在”是一个白衣孕妇和一个黑衣老妇沿着胡同两边

行走的双频影像，孕妇从社区中走出，老妇从外走进社区，但她们会在某些奇妙的时刻相

逢——比如在镜中看见对方；“未来”是一场真正的现场表演——我召集了一些年轻人在

废墟里开了一场 Party，他们装模作样地录制了一期“电视节目”，谈论中了几十亿的彩

票后怎麼把这里改造成世界级的奢侈大学，谈论欧美的明星和时尚；也表演了一场精彩的

摇滚演出。到了深夜，众人已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只是尽情地在无人的黑巷中喝酒狂欢……

他们唱着：“我已忘了来时的路 不知该怎么回去 是谁把我带到这里……”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j0.html） 

 

炭叹简历 

炭叹是近年来活跃于国际当代艺术展和电影节的青年艺术家、电影人。本科毕业于中国传

媒大学，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自 2010 年起，任湖北美术学院教师。2015 年 10 月

起，于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学院戏剧、表演与媒体专业攻读博士（获国家公派奖学金）。 生

活工作于中国／比利时。 

 

她的创作目前为止有实验电影和录像艺术，以及各种综合性的跨媒介艺术作品（融合表演

／行为艺术、影像、声音／音乐、装置、纪录片等媒介）。“时空变迁、真实与虚构、创造

仪式”是她作品的核心主题，特定现场的表演和不同种类的运动影像是她创作的重要形式。

2014 年底，炭叹与比利时音乐家 Eric Bribosia 组建了 TanBo 组合，致力于跨媒介艺术及

实验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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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曾入选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坦佩雷国际电影节、哥德堡国际电

影节、Images Festival 影像艺术节（加拿大）、意大利中国文化年 “中国新设计”展览、

AATS2010 亚洲艺术博览会等多个重要国际电影节与展览。 

 

创作之外，她也从事艺术理论工作。如任电影节、展览、活动的策展人，发表艺术批评，

主持讲座、研讨会、工作坊。如 2013 年她策划了芬兰坦佩雷国际电影节的放映与展览单

元"China Experience"，并受邀担任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评委。2014 年她入选了中国美

术家协会“2014 年度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在几个欧洲国家对当代艺术中心

的策展方法及机制进行研修，发表了三万五千字的成果论文。 

 

影片资料提供人 3：高鸣（提供时间：2016 年 2 月 20 日） 

 

《排骨》 

导演：高鸣 

片长：106 分 

制作：2006 年 

【拍摄器材： Sony 6E；影片创作时身份：广告设计师】 

 

影片简介 

排骨，江西人，初中毕业。和许多人一样。从农村走向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在深

圳和朋友合伙卖翻版 DVD，而且卖的全是艺术电影。排骨非常喜欢电影，他知道世界上

很多电影大师和他们的作品，可是他从来都没看过，他说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不高，看不懂。

所以也不想看。他喜欢看马大帅（搞笑电视剧），和周星驰，他喜欢听两只蝴蝶（2005

红遍中国的网络流行歌曲）。他说，他还喜欢漂亮的女孩。排骨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渴望

爱情，但坚持的认为象他这种层次的人（没什么文化，农民出身的人），是没有爱情的。 

 

高鸣简历 

高鸣（刘高明） 著名平面设计师、独立电影导演、策展人，深圳市兄弟设计有限公司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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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总监，艺术公共化与现场化的倡导与实践者，深圳 201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会徽设计

师，生活工作于深圳。 

  

影片放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22.html） 

影片评论（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2we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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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 ⼀个作家不以⼈民的代⾔⼈或正义的化⾝说的话，那声⾳不能不微弱，然⽽，

恰恰是这种个⼈的声⾳倒更为真实。 

 

    ………… ⽂学要维护⾃⾝存在的理由⽽不成为政治的⼯具，不能不回到个⼈的声⾳，也

因为⽂学⾸先是出⾃个⼈的感受，有感⽽发。这并不是说⽂学就⼀定脱离政治，或是⽂学就

⼀定⼲预政治，有关⽂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个世纪

折腾⽂学的⼀⼤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新，弄成了保守与⾰命，把⽂学的问题统统变成

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意识形态⼀旦同权⼒结合在⼀起，变成现实的势

⼒，那么⽂学与个⼈便⼀起遭殃。 

⼆⼗世纪的中国⽂学的劫难之所以⼀⽽再，再⽽三，乃⾄于弄得⼀度奄奄⼀息，正在于

政治主宰⽂学，⽽⽂学⾰命和⾰命⽂学都同样将⽂学与个⼈置于死地。以⾰命的名义对中国

传统⽂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

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个帝制朝代都⽆法与之相⽐，弄得中⽂的⽂学写作⽆⽐艰难，⽽

创作⾃由更难谈及。 

 

⾃⾔⾃语可以说是⽂学的起点，藉语⾔⽽交流则在其次。⼈把感受与思考注⼊到语⾔中，

通过书写⽽诉诸⽂字，成为⽂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想不到有朝⼀⽇还能

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 

                

                      —— 2000年⾼⾏健诺贝尔⽂学奖获奖感⾔：⽂学的理由（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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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作者》第十二辑 

           征稿启示 

 

本辑主题：“写网络” 

（但凡集中于网络语境来抒写电影之相关即可，内容自由 放，不设上下限）. 

凡电影创作者、批评者、观察者，放映者、爱好者，段子手，网络作者等，兼可赐稿！ 

投稿邮箱：dianyingzuozhe@163.com 

并请抄送：709980344@qq.com. 

本辑责编：邓伯超. 

本辑组稿截止日期：2016 年 06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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