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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萌

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南京生活了七年，能说一口流

利的中文，爱吃鸭血粉丝汤，常带日本朋友参观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日本工作时期，他为 NHK、东京电

视台等机构拍摄纪录片。因为喜欢中国，他放弃了日本的

拍摄工作，回到妻子故乡南京定居。他拥有了中国式家

庭：与岳父岳母同住，他们帮忙照顾一子一女。他与妻子

成立了一家公司，靠拍摄纪录片、宣传片等视频为生。

代表作《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已经播到第三季。这套

纪录片时长二十分钟左右，聚焦“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在

外国的中国人”，竹内亮试图探究在身份认同与地域界限

等问题的撕扯下，这些人为什么坚持在这个地方生活。

3 月，《我住在这里的

理由》推出的新冠疫情特

别篇《南京抗疫现场》，登

上日本雅虎网站首页。视

频纪录了疫情期间的南

京：隔离外来人员，每天严

格测量体温，学生停学上

网课，无接触式点餐，防疫

信息 APP……竹内亮用纪

录片告知疫情进入焦灼阶

段的日本：850 万人口的南

京没有一例因新冠肺炎而

死亡的案例，是上下一心

团结努力的结果。他称：

“2%左右的死亡率，是因为

好多医生在武汉冒着生命

危险去救治病人，也是中

国老百姓牺牲自己的生活

和工作换来的。日本人不

知道这些事情，只看到数

字，我想告诉他们 2%意味

着什么，中国人用多大的

努力才做到。”

日本电视台、TBS、富

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先

后转载了视频。在网友的

帮忙下，视频拥有了德

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

牙语、俄罗斯语、阿拉伯

语等十多个语种的版本，

法国电视台、马来西亚杂

志、俄罗斯电视台、英国

媒体也找上门来希望转

载。中国的抗疫经验全球

传播。

竹内亮因此成为媒体

追逐的采访对象，3 月到 4

月，他几乎都在拍片和采

访中度过。这并不是他第

一次被媒体发现，2018 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他曾在一天之内

接受了四家媒体的采访。

他的身份充满张力：一个

住在南京的日本人，娶了

南京女孩，做着促进中日

交流的事。就连他的出生

日期都充满意味：1978 年

10 月 23 日，他出生在日本

千叶县我孙子市。这一天，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

生效。

在《我住在这里的理

由》第一季最后一期，竹内

亮被问到选择住在南京的

理由，他说：“《我住在这里

的理由》就是我住在这里

的理由。”第二季最后一

期，竹内亮再次被问到这

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南

京的理由太多了，有朋友、

同事、工作伙伴，还有网友

和家人，这就是我住在这

里的理由。”现在提到日本

和南京，他会说：“去日本，

回南京。”

竹内亮自认是“非传

统的日本人”，他妈妈是典

型的日本人，遵守礼仪、相

夫教子、非常客气，在他小

时候就教他“别给别人添

麻烦”，他从小学就觉得妈

妈这样不对。他觉得日本

人与人的距离远，很难热

闹，也不容易沟通，做朋友

更困难，他热衷“给别人添

麻烦”，“互相帮助，我遇到

困哪的时候拜托别人帮助

我，他们遇到困难我也愿

意帮助他们。”

这大概能解释竹内亮对中国

的喜爱。2001 年他第一次到长三

角拍摄纪录片，主题是《麻将的起

源》。见惯了日本连嘴角微笑弧度

都恨不得整齐划一的服务员后，

竹内亮觉得中国人比较放松与随

意：“日本人多数在人前会客套，

在意周围人的眼光，不会直接表

明自己的想法，整个社会按照一

套隐形的规矩（日语里称‘常识’）

运转，谁都不会轻易破坏。”

他多次对媒体回忆，“日本地

铁里孩子哭了，周围的人会盯着

家长，意思是你怎么回事，为什么

给别人添麻烦？中国地铁里孩子

哭了，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还会安

慰孩子别哭别哭。”

2010 年，他为 NHK 拍摄《长

江天地大纪行》，继 2005、2006 年

拍摄三峡大坝专题纪录片后再次

来到中国。他花了一年时间从青

藏高原长江源头一路往东，拍到

长江入海口。6300 公里的素材最

终被剪成了三集：长江源头的藏

族文化、长江沿岸的少数民族文

化与少数民族女性、长江沿岸和

大城市的文化。“长江是中国的母

亲河，从中国的西边到东边，所有

的文化都能通过这条河看出来，

它汇集了整个中国的风土人情和

民族文化。”竹内亮说。

在拍摄期间，他和沿途遇到

的中国人聊天。得知他是日本人

后，很多人会询问他“山口百惠”

与“高仓健”的近况。竹内亮并不

知道高仓健和山口百惠对一代中

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竹内亮的认知中，日本对

中国的了解远甚于此。1979 年，

日本 NHK与 CCTV合作拍摄的

《丝绸之路》在日本播出后，引起

巨大反响，对之后的中国旅游热

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后，NHK 与

中国合拍或独立拍摄了大量与中

国相关的纪录片，如《话说长江》

《话说运河》《望长城》《故宫》《中

华文明 5000 年》《新丝绸之路》

《关口知宏之中国铁道大纪行》

等，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最直

观的渠道和途径。

竹内亮拍摄的《长江天地大

纪行》也是这一系列传统纪录片

的延续。竹内亮记得，2000 年前

后，日本兴起了一股中国旅游热，

去上海、去广州、去北京成为很时

髦的事情。日本人向往中国的美

食。1995 年到 1999 年，日本周刊

《少年 Magazine》连载的《中华小

当家》走红后，中华料理为更多日

本人熟知。据中国旅游舆情传播

智库发布的《日本来华旅游舆情

调查报告》，2004 年之前，日本一

直居中国入境游国外游客的第一

位。

竹内亮发现，即使已经 2010

年了，中日两国的信息仍不互通。

他不了解高仓健、山口百惠对中

国人的符号意义也说明了这一

点。他受到了打击，决定想办法把

现在的日本介绍给中国人。

2013 年，竹内亮和妻子赵萍

回南京定居，开始着手创作和拍

摄纪录片。赵萍提出通过在日本

的中国人的角度来拍摄纪录

片，可以介绍日本的文化。经过

朋友介绍，他们找到在浅草画

漫画的中国人曾恋寒，在原宿

旅客咨询服务中心工作的山东

女孩张默，在日本时装周走秀

的中国模特黄一琳，完成了《我

住在这里的理由》前五期节目，

决定每周更新。

赵萍认为竹内亮很不日本

人，他不喜欢客套。很多时候，赵

萍比竹内亮更像日本人。定下节

目播放目标后，有时因种种原因

可能推迟，赵萍一定会催着竹内

亮按时发布，因为“做出了承诺”。

为了让竹内亮更专注于内容生

产，赵萍担任了制片的工作，整体

把控节目。和竹内亮一起采访日

本明星时，赵萍会在屋外跟经纪

人打招呼，解释“他虽然是日本

人，但是很多地方不像日本人，如

果有做得过了的地方，请一定多

包涵”。

定居中国后，竹内亮发现越

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喜欢看日剧和

日本动漫，喜欢去日本旅游。而认

识的日本年轻人对现在的中国知

之甚少。他曾在日本街访，问大家

知道的中国明星是谁，得到的回

答是成龙、李小龙和姚明。他感觉

日本也开始对中国陌生，他想把

现在的中国介绍给日本人。南京

大屠杀纪念馆成为朋友来找他时

一定会去的地方。“朋友去了之后

都很受打击。大家都没有学过这

段历史，只知道有这件事情，不知

道细节。去了以后很惊讶，原来是

这样子。”竹内亮说。

高中时期，竹内亮爱上了看

电影，每天看两到三部，他将人生

梦想定为当导演，为此，高中毕业

后还进行了导演专业的学习。他

最爱的电影是 1968 年导演富兰

克林·沙夫纳的作品《人猿星球》，

影片改编自皮埃尔·布尔同名小

说。故事里，人类宇航员泰勒到达

了一个由人猿统治的集权星球，

在上面经历一系列的事情，最后

发现星球的真相。“那部电影从动

物的角度出发，而非从人类的视

角讲故事。让我知道了原来还有

这样的视角，改变了我看世界的

方式。”

学习导演专业期间，他兼职

送过报纸，也顺便会看看每天的

新闻。他喜欢上了新闻的真实，目

标转为当记者。可新闻报道内容

有限，表现手法仅限于文字，他希

望将专业与爱好结合，以真实生

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

现对象的纪录片导演刚好适配。

在完全由自己主导的《我住

在这里的理由》系列中，竹内亮的

他者视角得以完全发挥。《我住在

这里的理由》大部分故事都是住

在别的国家的中国人，其中大多

发生在日本：在日本红灯区开酒

吧的妈妈桑、在京都开民宿的中

国人、在日本从事相扑的中国选

手、在福冈定居的画家（这位画家

是中国演员夏雨的父亲）……一

个人在另一个国度怎么生活，除

了物种看似不同，内核与《人猿星

球》并无二致。竹内亮像人猿，跟

泰勒重新看自己的国家，审视那

里的日常，反思留下的理由。从这

样的视角他才发现，原来日本人

真的很喜欢吃“生的”，生鸡蛋、生

马肉、生牛肉。在日本的时候他觉

得可正常了，跟着“泰勒”看，他跟

着想：“这是不是有点危险？”

很快，纪录片里出现了在中

国的日本人，定居四川山区的 IT

技术员、在广州开居酒屋的日本

老板、住在大理农村的日本女性

……竹内亮又成了“泰勒”，一起

看这个有些熟悉但仍然陌生的国

家。

2012 年，竹内亮曾拍摄过一

部纪录片，描述了中日关系最紧

张时期，中国人对日本的友好态

度。“当时街上有游行，大家都骂

中国，把中国描述得很恐怖。但我

想也有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应该

呈现这样的人。”于是，在日本各

个频道都热播反华游行时，东京

电视台放了一集完全相反的故

事。

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获奖

了，他因此自信了不少，并认为找

到了自己的风格———随意。日本

传统的纪录片拍摄中，导演从不

露面，且会尽量弱化其存在感，仅

靠前期设置台本和后台剪辑等不

能公开的操作体现导演的意志。

竹内亮认为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呈

现真实。他主导的纪录片通常没

有台本，拍到什么尽数收入素材

库，再通过拼接组装完成制作。

“有时候我很怕，如果我没到中

国，一直在日本待下去的话，我现

在在做什么？”

（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竹内亮采访南京传染病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