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文思（Malcolm Clarke）生于英国，现居上海。从事纪录片和剧情片创作 40 余年，拍摄足迹遍布全世界 80多个国

家，作品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获得 4次奥斯卡提名，拿到过 2座奥斯卡小金人、16 座艾美奖奖杯。曾拍摄中美民

间交往纪录片《善良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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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获奖导演柯文思：

用“柴米油盐”讲述中国故事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带领 14 亿人摆

脱贫困走进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却屡屡遭遇西

方世界的不实指责，只是地缘政治还是另有原因？

“中国不擅长自卫”，柯文思如是说：西方国家

的扶贫项目并未解决过中国这种规模的问题。

曾 4次获得奥斯卡提名，拿到过 2座奥斯卡

小金人的英国知名导演柯文思，近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区别于宏伟叙事，他把镜头对准出身于

中国底层社会的平凡人物，向西方观众解释真实

的中国，也道出中国不被西方理解甚至被误解的

原因所在。柴米油盐之上，讲述与西方观众共情的

中国故事。

“我来到这里因为我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和中

国的伟大复兴是 21 世纪最大的新闻故事。这是一

个历史性的事件，它不会在 100 年停止，而会继续

走下去。这是一个值得世界感谢的民族和文明。”

柯文思的最新影片《柴米油盐之上》，讲述了中

国普通民众生活的变化。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普通

人如何为他们的生活做出巨大努力。他选择了四个

有代表性的地方和人物来讲述中国的小康故事。

“《柴米油盐之上》是我向西方观众解释的一

种方式。我很高兴它在中国上映，但这个作品真正

想要做的是，说服西方人认真看待中国并理解正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整部电影都是简单的故事。柯文思尝试制作

一系列展示中国不同地域的电影，于是从云南乡

村出发，一路来到义乌和上海，让人们感受从极度

贫困到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

“我们从云南开始讲述那些非常贫穷的人，他

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比如是否要离开

他们所熟悉的一切，去寻找不确定的未来，得到更

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所讨论的那些

困难的决定。之后我们又找到一位杰出的年轻女

性。她来自农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现在开着一

辆大型的越野卡车，赚了不少钱。她相信‘女人能

顶半边天’。她想要像男人一样有责任感，自由，自

信，成功。她非常令人钦佩，我认为她是许多中国

年轻女性的榜样。”

第三集是关于一个梦想成真的人，他开始很

穷，不得不离开他的村庄，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

的童年，努力工作，但现在他已经是上海马戏团一

名世界级的杂技演员。现在他开着一辆豪华车，家

庭美满，孩子上了好学校。他实现了中国梦，这是

他努力的结果。他的努力和韧性是真正让人欣赏

的。新中国给了人民很多机会。

第四集有点不同，是关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

实现了中国梦的人。他们出身贫穷，但在过去 20

年里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了资源和财富。他们用这

些钱回馈其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这是非常感人的

故事，讲述的是人们不忘记自己来自哪里，并为他

们的后辈及其他人的生活做出贡献。

这些都是关于遭受了很多苦难的人，现在正

实现自己的价值。当国家有一群有梦想的人，他们

有梦想的自由，为了更美好的未来，那他们所做的

事情就是正确的。“我们都该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鼓掌。”柯文思说。

拍摄这些中国故事，会不会被西方社会认为

是在为中国“做宣传”？

柯文思表示：“我并非意图制作一部关于中国

人有多好的电影。我们不是在做宣传，而是试图告

诉大家中国已经走了多远，以及中国如何在如此

短时间内为这么多人创造了机会。我认为这是值

得关注和钦佩的，西方人应该理解这里发生的事。

有时西方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攻击中国，在我

看来那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我必须说，中国不擅

长自卫。软实力不是指政治上的软实力，而是指让

普通人相信中国不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中国当然

不是。”

这些影片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中国和中国人

的人性化面孔，也展现了贫困地区确实是贫困得

可怕。中国政府正在做一些积极的事，并取得了非

凡的成绩。

西方社会也有贫困存在，他们是如何消除贫

困的呢？每个西方国家都有扶贫项目，但效果不是

柯文思说，《柴米油盐之

上》是他一直想拍摄的影

片。“让我着迷的是对一个

人敞开心扉，深入了解他们

的真实面目。我对表面的、

即时的东西不感兴趣，因为

那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他们。

拍摄就像医生诊断疾病一

样，如果你足够诚实，他们

会信任你，甚至告诉你他们

不会告诉家人、朋友的事

情。”

“我有时成功，有时失

败。这在中国比较困难。我

不会说普通话，这是一个很

大的劣势。但我有一个很棒

的团队，理解我们做事的理

念以及应该如何做。我们最

终选择这个系列，必须研究

上百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

人，最终找到这四个故事。

我是英国人，所以让他们看

到我对他们的尊重非常重

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

人的身份是一种有趣的优

势，因为我可以问一些没

有中国人会问的问题，也

可以问非常深入的问题。

我希望人们相信我，因为

我会尊重他们。在电影中，

它会以真实和尊重的方式

呈现。”

所以在这四个故事中，

观众可以看到人们谈论生

活中非常私密的经历，这是

他们平时很少谈论和分享

的事情，但他们会和柯文思

分享，因为他们信任柯文

思。“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如

果我们能建立信任，就可以

拍一部好影片。”

柯文思一直很关注中

国。他拍摄的纪录片《善良

的天使》聚焦中美民间交

往，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讲述

合作为两国民众带来的福

祉。去年全球新冠疫情发生

时，柯文思也亲自到武汉拍

摄。

为何柯文思一直如此关

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柯文思表示：“我一直在

说，我来到这里因为我认为

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的伟

大复兴是 21 世纪最大的新

闻故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事件，它不会在 100 年停止，

而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

值得世界感谢的民族和文

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为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但中国所取得的

成就并没有得到赞誉，这有

很多原因，我们不需要在这

里讨论地缘政治。但我认

为，中国是受害者，而且受

到了不公平的评判。当你来

到中国，你就会看到中国的

成就。”

“小康”的倡议只是中国

正在建造的这面“非凡之

墙”上再添一块砖。这里有

14 亿个故事可以讲述，中国

正在书写历史。“能参与其

中是令人兴奋的，所以我想

记录下来。”柯文思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更

多地了解中国。作为一名纪

录片导演，柯文思在思考，

世界观众如何才能真正接

受真实的中国或对中国产

生兴趣。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简单的答案。中国谈论自己

倾向于用统计术语，但很少

谈论中国人，比如数百万人

摆脱贫困、数百万人获得教

育，创造非凡的技术成就，

并在全国范围内建造比其

他任何国家都多的铁路公

里数等数据。中国总会画一

张快乐的笑脸，但很少有 3D

立体人像，这就是我们所做

的，我们尝试展示好的和坏

的，胜利和失败……比如这

周我花光了所有的钱，不得

不等待下一次薪水；比如我

女儿正在和一个尚未取得

我信任的男人谈恋爱，她却

不这么认为……这表明我

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

和政治制度中，但都有着相

同的经历。”柯文思说。

“你越能证明中国人就

像美国人、法国人、印尼人

和巴西人一样，无论你富有

还是贫穷，都会有焦虑，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

的生活，就越能引起人们对

相似之处的关注。”

柯文思认为，如果西方

观众看到，在中国的人们为

生活奋斗，也看到人们犯错

误，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

定，这就有了一种经验和目

的的共性，西方人可以说

“他们（中国人）就像我们一

样”。

西方人能在电影、电视

和图像中看到中国。“我们

只是提供一个舞台，把中国

人的生活放到舞台上，然后

说‘好的，现在告诉我们（你

的故事），我们在听，我们尊

重你说的话’。这会非常有

力量。”柯文思表示。

“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

我喜欢这里。”柯文思计划

想拍摄一部关于李约瑟的

电影：“他是一位剑桥大学

教授。机缘巧合，他通过其

中国女友介绍并来到中国，

开始研究他所在领域的一

些中国科学发明，慢慢对中

国产生兴趣，中国的发明成

果成为他毕生的研究事业，

为此他专门写作记录了中

国在科学、技术上对世界文

明的贡献。”

李约瑟让西方意识到，

很多西方认为是自己发明

的东西，其实是中国人发明

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非常古怪、有趣和不寻常。90

多岁的李约瑟于 1995 年去

世。“我想以他为媒介，通过

这个热爱中国的西方人的

眼睛和经历来讲述整个中

国 20 世纪的历史。”柯文思

说。

“我希望成为一个榜样，

鼓励更多中国艺术家和电

影制作人多关注自己的文

化，自己的国家，多看看自

己国家的价值。中国是一个

有 5000 年历史的非凡国度，

他们应该从中汲取灵感，讲

好中国故事，用中国方式与

世界对话。”（中国新闻社）

很好。他们没有解决过中国

这种规模庞大的问题。在西

欧和美国，贫困虽然存在，

但并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

“生活在云南部分地区

的人们就像生活在 18 世纪

的西欧，虽然拍下来很美，

但亲身经历后会觉得非常

糟糕。我不喜欢看到人们

遭受那些痛苦，中国政府

也不希望看到，实际上他

们已经做了一些非常有效

的事来改变。这不仅仅是

为了给人们更好的生活环

境，不是把钱放在口袋里

或把食物放在桌子上那么

简单，是更大的改变———给

他们良好的教育和机会。”

柯文思说。

“中国有两三百万人跻

身中等收入群体，过上更好

的生活，实现梦想。所以最

后我们（将影片）取名为‘一

个长久的珍贵的梦想’（《柴

米油盐之上》）。你可能想成

为一名探险家、老师、奥运

冠军或任何其他职业，但如

果生活在那种贫困中，你唯

一想的就是如何填饱肚子，

让你的孩子活下去。‘小康’

倡议所做的事比这要深刻

得多，它让人们能够有梦想

去实现，成为他们想成为的

人，过他们想过的生活。”

《柴米油盐之上》

讲述中国的故事

拍摄动机

让世界观众接受真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