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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2 月，受到不久前珍珠
港事件的影响，第 14 届奥斯卡颁
奖典礼差点被取消，主办方最后简
化程序，用一场没有主持人的平淡
晚宴取代了隆重的晚会。当届奥斯
卡首次增设了纪录片奖（但还没有
划分成长片和短片两个奖项），获
奖的是加拿大电影局出品的《丘吉
尔之岛》（Churchill's Island），另
设了一项“特别奖”，颁给了《苦干》。

《丘吉尔之岛》如今很多人视
为“纯粹的宣传片”，而《苦干》
当时的颁奖词是：“授予在十分艰
苦危险的情况下用 16 毫米摄像机
拍摄了中国抗战实况影片《苦干》
的雷伊·斯科特（影片拍摄者、美
国记者）”。

李灵爱在该片的字幕中仅仅是
一名“技术顾问”。但重庆市人大
常委、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中

心主任周勇称：“李灵爱实际上是
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是她的创意、
她筹集的资金、她雇请的导演、寻
找的发行商，最后花光了所有的家
产，但是她创造了历史。”

在二战后，《苦干》消失了，
连奥斯卡电影资料馆的人也在寻找
这部影片。馆藏影片目录上，《苦干》
被标注为“遗失”。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传承，与
李灵爱同样出生于夏威夷的罗宾龙
在知晓了李灵爱和这段故事后，决
意寻找《苦干》。可李灵爱的家人
也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下落。

2009 年底，罗宾龙在一个墓碑
信息网上找到了雷伊·斯科特的讣
告。在与他的孩子取得联系之后，
罗宾龙在斯科特家的仓库找到了该
片 90 分钟的胶片，但它已经严重
受损。

罗宾龙在国家档案馆找到了
《苦干》35 分钟的片段。结合这
35 分钟的片段，奥斯卡电影学院用
了 3 年时间设法对完整版进行修复，
最终修复出了 85 分钟的 《苦干》。

4 月 8 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
列活动——寻找《苦干》”。罗宾
龙分享了她寻找这部遗失的纪录片
的经历，以及她根据这段经历新拍
摄的纪录片《寻找苦干》。

一直在搜寻抗战记忆的崔永元
认为，现在中国人正在重新构建历
史观，读一本书知道所有历史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了，对历史的观察是
多视角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多样化
的。真正历史记忆就是靠这种“蜜
蜂采蜜”的方式构建起来，特别符
合接近历史真相的原则。

在半年的邮件联络之后，美国
《侨报》记者见到了从重庆转道北
京的罗宾龙，并在崔永元口述历史
研究中心看到了 35 分钟版本的影
片片段。

影片开篇如此介绍二战中的中
国：“中国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们
对她和她的人民知之甚少。但如今，
中国更像是我们的邻居。在这个逐
渐变小的世界，中国所发生的也是
我们要经历的。在这个比美国国土
面积还要大的国度，四万万中国人
和孩子正在为自由而战。”

彼时战争还没结束，但解说词

说到：“世界期待和平，许多年过
去了，中国人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
奋战。整个世界都在好奇，到底是
什么创造了这个奇迹，什么是中国
不可战胜的秘密？这也是年轻的美
国记者、摄影师雷伊·斯科特想要
回答的。”

在影片中出现了时任重庆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与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历史镜头。罗宾
龙告诉《侨报》记者，85 分钟的版
本还真实记录了 1940 年 8 月 19 日、
20 日侵华日军飞机对重庆主城实施
狂轰滥炸的全程。

中国媒体报道称，《苦干》是
反映中国抗战的第一部大型彩色电
影纪录片，也是唯一获得奥斯卡奖
的中国抗战题材纪录片。

就在《侨报》记者看到这部影
片的同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宣布，将反映日军侵华史实的彩色
纪录片《苦干》正式引入中国。

周勇用了很多“最”来形容这
部纪录片：“这是迄今为止，由西
方人拍摄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
重庆实施大轰炸事件最准确、史料
最完整、内容最翔实、画面最震撼、
评论最客观的电影原始资料。”

中国作家林语堂为《苦干》题
写了前言：“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
但轰炸能击垮建立这个国家的人
吗？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我们看
到中国是如何抗敌，时刻创造着奇
迹。这就是‘苦干’，刻苦的奋斗。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
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

罗宾龙还记得第一次到重庆
时，遇到了抗日战争的幸存者及其
家属。有些人那时候年龄还小，只
记得父母谈论的只言片语。罗宾龙
为他们播放了《苦干》。当播到日
军轰炸重庆的段落时，罗宾龙甚至
能从表情看出他们被勾起的记忆。

“我想知道你们希望自己的下
一代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罗宾龙
将问题抛向那些幸存者及其家属。
“他们说，最想让孩子们知道珍惜
和平年代。”在向不同的重庆人播
放《苦干》后，重庆人相似的回答
多次在罗宾龙耳边重复。

罗宾龙意识到，经过那场战争，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失去。但也
正是一个个中国人和一个个中国家
庭的历史记忆构成了整个中国的历
史记忆。这是中国珍惜当前的发展
机遇，面向未来的原动力。

相似的故事散落在中国每个家
庭。就在罗宾龙于崔永元口述历史
研究中心讲述《苦干》寻回记之后，
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外孙徐祖哲走到
罗宾龙面前。他说，他家六七位长
辈在不同岗位上参加了抗战。由于
当时的中国基本没有防空力量，父
亲从 1943 年到 1946 年被派来美国
学习飞机制造，从而支持中国航空
抗战。日本投降那一天，他的父亲
就在飞机制造的生产线上。他的三
伯父参加过南京保卫战，舅姥爷参
加过湖南战役，岳父陈春森在《晋
察冀日报》，前不久还被表彰为中
国历史上的优秀报人。他说，这是
他的家族历史记忆。

1、4 月 8 日，纪录片《寻找苦干》的美籍华裔女导演罗宾龙在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介绍纪录片《苦干》。
2、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创始人崔永元（右）现身交流会。 
3、罗宾龙（右一）介绍夏威夷特产，她身边是制片人张大星（右二）。 侨报特约记者王泽摄

消失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

银幕还原“重庆大轰炸”

“中国人有强大内心”

“家里永远不熄的灯”

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华裔女制片人的《苦干》   华裔女导演的《寻找苦干》

“如今中国像我们的邻居，四万万中国人为自由而战”

林语堂写前言 ：“苦干”与生俱来

重庆也许会消失，但她的人民不会

在罗宾龙带《苦干》回中国的
路上，制片人张大星一直向她提供
帮助。

张大星告诉美国《侨报》记者，
家人的抗战经历，令他对这段历史
非常关注。一年前他知道了《苦干》，
这部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
的历史观。

或许是上世纪 80 年代来美留
学、接受美国教育的缘故，张大星
很反感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中
华民族已经到了不羁绊于日本对华
的暴行，面向未来的时候了。可看
过《苦干》后，张大星认为，中国
可以向前看，但日本要实事求是，
承认这段历史。一天 200 架次飞机
轰炸重庆，死伤者众。而现在许多
日本民众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是对
人类的不尊重。

张大星说，他母亲的家乡曾在
杭州西湖边上。那时候家里穷，电
灯都不让小孩碰，怕费电。日本人
打到浙江，母亲要举家逃难，房子
就得弃了。一大家人都走出好远了，
掌事的老伯父突然停下脚步，让所
有小孩回去把家里的灯都打开。小
孩不明就里，只管飞奔回去开灯。
“我母亲说她一辈子都记得，家里
不熄的灯，在西湖边上亮得像一条
船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情结，也是
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所有大人走的
时候都一言不发，只是一步一回
头。”

这或许也是雷伊·斯科特找到
的“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他在《苦
干》结尾的旁白中说：“日本人说，
要让重庆从这个星球上永远消失。
重庆也许会，但是她的人民不会。”

纪录片《苦干》由美籍华
人艺术家李灵爱策划并出资拍
摄。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自
1937 年起四赴中国摄制而成，
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拍摄
了抗战前期的上海、南京、广
州、香港、南宁、贵州、重庆、
成都、兰州、西宁等地，客观
真实记录了 1937 年到 1940 年
间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城市生活
景象。

《苦干》是第一部反映中
国抗战的彩色电影纪录片，它
用 85 分钟的影音资料还原了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后方生活景
象，全程记录了侵华日军飞机
对重庆实施的两次大轰炸。

今年 4 月初，美籍华裔纪录片制片人罗宾龙（Robin Lung）踏上了中国重庆的土地，将
一部遗失了近 70 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影像，交给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这部影像名为《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KUKAN： The Battle Cry of China，以
下简称《苦干》），由美籍华裔制片人李灵爱（Li Ling-Ai）和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Reynolds 
Scott）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合作完成。

1941 年，《苦干》在美国公映，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观看了这部影片。此后，罗斯福
致信重庆，称“在狂轰滥炸之下，重庆和重庆人民表现出了坚毅顽强、不可战胜的精神”。

1942 年举行的第 14 届奥斯卡首次设立纪录片奖，《苦干》被授予纪录片特别奖。而在二
战后，影片却消失了，奥斯卡电影资料馆的馆藏影片目录上，《苦干》被标注为“遗失”。

美籍华人寻找抗战影像《苦干》之路

《苦干》简介

■侨报特约记者柳杨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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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苦干》

已是第四代华人的罗宾龙，去
年夏天飞往重庆，《苦干》中重庆
的样子是她对这座城市最深的印
象。落地后，环顾高楼林立、立交
纵横，罗宾龙不禁感概，她仅有的
那点了解，在现代的重庆也再难找
到痕迹。70 年后，中国发生了快速
的变化，重庆已发展成中国最具活
力的城市之一。

然而，罗宾龙脑海中闪过的还
是雷伊·斯科特拍下的画面，那段
长达 20 分钟的日军战机轰炸。同
样是夏天，那个身着短衣短裤的美
国男人听到的应该是炮火震天，
看到的是尸横遍野。那一刻，罗宾
龙能体会斯科特是真的想拍这段故
事，也理解了李灵爱为什么变卖首

饰也要让这部影片问世。
李灵爱的职业是舞者、表演者

和剧作者。在李灵爱的回忆录《生》
（Life Is For A Long Time）中，罗
宾龙得知，李灵爱 1908 年生于夏
威夷，她的父母在她出生的 12 年
前移民到这里。

李灵爱之父 Li Khai Fai 是孙中
山在医学院的同学，母亲 Kong Kai 
Heang 是妇科医生，也是当地妇女
团体的领袖。在 9 个兄弟姐妹中，
李灵爱排行第六，两个兄长和一个
姐姐都成为医生，只有天生喜爱聚
光灯的她走向幕前。

“我的祖母和李灵爱生于同一
年。她知道李灵爱，那时候李灵爱
在夏威夷很出名。”罗宾龙说。在

罗宾龙找到的影像资料中，李灵爱
总是一身旗袍，即使在晚年接受采
访时，她仍然是中式装扮，头上戴
着旗头的大花，像极了电影中那些
手拿烟袋的晚清女人，在现代社会
却显得格外另类。

李灵爱投拍《苦干》时的美国，
《排华法案》尚未废除。任何州法
院或联邦法院不得给予中国人美国
公民身份。加州法例甚至禁止华人
拥有房屋、禁止华人在政府部门工
作、华人无权到法庭作证、限制华
人结婚的权利等。美国人根本不关
心在地球的另一面发生了什么。

正是在那样的境况下，李灵爱
筹集资金，投拍《苦干》，一定要
告诉美国人中国遭受的苦难。

美 国 制 片 人 雪 莉· 汤 普 森
（Shirley Thompson）是罗宾龙在影
视之路上的导师，得知罗宾龙寻找
《苦干》的决定后，她也加入到这
项工作中来。

雪莉·汤普森告诉美国《侨报》
记者，美国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并
不了解，这段历史没有在他们的课
本中突出。她也是在与罗宾龙寻找
《苦干》的过程中，慢慢了解到曾
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战争。

“我能理解李灵爱，为什么她
对中国有如此深的感情，为什么把
中国故事讲给美国人听对她来说这
么迫切。”雪莉·汤普森说，“李
灵爱生于美国，但她强烈地感觉到
自己的中国血统。她一生都在做这

件事：告诉美国人中国发生了什么，
消除美国人对中国和美籍华人的偏
见。”

在罗宾龙的理解中，《苦干》
想传达的信息就是“苦干”。在艰
难的时光，无论是否想拍一部电影，
还是从战争中幸存，无论是李灵爱、 
斯科特，还是战争的幸存者，苦干
都是让人前行的精神所在。

在把《苦干》带回中国后，罗
宾龙还计划于明年举办一个有关李
灵爱和雷伊·斯科特拍摄《苦干》
的巡回展览，去尽可能多的国家和
地区展出，包括美国本土。“我希
望在讲述李灵爱的故事时，能够告
慰她在天之灵，她没有被历史遗
忘。”罗宾龙说。

这不是罗宾龙的第一次中国之
旅。此前，她还去过上海、南京、
哈尔滨。但此次是罗宾龙第一次前
往北京。出发之前，她反复向美国
《侨报》记者提及，她要在所有活
动开始之前去一趟故宫，亲眼看看
这座举世闻名的紫禁城。

罗宾龙的父母出生于夏威夷。
成长中，父母没有向她灌输过中国
文化，一头黑发的罗宾龙也梦想着
成为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除
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罗宾龙几
乎对中国毫无耳闻。她还会像西方
人刚到中国时一样，在必要时说出
“你好、谢谢、再见”。

15 年前，罗宾龙才第一次接触
到电影，却一下被电影的魔力所吸
引，“就像是一个召唤”。她将视
角锁定在女性题材，拍摄了首部电
影，讲述夏威夷最后一个女皇的故 
事。随后，作为助理制片人，她又
拍了夏威夷首位日裔女众议员的故
事，关注亚裔女性在美国的地位与
权力。

李灵爱是走进她视野的第三位
女性。那时，她想拍一部中国女强
人的影片。但别说女强人，美国关
于中国女人的故事都少之又少。

2008 年，罗宾龙开始寻找中国
女性的拍摄题材。她读了李灵爱的
回忆录，读到了《苦干》。在寻找《苦
干》的过程中，她拍下了整个过程，
正在制作时长约 60 分钟的纪录片，
名字就叫“寻找《苦干》”。

同样都是出生于夏威夷的美籍
华人，在罗宾龙和李灵爱之间，像
是有一种血脉连接。罗宾龙说，李
灵爱的家人告诉她，李灵爱有未尽
之事。2003 年去世的李灵爱并没有
与罗宾龙正式见过面。即使罗宾龙
在纽约工作时，办公室就在李灵爱

所住的街区，两个女人也从未谋面。
彼此可能只是擦肩而过，却从未注
意过对方。

直到罗宾龙关注的题材从女性
到亚裔女性，再到中国女性，她一
路摸索着这条“回家”的路，也在
了解自我的旅程中逐渐清晰。“通
过李灵爱，我开始了解中国历史，
现在也能感觉到与中国很深的联
系。”罗宾龙说。

在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演
讲时，罗宾龙一头长发上戴了一根
黑白相间的发卡，脖子围着一条灰
白色的纱巾，但身上那件暗红色丝
绒上衣却格外显眼。第二天，她在
接受《侨报》记者专访时，又换了
一件玫红色的中式上装。当记者提
及她似乎很喜欢红色系的衣服时，
罗宾龙笑着说：“他们说我穿红色
很好看。”

如今，早已不再梦想金发碧眼
的罗宾龙说，她的短期梦想是完成
《寻找苦干》的制作，争取明年能
够带这部影片到更广的世界。而长
期的梦想是继续讲故事。“在美国，
主流的故事讲述控制在男性白人手
里，所以我会更关注女性和少数族
裔，讲那些被遗忘或遗漏的故事。”
罗宾龙说。

当《侨报》记者提及这部《寻
找苦干》似乎与奥斯卡最佳纪录
片《 寻 找 小 糖 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以及获奥斯卡提名的
最佳纪录长片《寻找薇薇安·迈尔》
（Finding Vivian Maier） 有 相 似 之
处时，罗宾龙大笑起来：“希望《寻
找苦干》也能参选奥斯卡。没错，
我们都在讲述未揭开的历史故事。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题材，每个家庭
都有秘密，人们喜欢寻找宝藏。这
是我们的使命和对历史的尊重。”

告诉美国人中国遭受的苦难
寻找华人的血脉传承排华背景下李灵爱变卖首饰拍《苦干》

罗宾龙 ：明年办《苦干》巡回展  “李灵爱没有被遗忘”

美籍华裔纪录片制片人罗宾龙（Robin Lung）说，《苦干》想传达的信息就是“苦干”。
在艰难的时光，无论是否想拍一部电影，还是从战争中幸存；无论是《苦干》的“制片人”
李灵爱、拍摄者雷伊·斯科特（Reynolds Scott），还是战争的幸存者，苦干都是让人前行的
精神所在。

是让人前行的精神之所在“苦干”

■侨报特约记者柳杨北京报道

▲左图：李灵爱（左）与雷伊·斯科特。右图：罗宾龙为《寻找苦干》制作的明信片。 豆瓣网

▲ 4 月 9 日，美籍华裔女导演罗宾龙在北京接受美国《侨报》专访。 
侨报特约记者王泽摄

▲制片人雪莉·汤普森。 
侨报特约记者王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