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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秋之祭

在今年艺术的秋天里，日本文化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展览、文化体验等活动，内容包罗万象，再次让中国的朋友们接

触多元文化日本的个中乐趣。

上海特别巡回展   9.3-11.7

威武的奥特曼、可爱的Hello Kitty,众多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日本动漫形象为庆祝上海世博的举办齐聚上海，隆重拉
开《走进经典动漫角色王国—日本》展的帷幕，展览期间共吸引了上万名观众。（展期：2010年9月3日-
10月10日）
紧随其后的《构想“未来城市”——走进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城市规划》，介绍了包括当今活跃在世界舞台的顶级日
本建筑设计师作品，和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具代表性的先锋城市规划方案。（展期：2010年10月14日-11月7日）

2010年度巡回展“隐秘在自然中的日本”   2010.9.16-2011.3.27

作为本基金会一年一度的巡回展，日本著名建筑师、设计师、摄影艺术家矢萩喜从郎的黑白摄影作品展“隐秘在自
然中的日本”展在北京、合肥、沈阳、重庆、深圳正式开展。在作者游历日本各地的旅途中不经意间记录下来的纯
美影像背后，通过一系列对比与冲突，对在现代语境下“自然”的涵义进行再思考。

折纸工作坊—玫瑰教室  9.29

响应第一期工作坊参与观众的热烈呼声，我们再次荣幸地邀请到三瓶老师，

举办了第二期工作坊，教授玫瑰花的折法。一张平面的四方纸片，经过大家

的巧手加工，居然蜕变为如此富于层次感的玫瑰花，大家不得不再次感慨到

折纸的玄妙和其中暗含的数学原理的高深。

 

日本畅销小说作家片山恭一演讲会   10.11-14

以《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一举成为日本最畅销小说单行本作家的片山恭一首次来

华，在北京和青岛与广大书迷和日本文学爱好者们见面。在演讲和座谈中，片山

老师带领大家重新领悟了《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中真正揭示的有关生与死的人生

感悟。著名翻译家林少华老师联系当今社会风貌与流行词汇，现场做了精彩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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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纪录片展映“从小川绅介到当代创作”    10.15-24

日本文化中心携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特别呈现日本纪录片展映，从小川绅介的经典影片《三里塚之夏》和《日本

国古屋敷村》，到《横滨玛丽》、《Taimagura奶奶》、《日本，关于爱与恨的故事》、《NARA:跟着奈良美智去
旅行》、《奶奶的老房子》五部2000年后的作品，试图呈现日本纪录片创作的新近面貌。活动特别邀请纪录片导演
冯艳 (小川绅介所著《收割电影》一书的翻译)，与大家交流小川绅介和日本独立纪录片创作。

岩崎知弘与日本图画书展   10.29-11.20

日本的图画书（绘本）历史悠久，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声誉。日本绘本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岩崎知弘倾注其爱心与对

绘画的热情，为日本及世界绘本历史上留下了诸多充满温暖与感动的绘本插画作品。本次展览上除有机会了解绘本

历史，还能够领略到部分岩崎知弘珍贵的原画。同时，安昙野知弘美术馆的竹迫祐子副馆长和松方路子女士还为我

们带来了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项目。

元旦即将到来，在新的一年你将有怎样的新期望呢？我们希望并且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为广大喜爱日本文化的朋友们

带来更多更精彩的文化活动。感谢大家一年以来的支持，2011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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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牵动你我心灵的纽带！

        2011年1月22日，本中心联合日本音乐信息中心、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邀请以其独特R&B风格而备受瞩目的
人气歌手JAY’ED，和动画歌曲歌手彩音同赴北京，为中国的乐迷朋友们献上了今年第一场日本音乐盛宴“J-pop in
China 2011”。活动当日在星光现场约800多位J-pop粉丝集结一堂，和着艺人们精彩的表演，全场盛况袭人。活动
进行中，部分观众还得到机会登台，用日语与喜爱的艺人谈话交流，中国观众们对J-pop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在接下来的3月13日，“中日交流之窗‘心连心’巡回演唱会”于南京大学拉开帷幕。曾经出演过NHK红白歌会、
活跃于中日两国的歌手巫慧敏（amin），以一曲《樱》红遍中日两国的河口恭吾，巧妙融合奄美大岛的“岛歌”与J-
pop元素的人气实力派歌手城南海，三位艺人的完美演出即刻倾倒了来场的800多名观众。演唱会最后，甚至出现
河口恭吾与在场观众异口同声用中文演唱《樱》的动人场景，顿时，全场人们的心与心被这飘扬的唯美歌声紧紧包

围。

        原定于继南京之后，在长春、青岛、北京展开巡回演出的本次演唱会，由于日本东北地区大地震的突发事件
而被迫中止。正是在这种非常时刻，艺人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歌声为灾区的人们度过危机、重建家园贡献一份力量，

同时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本次项目能够重新启动，敬请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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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踏——伟大的灵魂

继2008年“We’re Gonna Go Dancing!! in Beijing 2008”首次为中国观众介绍现当代日本舞蹈艺术
后，2011年2月26日~3月6日，舞踏创始人土方巽直系弟子和栗由纪夫、庆应大学艺术中心土方巽档案中心森下隆
等一行人来京，通过讲座、工作坊、展览及公演一系列活动，首次系统详实地介绍了“舞踏”这一诞生于日本，被归
类于舞蹈而又超越舞蹈的身体表现及思想内涵。 

26~27日的演讲会上，很多初次看到土方巽舞踏演出纪录片的观众，一开始难免会为其动作的怪异与丑陋所震撼，
然而正是在这种反传统观念的艺术与思想表达中，舞踏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另一道门。演讲中，土

方巽研究专家的森下隆先生围绕土方巽的生平及艺术创作之路，为我们逐层揭开了舞踏的神秘面纱。

 

 

 

配合公演，展览中展出了多幅土方巽的演出照、排练场景及公

演海报。其中包括日本著名摄影大师细江英公的作品。

 

 

 
本次中国公演，对和栗由纪夫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最终参加演出的近20名工作坊学员。虽然有部分学员之
前也略微接触过舞踏，但从了解土方巽的舞踏及舞踏谱，到作品排练演出，在短短4天内熟悉整个过程并加以自我
消化理解，最终两场演出共为约500名观众呈献一个充满新鲜脉动的舞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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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演中的工作坊学员

  
公演中的和栗由纪夫                

公演作品《灵魂之旅》虽然是和栗由纪夫的既成作品，但配合本次演出人员的增加进行了改编。作品讲述了一个彷

徨于冥界与异界的男子，经历了形形色色的邂逅，逐渐脱胎换骨获得重生的故事。与土方巽时代表现黑暗、疾病、

痛苦的作品不同，和栗由纪夫的创作向往光明与美好，作品中也不乏唯美、幽默的场面。和栗在采访中表达，这是

两人的生活年代与人们心灵诉求的变化造就了这一差异。作品中多样的舞蹈及身体表现形式，与整部作品恰到好处

的节奏感交织出一部完整流畅而表现力丰富的异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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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p in China 2011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与日本音乐信息中心，将于2011年1月22日共同为广大
歌迷们献上J-pop in China 2011——彩音、JAY’ED音乐会暨歌迷见面会。期待您的参与！

日期：2011年1月22日（周六） 15：00~17：00
地点：星光现场

（北京雍和宫桥北50米糖果三层星光现场，地铁2号线雍和宫站A出口步行5分钟；咨询热线010-64255677；地
图）

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日本音乐信息中心

协办：全日空航空公司

参与方式：报名工作已结束，感谢各位的支持！

＊艺人简介：

彩音（あやね）
屡次为动画和游戏配唱主题歌，使彩音成为动画、游戏界的实力派歌手，而她的追求远

不止于此，彩音正在用自己的才情谱写着属于她的华“彩”乐“音”。

彩音出生在音乐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

两岁时，以演唱长渕刚的[顺子]展示出超凡的音乐天赋。
2004年10月，彩音初出茅庐发行出道单曲[KIZUNA～绊]，这也是TV动画[W～ウィッ
シュ～（W～Wish～公主的时间）]的主题歌。
2005年2月，彩音推出第二张单曲[ribbon]，收录了她为游戏[秋之回忆~雨
后(Memories Off After Rain)]演唱的片头和片尾曲，游戏的热销提升了彩音的人气。
2007年4月，彩音的首张专辑《ARCHIVE LOVERS》出炉。
一个月后，又火速推出了第二张专辑[HYPER 萌 TRANCE～彩音～]。
这年，她还为PS2游戏[寒蝉鸣泣之时•祭]演唱了主题歌[嘆きノ森/コンプレックス・イ

マージュ]，声名大振。
彩音为动画[11eyes-罪と罰と贖いの少女-（11eyes-罪与罚与救赎的少女-）]演唱的主题歌，更让她的音乐道路达
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2010年12月，彩音的第三张专辑[Lyricallya Candles]问世。

JAY’ED
JAY’ED本名JADE，是珍贵的宝石、翡翠的意思，而艺名JAY’ED来自英语中的过去式或
被动意义；JAY'ED拥有标志性的声音，既别致又性感，他更被歌迷们赞誉是“为R&B而
生的歌手”。JAY’ED就像是真正的宝石、翡翠一样，被无数的歌迷喜爱着。

JAY’ED出生于1981年，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新西兰籍波利尼西亚人。10岁前居住在
新西兰接受双语教育，10岁后开始开展音乐活动。
2005年3月，JAY’ED推出Indies单曲[Why?]。
2006年5月，发售专辑[The Gift～just let me know～]，创造了Indies销量2万多张的出
色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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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JAY’ED带着他的首张出道单曲[Superwoman]向全日本音乐界进发。
2009年，JUJU和JAY'ED合作的电影[余命1ヶ月の花嫁（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新娘）]主题歌[明日がくるなら]在日本
引发催泪效应，JAY'ED借此发行个人首张完整专辑[MUSICATION]；随后，JAY’ED完成首次个人巡回Live。
2010年9月，JAY'ED的单曲[Shine]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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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公告

小额资助项目

Japanese Artist in Residence

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

“舞踏—伟大的灵魂”舞踏中国公演

2011年2月26日至3月6日期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将举办“舞踏——伟大的灵魂”综合性日本舞踏项目，围绕土方
巽及其作品，向中国观众全方位介绍舞踏艺术。

舞踏，上世纪下半期产生于日本的一种身体表现形式。创始人土方巽以欧洲舞蹈为根源，发挥其创造性精神，立足

东方人的身体特征，以独具特色的思想和表现形式，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左右创立了舞踏。

20世纪80年代以后，舞踏以法国为中心被传播到了欧洲各国。此后，它又被陆续传播到南北美洲、亚洲地区，成
为当今世界舞蹈界的潮流之一。

但此次是土方巽的舞踏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我们确信中国在创造方面拥有着强大的力量，蕴含着巨大的可能。我

们相信此次活动的举办，必定会对两国当今与未来的艺术创造带来十分有意义的结果。

在这次“舞踏——伟大的灵魂”系列活动中，包括舞踏演出在内，该项目还安排有工作坊、影像放映、展览、讲演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活动中，为便于参与者深入了解舞踏艺术，还将派发特为本次项目精心编辑的手册《舞

踏——土方巽的思想与表现》。

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合作：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主题 土方巽的舞踏艺术

主讲人
森下 隆 
（庆应义塾大学艺术中心 土方巽档案中心）

内容概要

 

-土方巽舞台作品放映- 
《肉体的叛乱》（1968年制作·黑白） 
导演：中村宏  演出：土方巽 
《疱疮谭》（1972年制作·黑白） 
导演：大内田圭弥  演出：土方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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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巽的舞踏世

界 
演讲

-演讲- 
围绕20世纪50年代创立暗黑舞踏流派，被誉为舞踏始祖的土方巽及其作品，在土方
巽逝世25周年之际，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土方舞踏艺术，究竟是在何种时代背景、何
种目的下诞生的？同时还将介绍土方巽逝世后舞踏的整体发展与动向。

费用 免费

参与详情

 

【2011年2月26日(六) 14:00~16:30  日本文化中心（地图）】： 
活动免费，需邮件预约确认

人员已满，报名工作结束。感谢大家的支持。

报名成功以收到日本文化中心确认邮件为准。

 

【2月27日(日)16:00~18:30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地图）】： 
活动免费，需邮件预约确认

UCCA 会员享受活动优先预定及座位预留，请于2011年2月24日前发送电子邮件(注
明会员编号)至 members@ucca.org.cn 
非UCCA 会员请访问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网站http://www.ucca.org.cn，点击右
下角“参观”，下载活动报名表，并于2011年2月24日前发送至预约邮箱：
Edureservation@ucca.org.cn

预约成功以收到UCCA确认邮件为准，凭邮件回复编号在活动当天到UCCA前台领取
免费入场卡片。

备注

1. 日文演讲，中文翻译。
2. 演讲会参与者，将有机会优先获得公演门票。具体办法请依照各现场工作人
员说明。

 

“土方巽的舞踏
世界” 

摄影图片展

时间
2011年2月26日~3月5日    每日11:00~18:00
周六上午、周日休馆

地点 日本文化中心多功能厅（地图）

艺术家 细江英公等数位艺术家

内容概要
 

展出内容包括土方巽演出时的摄影作品、公演海报等。

参与方式 免费。无需预约，直接前往即可。

 

作品 《灵魂之旅》

时间 2011年3月5日(六)、3月6日(日)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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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栗由纪夫+好
善社 
舞踏公演

地点 北京9剧场（TNT剧场）(路线)

演出人员

 

导演·编舞：和栗由纪夫 
主要舞踏舞者：和栗由纪夫、川本裕子、姚丽洙 
音响·灯光：曾我 杰

费用 免费

作品简介

 

讲述了一个死与重生的故事：一名彷徨于冥界及异界中的男子，经历了形形色色的

邂逅，从而逐渐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参与方式 ※ 近期发布

艺术家介绍

土方巽（1928-1986）Tatsumi Hijikata

舞踏创始人。1960年代发出前卫宣言，继而展开实验性舞蹈活动，并创立了变
革舞蹈概念的舞踏。在随后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土方发现由日本的风土文
化塑造而成的身体表达的可能性。其划时代的舞蹈方法研发，挑战未知，创造出

世界上史无前例的舞蹈形式，并不断进行舞踏的革新。

由土方掀起的舞蹈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之后在世界舞台上活跃的舞踏家。其影响

不仅停留在舞蹈类型的丰富，更加渗透到舞台艺术、美术、摄影、影像，甚至是

文学领域。舞踏的创造，虽然最初是小众的，但它在战后日本文化史上却留下一

个深深的印迹。

土方特有的身体哲学，与作为身体艺术的舞踏相结合，同时随着舞踏在世界的推

广，这一哲学赋予舞踏成为舞台艺术一大流派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土方以其

独特的语言感触写作而成的《生病的舞姬》等杰作中，对其文学天赋同样可见一

斑。他那在文学世界也少见的才华，最终成就其著作《土方巽全集》。

 

和栗由纪夫 Yukio Waguri

1952年出生于东京。土方巽直系弟子，舞踏家。身体坚硬而又柔韧，身段优美，具
备即使是细微的细节也能微妙地表演出来的表现力。他那主要由变换外观而展现的

舞蹈多样性，预示了今后舞踏崭新发展的可能性。另外，积极继承并发扬土方系独

特的“舞踏谱”的编舞方法，即通过语言来唤起身体形象，同时也十分注重与其他领
域艺术家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出版了CD-ROM《舞踏花传》，开创了以土方编舞
法为焦点来重新评价舞踏的契机。现在，除各种演出活动之外，还在日本国内外的

大学、研究机构广泛开展舞踏工作坊。

其出演作品包括，土方巽公演《为了四季的二十七晚》（1972年）、土方巽公演
《宁静的家》（1973年）、《白桃房连续公演》（1974～78年）。主要创作作品
《潜沉的瀑布》（1995年）、《舞踏花传》（1996年）、《埃洛拉・石之梦》
（1997年）、《地之骨》（2000年）、《灵魂之旅》（2003年NY舞踏节参演作

品）、《肉体的迷宫》（2010年）等。

川本裕子 Yuko Kawamoto

1992年，师从土方巽后期弟子和栗由纪夫。此后，直至1998年退团为止，在“和栗由纪夫+好善社”作为主要舞者而
活跃。2000年成立舞踏团体“东云舞踏”。
被公认为有着即使只是站立着也拥有可以改变气场的存在感。其富于幽默感的作品也赢得了大批拥护者。川本吸引

人的强大力量与魅力不仅仅显示在舞台上，她在工作坊和作品创作过程中也充满吸引力。同时，她也是从和栗由纪

夫习得土方舞踏法的，为数不多的年轻舞踏家之一。近期，经常有海外大学和高校委托其主持工作坊和进行编舞创

作。

其主要创作作品包括，《hitobire》（2000年THE 4th PARKTOWER NEXT DANCE FESTIVAL参演作品）、《春之
歌》（2007年）、合作编舞作品《0120》（川本裕子×点灭、2008年）、《CURATURS OF METROPORIS》

http://www.ninetheater.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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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Frances Barve合作作品、2009年London Butoh Festival邀请作品）等。

姚丽洙 Lai Chee Yeow

2004年，在Musical on Stage制作的歌舞剧中作为舞者和歌手参加演出。2009年加入马来西亚唯一的舞踏团
体Nyoba Kan（寿板），跟随Lee Swee Keong学习舞踏。在吉隆坡举办的Nyoba Kan International Buto Festival上
参演和栗由纪夫作品。对姚丽洙来讲，舞踏超越舞蹈，是一种引导其自身和发现“存在”之奥义的事物。

演讲人介绍

森下 隆Takashi Morishita

1950年生。1972年起在土方巽石棉馆从事舞台制作。曾在出版社工作。1986年土方巽死后，参与土方巽纪念资料
馆的设立与管理。并从事与土方巽相关的展览及研讨会等活动的筹划工作。

目前负责管理庆应义塾大学艺术中心内设置的土方巽档案中心。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NPO法人舞踏创
造资料代表理事。著有《土方巽 舞踏谱的舞踏——符号的创造、方法的发现》。

Copyright 2007-2012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层301 电话：010-8567-9511 图书馆：010-8567-9132

京ICP备090185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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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公告

小额资助项目

Japanese Artist in Residence

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

山田洋次导演电影展映

远山的呼唤》在上世纪80年代感动了一代中国人心的电影，以及《寅次郎的故事》、《武士的一分》、《黄昏清兵
卫》、《隐剑鬼爪》等日本电影迷们绝不放过的经典佳作，均是出自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

3月份，日本文化中心将为电影爱好者们放映多部山田洋次导演代表作品，带领大家体验大师以幽默手法所描绘的
那份平民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时间：2011年3月9日~3月30日

地点：日本文化中心内 多功能厅（地图）

参与方式：免费。无需事先报名，直接前往即可。

※ 请特别注意：有可能会因为观众较多而没有座位。敬请谅解。

电影放映安排：

《学校》 
1993年作品 

3月9日（三）19:00
片长：128分钟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男人的烦恼之寅次郎的假日》 
1990年作品 

3月11日（五）19:00
片长：108分钟 
中文配音

《学校Ⅱ》 
1996年作品 

3月16日（三）19:00
片长：122分钟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男人的烦恼之 
寅次郎红花》 
1995年作品 

3月18日（五）19:00
片长：107分钟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武士的一分》 
2006年作品 

3月19日（六）13:30
片长：121分钟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十五岁 学校》 
2000年作品 

3月29日（二）19:00
片长：120分钟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追逐彩虹的男子》 
1996年作品 

3月30日（三）19:00
片长：120分钟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影片介绍：

《学校》（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山田洋次 主演：西田敏行、竹下景子等 1993年作品 12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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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井先生是一所夜校的中学教师。毕业的日子不断临近，为了制作毕业纪念文集，他开了一堂作文课。看见学生们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纪、在稿纸上写下不同的记忆，他不由回想起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有已经作了奶奶，本

应安享天伦却来夜校学习的韩国人Omoni，有染着头发的不良少女Midori，有白天做体力活儿的少年Kazu，还有五
年前才从中国搬到日本的中日混血儿小张，还有曾经因为自闭症辍学的Eriko。午餐的时候，传来班上Ino同学去世
的消息，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师生陷入悲痛之中……

《学校Ⅱ》（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山田洋次 主演：西田敏行、吉冈秀隆 等 1996年作品 122分钟

这是一部描写老师和学生之间心灵交流的人情剧。龙别高等养护专业学校的教师青山

龙平为了女儿的上大学的问题很是头疼。他带着学生到北海道修学旅行时，两名有残疾的学生（高志和佑介）外出

购物，不见归来，龙平顾不得替女儿操心，和年轻教师小林一起外出寻找……

《男人的烦恼之寅次郎红花》 （日文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山田洋次 主演：渥美清 倍赏千惠子 等 1995年作品 107分钟

寅次郎的家人偶然从一档名叫《大震之后－志愿者元年》的节目中看到了寅与村山首

相同时出现在镜头中，惊异不已。接着又有一位在地震中受到过寅热心帮助的神户居民来访。

至此，家人得知寅平安无事，暂时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然而，寅的外甥满男却出了大事。

满男一直爱慕的泉突然来访，却对满男提起了自己与医生的婚事。愤懑的满男在婚礼当天，把泉的婚事搞得一团

糟。在警察的追捕之下，满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龙美大岛，并在那里偶遇一位叫莉莉的女性和舅舅寅……

《男人的烦恼之寅次郎的假日》 中文配音 

导演：山田洋次 主演：渥美清 / 倍賞千恵子 / 光本幸子

满男终于上了大学，日子过得平淡无奇。突然有一天，他一年前的初恋女友泉从名古屋过来找他。泉的父母分居，

父亲一男和情人同居，这种畸形的生活让她难以忍受。此次她就是为了劝说父亲而来。泉殷切的希望打动了满男，

因此他陪泉去了九州。而满男的母亲樱却因为儿子这次的离家出走而泪眼婆娑。这时樱遇到了外出归来的寅次郎，

二人同行去寻找满男……

《十五岁 学校》（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 演：山田洋次 主 演：金井勇太 麻实Rei 等 2000年作品 120分钟

学校很无聊。家庭很无聊。自己也很无聊。有着以上想法的15岁少年终于开始不去上学，为寻找至今已经生存
了7千年的绳文杉而踏上了漫无目的旅程。有很多人为了寻求心灵治愈，或是得到心中无法解答的答案，而去寻找
绳文杉。但是，告诉少年生活真谛的难道就是一棵杉树吗？在寻找绳文杉的冒险旅途中，在不同的地方，少年遇见

了许多年纪、立场、遭遇各不相同但却一直努力生活着的人们。如果没有这次的旅行，少年人绝对看不到如此丰富

的人生。通过窥见到周遭人们的不同的人生和苦闷，少年人开始了对自己人生的探寻。而那里正是少年自己的“学
校”。 

《武士的一分》（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 演：山田洋次 主 演：木村拓哉、檀玲 等 2006年（12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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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为藩主试毒的下级武士三村新之丞，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加世，生活虽然清贫，但平安、幸福。一次试毒中，新

之丞中毒失明。失去了工作，一家人困于生计。这时，番长岛田向加世伸出援手，但代价是加世的身体。加世迫于

家景，勉强同意。但不久后，两人的关系暴露。爱妻被夺，新之丞难以忍受这样的耻辱，遂向岛田提出决斗，为妻

子，为自己的武士名誉而战。

《追逐彩虹的男子》（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 山田洋次 主 演： 西田敏行 吉冈秀龙 等1996年作品 120分钟

系列影片《寅次郎的故事》因主角渥美清的去世而终结，这部生活喜剧为替换上场的松竹映画贺岁电影。平山亮因

为就职考试的失败而离开了柴又家，独自闯荡的最后在四国德岛的一个小城落脚。亮在白银活男经营的一家古旧的

电影院打工。最初亮一直抱怨劳动条件的不公，但最终为活男的热情所感染。看见活男对于电影的热情，亮开始重

新认真考虑找工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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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探实讲座系列 1.1

        日本文化中心将于今年4月启动“现代日本探实讲座系列”，邀请活跃在日本社会各领域前沿的艺术家、学者等
人士访华，通过讲座的形式，在拓宽视野，增进对今天日本理解的同时，为中日两国朋友提供对话交流的平台。

        本讲座系列第一期将围绕“让艺术连接社会”，向观众们介绍日本在探索以艺术振兴社会、美化城市、丰富人
们精神生活过程中的经验。

主        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共同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协        办：Asia山水Art Project

【第一期 第1场】
题目：《艺术、我们、社会～贡献于地区振兴的艺术》

讲师：北川Fram(艺术总监)

日期/地点：（两场内容相同）
（１）4月17日（日）14：00～ 
              地点：日本文化中心（名额已满，停止受理报名申请）

（２）4月18日（一）14：00～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无须报名，直接前往即可。）
              ※美术馆当日休馆，仅限参加讲座，无法参观展览。

内容概要：

北川Fram
“大地艺术节 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2012”、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围绕艺术与大海的百日冒
险”总监督

        欧美市场的动向对艺术的流行趋势一直影响深远。但艺术也有其恒定不变的本质，那
就是如何妥善对待与自然、文明、人类间的关系这一艺术的存在方式。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也许可以说流行的艺术是城市某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所反映出的
也是属于那座城市的艺术。

        然而，在当今世界，对地球环境危机意识的唤起、对资本主义伦理观的质疑、对非城
市地区的离弃等现象，与农业问题重要性的日益提高构成鲜明反差，取代城市艺术的艺术

正待冉冉升起。

        越后妻有、濑户内的两大三年展，并不是单纯邀请世界顶级艺术家、众多人参与的国际艺术展，而是向世人
展示一种姿态——一种席卷那些被不断被遗忘的人口稀疏地区、珍视并联结地球上每一寸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的姿态，是一种祭祀的庆典。对于艺术家本人，通过参加这种三年展，来到实地，从而才对时间的形象化、艺术的

协动性及其带来的喜悦、场所与人、联结人与人的动向得以重新认识。同时，通过观察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在那里

发起事件，这两大三年展已经成为确定当代艺术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场所。

4月17日 日本文化中心讲座参与方式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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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活动前发送邮件至event@jpfbj.cn报名。具体邮件内容：
1． 邮件题目：AL417（注意：请务必正确注明标题）
2．邮件内容：姓名（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参与人数

了解背景：

＜大地艺术节 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2012＞介绍

Yayoi Kusama "Tsumari in Bloom"
Photo: Anzai=安齊重男／ANZAЇ

Ilya & Emilia Kabakov "The Rice Field"
Photo: Anzai=安齊重男／ANZAЇ

        大地艺术节，是在日本越后妻有地区（新潟县十日町市•津南町）的山里，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最大规模国
际艺术节。该艺术节的目的在于凭借艺术这一载体挖掘、提升地区内在价值，向全世界推广，从而建筑地区复兴的

新动力。继2000年、2003年、2006年、2009年四次之后，目前2012年第五届艺术节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过程中。
        本着“人类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的理念，艺术家、当地居民、支持者们以山区为舞台，开展一系列跨地
区、跨领域、跨年龄的合作，其成果是创作出众多艺术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构建人间关系网络，使那些正在陆

续消失的自然环境、梯田、风俗、村落等得到再生与复兴，从而实现繁荣地区的目的。近些年，世界各国的国际艺

术节中，类似被称为“大地艺术节”的、以振兴地方社会为目的的艺术节也倍受瞩目。2009年的参观人数达到37万
人次。

＜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介绍

Wang Wen-Chih "House of Shodoshima
Photo:-Osamu Nakamura

Jaume Plensa "Ogijima's Soul" 
Photo:-Osamu Nakamura

        自古以来担负着交通动脉重任的濑户内海，船只往来熙熙攘攘。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不断传入，孕育出当
地人生活中的美丽景致与传统风俗。濑户内海国际艺术节，在艺术的指引下，让人们在巡游七座岛屿的旅途中，邂

逅令人心旷神怡的濑户内风光，与当地独特的岛屿文化、生活方式，是当代艺术的庆典。为复原历史中在美丽自然

与人类的和谐交错下活力四射的濑户内各岛屿，并使该地区成为地球万物的“希望之海”，2010年首届濑户内海国际
艺术节成功举办。艺术节中，诸如直岛艺术区、利用旧提炼厂遗址改造成循环型社会模型的犬岛艺术项目等，

以“活用既有素材，开始零的创造”为宗旨，改变人们价值观念，使其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艺术节。2010年参观者
逾94万人次。第二届已定于2013年举办。

第一期“让艺术连接世界”其余场次信息将于稍后公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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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细江英公演讲会

         细江英公193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现
任日本清里写真美术馆馆长。

         细江英公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摄影创作
及活动，是具有国际声望的日本摄影家代表之

一。他十八岁便获得日本著名摄影奖项，从此

立志做摄影家。细江英公年轻时和文化艺术界

交流十分广泛，当时国内对摄影的概念是以记

录和报道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细江英公开始

了对表现内心意识的探索。60年代首先发表的
《男人和女人》是细江英公以肉体为客体表现

两性之间充满矛盾的既相互吸引又排斥、冲突

的关系。 
         1963年发表的《蔷薇刑》系列，以日本
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为被摄体，在巴洛克式背

景中创造了超越个人唯美的影像。这两个系列

代表细江英公用身体表现的独立影像美学，对

国际摄影界影响深远。

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草场地摄影季

演讲题目：《细江英公：球体写真二元论－我的摄影人生60年》
内容概要：细江英公于2010年获得日本文化功勋奖，78岁高龄的他本次来华，将通过分享其60年间从事摄影艺术
的传奇历史，与中国的艺术爱好者们交流日本当代摄影艺术。

日期：2011年4月25日（周一） 14:00~16:00
地点：日本文化中心 多功能厅（地图）
语言：日文，配中文翻译

参与方式：

名额已满，结束受理报名申请。

相关活动：

+ 展览“细江英公：写真绘卷”
时间：4月23日 – 5月31日 
地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155号A 100015
电话：+86 (10) 6432 2663
星期二至星期日，上午10时–下午6时（每周一休息）
展览详情敬请浏览：http://www.threeshadows.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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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电影放映会

～春日，让我们扬帆启程～

         在日本，与春天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新学期的学习，新年度的工作，新身份的转换。那也许是建
立在分别之上，也许让你的软弱暴露无遗，但当你取得自己的信任，迈出坚定的第一步，前方的旅途就会换作别样

天空。

         4月起本中心将放映三部近年备受好评的日本电影力作，期望观众朋友们能在影片中获得扬帆的动力，勇气
前行。

         * 由于日本东部地区大地震而中途取消的“山田洋次导演电影作品”展映，将延后举行。新的放映安排，敬请
关注本中心官方网站新消息。

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地点：日本文化中心多功能厅（地图）

参与方式：免费。无需事先报名，直接前往即可。

                     ※ 请特别注意：有可能会因为观众较多而没有座位。敬请谅解。

放映安排：

2011年4月27日（周三）19:00

放映影片：《秒速5厘米》（「秒速５センチメートル」）
                     2007年作品，63分钟，DVD，彩色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新海诚 
配音：水桥研二、近藤好美 等

        本片以一名少年为轴线，由三部连续短篇动画片构成，描写了少年与女主角再会之日的《樱花抄》、以周围
其他人物视角来讲述的《宇航员》、描述他们灵魂中彷徨片段的同名作《秒速5厘米》。
        远野贵树与篠原明里是小学同班同学，两人之间有着只有彼此知晓的特别情愫，小学毕业后，两人分开两
地，时间无情滑过……这样的日子又过去了一段，贵树终于决定去见明里。再会的那一天，贵树乘坐的电车遭遇了
暴风雪，周围白成一片…。

※ 获奖：2007年亚洲太平洋电影奖”(Asia Pacific Screen Awards)•最佳动画长片、意大利博洛尼亚Future Film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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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相当于）最高奖的“Lancia Platinum Grand Prize”

2011年5月4日（周三） 19:00

放映影片：《百万元和苦虫女》（「百万円と苦虫女」）
                    2008年作品，121分钟，16mm, 彩色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棚田由纪

主演：苍井优、森山未来 等

        玲子短大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度日。因为偶发事件在警察局留下前科，被邻里、家人嫌弃。玲
子决定挣到了一百万就从家里搬出去，去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地方。等到攒够100万再离开，去下一个地方。决定
后，玲子拼命打工，攒钱。在海边小镇做过刨冰，果树村落采摘桃子，都受到当地人的夸赞。辗转漂泊中，玲子接

触到很多善良的人，心智也慢慢成熟起来。在一个地方城市打工时，她结识了大学生中岛亮平……

2011年5月7日（周六）14:00

放映影片：《入殓师》（「おくりびと」）
                    2008年作品，130分钟，16mm，彩色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泷田洋二郎 
主演：本木雅弘、广末凉子 等

        乐团解散，小林大悟迫不得已放弃了成为大提琴演奏者的梦想，回到了故乡山形县。某天，他看到了一条薪
酬很高的招工启事。大悟前往面试，被社长佐佐木立刻决定聘用，但工作内容是入殓-也就是将死者遗体装进棺
匣。一开始的时候，大悟心理上有所忌惮，通过各种分离、邂逅际遇，慢慢体会到入殓师这份工作的意义，并为之

自豪。

※ 获奖：第81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奖、第32届日本电影金像
奖•最佳影片、第1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的外国影片”、“观众最喜爱的外国导演”和“观众最喜爱的外
国男演员”三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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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勘工作坊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资助。

        日本舞踏家桂勘的工作坊围绕“舞踏群舞的编排”开展。这是自1959年舞踏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因为舞踏要求舞者“寻找属于自己的舞蹈”。桂勘的教学方法源于他原创的“舞踏谱”以及佛教教谕“八正道”中的哲学
思想。通过聆听和观察你的神话我们能够反思自身的景观把它作为自己的“演出服装”。
        桂勘在每天的工作坊中会分配不同的任务，以指导、激发你找回深藏于自身“森林”深处的那个身体。
        此次工作坊由工作坊、讲座、汇报演出三部分组成。详情请登陆蓬莱舞社博客：blog.Sina.com.cn/plws08

咨询邮箱及电话：plws.dance@gmail.com
                                   15011183583/
                                   13681014992/
                                   13366903169

 时间 地点 收费 参与方式

工作坊 5月4日-8日
11：00-
16：00

蓬蒿剧场 新学员600元；老学
员300元。人数20人

地址：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东棉花胡

同35号 电话：64006472

讲座： 《舞踏
的远景图 #1》

5月7日
18：00-
20：00

日本文化中心

多功能厅

免费（请预约。无预约

则可能因人数限制而无

法入场）

预约邮箱及电话：

plws.dance@gmail.com 15011183583/
13681014992/ 13366903169   地址：北
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
厦3层301（地铁“国贸站”下，从D出口，
向西步行约2分钟，至SK大厦（原凯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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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演出 《Dance
Relation(舞蹈关
系)》

5月8日18：00 蓬蒿剧场 30元（预售·学
生）；50元 （现
场）。人数限制80人

观众将有机会和桂勘老师进行演后交流

工作坊内容

基础准备 

Basic preparation
1）敲 击 Percussion work
2）自然行走 Natural Walk
3）使 者 Messenger works
4）舞踏谱-1 Butoh notation-1

提高训练

Advanced work
5）动作的质感 Quality of movement
6）风 Wind works
7）舞踏谱-2（带俳句吟唱） Butoh Notation-2 with Haiku Chanting
8）“奇异的鱼（Curious Fish）”

关于桂勘

       来自京都，舞踏艺术大师，日本舞踏的元老级人物。1979-1981加入日本最主要
舞踏团之一的“白虎社”（Byakkosha。土方系最具影响力的舞踏团体之一），之后20年
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及泰国从事研究工作。2001年,桂勘开始在巴尔干地区展开新的交流
与创作。Kan作为技艺精湛的独舞者和极具合作精神的表演者、编舞家为世人熟知。桂
勘在云游创作过程中不断融合世界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遍历非洲、欧洲、东南

亚地区的偏远地区和被桂勘称为“少数舞者”的舞蹈家们共同工作。现在他正在纽约从
事“贝克特舞踏谱（Beckett BUTOH Notation）”的研究，并在雅典进行“舞蹈清唱剧
（Dance Oratorio）“项目《神谕&迷（Oracle & Enigma）》的研究与创作。

       “舞蹈”原本就是指身体的"动作举止”。它是语言之前的，或者说是超越语言的不
可思议的行为。可以说，它是包括动物在内的生物们的’’游戏”。这次工作坊中，通过一

些动作大家将会分享桂勘的编舞方法。但是，此次工作坊不是舞蹈课，也不是舞技训练，而是对“看待不可思议的
身体的目光”的思考。

桂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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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电影放映会

～清爽魅力男演员系列～

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地点：日本文化中心多功能厅（地图）

参与方式：免费。无需事先报名，直接前往即可。

                     ※ 请特别注意：有可能会因为观众较多而没有座位。敬请谅解。

放映安排：

2011年5月31日（周二）19:00

放映影片：《春雪》（「春の雪」）
2005年作品，150分钟，16mm，彩色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行定 勋 
主演：妻夫木 聪、竹内结子、高冈仓甫、及川光博 等

根据三岛由纪夫原作《丰饶之海》四部曲之一《春雪》改编。侯爵家的公子松枝清显幼时被寄养在伯爵绫仓家，与

伯爵家千金聪子青梅竹马。两人内心相互爱慕，但清显拙于表达，让聪子琢磨不定。亲王向绫仓家提亲，焦急中的

聪子多次寄信给清显，希望确定两人的恋情，但始终没有得到清显的回应……

 

2011年6月2日（周四）19:00

放映影片：《向雪祈愿》（「雪に願うこと」）
2005年作品，112分钟，16mm，彩色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根岸 吉太郎 
主演：伊势谷 友介、佐藤浩市、小泉今日子、吹石一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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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崎学在东京经商失败，不名一文，回到故乡带广，开始在哥哥威夫惨淡经营的负重赛马场工作过活。负重赛马是

让马匹拉着数百公斤的雪橇进行赛跑，中途要跨越障碍，是北海道特有的一种赛马方式。威夫仍不能原谅弟弟当年

抛家弃母的行为。而得了认知障碍症的母亲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来……

 

2011年6月7日（周二）19:00

放映影片：《悲伤假期》（「サッド ヴァケイション」）
2007年作品，136分钟，16mm，彩色
日语原音，中文字幕

导演：青山 真治
主演：浅野忠信、石田惠理、宫崎葵、小田切让 等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2007年参赛作品。根据青山真治导演同名小说改变的人情剧，作为《Helpless》的续篇，健次一
角由浅野忠信扮演。在《EUREKA》中出演的宫崎葵扮演梢，前两部作品中的演员同时登场，脉络交错，共同完成
北九州三部曲的完结篇。

健次和好友安男的妹妹Yuri住在一起，在和中国偷渡者的交易中认识了无依无靠的少年，并将其带回家中，开始了
三人生活。一天，健次见到了当年弃父亲和自己于不顾的母亲，并开始在母亲现在的丈夫-间宫经营的货运公司工
作。间宫专门收留心灵受创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给他们工作机会，梢就是其中被收留的一个。健次发誓要向母亲复

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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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洋次导演电影特辑

        2011年6月4日~7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联合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电影资料馆、日中电影节实行委员会
共同举办“山田洋次导演电影特辑”。影展将放映《家族》（1970）、《男人的烦恼之寅太郎再见夕阳》
（1976）、《幸福的黄手帕》（1977）、《学校2》（1996）、《黄昏清兵卫》（2002）、《武士的一分》
（2006）、《弟弟》（2010）七部影片，一同回顾山田洋次导演50年的执导生涯。

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驻华大使馆、

             中国电影资料馆、日中电影节实行委员会

放映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放映安排：

6月4日 13：00 
幸福的黄手帕 (1977) 109分钟 
http://yule.sohu.com/20110527/n308517433.shtml

6月4日 16：00 
家族（1970）106分钟 
http://yule.sohu.com/20110527/n308517433_1.shtml

6月5日 13：00 
黄昏清兵卫（2002）129分钟 
http://yule.sohu.com/20110527/n308517433_1.shtml

6月5日 16：00 
学校2 (1996) 122分钟 
http://yule.sohu.com/20110527/n308517433_2.shtml

6月6日 13：00 
男人的烦恼之寅次郎再见夕阳（1976） 109分钟 
http://yule.sohu.com/20110527/n308517433_2.shtml

6月6日 16：00 
武士的一分（2006） 121分钟 
http://yule.sohu.com/20110527/n308517433_3.shtml

6月7日 14:30
弟弟（2010） 126分钟
http://yule.sohu.com/20110527/n308517433_3.shtml

相关活动链接：2011日本电影周http://yule.sohu.com/s2011/2011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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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探实讲座系列1.2

致力于社会贡献的日本工业设计大师 川崎和男

        日本文化中心于今年4月启动“现代日本探实讲座系列”，邀请活跃在日本社会各领域前沿的艺术家、学者等人
士访华，通过讲座的形式，在拓宽视野，增进对今天日本理解的同时，为中日两国朋友提供对话交流的平台。本讲

座系列第一期将围绕“让艺术连接社会”，向观众们介绍日本在探索以艺术振兴社会、美化城市、丰富人们精神生活

过程中的经验。第1场的演讲嘉宾是著名艺术总监北川Fram。

        第2场讲座，将邀请代表日本工业设计界，于电气化产品、日用品、人造心脏等设计领域在全世界享有很高声
誉的川崎和男先生。川崎的设计往往打破常规概念，集聚人性化与优雅气质于一身的高品质作品。除被纽约现代美

术馆等世界主要展馆永久收藏外，因2008年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琳佩戴的川崎设计的一款无边眼镜，
被媒体争相报道，更加成为话题人物。

        但川崎和男的设计理念远非止步于此，他相信通过设计可以改变社会，贡献于世界和平。在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的中国北京，让我们来聆听川崎和男讲述设计如何使我们生活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主 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共同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协 办：Asia山水Art Project

【第一期 第2场】
演讲人：川崎和男

演讲题目：《设计，改变社会的力量》

使用语言：日文演讲，中文翻译

演讲日程：（两场内容基本相同）

（1） 6月28日（周二） 14:00~ 日本文化中心 多功能厅（地图）

•参与方式：免费。需在活动前发送邮件至event@jpfbj.cn报名。具体邮件内容：
                        邮件题目：AL628（注意：请务必正确注明标题）
                        邮件内容：姓名（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参与人数

（2） 6月29日（周三） 14:00~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国际会议厅（地图）

•参与方式：无须报名。直接前往即可。

演讲人简介：

川崎和男 Kazuo Kawasaki

设计总监

大阪大学大学院教授•博士（医学）
工学研究科•医学系研究科 教授

名古屋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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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摩美术大学客座教授

金泽工业大学客座教授

1949年生于日本福井市。
作为设计总监，从传统工艺品，到眼镜、电脑、机器人、人造心脏、高端

医疗设备器材、宇宙空间装置等，其设计涉猎范围极广。其代表作包括轮

椅“CARNA”(纽约近代美术馆永久展示之一)，“Kazuo Kawasaki”品牌眼镜，“EIZO”品牌电脑显示器。

历任Good Design奖评委会委员等行政机关委员职务。日本国内外获奖众多。
并且有许多作品都被纽约现代美术馆等主要海外展馆永久收藏、展出。

两度被《Newsweek日本版》评选为“世界最尊敬的日本人100人”。
现正在积极倡导致力于通过设计构建世界和平的“Peace-Keeping Design(PKD)”运动。
曾获得日本每日设计奖、国井喜太郎产业工艺奖、BIO奖金奖（斯洛文尼亚）、ICSID(世界工业设计团体协议会)特
别奖、iF奖Best of Group（德国）、Reddot Design Award（德国）、Silmo2000 Grand Prix、Good Design金奖等
众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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