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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崗衛士》

“The Warriors of Qiugang”

影片宣傳文稿／繁體中文



仇崗衛士
The Warriors of  Qiugang

2010年 ｜ 紀錄片

導演: 楊紫燁／Ruby Yang

監制: 湯列倫／Thomas Lennon

片長: 39分鐘

語言：中文，安徽方言 / 英文字幕

影片簡介：
    一個年逾六十的農民，如何護佑一個人口逾千的村莊？本片呈現了安徽蚌埠市仇崗村的農民張功利，
以傳統的智慧和現代的理性，嫻熟地引入媒體、民間環保組織乃至政府力量，最終促使一家違規污染企
業服膺於正義公理，撤出村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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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簡述：

       農民，意見領袖，農民——這是已過耳順之年的張功利一段短暫的身份流變之旅。

       他原是一個農民，耕田、種菜、餵豬，忙於生計，生兒育女，然後慢慢老去。是化工廠的出現，打
破了這一自然進程。2004年，三家生產有機化工品的化工廠落戶安徽省蚌埠市仇崗村，其中最大的一家
化學有限公司，排放的工業污水浸漫張功利的自留地，導致後者顆粒無收。由訴訟索賠受挫，到自學法
律繼續上訴而無果，張功利開始了一段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歷程。

       他發現，污染傷害的，已經不僅僅是他一個人。

       含有復雜化工元素的工業污水沿著地表和地下隱蔽管道流入村里的水利溝渠鮑家溝，又繼續向前奔
走10公里，匯入中國的第三大河流淮河，成為淮河流域“癌癥村”頻現的一大主因。在仇崗村，水土的污
染，以及更加嚴重的空氣污染，讓呼吸者咳嗽不止，眼睛刺痛，村內小學生捂嘴上課，無可逃遁於天地
之間的1867個村民中，超過53名村民在化工廠生產的三年內得病死去，其中80%是癌癥患者。

       2007年，國家環保局實行“流域限批”，以遏制日益惡化的工業污染，蚌埠市在限批的城市之列。安
徽省環保組織“綠滿江淮”赴蚌埠仇崗調研，為張功利及村人協助收集污染證據,更廣泛接受媒體采訪，輿
論造勢。該年6月，化工廠被當地市政府勒令停產整頓，但暗地里仍然在開工生產。

       在“綠滿江淮”的幫助下，遠赴北京參加了由眾多專家和環保人士組織的環保論壇，並認識到，在傳
統的請願、上訪之外，其實有更理性和更有效的選擇：與環保組織、媒體結成聯盟，與化工廠開展談判，
解決污染問題。11月初，化工廠首次與張功利接觸，承諾和平對話。

       從2007年年底到2008年2月化工廠重新開工，雙方是各有勝負。只是在整個過程中，張功利不懈、
靈活的鬥爭策略，讓人印象深刻：他既遵守法律法規，但也懂得如何利用輿論進行政治角力；既不屈於
權勢的誘惑和威脅，也不盲從於群眾的短視和懶散。

       鬥爭並不成為張功利和其他村民的生活主體，生活本身才是。他照樣需要耕田、種菜、養豬，處理
家庭瑣事，但他的可貴在於，他始終沒有放棄，始終理性地求諸法律和政府，先是從市環保局爭取到環
保督察員的身份，從而可以進入工廠監督生產，又在村幹部選舉中爭取到村委會委員一職，從而增加自
身的權威和威信。從北京“學習”回來的其中一次，他甚至召開了小範圍的村民聚會，分享他所理解的知
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等。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種特有的結合：他既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但又因為自
我啟蒙而成為意見領袖。

       他和同伴們的努力，最後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污染-發展”困局提供一點有益的借鑒：2008年年底，
九采羅化工廠被當地政府強制勒令停產，2009年4月，化工廠著手搬遷，撤出仇崗村。

仇崗衛士▪影片宣傳文稿  |  PAGE 02



PAGE 03  |  仇崗衛士▪影片宣傳文稿

人物介绍：

張功利
仇崗村村民，現任仇崗村村委會委員。1950年代生人。本片主要拍攝對象，他幫助仇
崗村村民維護自身權益，發動群眾促使污染化工廠遷出仇崗村。思想樸素開放，考慮
實際但又不失理性，是一個有特色的中國農民。

王永翠
仇崗村村民，一位敢於表達的婦女。她的侄子是化工廠裏的高管，一方面，她需要維
護家族利益，另一方面，她更要顧及村莊整體的利益，而她的選擇，是後者。

楊軍
楊軍仇崗村村委會委員。對化工廠污染不滿，在村裏、鎮上乃至蚌埠市的龍子湖區裏
都有一定的人脈，因此他經常能打探到一些小道消息，比如上級要來視察，而化工廠
則提前一天在鮑家溝裏放清水以掩蓋污染真相，等等。

王宗英
仇崗村村民，拍攝時年齡87歲，仇崗癌癥患者死亡數量的記錄者。在那三年中，村裏
每因病死亡一個人，她就在房間的墻上劃上一道杠。

王宗進
仇崗村民，九采羅化工廠設在仇崗的本地協調員，負責處理相關糾紛，在本次事件中
化工廠方面唯一出面的人物。

王宗盛
仇崗村村民，前任村委幹部，有文化，在村民聯名簽名大會上宣讀對政府的信。

任靜文
綠滿江淮誌願者，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最早發現仇崗案例，並給村民提供具體建議
和幫助的人。



制作人的話：

       一個普通的農民，如何團結朋輩，成功驅逐村莊內一家龐大的污染化工廠的故事。影片中，你會看
到老人往昔的回憶，村人的冤屈和聲討、辛酸和無奈，更會看到生命的殘缺和雕零。

       安徽仇崗村的污染受害者——張功利，從最初的申辯無果，轉而求諸傳統的上訪，又從上訪無果，
轉而求諸媒體和民間環保力量，最後成功促使當地政府勒令化工企業遷離村莊。你會看到一個農民是如
何從關註小我到關懷眾生，又如何分析形勢、團結內外，通過自我學習和啟蒙，以靈活的鬥爭策略，與
一個強勢的企業談判、角力、斡旋，並最終贏得一場博弈。

       污染者與受害者的若即若離，農村與農人的相輔相成，但是，恰好是這種國人熟視無睹的平凡，為
這個時代提供了一個模糊而多義的註腳：陷於工業化發展-污染困境中的農民，如何創造一種理性的可
能，破除“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二元悖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本片不是一檄戰書，也不是一曲頌
歌，而是一個農民具有中國特色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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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制作人：

楊紫燁（Ruby Yang） ︱ 導演

      楊紫燁（Ruby Yang）出生在香港，1977年從香港移民到美國舊金山，先後取得繪畫和電影制作
碩士學位。曾導演和剪輯多部亞裔美國人題材的影片和紀錄片，並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括艾美獎 
[ Emmy Award ] 等。其導演的《潁州的孩子》[ 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 ] 獲得第79屆美國
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 Oscar Winner ]。現居北京，拍攝制作紀錄片及計劃籌拍故事片。

      其導演的紀錄片《風雨故園》[ Citizen Hong Kong ] 和《中國一二》[ China 21 ] 備受海內外關註。
《風雨故園》反映了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前後香港年輕人的思想狀態。《中國一二》，真實反映了中國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新一代年輕人的心態以及中國城鄉地區家庭面貌的差異。《風雨故園》和《中國
一二》在全美公共電視臺PBS公映, 影片被美國多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定為教科書和亞裔研究教材。

       楊紫燁在 2009完成 《聲光轉逝》[ A Moment in Time ] ，一部關於美國舊金山華人電影歷史的
紀錄片。 該片在 2010 年 5 月全美公共電視臺PBS 首度公映，2010年秋季將在上海紀實頻道播出。

       楊紫燁導演與監制湯列倫先生於2003年創立倡愛文化傳播［ Chang Ai Media Project ]（前身為
中國預防艾滋病宣傳項目［ China AIDS Media Project ]）。他們共同策劃制作的艾滋病相關紀錄片
和公益廣告在中國的收視率高達9億多人次。倡愛文化傳播自創立以來共拍攝制作了3部紀錄片。

      2006年《潁州的孩子》[ 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 ] 追蹤采訪了安徽阜陽潁州地區受艾滋病
影響的家庭, 對當地艾滋孤兒的生活做了詳實的記錄, 獲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和許多國際獎
項的榮譽。

      2008年楊紫燁導演的30分鐘紀錄短片《彼岸浮生》[ Tongzhi in Love ]，描述了三個男同性戀者
在北京的生活，試圖穿越當下中國身份認同的困境，反映了這一邊緣群體在浮華都市生活和中國傳統
倫理價值之間面臨的沖突。該片在美國 2008 Silverdocs 紀錄片電影節及舊金山Frameline32同性戀
電影節上首放，並且入圍了第81屆奧斯卡紀錄短片初選；2009年獲舊金山國際電影節紀錄短片金門獎  
[ Golden Gate Award ]。

      他們2010年完成了紀錄短片《仇崗衛士》［The Warriors of Qiugang ] , 即將在明年公開放映。
講述了仇崗村農民張功利，面對家園環境惡化，為了下一代能繼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他開始了一段
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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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紫燁也曾在多部影片中擔任剪輯師，包括美籍華裔電影人陳沖執導並獲臺灣金馬獎7項大獎
的《天浴》，以及陳沖進軍好萊塢的作品《紐約的秋天》。

      楊紫燁還擔任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制作的《成為美國人：華人的經歷》[ Becoming Amer-
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的系列剪輯。該系列紀錄片獲得4項艾美獎提名，2003年在PBS
播出後獲得公眾極大關註。

   
       楊紫燁現居香港，從事紀錄片拍攝與教學，2013年被香港大學邀請成為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
者，2015年被香港演藝學院授予獲榮譽院士。她創辦了「香港紀錄片拓展計劃」，旨在培養區內新
生代紀錄片工作者，該計劃已有13部進行中及已完成的紀錄片作品。2019年5月，她獲得香港藝術
發展獎的藝術家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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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制作人：

湯列倫（Thomas Lennon） ︱ 監制

      Thomas Lennon（湯列倫）是一位美國資深的電影制作人，其作品曾多次榮獲國際傳媒界備受推崇
的榮譽獎項：包括獲得杜龐－哥倫比亞獎 [ DuPont-Columbia ]、兩次榮獲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 
[ George Foster Peabody and Writers Guild ]、兩次榮獲美國電視最高獎艾美獎 [ Emmy Award ]
（另獲得九次提名）、以及獲得兩次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和獲得一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 [ Oscar ]。

      2003年，湯列倫與楊紫燁合夥創立倡愛文化傳播［ Chang Ai Media Project ]（前身為中國預防艾
滋病宣傳項目［ China AIDS Media Project ]），在中國策劃開展了首次預防艾滋病媒體宣傳活動。他們
所拍攝制作的預防艾滋病公益廣告收視率超過9億人次。2007年2月，湯列倫和楊紫燁合作拍攝的紀錄片
《潁州的孩子》獲2006年度第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

      2003年湯列倫完成拍攝一系列講述華人從十九世紀初期至今移民美國歷史的紀錄片，名為《成為美
國人：華人的經歷》[ BECOMING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這是他和著名電視
主持人Bill Moyers 合作的作品，耗時兩年。當該部紀錄片2003年4月在公共廣播電視臺首播時，《紐約時
報》給予了高度評價，稱“這是一套堪稱典範的紀錄片，幾乎每個環節都恰如其分”，“Moyers的合作者，
肯定是第一流人才”。此系列紀錄片被國際紀錄片協會和作家協會提名角逐傑出成就獎。

      1998年，湯列倫的《愛爾蘭人在美國：歸路迢迢》[ THE IRISH IN AMERICA: LONG JOURNEY-
HOME ]在美國公共電視臺PBS首次播出，就吸引了超過一千萬的觀眾收看（人數相當於PBS黃金時間
平均收視人數的兩倍）。《波士頓環球報》評論說：“拍攝者是一名講故事的高手”；《紐約時報》的評
語是“一聲一色，盡顯愛心”。該部紀錄片被美國《電視周刊》選為年度十大最佳節目，並獲得作家協會
提名和四項艾美獎提名；該片的激光音樂碟亦榮獲當年艾美獎最佳民歌獎。

      湯列倫的電影《大國民之戰》[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 ]（1996）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
獨立電影節 [ Sundance ]首映。該片獲得當年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以及兩項艾美獎提名。《時代周刊》
評價該片的效應“有如席卷了兩個小時的龍卷風”。美國知名電影導演和制作人Ridley Scott 的制作公司
將之改編為一套由John Malkovich 主演的HBO電視電影。湯列倫和Mark Zwonitzer 合寫的《BULGE 
之戰》[ THE BATTLE OF BULGE ]獲得1995年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皮波特獎[ Peabody ]和杜龐－
哥倫比亞獎 [ DuPont-Columbia ]。《芝加哥論壇報》評價其為“電視制作有史以來最傑出和動人的紀錄片”。

      以優等成績畢業於耶魯大學的湯列倫，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在這之前，他曾在美國廣播
公司ABC新聞部工作近十年，曾走訪前蘇聯、南美和中東等多個國家和地區，足跡遍布全球。

      Email：tl@thomaslennonfilms.com

PAGE 07  |  仇崗衛士▪影片宣傳文稿



關心 ︱ 制片主任，攝影師

關心， 出生於1970年，遼寧人。獨立制作人，曾遊走於中國西部各地，在烏江、藏北、阿里、可可西
里、塔克拉瑪幹沙漠等極限地域多次歷險，專註於人文題材、野生動物題材紀錄片、故事片創作。曾歷
任攝影師、導演、制片人等職。積極參與文化公益事業及東西方文化交流。主要代表作品有《尋找烏金
貝隆》、《普氏原羚》、《走近可可西里》等，目前正在計劃多部電影故事片。

曹飛躍 ︱ 研究員

曹飛躍，生於1984年，廣東客家人。2006年畢業於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關註人文、藝術及
環保領域並進行相關報道。2007年至2008年間服務於倡愛團隊，從事環保紀錄片的采訪及調查工作。
現為《Vista看天下》雜誌記者。

Brian Keane ︱ 音樂制作人

Brian Keane是一位贏得過眾多艾美獎和格萊美獎的著名音樂制作人和作曲家。他也曾制作了Thomas 
Lennon與楊紫燁導演合作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潁州的孩子》的音樂。

高韶青 ︱ 配樂

曾獲加拿大Gemini大獎提名的高韶青先生是聞名世界的二胡演奏家。他為多部電影，電視，百老匯音
樂劇作曲，配樂。同時，他還為許多音樂家，藝人擔任制作人。2007年，他也為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
《潁州的孩子》創作了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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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照：

《仇崗衛士》劇照.01
 仇崗村化工廠墻外
 (攝影/曹飛躍)

《仇崗衛士》劇照.02
 1801名仇崗村民的請願信
 (攝影/曹飛躍)

《仇崗衛士》劇照.03
 化工廠墻外的池塘

 (攝影/曹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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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信息：

仇崗村
仇崗村位於安徽省蚌埠市東郊，下轄8個自然村，常住人口2300人。村內有一條10公里長的水利溝渠
鮑家溝，是村內五條連接淮河的通道之一。由於村莊內多家化工廠的污染，早年清澈見底的鮑家溝已
經變成納污溝，魚蝦絕跡。

更多資料，請查閱蚌埠市政府官網：http://www.bengbu.gov.cn

流域限批
流域限批流域限批，指的是國家環保總局對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嚴重、環境違法
問題突出的市、縣和工業園區采取的行政處罰手段，即停止審批其境內或所屬的除循環經濟類項目流
域限批外的所有項目，直到它們的違規項目徹底整改為止。環保總局近年推出的環保措施之一，流域
限批就是某個河流流域限制新的污染企業數量，比如太湖流域、淮河流域。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5101.htm 
或：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3/110013364669.shtml

仇崗村污染相關報道

小學生40篇作文不約而同進言環保局
http://edu.cctv.com/20070423/102305.shtml

新華視點:安徽蚌埠排污企業竟與環保部門”捉迷藏”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7/07/content_6340489.htm

村民三年趕走污染工廠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24/113214929879s.shtml

歡迎來到NGO化學品協作網
http://www.chemical.ngo.cn/article_view.asp?cid=393&id=665



聯系我們

campfilm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