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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同（9），第 508 页。

（32）同（25），第 187 页。

（33）四达时代坦桑尼亚分公司 CEO 廖兰芳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表示 ：此次

将《夏洛特烦恼》引入坦桑尼亚院线，旨在助推中国电影进入当地主流群体，

四达时代公司还将推动更多正版中国电影走入非洲影院，用电影讲好中国故

事，助力中非文化交流。

近年来，非洲电影研究受到了世界各地研究人

员的极大关注。然而，现有的非洲电影研究主要集

中在蓬勃发展的西非和北非电影，以及更为成熟的

南非电影上。对于东非电影的研究还有待开发，它

们在非洲电影史上的地位也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认可。

从殖民时期电影到“索马里坞”
——概述索马里电影的崛起

文  [ 索马里 ] 和丹 /Text/Hodan Osman Abdi

提要：当谈及非洲电影，人们往往将目光投向于发展得更加成熟的西非和南非电影，却很少有人关注

在非洲电影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索马里电影。自索马里独立以来，索马里电影主要为后殖民理论、

泛非主义所驱动，生产观照索马里独特文化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社会、政治、经济等重要议题的享誉世

界的电影文本。不久后，索马里发生的政变与混乱导致索马里导演和电影家离散在世界各地，索马里

的电影产业不绝如缕。从此，主流媒体当中围绕战争、饥荒等负面议题的索马里形象让分散在全世界

的索马里民众疑惑不解。21世纪初，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诞生的“索马里坞”—Somaliwood，则平衡了

西方电影对索马里流行文化的西式叙述，以新时代电影制作和销售方法试图挽回舆论。如今，产地分

散在内罗毕、开普敦、伦敦和哥伦布等世界各大城市的索马里电影，继续剖析历史创伤话题、展开对

文化错位的思考，当然，还有对国家民族瓦解后民族矛盾身份认同的深思。本文旨在剖析索马里电影

文本，了解索马里电影从其殖民根源到当前离散状态的发展历史。

关键词：索马里电影 “索马里坞” 非洲电影 泛非主义

两家为本土人所有。印度商人仍然把控着坦桑尼亚的

电影院线，坦桑尼亚电影院 60% 的票房收入都贡献给

了印度电影，部分影院周日甚至只放映印度电影。（31）

录像电影时代，印度血统的商人投资给坦桑尼亚的演

员、导演来拍摄他们想发行的录像电影，（32）印度的

影响无处不在。

或许值得庆幸的是，2016 年来自中国的数字电视

运营商四达时代和坦桑尼亚 Suncrest Cineplex 影院

合作，将中国国产电影《夏洛特烦恼》引入坦桑尼亚

院线。（33）继李小龙电影之后，时隔多年，中国电影

再次登陆坦桑尼亚市场。对于坦桑尼亚观众来说，这

是一股久违的中国之风。回到文章的开头，由于贯穿

坦桑尼亚东西大动脉的坦赞铁路的存在，坦桑尼亚人

民对中国人一直感情深厚，与中方合作截然不同于其

他第三方，这一点在坦桑尼亚早已成为共识。2013 年，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赞扬了中国电视剧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的热播，随后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非影视合作工程”（1052 工程），

越来越多的国产影视剧将通过译制成斯瓦西里语版本

和坦桑尼亚观众见面。

结语

研究坦桑尼亚电影，理解坦桑尼亚电影业的历史

和现状，其实是理解非洲电影业的一扇窗口。和坦桑

尼亚一样，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从业人员素质不

高、盗版业屡禁不止、制片资金严重不足、严重依赖

西方资本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向欧美电影业妥

协继续走文化殖民的路线，还是发展自己的录像电影

工业，抑或寻求与中方这样的新型经济大国和电影大

国合作，非洲电影人与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人士

一样，对中方这第三种合作可能性充满了期待。对于

中国而言，近年来随着电影产业的整体提升，与之相

关的海外传播体系与国际影响力的考量成为了一个必

须面对的课题。非洲作为中国电影“走出去”，除亚太、

北美、欧洲三大传统板块之外的区域，伴随着“一带

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中非关系的日益密切，其重要性

必将日益凸显。

（张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非洲影视研究

中心讲师，321004）

毫无疑问，多样的电影文化是非洲的独特之处，不

尽相同的传统也是其全球独创性的主要助推力。非

洲导演几乎都认可这些想法。正如布基纳法索著名

导演 Idrissa Ouedraogo 所言 ：“我们都是非洲电影

的制作者⋯⋯正是这种多样的想法，引领创造了非

From Colonial Film to Somaliwood: on the Rise of Somali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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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国王》[Journey HM the King in Somalia 

（November-December 1934），1934]。此时，在法国

和意大利文化中心学习和工作的索马里人成为了第

一批扛起拍摄设备的当地人，也是第一批开启索马

里电影艺术探索之旅的人。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

索马里演员和电影技术人员与意大利工作人员合作

制作了多部法西斯电影，比如《青铜士兵》（Soldiers 

of Bronze，1950） 和《 杜 巴 德 》（Dub'aad，1950）。

与此同时，在逐渐建立独特文化的各个索马里城市

之中，观看电影逐渐成为娱乐的一种形式，并且很

快流行起来。大量的美国西部片、恐怖片、宝莱坞

爱情故事片和功夫片涌入首都电影院，为摩加迪沙

成为索马里电影制作和消费中心铺平了道路。

当索马里于 1960 年获得独立时，首都摩加迪

沙被称为“印度洋上的白色珍珠”。在 60 年代的黑

白照片上，摩加迪沙的海边种植着巨大的棕榈树，

浓密的绿植掩映着纯白的楼阁、鳞次栉比的塔楼和

伊斯兰风情的宫殿。彼时的摩加迪沙见证了本土电

影业的诞生 ：越来越多的私人剧院、电影院和制

片公司出现在首都以及索马里各个主要城市。1961

年，著名的索马里导演、索马里电影之父——侯塞

因·马布鲁克（Hussein Mabrouk）发行了第一部在

索马里制作的长片《爱情不知道障碍》（love does 

not know obstacles， 1961）。1968 年，杰出的索马

里导演哈吉·穆罕穆德·吉马力（Hadj Mohamed 

Giumale）发行了他的成名电影《城镇和村庄》（Miyi 

Iyo Magalo/Town and Village，1968）。之后出现

的许多影片时至今日仍广受好评，比如穆罕穆德·阿

里·郭马（Mohammed Ali Goma） 执导的《牧人

和城市生活》（Pastoral and Urban Life，1969）和

艾蒂利斯·哈森·迪列（Idriss Hassan Dirie）执导

的《必要和奢侈》（Dan Iyo Xrrago/Necessity and 

Extravagance，1973）。值得一提的是，70 年代初

期，除了电影之外，结合当代音乐、传统诗歌和即

兴表演的音乐剧 Riwaayado 在索马里各地开始流行

起来，其中许多乐剧后来都被改编成为电影。70 年

代中期，电影逐渐发展成为晚间娱乐节目不可或缺

的重要部分，整个摩加迪沙坐拥 26 家电影院，具有

2.3 万个座位。（5）此时，索马里电影的国际合作越

来越频繁，其中取得较好成绩的包括曾经获得第四

洲电影的繁荣。”（1）自非洲国家独立之初，索马里

电影就一直是泛非主义的强大象征，传承着历史与

记忆，并作为一个具有文化亲和力的强有力的媒介。

尽管索马里电影历经艰难的历史挑战，其文本表达

仍然具有深厚的影响力。本文通过回顾索马里电影

从殖民时代到如今充满活力的“索马里坞”的发展

历程，概述其存在条件与当代影响，认为索马里电

影是非洲电影文化的一种独特发展形式。

一、索马里电影在非洲电影背景下的传统

1978 年，非洲电影之父奥斯曼·森贝（Ousmane 

Sembène）（2）在知名非洲电影学家 Francoise Pfaff

的采访中，以极为生动和清晰的方式描述了非洲电影

人 ：“非洲电影人就像一个欧洲中世纪吟游诗人，是

拥有生活记忆和良知的学究、历史学家及文人。”（3）

无论起源或从属关系，早期非洲电影人都拥有相同

的精神，索马里电影人也正是如此。与非洲大部分

地区的传统文化一样，索马里文化很大程度上依托

于讲故事的形式。智慧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口头传

承的，如游牧生活也在诗歌朗诵、习语和民间传说

中广为流传，交流是在这些密布民间故事的习语中

成形。然而，这些民间故事和叙述不是简单地为了

娱乐，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工具，一个保存人

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强大工具而存在。在殖民时期之

前长大的孩子们通常聚集在老年人身边，聆听与背

诵那些蕴含索马里文化价值观的诗词和民间故事。

索马里在殖民时代引入的广播和电视等的现代

媒介，使得这种文化表现更加健全。文字和图像的

组合具有多种表述情绪的能力和加强文化移情体验

以及创造集体记忆的能力。电影代表着文字和图像

组合的最高境界，具有使观众体会历史记忆的潜力。

正如 Mhando 和 Tomaselli 所强调的那样 ：“电影和

视频在观众的心目中能够生产意义，创造出一种‘在

那里存在’或‘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感官现象”，

以此更深刻地演绎出那些重要的历史记忆、道德准

则和文化意义。（4）在这种情况下，在索马里被称为

Riwaayado 的音乐剧、歌曲和电影迅速成为索马里

人反映其文化遗产、历史经历、未来盼望和社会现

实的主要途径。

1.殖民期中的起步

像非洲其他地区一样，电影最初以公共新闻汇

集的形式出现在当时属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殖民

地的索马里。殖民政府在非洲各地放映的影片主要

有教育和宣传两大作用。代表作如《索马里格勒地》

（Somalia: Gheledi, 1913）、《意大利索马里》（Italian 

Somalia，1913）、《索马里奈比河的美景》（Somalia: 

The Beauties of the river Nebi，1913）、《南十字

架下的意大利索马里》（Under the Southern Cross 

-Italian Somalia，1926）、《 意 大 利 索 马 里 愿 景 》

（Visions of Italian Somalia，1929）、《HM 旅程和

（1）Thackway, Melissa. 2003. Africa shoots back: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sub-Saharan francophone African film.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28.

（2）又翻译为奥斯曼·森贝内、乌斯曼·赛姆班、奥斯曼·森拜等。

（3）Pfaff, Françoise. 1993. The Uniqueness of Ousmane Sembene's 

Cinema. Contributions in Black Studies. 11, Jan 1, 1993, Vol. 1, p. 

3.

（4）Mhando, Martin and Tomaselli, Keyan G. 2009. Film and 

Trauma: Africa Speaks to Itself through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Films. Black Camera. 1, winter 2009, Vol. 1, pp. 30-50:30.

（5）Paxton, Eds. John. 2016.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978-79. s.l.: Springer, 2016: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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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非洲电影节最高奖的中索合拍片《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 1961）。（6）

2.早期索马里电影的特征

索马里独立后出现的大多数电影导演和制片

人都受过俄罗斯或意大利的教育，这对他们电影制

作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叙述风格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那些在俄罗斯学习的导演渴望在多部摄影

机的帮助下复刻一部“诗意”的俄罗斯电影，而受

意大利工匠电影风格影响的人则推崇使用单一的摄

影机捕捉出“游击队电影”（7）般的故事。（8）早期

索马里电影具有外国设备、技术与本土化美学、形

式相结合来创建独特的艺术形象和社会反思内容的

特点。大导演阿卜杜勒卡迪尔·艾哈迈德·萨义德

（Abdulkadir Ahmed Said，以下简称萨义德）曾经

强调 ：“我们并没有一流的设施，但我们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电影是社会的集体记忆。我们联结人

们与其经验和审美，创造文化表达的总和。”（9）从设

计上看，这些电影大多采用欧洲工匠风格和方法进

行电影制作，通常与意大利或印度电影公司合作制

作，并在伦敦和罗马的工作室进行处理。但是，这

些影片的特点在于它们使用索马里本土演员，以索

马里语、本土文化和方言进行拍摄，谈论他们的社

会历史，反思他们的现状，并批判其未来。

早期索马里导演强烈的民族主义深受当时遍

布非洲的泛非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索马里导演将目

光投射至整个非洲大陆的观众，并希望在整个非

洲大陆促进电影制作文化。因此，索马里成为成

立于 1967 年的著名泛非电影工作者联盟（FEPACI）

的创始成员之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著名索

马里导演萨义德成立了摩加迪沙泛非电影研讨会

（MOGPAFIS）。该项目实现了 FEPACI 未能完成的

夙愿，并汇聚了众多传奇人物，比如 Med Hondo、

Haile Gerima、Paulin Viyera 和 FEPACI 创 始 人

Lionel Ngakane 等 ；并且对推动成立于 1992 年的

非洲最早的国际电影节之一摩加迪沙电影节，起了

重要作用。

3．索马里早期电影制作人的泛非意识形态

所谓泛非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认为“非洲人后

裔共享相似的历史和斗争，共同的命运，以及在历

史、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形成统一的跨文化经历”。（10）

此“共同文化”表现在对非洲作为“家”的共同情结，

以及人们经历的共同斗争，使得他们能够对作为“非

洲人”，甚至作为“黑人”产生共同意识体系，并且

使得他们能够对非洲大陆及其命运的先天关注⋯⋯

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11）非洲知识分子早

就指出了其真正的本质，即克服“基于局部部落身

份和欧洲殖民者强加的国界意识之间的自我定位”，

并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培养一种共同的文化精髓，“这

种节奏将在达喀尔到内罗毕的人心中产生共鸣”。（12）

非洲电影导演经常将电影看作文能够将泛非意识形

态传遍整个大陆的最理想媒介。非洲电影之父奥斯

曼·森贝的早期电影正是将政治言论、社会批判、

历史经验结合非洲文化对这种泛非意识形态进行探

讨。（13）索马里早期电影人也深受他的启发。

索马里独立后出现的电影导演们坚持了类似的

意识形态宗旨。在索马里著名导演萨义德的作品中

能找到许多涉及泛非意识形态，并结合社会责任和

环境保护等国际议题的生动例子。作为一个自称“游

击队电影人”和知识分子，萨义德的作品具有社会

和政治变革的力量，始终试图更正以往的误解并传

达新强有力的现代信息。（14）他在 80 年代末发行了

名为《生命之树》（Geedka Nololsha/the Tree of 

Life，1987）的第一部获奖短片。该片探讨社会发展、

城镇变化以及环境保护，并视人类为破坏和消耗环

境的头号敌人。这部兼具情感和艺术风格的 16 毫米

彩色电影，强调了影像的力量。随着镜头的推移，

一个砍树的游牧民进入森林中砍树，无意识中砍到

了生命之树。当树倒下时，所有生命都从他周围消失，

他蓦地发现自己处在沙漠中间。徘徊在悲伤和遗憾

中，他绊倒在一棵濒死的小树旁，并在临死前选择

了保护它。这部短片并没有任何对话，其展现的形

象也并非索马里社会所特有，而是几乎可以代表当

时所有非洲村庄的日常情景。由此，萨义德在短短

的 23 分钟内对工业化、现代化、毁林和环境荒漠化，

及对非洲贫困农民生活的影响进行了强有力叙述。

萨义德属于首批谈论这种议题的非洲电影导演，

并将它以文化意识的方式呈现。本片赢得了九个国

际电影奖，包括 1988 年在都灵举办的国际青年电影

节国际短片类的最佳影片奖。（15）在其随后的短片《海

贝》（Aleel/La Conchiglia/Sea Shell，1992）中，萨

义德再一次探讨了同样的主题。故事讲述一位年轻

的艺术家在海贝壳中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在

讲述着自己村庄被毁灭的故事 ：一天晚上，一艘船

排放了有毒废物，毒害了鱼和当地渔民，污染了海

岸和该地区所有植被。导演在本片中表达其对非洲

海岸面临自然灾害的担忧。导演选择索马里沿海小

（6）张勇《中非电影交往简论》，《当代电影》2016 年第 3 期，第 95—98 页。

（7）郝赫赫《另类影像文本：“游击队电影”》，《电影评介》2016 年第 14 期，

第 41—43 页。

（8）Bryce, Jane. 2010. Abdulkadir Ahmed Said: On the Front 

Line of African Cinema. Black Camera. 2, 2010, Vol. 1, pp. 7-13.

（9）同（8）， 第 12 页。

（10）Falola, Eds. Toyin and Essien, Kwame. 2014. Pan-

Africa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frican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1.

（11）McCall, John C. 2007. The Pan-Africanism we have: 

Nollywood's invention of Africa. FIlm International. 5, 2007, Vol. 4, 

pp. 92-97:92.

（12）同（11）， 第 92 页。

（13）张勇《为非洲电影立言——“非洲电影之父”奥斯曼·森贝的电影

观念与实践》，《当代电影》2015 年第 6 期，第 122—128 页。

（14）同 （8），第 7 页。

（15）2017 年 2 月 6 日，作者与索马里导演 Abdulkadir Ahmed Said 通

过邮件交流获悉。



FOREIGN FILM 外国电影 087

镇 Gondershe 来拍摄，正是因为小镇的风景和居民

与非洲海岸线上其他城镇极为相似。（16）导演的独特

思路展现在片尾，萨义德试图留下一丝希望 ：最后

一幕是一群孩子在海边玩耍，一个小女孩离开了群

体，邀请女艺人加入他们的游戏，仿佛在说只要我

们一起手牵手保护环境，就都可以过上平安快乐的

生活。

另一个展示索马里早期电影人泛非意识形态的

案例则是索马里经典历史长片《索马里苦行僧》（The 

Somali Dervish，1983）。由赛义德·萨拉赫（Said 

Saalah）和阿卜杜勒卡迪尔·艾哈迈德·萨义德编导，

并由印度电影公司 Nikas 合作制片。该片描述了索

马里历史上的著名英雄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哈桑（Sayyid Muhammed Abdullah Hassan，

以下简称赛义德·哈桑）的故事。这个反殖民的苦行

僧又被称为“疯毛”（Mad Mullah）。赛义德·哈桑

领导的对英国和意大利殖民的斗争从 1899 年一直

持续到 1920 年，是非洲大陆上最长的反殖民斗争

之一。历史学者认为赛义德·哈桑发起的斗争具有

许多特点，包括他用来进行政治宣传的优美华丽的

索马里诗歌。这些诗歌流传在全国民众中，激发人

民对抗殖民思想的动力，这也是使得骑着马拿着剑

的他战胜用着先进武器的意大利和英国对手的关键

因素。（17）这部电影呈现了一个传奇领袖的一生 ：赛

义德出身卑微，是一个毛拉（宗教学者），也是一个

战胜帝国主义的革命领导人，二十多年致力于拯救

索马里文化和传统。这是一部 270 分钟的彩色电影，

成本为 180 万美元，是当时最大的非洲电影制作之

一，参演人员达到数千名，使用七种语言，包括索

马里语、阿拉伯语、英语、意大利语和三种索马里

方言。（18）最重要的是，怀有强烈思想意识与社会责

任感的导演在制作时非常注重细节，尽力呈现对历

史的准确叙述。该片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本，

不仅反思了殖民历史和非洲历史，尤其对索马里历

史关键时期的史实进行了深度探讨。在这部电影中，

导演自觉地扮演了森贝曾经形容非洲导演的“吟游

诗人”的角色 ；导演在这里的作用不仅是作为故事

的叙述者，更多是作为敏锐的历史学家。萨义德与

作者说明他们在开始撰写剧本之前，对历史学家和

索马里老人进行了不下数十次采访。（19）饰演赛义

德·哈桑的演员，奥斯曼·马哈穆德·奥玛尔（Osman 

Mahamud Omar），实际上是历史英雄赛义德·哈桑

的直接后裔，而且大多数战斗场景都是在原始地点

拍摄的。（20）该片最终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公映，

公认为具有历史意义。其原始、诗意和史诗般的风

格也成为了索马里电影卓越成就的证明。

二、混乱和流放

当索马里的文化产业慢慢地成为非洲大陆最具

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时，不幸地被国内混乱的政治局

势打断。1969 年，Siad Barre 将军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时任政府，严格控制了该国。所有政府机构都

沦为军事规则的人质，受到严格审查。为了控制流

行话语和意识形态，Siad Barre 采取了若干举措，

包括创建于 1975 年的索马里电影局（SFA），后者作

为政府监管机构，严格控制索马里电影的进口、制

作、发行和放映。（21）电影院和公共剧院被政府所控制，

面临繁重的审查。军政府当时实行共产制，因此电

影院的业主被要求上交所有的经济利润，这迫使他

们限制售出的电影票。（22）这种严格的管制，结合当

时高昂的生产成本，再加上严格的内容审查极大地

阻碍了本土电影产业的发展。

艺术家们一直是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

情景的人。制度越来越严格，使得人们纷纷通过诗歌、

音乐和其他艺术作品来表达对政府和其做法的不满。

自此以后，艺术家们经常被判入狱，也经常被怀疑

作品的政治内涵，其作品往往还面临着军事政府的

起诉。（23）这种情况在 1991 年军政府崩溃和索马里

内战爆发后愈加恶化。从那时开始，战争和混乱充

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被军

阀掌控，许多地区的宗教团体谴责和阻挠人们消费

音乐和电影等娱乐节目。在 21 世纪初，伊斯兰法院

联盟（Union of Islamic Courts）为了巩固在摩加迪

沙和索马里大部分地区的地位，采用了更为激烈的

手段 ：他们下令关闭在其控制地区的电影院和剧院 ；

向民众灌输禁止电视、音乐和电影的思想，严格禁

止表现色情和暴力形象的西方电影。（24）如此种种，

最终导致这个年轻国家的艺术消亡以及电影导演、

演员、歌手等向国外大规模迁移，以逃避不公正起诉。

虽然大多数索马里电影人停止了电影制作，但

如萨义德这样的杰出导演仍坚持着对非洲电影发展

的热情、对泛非主义探索的理想。萨义德 1998 年起

流亡埃及，仍参与建立桑给巴尔国际电影节，并是

设计塑造电影节未来理念的关键人物之一。萨义德

的电影享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广受嘉奖，

其致力于以生动精美的方式展现非洲的文化和社会

现实。他在开普敦执导并和布里奇特·汤普森（Bridget 

（16）（18）（19）同（15）。

（17）Samatar, Said S. 1982. Oral Poetry and Somali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Sayid Mahammad Abdille Hassa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0）Gray, Jerry. 1985. Exploits of Somalia's national hero 

becomes basis for movie. [Online] June 15, 1985. [Cited: February 8, 

2017.]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id=5vsrAAAAIBAJ&sjid=g

G0FAAAAIBAJ&pg=2508,6505397&hl=zh-CN.

（21）Ingiriis, Mohamed Haji. 2016. The Suicidal State in Somal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ad Barre Regime, 1969-1991.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16.

（22）Hassig, Susan M. and Latif, Zawiah Abdul. 2007. Cultures 

of the World: Somalia.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2007 ：107.

（23）Wa'ays, Abdulkadir M. 2008. 30 musicians lashed by 

religious militia 12 years ago. June 10, 2008, Freemuse.org.

（24）Lewis, Ioan M. 2008.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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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一起制作的电影系列《来自非洲的节奏》

（Rhythms from Africa，2005）被认为是其最具影

响力的作品之一。该片围绕约翰内斯堡工业化的故

事、南非黄金开采业等社会现象，探讨音乐和艺术

家在社会中的作用。2005 年，该片在加拉加斯的三

大洲电影节上获得了文化代表特别奖。其他获奖作

品还包括《西提遗产》（Legacy of Sitti，1999）和《塔

兰 ：旋律海洋》（Taaran: An Ocean of Melodies，

2003）等。

三、“索马里坞”在海外侨民中的崛起

独立前后，意大利和法国文化中心以及国家电

影总局等官方机构大力推动着索马里文化与艺术发

展，也促进了索马里电影产业的发展。索马里电影

制作人在前往俄罗斯、意大利、法国或英国等地电

影学校之前，经常会在这些文化中心中接受特定的

培训或教育，这些机构同时也提供资金和其他形式

的支持。随着各种国家机构的崩溃以及艺术家和教

育家大规模向其他国家流亡，索马里电影渐渐地濒

临消亡。自此，索马里失去在文化传播领域自主发

声的能力，而呈献给世界的索马里形象越来越局限

在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的战争、饥荒、海盗等负面

形象。索马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文历史很少得到

关注，直到自学成才的索马里难民阿卜迪萨兰·阿

托（Abdisalam Aato）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制作了

21 世纪第一部在海外拍摄的索马里语故事片《希望》

（Rajo/Hope，2003），索马里电影才开始在海外侨民

中恢复元气。他的作品延续着索马里电影的独特风

格，促进了索马里文化的独特表现力的进一步发展

和国际传播。

《希望》反映了离散在全世界的索马里难民的经

历，以及他们每天经历的各种复杂文化碰撞，引起

了分散在全世界的索马里人的共鸣。该片虽然主要

通过网络和 DVD 销往全世界各地，但是其首映式在

2003 年感恩节期间举行，并在哥伦布和明尼阿波利

斯的大影院中放映。阿托后来的作品，诸如《我的

妻子》（My Wife，2006）和《失去》（Ambad/Lost，

2009）等虽然并未进入影院，但依然在网络上受到大

规模追捧。阿托的成功激励了新一代索马里电影制

作人，并使索马里电影的制作和消费在世界各地激

增。

阿托电影的特点在于，其把索马里流行文化与

西方商业电影制作风格结合起来，重述索马里人民的

创伤历史，并将经过一波波挫折的索马里人民的集体

经验转换为可视化的文本。他的电影讨论了文化错

位问题和在索马里移民社区中表现出来的身份问题，

将恐怖、剧情和喜剧等电影元素赋予了生动独特的索

马里文化和语言元素，使得传统的电影类型在其影片

中得到了重新定义。除了娱乐之外，这些电影还有助

于弥补世界各地索马里社区之间的鸿沟，并有助于索

马里语言和文化的推广。出于对电影制作的热情驱

动，像他这样的电影制作人采取“游击队电影制作”

技术来完成他的作品，通常包括自筹资金、聘用未受

过训练的剧组成员、使用简陋的设备，以及独自担任

多个创作职位等艰辛。依靠网络平台向更广泛的受众

传播其作品往往意味着面临被盗版的风险，也限制了

影片回本盈利的希望。

即便如此，像阿托这样的电影导演仍然致力

于描绘索马里人的多样化形象，以化解好莱坞长期

以来对索马里充满负面表现的尴尬局面，比如《黑

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1）、《飞利浦队

长》（Captain Philips, 2013）、《无网捕鱼》（Fishing 

without nets，2014）等。在接受《卫报》采访时，

阿托的合作伙伴和联合导演萨马塔·哈吉（Samatar 

Haji）为好莱坞表现的索马里形象感到沮丧。他说：“如

果你是一个索马里人，你只能扮演一个角色⋯⋯你可

以是海盗、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但最终他们都是

同一个角色。”（25）同样，在内罗毕制作索马里电影的

导演艾哈迈德·夏立夫（Ahmed Sharif）在美国之音

的 Roopa Gogineni 的采访中表示 ：“外界媒体中最

流行的索马里形象就是一个代表暴力、极端主义或者

正濒临着饿死的形象。通过艾斯莱坞（Eastleighwood，

其创建的制片公司的名称），我们想要展示故事的另

一面⋯⋯通过我们的电影，我们正努力呈现丰富多样

的索马里故事，我们谈论爱情、索马里文化和它的社

会现象。”（26）这些常驻海外的索马里导演为索马里在

媒体中受到的偏见感到沮丧，并希望表现分散在全世

界的索马里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他们的普通故

事。

时至今日，由于安全局势持续恶化，索马里电

影仍然难以在摩加迪沙生产，但索马里电影业在内罗

毕、开普敦、迪拜、奥斯陆、伦敦和哥伦布等城市茁

壮成长。这些电影很少在院影上映，往往采取线上发

售的方式，同时也在 Youtube 等在线视频平台免费

提供。这些电影在吉布提、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电

视频道中也很受欢迎，常常可以在索马里和其他海外

侨民聚集地的卫星电视频道上播放。世界各地的索马

里电影人都表现出一个执著的信念，那就是将索马里

的形象跳脱出战乱、饥饿和海盗的怪圈。

四、《希望》—— 重新开始新的节奏

今天的索马里电影业充满活力，主要是受到阿

（25）Bramesco, Charles. 2015.Welcome to Somaliwood, Ohio: 

where Somali movie magic comes to America. The Guardian . 

[Online] June 26, 2015, [Cited: February 10, 2017.]， https://www.

theguardian.com/film/2015/jun/26/somaliwood-columbus-ohio-somalia-

film.

（26）Gogineni, Roopa. 2012. Somali Film Company Launches in 

Kenya. VOA. [Online] April 23, 2012. [Cited: February 10, 2017.]， 

http://www.voanews.com/a/somali-film-company-launches-in-

kenya-148717575/370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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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迪萨兰·阿托的第一部长片，即动作喜剧《希望》

的成功启发。

这是一个关于索马里难民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开启新生活的故事，即逃离索马里重获新生。主角

奥马尔（Omar）是一位年轻的索马里难民，他定居

在哥伦布，努力了解周围环境，享受着更美好的生

活。作为来自并未界定黑人身份的索马里人，面临

美国社会对黑人身份界定的刻板印象。奥马尔徘徊

在两种身份之间时，无意中卷入了美国帮派文化，

也经历了生命威胁。虽然在爱情、家庭和就业等方

面面临严峻的挑战，但他仍然保持着对更好生活的

希望——这是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这部 107 分钟

的电影因为在故事情节上增加了更多的新奇、惊险、

有趣的元素而广受好评。资金的短缺使其制作相对

粗糙，尽管如此，观众对内容的认可度却很高。这

部电影分别在美国最大和第二大的索马里社区——

明尼苏达州和哥伦布市的电影院中放映，同时通过

网络广为传播。《希望》也被当作重要的展现移民问

题和文化适应的范本，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文化中

心展映。

阿托第一部电影的成功在索马里海外侨胞中引

发了电影制作的浪潮。由索马里人创建的制片公司

随后在伦敦、迪拜、内罗毕和开普敦等地崭露头角。

不过，阿托位于哥伦布市的制片公司奥落落影视公

司（Olol Films）仍然是产量最多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

这也是导致哥伦布被誉为“索马里坞”的原因。（27）

本片的成功之因值得深阅。

首先，电影情节与成千上万逃离索马里冲突并

移居到世界各地的索马里侨民相关。主角奥马尔的

经历引起了许多移民的共鸣，他们都同样经历了努

力了解新环境的阶段，亲身体验过创造新生活的艰

辛。电影中讨论的种族问题对于以前没有建立黑人

身份意识的索马里人来说也是一致的，他们难以摆

脱这种混乱却又确实存在的美国黑人身份。这部电

影是观众对其集体经验进行反思的工具，也是一个

洽谈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电影中揭露了文化

的碰撞，并对问题的解决进行了不懈探索，因此，《希

望》的受众是每个正在经历同样令人困惑的经历的

人。

其次，在电影制作策略中，阿托确保了他的电

影能够得到当时分散于全世界的索马里观众的响应。

他选用索马里的语言和文化特点进行叙事，并与当

代好莱坞电影制作策略相结合。他也起用了一套全

索马里人的团队，用索马里语拍摄，并在电影中使

用了高成本道具，如直升机和昂贵的豪华汽车等。

此外，阿托还创作了好莱坞风格的海报、预告片和

DVD 封面，也在当时哥伦布最大的影院进行首映。

另外，他还模仿著名的好莱坞作品，选用了索马里

著名歌手的电影配乐来进一步增加人气。

第三，在销售渠道上，阿托利用互联网和盗版

行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人气。在美国影院初步放映后，

他声名鹊起。随后，互联网和盗版产业的好评激励

着他制作更多的作品，以满足索马里本地和海外侨

民的需求。当被问及盗版行业的负面影响时，阿托

回答道 ：“我并不是为了钱⋯⋯我只想记录和保存这

一代的历史，然后教育下一代。”（28）这种精神和索

马里早期导演的制作理念完全相似，“索马里坞”导

演仍肩负着历史传承和社会教育的责任。

最后且最为重要的是，电影发行时的独特社会

政治环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候，电影

制作陷入困境，导演和电影制作人们为新政权下基

础设施的缺乏和资金短缺一筹莫展。同时，由于政

变的原因，在索马里制作电影变得不可能。控制着

大量地区的伊斯兰法院联盟（UIC）宣布电影和音乐

是非法的，并禁止其消费和流通。阿托的电影在索

马里暴力关闭电影院和娱乐场所期间出现。虽然在

伊斯兰法院联盟控制的地区看电影成为了禁忌，但

是电影文化很快随着走私业又变成了一个家庭娱乐

活动。当时，大多数人在家庭消费好莱坞和宝莱坞

电影，而这部在美国制作的好莱坞风格的索马里语

电影自然不能错过。

结语

本文叙述了索马里电影的复杂历史，并对其诞

生的条件、衰落的原因以及崛起的风貌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将索马里电影置于非洲电影文化表达的前列

的特殊性质。同时，本文还对索马里电影人强烈的

泛非意识以及其对本国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

问题的关注进行了梳理。索马里导演即使生存环境

不甚明朗，仍身负推广索马里文化以及历史继承意

识的重任。文中列举的电影蕴含着索马里人民对当

代索马里国家及分散在全世界的离散居民的种种愿

望。这些电影的影响力来自于它们展示当代索马里

及其离散社区的索马里人民创伤的严酷经历，同时

也展示了索马里人的幽默和充满希望的丰富画面。

这些画面能够帮助遭受创伤的几代人重阅历史文本、

和解创伤并和谐共处。本文介绍的索马里电影导演

充分展示了独特的制片与叙事能力，他们的影片所

绘制的图像、声音和环境能够牵引出人类的苦难，

并具有帮助观众反思和治愈的独特能力。

（和丹，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非洲影视研

究中心讲师，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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