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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11—12日，本刊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四达时代集团联合创意、

策划、筹办的首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中非交流、影视为桥”为主题，

来自电影界、非洲研究界、人类学界的专家齐聚一堂，旨在梳理中非电影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探讨中非影视

合作的路径与方向，为中国人了解非洲、走进非洲、亲近非洲提供视觉窗口。中非同属于第三世界，都面临

着国家复兴、发展民族影视的任务，中非双方的影视艺术家为复兴民族影视所做出的努力具有互相借鉴和参

考的意义。中非影视合作不仅是中非艺术家之间的合作或是未来中非影视业的合作，更是思想和文明的交流

与合作。影视艺术作为文化使者，在中非友好交往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刊特选取其中四篇有关中

非影视合作与交流的论文，以飨读者。

一、起步：电影作为政治

相对于中美电影、中欧电影跨世纪交往的大格

局，中非电影的交往时间要晚得多，开始于 1957 年。

当时，在新中国与埃及建交后，为增进中国人民对

埃及的了解，新中国举办了“埃及电影周”，分三周

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 38 家影院展映《七月的

风云》《山谷中的战斗》《我们美好的日子》《生与死》

等故事片以及纪录片《英军撤退节》《幸福的日子》

《开罗，世界的母亲》《巴德尔·加迈里》《尼罗河颂》

等。（1）除了展映，这次电影周还取得一些实际性效果：

中埃双方首次换购了对方影片，中方购买上映了《山

谷里的战斗》《生与死》两部故事片以及《英军撤退节》

《幸福的日子》《开罗，世界的母亲》《巴德尔·加迈里》

四部纪录片。这次直接由政治外交带来的电影周活动

为中非电影交流架起了桥梁，开启了中非电影交流的

历史进程。

除了把非洲电影引进来，中国电影也积极走进

非洲，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设立代表处。1958

年、1963 年，当时的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先后在

开罗和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设立常驻代表处。（2）

二是选送中国电影参加非洲电影节。1962 年，第四

届非洲国际电影节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举行，中国

纪录片《非洲之角》成为第一部在非洲获奖的影片。

三是免费将中国电影输入非洲进行放映。1959—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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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映出就是胜利”的方针下，一共在苏丹、索

马里、埃及、北非诸国、加纳映出了近二百部影片。（3）

其中，《红色娘子军》等一批故事片、纪录片还被译

配成邦巴拉语，在当时非洲电影发展较快的马里和西

非地区上映，盛况空前。（4）四是派中国电影工作者

到非洲取景拍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 20 世

纪 50 年代起陆续派摄影师到非洲拍片，记录非洲国

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如苏河清摄影的《尼罗河颂》

（1957）、《战斗的古巴》（1960），李则翔摄影的《仰光

纪行》（1958）等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于支援日益

高涨的世界革命的需要，新影厂派出更多摄影师，如

刘德源、冯世昌、石益民、李振羽等，到非洲许多国

家拍摄了《非洲之角》（1961）、《访几内亚》（1961）、《独

立的马里》（1962）、《赤道雪山下的国家——坦葛尼喀》

（1963）、《不屈的阿尔及利亚》（1963）、《新生的肯尼亚》

（1964）、《觉醒的非洲》（1965）等。（5）除了新影厂外，

（1）在北京展映的影片，除《我们美好的日子》为汉语对白外，其余全部

口语解说，在天津、上海展映时打幻灯字幕。

（2）陆孝修《中国电影在非洲》，中影公司内部刊物《中外电影市场动态》，

1990 年，第 17 页。

（3）笔者于 2014 年先后三次对陆孝修进行了口述采访，参见张勇北京电

影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重新表述一个大陆——非洲本土电影与诺莱坞的崛起》，

第 164 页。

（4）陆孝修、陆懿《中国电影非洲市场回顾》，《世界电影》2004 年第 6 期，

第 168 页。

（5）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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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曾到非洲拍摄《友谊花朵处处开》

（1955）、《尼罗河畔》（1956）、《坦桑尼亚军队的光辉》

（1966）等纪录片。这些影片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般是

先介绍摄制组所到国家的概况，然后反映该国的独立

战争以及独立后的新生活，接着讲述与中国的历史关

联，从而完成讲述中非人民友谊的时代主题。

从时间上看，中非电影交流起步晚，与绝大多

数非洲国家的电影起步晚有关。除了埃及、阿尔及利

亚等非洲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黑非洲电影从 60 年代

民族独立运动后才开始诞生，“非洲电影之父”、塞

内加尔的奥斯曼·森贝的处女作《马车夫》（Borom 

Sarret，1963）被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第一部电

影。换言之，黑非洲地区1963年才有自己的电影生产。

没有本土电影生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交流 ；

而正是在非洲电影萌芽的阶段，中非电影开始了交

往。在非洲电影，特别是黑非洲国家电影刚刚起步的

年代，非洲导演在思想上主要受苏联共产主义及第三

世界社会思潮影响，因而对社会主义中国颇有好感，

譬如森贝曾于 1958 年到访中国。作为非洲知识分子，

他认为处在民族重建过程中的非洲应该向中国学习 ：

“与对待非洲一样，法国和英国曾经入侵中国，但今

天他们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完成了民族的重建，而

非洲还没有。”（6）非洲电影人对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

体认，某种意义上助推了中非电影的交流。

新中国时期的中非电影交流不但开启了中非文

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还对中非外交关系影响深远。50

年代后期起，国际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和中

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走向尖锐化，中国的外交

活动同时受到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孤立与限

制，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成为当时外交政策

的重点。（7）但是，当时的中国对非洲发生的巨大变

化缺乏直观的深入了解。正如有学者在阐述中非关系

发展时所说：“60 年代以前，由于非洲国家除少数外，

大多处于殖民地或反共政权控制的状态，中国较少关

注非洲。”（8）而在缺乏直接接触的状况下，电影作为

社会的窗口或者说现实的渐进线，为中国了解真实的

非洲和非洲了解真实的中国提供了便利，特别是中国

电影走进非洲，对于减少非洲人民对中国的误解，尤

其是对抗当时苏联、美国、印度在非洲进行的反华宣

传，为中国在非洲国家树立和平友好的形象起到了积

极而重要的作用。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 ：“我们必须

打破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

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9）电

影显然是能够走进非洲人民的最直观的形象和声音。

二、调整阶段：电影作为商品

在非洲刚刚获得解放的年代，中非之间的电影

交流毫无疑问丰富了非洲人民的生活，打破了欧美国

家对非洲文化市场的长期垄断，给非洲人民吹来了新

鲜的空气。1969 年，随着新中国第一大援非项目——

坦赞铁路的建设，放电影、看电影成为在当地数万

中国工人繁忙之后的主要娱乐生活。每当中国人放

电影的时候，附近的非洲居民闻讯赶来，造成了“坦

赞铁路修到哪，中国电影放到哪”“修筑铁路的纪录

片和《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声随着工程一站又一站

地往前推进”（10）的盛况。这些由政治工程衍生出来

的文化交流，反过来促进了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

流，为中非外交的发展做了良好的情感铺垫。1971年，

在众多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其中

电影在沟通民心方面的政治意义功不可没。

然而，政治服务毕竟不是电影的魅力所在，真

正打动非洲人民的还是电影本身的娱乐功能。20 世

纪 70 年代起，李小龙电影开始风靡非洲，这种有着

刺激的打斗、简单的剧情以及反种族歧视意味的电影

深得非洲人民欢心，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盛况。有资料

显示，1975 年塞内加尔票房冠军便是李小龙电影。（11）

Bruce Lee 直到今天在非洲仍然家喻户晓，部分非洲

人民甚至认为中国无人不会武功。在马拉维，由于没

有中国电影发行公司，非洲人民便根据自己对影片的

理解以及本国观众喜好直接译制影片，其中的译制与

语境差异造成的错误在所难免，但当地观众并不在

意，他们只专注这类影片带给他们的娱乐快感。（12）

作为娱乐则必然要盈利，80 年代开始，随着改

革开放时代的来临，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开始提出

电影对外发行要讲求经济效益，将出口方针改为“宣

传第一，经济第二”，并组建非洲业务小组，派陆孝

修等同志赴非洲二十余国开展电影业务。一方面挑

选、译制非洲观众喜欢的中国武打片，（13）包括《侠

女十三妹》《武林志》《镖王》《峡江疑影》《神鞭》《黑

匣喋血记》《金镖黄天霸》等。“经过 10 年的积累和

努力，到 1990 年，我们对非电影输出的国家数由 60

年代的 6 个增加到 21 个 ；实际输出影片由 80 部增加

到 281 部 ；经济效益达到 15 万美元左右，仅 1990 年

非洲地区的收入就比前 20 年的总和还多若干倍。”（14）

另一方面，把当时在国内广受欢迎的《红高粱》《芙

蓉镇》《人到中年》《黄土地》《良家妇女》等优秀剧

（6）参见拙文《为非洲电影立言—“非洲电影之父”奥斯曼·森贝》，《当

代电影》2015 年第 6 期，第 126 页。

（7）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中国与非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8）J·F·Copper, China's Foreign Aid, Toronton, 1976:85.

（9）陈敦德《探路之行——周恩来飞往非洲》，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0 页。

（10）同（3）。

（11）David Murphy. Sembene: Imaging Alternatives in Film & 

Fiction. First Africa World Press, Inc.Edition, 2001:98.

（12）根据笔者于 2015 年 6 月 12—13 日参加“中非传媒国际学术会议”

期间对马拉维国家信息部官员 Han Fu 的采访资料进行整理。

（13）同（3）。“非洲观众十分喜欢中国武打片，一部《武当》踏遍非洲大地。

1985 年坦桑文化部官员陪我们参观新建影院，忽然听到放映大厅里人声鼎沸，

口哨、尖叫此起彼伏。进去一看，影片《武当》正放到中国的黑衣女侠在擂

台上力挫欺人的日本武士，观众站着鼓掌，怪叫跺脚。亲眼目睹黑人兄弟如

此真实的感情流露，我生平第一次借着黑暗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花。”

（14）张勇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重新表述一个大陆——非洲本土

电影与诺莱坞的崛起》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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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片做成全套宣传品，作为重点影片向外推荐，受到

了非洲人民的欢迎。其中，《红高粱》在非洲的输出

纪录，无论是拷贝数还是国别数，都仅次于《武当》，

并在 1987 年的开罗国际电影节和 1988 年津巴布韦外

国片电影节上均有所斩获，从而证明非洲观众并不仅

仅喜欢中国动作片。

相比第一阶段，20 世纪 70—90 年代的中非电影

交流，特别是对非电影输出不再单纯地服务于政治意

识形态，而回归到电影作为娱乐方式本身。一方面，

与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环境有关。70 年代，国际形

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建交，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中国在非洲面临的舆论环境有所好转，中非友好关系

也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强调经济层面“平等互利、

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15）电影承载政治

意识形态输出的需求不再显得那么紧迫。另一方面，

也与当时的电影生态有关。这一时期拍电影不再是政

治任务，中国电影不再仅仅只有革命历史题材或政治

纪录片，而是出现了大量高质量影片，从根本上为中

国电影输入非洲提供了可能。此外，把电影当作娱

乐商品卖给非洲方面其实是按电影的规律来操作的，

因为，以往的经验表明，“那种不计成本的做法相当

于把片子直接‘送’给对方，而且送了别人还不一定

放映，没有放映就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输出。

因为只有让对方花了钱买，他才会想办法去放映、收

回成本，中国电影才能更多地与非洲观众见面”。（16）

三、发展阶段：电影作为工业

20 世纪 90 年代，中非电影交流继续推进，尤其

体现在工业制作层面。继李小龙之后，成龙成为中

国在非洲的又一代表符号。相比李小龙，成龙与非

洲的电影缘分更进一步，不再止步于放映环节，而

是从制作阶段开始就与非洲直接相关 ：成龙电影《飞

鹰计划》（1991）、《我是谁》（1998）直接在非洲取景拍摄。

作为中非合拍片的先锋，《飞鹰计划》的制作过程历

经磨难，剧组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并曾

到非洲沙漠拍摄，在摩洛哥拍摄时，因为气候炎热，

剧组九成以上的员工因水土不服生病卧床，拍摄不得

不推延了两个月。（17）《我是谁》的主场景在非洲，并

以猎奇、惊险、追杀情节为主。片中的高厦天台格斗、

从玻璃幕墙外急速飞落、从直升飞机上摔下跌落原始

森林等情节惊险万状、格外刺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

流程上都堪称典型的工业化制作。

将中非电影交流纳入工业制作流程中，除了中

国演员进入非洲取景拍摄外，非洲演员也进入中国进

行创作。闻名全球的南非电影《上帝也疯狂》（1980）

男主演历苏（Gcao Coma）1990 年访问香港，（18）大受

欢迎，并与港星林正英合演了《非洲和尚》，风靡亚

洲。此后他又拍摄了《香港也疯狂》及《非洲超人》

等卖座强片，结识了刘青云、刘嘉玲、叶童等多位

知名港星。演员雷宇扬曾称赞历苏为个性随和且敬业

的优秀演员。除了历苏，来自加蓬的吕克·本扎（Luc 

Benza）自幼时观看李小龙电影《精武门》后，便对中

国功夫产生了兴趣。（19）1983 年，年仅 14 岁的他来到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附近的嵩山少林寺学习功夫，并在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学习武术和中文。“打

而优则演”，从 1991 年开始，本扎先后参演影视剧《功

夫小子》《替身打手》《她来自台北》《龙在少林》《决

战芝加哥》《冲出亚马逊》《李小龙传奇》《咏春小龙》

等，为中国银幕留下了一个黑人小子形象。同时，本

扎还是一名推动中非电影合作的重要外援，自 2005

年以来先后在高校、影院、上海世博会举办过三次

非洲电影展，展映过《上帝也抓狂》（Mr. Bones，

2001）、《马赛人》（Massai，2004）、《黑帮暴徒》（Tsotsi，

2005）、《揭竿而起》（Catch a Fire，2006）、《耶路撒

冷》（Jerusalema，2008） 以及在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南非都打破票房纪录的《上帝也抓狂 2》

（Mr. Bones 2: Back from the Past，2008）等非洲

电影精品，开启了非洲电影中国巡展的历程。

无论是中国影人进入非洲拍摄，还是非洲影人

进军中国电影界，有一个共同的工业特征，就是围绕

着功夫片展开。这其实与功夫对非洲民众的广泛影响

有关，从李小龙电影，到成龙的醉拳系列片，再到李

连杰的黄飞鸿系列片，功夫一直扮演着中国和非洲之

间的文化桥梁的角色。功夫在长时间的积淀中凝聚成

为非洲人民对中国的集体无意识的想象符号，其结果

是 ：一方面导致大量非洲民众梦想来中国学习功夫，

中国银幕上的非洲形象基本都与功夫有关，黑人功

夫小子成为中国剧组挑演非洲演员的基本模式，吕

克·本扎就是个中的典型 ；另一方面中国功夫片在非

洲有市场，进一步驱动了中国影人去非洲取景拍摄并

在此基础上拉近影片与非洲观众的心理距离，最终扩

大了非洲市场，这是中非影视合作的基本工业法则。

四、黄金年代：电影作为文化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入，非洲

电影《等待幸福》（Waiting For Happiness,2002）开

始出现了以往非洲影片从未出现过的崭新形象——

中国人。影片中，他代表着中国人在非洲的典型形

象——推销小商品的中国商人，问路人“北京风格

的衣服要不要”，并向他们推销望远镜。影片同时还

显示出中国流行文化在非洲的影响力。片中中国商

人在一个 KTV 包厢对着一位非洲美女深情朗诵：“人

（15）同（7）。

（16）同（14）。

（17）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njHG7eSpRM6uKd

yXFpm1hlqyRfakWg-aLnOUJPtvnvnjUEqOP85JRsoOKT368cXUwaWT-

oIwucvuErm32LrJq。

（18）历苏也曾于 1991 年 6 月 14—20 日到访台湾。

（19）笔者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对吕克·本扎先生进行了采访，参见张勇

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重新表述一个大陆——非洲本土电影与诺莱坞

的崛起》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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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随后他开始吟唱 ：

“何日啊重返我的家园”（迟志强的《铁窗泪》）。毛里

塔里亚导演阿布杜拉赫曼·希萨柯（Abderrahmane 

Sissako）在这场戏中的调度是 ：中国男子站着深情望

着坐在包厢沙发上的非洲美女。显然，导演在这里要

强调他是在用心唱给片中的非洲美女及其所代表的

非洲观众听的，而台词“何日啊重返我的家园”既是

这个远在非洲的中国人对故乡的思念，更是长期离散

在欧洲的导演本人的夫子自道。在此，在非洲的离散

中国人成为全球离散人群的象征。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非洲

电影也开始寻求进军中国的路径。2014 年，南非动

画电影《斑马总动员》（Khumba，2013）进入中国院

线发行 ；另外一部分非洲电影以参加影展的方式进

入中国。2012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非洲电

影周”，2015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置“金砖五国电影

展”，展映了南非电影 ；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

作品展（ISFVF）连续两年邀请南非学生导演来华展映

作品，其中南非戏剧影视学校的学生作品《分界线》

（The Line）获得中国学生观众的一致喜欢，摘得“观

众喜爱奖”。2015 年，非洲电影最新力作《廷巴克图》

（Timbuktu，2014）在第 39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随着中非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影视界也

积极进军非洲市场，有媒体报道称“非洲正在刮起一

股华流”。（20）2012 年，《媳妇的美好时代》斯瓦西里

语版在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播出后反响强烈。“每

当有中国电视剧或电影播映，坦桑尼亚人就会早早等

候在电视前。《媳妇的美好时代》受到坦桑尼亚人欢

迎就是很好的例证。”（21）随着在坦桑尼亚的热播，埃

及、加蓬、乌干达、肯尼亚、赞比亚等国的国家电视

台也纷纷播出该剧，并且有很多观众来信来电要求重

播该剧，“中国媳妇”人人皆知。（22）演员海清感慨：“生

活虽然有国界，但婆媳问题无国界。”

该剧在非洲的热播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高度重视，“中非影视合作工程”（又名“1052 工程”）

启动，在全国优秀的影视作品中精心挑选 10 部电视

剧、52 部电影、5 部动画片、4 部纪录片，并将作品

分别译成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斯瓦西

里语等 7 种语言，进行译制、配音，供非洲国家主流

媒体在黄金时段播出。该工程自 2012 年 8 月开始实

施以来，通过财政补助、税收减免、房租优惠等方式

支持孵化影视译制企业，培育一批高起点、高规格

的具有参与国际竞争力的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开启

了中非电影交流的新局面。其中，海外推广机构之

一的数字电视运营商四达时代集团不仅参加译制了

大量中国电影，还直接在肯尼亚建造了大型译制厂，

为中国影视剧走进非洲聘请当地演员、降低译制成本

提供了便利。同时，国内地方媒体也开始进军非洲。

2015 年 11 月，中国非洲电影频道在坦桑尼亚达累斯

萨拉姆举行开播仪式，频道由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

与坦桑尼亚 E 电视台（Easy Television LTD）合作设

立，每天播出 4 部（次）中国电影、电视剧，全天播

出时间为 18 小时，6 个小时为一组节目，全天轮播

3 次。目前，中国非洲电影频道的信号已覆盖坦桑尼

亚达累斯萨拉姆市区及周边乡村，覆盖人口约 600 万，

在达累斯萨拉姆使用数字机顶盒的电视用户均可直

接收看。（23）

中国与非洲在电影领域的密切合作逐渐引起学

界的关注，以《当代电影》杂志为代表的学术刊物积

极推进中非电影文化交流，先后刊登发表了数篇非洲

电影译文和论文，并在 2015 年 7 月 18 日“国际曼德

拉纪念日”联手北京非洲中心共同“向非洲民族电影

致敬”。除了《当代电影》杂志，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电

影艺术》杂志社主编的《视界——全球青年电影手册

2014》将非洲电影作为独立单元编纂其中，成为国内

第一本正式把非洲电影纳入世界电影文化版图的著

作。2015 年 12 月 11 日，国内第一家综合性非洲研

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协同文化创意与

传播学院共同成立国内首家非洲影视研究中心，并与

《当代电影》杂志社、四达时代集团联合举办首届中

非影视合作论坛，来自政府部门、业界、媒体、学界

等领域的中外代表共同观摩《生命到底是什么》《上

帝也抓狂 2》等非洲经典电影，并就“中非电影交流

与合作”“对非电视译制与传播”“非洲国别电影研

究”“非洲与影视人类学”“非洲电影的理论视角”“非

洲电影个案分析”六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拉开了

中非影视学术争鸣的序幕。

总之，从新中国开启中非电影交流大门以降，

伴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和转型，中非双方的影视交往

经历了起步、调整到发展阶段，逐步由服务于意识形

态向双向、多维的层面发展，预示着中非电影交往

正逐步走向正轨。2015 年 12 月，随着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召开，中非关系步入“黄金时代”，

会后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行动计

划》明确指出 ：“向对方国家电视播出机构提供影视

剧，探讨建立长期合作模式，继续参加在对方国家举

办的影视节展，积极开展纪录片、影视剧的联合制

作”；“中方将鼓励非洲国家制作影视节目，加强交流

并促进非洲影视作品进入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将中非影视合作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预示着中非电

影交往也将更加密切，这是中非电影人的共同心愿，

也是中非电影人的时代担当，让我们为之共同努力！

（张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非洲影视研

究中心讲师，321004）

（20）http://www.chinanews.com/yl/2015/09-24/7540901.shtml。

（21）苑基荣《中国电视剧热播非洲大陆》,《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5 日。

（22）王魏《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影视译制剧“走出去”的新突破——以影

视译制剧在非洲的传播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 年第 7 期，第 29 页。

（23）http://www.llqgo.com/n1/20151201/557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