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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央视春晚非洲小品《同喜同乐》的上演，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观众首次在春晚舞台

上看到非洲的节目，从坦赞铁路到蒙内铁路，感受到

中非关系的历史变迁。然而，英国广播公司（BBC）、《每

日电讯报》、美国《时代周刊》等国际媒体将节目组“中

非一家亲”的创作意图拔高为对非洲的恶意歧视，带

动国际观众掀起了一股对中国种族歧视的声讨。国内

外观众对同一作品截然不同的反应，恰恰是目前中国

有关非洲的影视剧在全球接受奇观的缩影。抛开意识

形态的偏见，从文本本身进行学术探讨，或许能对问

题的缘由管窥一二。

一、影像非洲：从他者想象到自我建构

《战狼 2》的出现，不仅将中国单部电影票房提升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首次将非洲引入上亿中国

观众的视域里。非洲作为一个遥远的大陆，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几乎不被认知，对非洲发生的巨大变

化无暇顾及，“60 年代以前，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处于

殖民地或反共政权控制的状态，中国较少关注非洲。”（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非洲作为第三世界阶级兄弟

的概念被广泛普及，但普罗大众对非洲的认知也止步

于政治框架中，遥远而抽象。中国人对于非洲更具体

的认知源于新时期结束“文革”信息闭塞的时代，打

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电影交流重启并逐步重新与国

际接轨，从《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85）到《黑

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1）、《卢旺达饭店》

（Hotel Rwanda，2004）、《 血 钻 》（Blood Diamond，

2008），中国观众在西方的空气里感受到非洲的味道，

神秘、野性、血腥和暴力。浸淫在西方大片的影像世

界里，我们跟随白人的非洲想象而想象非洲。

欧美电影长期垄断着非洲的美丽和外部对其的想

象。到非洲拍片，首先是一个电影工业实力的问题。

欧美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要，从殖民时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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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拍摄非洲。一位史学家写道：“电影到达非洲先天

夹带着殖民主义，它的主要角色是为政治统治、经济

剥削提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2）当时，英国成

立了“殖民电影委员会”来进行制片管理，拍摄了《桑

德斯河》（Sanders of the River， 1935）、《所罗门王宝

藏》（King Solomon’s Mines, 1937）等经典殖民电

影，讲述非洲地区发生内乱，殖民者的到来才“帮助”

镇压了种族矛盾制造者，非洲由此实现了“和平”。通

过这种电影叙事，英国的形象由侵略者转变为解决非

洲内乱、维系非洲稳定的“和平使者”。殖民者以影像

的方式颠覆了真正的事实，把侵略行为美化成文明宣

传，从而成功书写了英国等宗主国在非洲殖民的合法

性。（3）结束政治殖民之后，文化殖民的梦魇并没有远

离非洲。欧美电影人源源不断地沉淀既有的书写非洲

的模式，并随着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绎创新，

所拍摄出来的非洲影片，无论从情节设置还是到美学

手段，都比非洲本土电影更具观赏性，直至今天仍在

中国观众中影响巨大，并借助盗版碟和互联网深刻垄

断了我们有关非洲的想象。

对于中国电影人去非洲拍片，首要难题是文化方

面的障碍，绝大多数中国人谈非洲色变，遑论去非洲

拍片，而一个摄制组小则需要几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

克服文化偏见和心理障碍便成为首要的挑战；其次，

创作者对非洲影视行业的几乎零认知成为赴非拍摄的

现实困难，在非洲进行影视拍摄涉及的拍摄许可、外

景勘探、电力供应、器材设备（如大摇臂）以及政局稳

定、疟疾危害、人身保险等等业务常识需要大量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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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第三是距离，相比欧美国家，中国距离非洲更遥远，

以此带来的就是摄制组高昂的成本，当中国电影工业

基础和市场不够强大时，去非洲拍电影无异于天方夜

谭。这些或心理或现实的问题，对中国电影摄制组形

成了巨大考验。

转折出现在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实力的整

体增强，中国电影人频繁走出国门取景拍摄，美国、

日本、欧洲、中东、泰国、印度，逐步摄入中国银幕，

在引领相关取景地旅游热潮之后，跟风之作数不胜

数。观众也对这些区域逐步丧失了原初的新鲜感，产

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于是非洲这片广阔的处女地成

为了可供开发的新视域空间。市场需求之余，政治气

候的变化和政策的鼓励也驱动着中国摄制组走进非洲。

2015 年年底颁布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

动计划》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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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终极硬汉》成为第一部对这一主题进行回应的电

影。该片故事设置在非洲图卡加这样一个虚构的地区。

特种兵转业的韩锋的妻子三年前为了写作一部非洲冒

险小说带着孩子来到非洲，后不幸离奇失踪。韩锋从

香港来到非洲寻找妻子的下落，然而在寻找过程中意

外被卷入与国际军火走私团伙的斗争中，他着力保护

一个发现非洲超能量石而外观形似妻子的女孩。影片

由动作演员出身的陈天星自导自演，并聚集“15 国动

作影星联纵打造硬片”，场面设计融合了大量好莱坞和

非洲的元素，飙车戏、爆破戏都以非洲的荒漠为背景，

相较同类题材更加逼真。然而由于宣传上的不当，导

演陈天星在上映前夕发布“金援王宝强”声明，称愿

意拿出《终极硬汉》票房片方收入的 5% 支持王宝强打

离婚官司，被指故意炒作，影片一上映便遭遇恶意低评、

迅速下线，最终仅收获几百万元的票房。（5）中国非洲

题材首次试水便遭遇滑铁卢。

《中国推销员》则以南北苏丹战争为故事背景，讲

述了中国的通讯公司技术员严健远赴非洲拓展业务，在

诡谲的跨国商战和突如其来的非洲内战中，以过硬的

技术和智慧成功帮助非洲国家阻止内战，最终为中国

赢得通讯工程竞标的故事。相较于《终极硬汉》的单

线夺宝故事，该片在情节线索推进方面更加丰富，融

入了非洲的内战，中西的商战、谍战，但由于影片在

档期方面选择不佳，公映之时全国所有影院排片的 80%

都被《变形金刚 5：最后的骑士》（Transformers: The 

Last Knight，2017）、《神奇女侠》（Wonder Woman，

2017）、《异形 ：契约》（Alien ：Covenant，2017）等多

部重量级好莱坞大片占据。《中国推销员》上映首日的

排片仅有 6.27%，并迅速下线，影片同样也沦为非洲

题材的牺牲品。

《战狼 2》的上映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不同于前两

部试水之作，影片本身质量达到好莱坞工业水准，故

事设计又恰好击中了观众的情感需求，一经公映便使

得非洲成为普罗大众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非洲由此

才真正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影片一开始，在非洲圣

玛塔萨瓦港，吴京饰演的冷锋与非洲人民做生意、喝

酒比赛、踢足球，一幅中非人民其乐融融的画卷，这

是欧美大片中从未出现过的非洲风情画，与好莱坞的

非洲叙事截然不同。在建军 90 周年以及当时民族情绪

高涨的氛围中，影片迎合了社会热点和观众的爱国情

绪，在国内取得 56.78 亿元的票房纪录。（6）

在中国电影文化版图上，《红海行动》和《战狼

2》构成了非洲影像奇观的双峰。两部影片差不多时间

摄制，主体情节也类似，均以 2015 年 3 月的也门撤侨

行动为原型，但都将故事背景移至非洲，讲述中国军

人在非洲撤侨的故事。相比《战狼 2》仅有少量素材在

南非拍摄，《红海行动》剧组全体人员在北非摩洛哥实

景拍摄长达数月，制作总成本花费高达五亿元人民币，

并且调动了海陆空三军最新的军用设备，（7）加上一贯

擅长大制作的林超贤执导（前有口碑佳作《湄公河行

动》），通过情感线索、动作逻辑的精细把控，和现代艺

术技术手段的创造性运用，把中国非洲题材影片推向

新的高度。它不同于《战狼 2》单打独斗式的个人英雄

主义，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了更符合中国人观念的集体

英雄力量，影片最终取得36.49亿元的国内票房成绩。（8）

二、看不见的非洲：中国电影的叙事问题

近年来四部国产电影的集中出现，预示着中国人

有了自己主体意义上的非洲想象和非洲叙事，不再需

要借助好莱坞或者第三方来认知非洲。这对于突破欧

美电影垄断的非洲叙事和非洲想象具有积极意义，重

新形塑了中国电影的空间内涵和对外形象。从《终极

硬汉》，到《中国推销员》《战狼 2》，再到《红海行动》，

不到三年时间内，中国电影的非洲制作能力显著提升，

尽管社会接受有成有败，但在作品的叙事肌理和非洲

（4） 中非合作论坛官网，http://www.focac.org/chn/ltda/dwjbzzjh_1/

hywj/t1327766.htm。

（5）笔者曾专门就此事采访过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加蓬籍演员吕克·本扎。

（6）票房数据来源于艺恩 CBO 中国票房统计，http://www.cbooo.cn/

m/641515。

（7）参见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6%B5%

B7%E8%A1%8C%E5%8A%A8/20411526?fr=aladdin.

（8）票房数据来源于艺恩 CBO 中国票房统计，http://www.cbooo.cn/

m/65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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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层面，依然可以找到一些共性。

情节战争化。从类型上说，四部影片基本都是动作

片或战争片，讲述的都是武装叛乱引发的战乱叙事。《终

极硬汉》里面军火商杀死雇主和科学家武力夺宝；《中

国推销员》以由苏丹南北战争为背景；《战狼 2》片头

就交代“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反叛势力红巾

军和欧洲雇佣军杀死非洲国家总理，国家陷入瘫痪，拉

曼拉病毒疫情和弹火交相肆虐；《红海行动》里的伊维

亚国有三方势力交战：政府军，叛军，恐怖组织极端分

子。熟悉好莱坞的观众不难发现，这些影片或多或少受

到《太阳之泪》（Tears of the Sun，2003）、《黑鹰坠落》

等影片影响，但又有所不同。影片中主要角色的战争对

手并不是非洲叛军或极端分子，而是其背后的西方势力。

他们在非洲土地上抢夺资源、滥杀无辜、为所欲为，表

面上为反叛军所雇佣、却操纵着反叛军和非洲国家政局

走势。在欧美电影里，往往突出战争是由非洲内部引起

的，抹去西方在非洲战争背后的作用。美国畅销书作家

斯蒂芬·金泽在《千丘之国：卢旺达浴火重生及其织梦人》

一书中，明确指责电影《卢旺达饭店》对卢旺达图西族

和胡图族的内战爆发时国际社会的表现造假，指出美国

总统克林顿在整个事件中不作为，而法国密特朗总统及

其政府武装了当时的胡图族政权，“坚决支持他们实施

大屠杀”。比利时在殖民统治卢旺达时期“纯粹出于迫

其臣服的政治考量”，“用精密的尺子和卡钳测量卢旺达

人的额高、鼻款、耳长等自定特征，划分每个卢旺达人

的民族属性”，（9）为后来的内战埋下了隐患。这些不符

合西方意识形态的内容在既有的电影中一概抹去。中国

创作者从历史的视角思考非洲社会的问题，指涉出更为

复杂的大国博弈问题，把非洲问题追根溯源至西方大国

操控、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事实。他们在电影中的劣迹

与最终战败，都构成了对西方霸权的反讽，这对于全球

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四部电影

几乎趋同的战乱叙事，也暴露出我国在非洲叙事方面的

缺陷：模式过于单一，为塑造中国式英雄突出非洲的战

乱危机，或者把非洲全面战争化，屏蔽了非洲社会丰富

多元的面向。观众看完影片，留下的关于非洲的印象有

且只有战争，在好莱坞电影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非

洲的刻板印象。

场面奇观化。如前文所述，中国非洲题材电影是中

国电影工业美学的集中体现，借助于中国电影最先进的

技术团队以及国际合作力量，在美学呈现上实现了多元

化和深度化，场面的调度、枪械的使用、特效的制作、

动作的设计、暴力美学的展现等方面可圈可点。然而，

在具体空间铺陈上，四部影片均未能有效展开。《终极

硬汉》充斥着打斗戏和追逐戏，片中的非洲只是一片荒

漠，仅有一两个边城小屋，故事背景基本与非洲无关，

换成国内任何一个沙漠地带也可以。影片拍摄的外景极

为有限，大部分戏份像是舞台剧。《中国推销员》《战狼

2》《红海行动》中，非洲同样简化为几个符号化的空间：

港湾码头、巷战街道、草原、沙漠、城堡、平民窟。这

样的设置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在国内类似地方搭

景拍摄，如《战狼 2》大部分戏份在河北等地拍摄，真

正的非洲取景体现在索韦托的平民窟等少数几场戏；另

一方面也昭示出创作者有意迎合观众有关非洲的既定想

象。此外，这些影片还有意形成不同空间的对比观照。《终

极硬汉》设置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域空间：香港和非洲，

镜头表现香港是繁华文明的都市，一切换到非洲就立马

是荒郊野岭或尘土飞扬的沙漠；《中国推销员》里面，

北京高楼林立、一片繁华，而非洲混乱不堪。在此类观

照之下，整个非洲都被“他者化”了，中国与非洲在影

像层面形成了对立，并表现为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古老、

进步与落后等等一系列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同于

西方电影所背靠的殖民和反殖民关系，既没有历史的基

础，也无益于中非政治层面强调的“合作”。

人物符号化。四部影片都塑造了置身非洲大陆的中

国人形象，里面的非洲人则一律符号化、脸谱化，缺乏

立体生动的形象，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终极硬汉》

里面仅有一个非洲居民，他如同猿猴一般，浑身是毛，

尽管未明确指明是非洲人，但如同春晚小品中的表现一

样，极易引起国际舆论争议。其他非洲人要么是军火商

的手下打手，要不就是贪财好色、死于女人胯下的当地

土匪。《战狼 2》和《红海行动》的片头都出现了典型

的非洲符号：海盗。《战狼 2》里除了海盗形象外，还

有三个非洲角色：非洲大妈，如同央视春晚非洲小品节

目里面的非洲大妈一样，在影片中主要的表演动作是翻

白眼，纯粹是调节氛围、增添喜感；憨厚肥胖的非洲干

儿子，管在非洲做生意的中国人冷锋叫“干爹”，充满

着政治戏虐的意味；小女孩帕莎的镜头较多，但几乎没

有台词，只是陪同在冷锋旁边一个没有动机、没有欲望

的“活体”。吊诡的是，影片设置其为对抗病毒的“活体”，

是一名中国援外医生的女儿，这一角色设定包含的中非

关系同样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红海行动》着重突

出中国式的集体英雄。奉命救援的蛟龙突击队的每个成

员都是英雄，他们分别是通信兵、机枪手、狙击手、观

察员、医疗兵等，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戏份平均，每

个成员都有独特的个性和清晰的定位。然而里面的非洲

人却没有得到这样的表现，反面角色无一例外地概念化

和模糊化，片中恐怖分子的头领和少年狙击手都可以拿

（9）［美］斯蒂芬·金泽《千丘之国：卢旺达浴火重生及其织梦人》，延飞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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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文章，但影片却放弃了这样的戏剧性营造，稍嫌遗

憾。（10）反观《血钻》《太阳之泪》等好莱坞电影都有非

洲角色，通常设置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非洲人，他或

许有非洲民族的劣根性，面对强权容易背叛、容易迷失，

但在白人的启发和引导下，他逐步恢复人性，并在关键

时候与白人肝胆相照，最后共同完成白人发起的援救使

命，由此达到其意识形态叙事目的——突出白人对黑人

的教化、友好，（11）而即便反派角色也有反转，也会对

其背景和阴谋叙述清楚，从而进一步凸显白人的个人英

雄主义。反观《战狼 2》《红海行动》等片中的非洲人

均为被动、无能的待拯救者形象，使得影片整体的叙事

和情感张力有所欠缺。

文化疏离化。中国电影形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发

生在非洲的故事没有一个立体的非洲形象，这是非洲叙

事的一大悖论。这些影片仅在表面上运用驻外使馆、红

旗、护照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但缺乏对中非关系悠

久历史的深入挖掘，缺乏对上百万中国人在非洲丰富多

彩的故事的开发。在文化形象塑造上，这些国产影片缺

乏对非洲生动立体的呈现，基本不涉及非洲丰富的在地

文化，也没有吸纳非洲的文化艺术元素，对非洲空间仅

仅是浮光掠影式扫描。《战狼 2》编剧坦言：“我们不是

讲非洲文化背景的故事，而是一个发生在非洲的中国故

事，这个故事，换个背景依然成立。”（12）非洲在此成为

可以随意置换的背景，它可以置换成中东、西亚或南美

任何一个地方。在《终极硬汉》的活动空间里，妻子与

非洲的故事没有进一步发展；韩锋在非洲的生活也没有

细节的交代和铺陈，非洲意象止步于有名无实的漂浮空

想，大量闪回镜头的切换，韩锋经常处于失忆和闪回的

阶段，无法实现对非洲现实生活空间的定位和聚焦，不

知自己身处香港还是非洲。换言之，非洲这片大陆并没

有被建构为有在地文化意味的空间，而仅仅流于符号化

的表述，成为空洞的能指。

三、影响与建议：中非合作

新形势下如何想象非洲

由于存在不同文化差异下的价值判断和审美习惯，

如何讲述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大陆的生活的故事，本身

可能确实有难度。对于故事片而言，它既没有纪录片的

义务，不必要求客观现实；也不同于外交政论片，对非

洲形象的塑造不用讲究政治正确。中国已有的几部非洲

题材电影和春晚的非洲小品一样，在讨中国观众欢喜

时，也应看到它的另一面：《战狼 2》56.78 亿元，海外

票房才 1000 万元，甚至出现了海外票房排行榜不承认

其国际票房（13）、评分仅为 2.5 分的情况（14）；《红海行动》

的外票房也才 1000 万元人民币，占总票房不到 0.3%，（15）

形成了电影史上罕见的票房奇观以及海内外接受程度的

巨大鸿沟。《战狼 2》更是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批

评。2017 年 8 月 4 日， BBC 在报道中直接使用了这样

的标题：《〈战狼 2〉：民族主义动作电影席卷中国》（Wolf 

Warrior2: The Nationalists Action Film Storming 

China）。BBC 用“民族主义”来指摘一个民族盲目自

大的非理性情绪，如同其对春晚的批评一样，有吹毛求

疵之嫌，但也提示出中国电影的一大危机：在当今的全

球化世界中，中国电影中的非洲形象所具有的浓厚东方

主义色彩，不仅对崛起的非洲而言已经过时，即便对西

方世界而言也太过陈旧，因而在国际上困难重重。这种

以我为主式的狭隘，长期为殖民者所利用并被非洲人批

评，而今天被西方人利用来掀动非洲人对中国的抗议，

确实令人遗憾。因此，在既有的非洲影像叙事经验基础

上，相关从业者有必要熟悉国际表达方式，进一步深化

“非洲意识”。

深入开发非洲叙事模式。有研究者指出，好莱坞电

影的叙事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

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

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16）中国

非洲电影叙事模式单一，仅仅为战乱救世模式，以后还

可尝试开发迁徙模式、移民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

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同化模式等等。事实上，中非之

间从郑和下西洋到坦赞铁路、援非医疗队等等，脉流久

远的文化交往可为创作者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灵感；

现今逾百万中国人在非洲和非洲人在中国，同样可成为

各类现实题材的创作源泉。因此，创作者首先要打破自

身对非洲的文化偏见，深入非洲体验在地文化和中非民

间交往生活，细腻体验个中酸甜苦辣和人性纠葛，不断

拓宽非洲叙事的广度和深度。同时，非洲本土文学发展

历史悠长，截止到目前已有渥雷·索因卡、纳吉布·马

哈福兹、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等多位获诺贝尔奖的

文学家。非洲文学可为电影人提供的素材和灵感绝不亚

于任何国家和地区，因此中国电影可学习好莱坞购买非

洲文学作品版权的做法，尝试改编拍摄原汁原味的非洲

故事。

（10）赵卫防《〈红海行动〉: 主流价值观表达的新拓展》，《当代电影》2018

年第 4期。

（11）张勇、陈远《〈战狼 2〉的非洲叙事分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期。

（12）欧阳春艳《〈战狼 2〉编剧刘毅：讲好一个发生在非洲的中国故事》，《长

江日报》2017 年 8 月 29 日第 017 版。

（13）《国外排行榜不承认〈战狼 2〉票房！原因让人尴尬》，http://

money.163.com/17/0816/07/CRUPA20G002580S6.html。

（14）《海外遇尴尬评分 2.5，遭印度网友狂喷韩国狂酸》，http://www.

iqiyi.com/w_19rvlph1nt.html。

（15）《红海行动》国外票房数据来源于 http://www.boxofficemojo.com。

（16）张英进《美国电影 85 年来华人形象的演变》， http://www.china.

com.cn/chinese/feature/667510.htm。



122

联合摄制中非合作好故事。目前的四部影片均为中

方主导的国产电影，非方参与极其有限，多为采用一些

非洲演员，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拍片模式，因而导致在

后期很难走出国门。好莱坞新近上映的《黑豹》（Black 

Panther，2018）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电影有史以来，

非洲一直是欧美电影里那个“待拯救的世界”，这一形

象反复出现并凝聚成全世界有关非洲的“定型化形象”，

遭到非洲人的诸多批评。《黑豹》则充分借助美国非洲

裔的力量，塑造了一个符合“非洲梦”的虚构国家，表

达非洲的民族性和现代文明，并在服饰、道具、场景、

仪式、音乐等方面深度融合了非洲传统文化元素，改变

了好莱坞以往的非洲负面叙事程式，在全球范围内广受

好评。该片在非洲地区更是一票难求，获得口碑和票房

的双赢。对于中国而言，在中非人文交流日趋频繁和中

外合拍片日益增多的新形势下，以合拍片形式，合作讲

述中非好故事势在必行。我们要加强对非洲电影历史和

现状的了解，从非洲电影行业吸纳优秀力量，深度参与

影片的创意、策划、编剧、制作等各个环节上来，以联

合摄制的方式（而非仅仅请几个非洲演员跑龙套）实现“文

化走出去”。

增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意识。《战狼 2》《红海行动》

在海外接受时出现的尴尬，核心问题在于市场定位和表

达方式。中国三四线城市院线的扩建，以及人口基数的

巨大优势，使得中国电影市场的容度进一步扩展。通常

一部国产电影只要把握中国观众的口味就足以获得市场

回报。然而，即便是市场定位清晰地指向国内受众，同

样也不可忽略国际接受的问题。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战略

机遇期，涉外题材容易引起国际舆论波动，因此要熟悉

西方“政治正确”的话语和非洲国家的历史，在国际话

语体系中掌握主动权。四部非洲题材电影，讲述的均为

中国人作为新来者和西方老牌殖民宗主国在非洲争夺利

益：夺宝（《终极硬汉》）、夺标（《中国推销员》）、夺人（《战

狼 2》）、夺人加夺武器（《红海行动》），并在影片最后扮

演救世主形象。这在电影制作层面无可厚非，但在国际

场域中不仅难以让非洲以及西方观众产生共鸣，更容易

留下“新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不良反响。

结语

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可能自娱自乐，也许

中国的非洲题材电影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像好莱坞同类电

影一样介入海外市场，但随着当前世界局势的变化，作

为非洲的全天候合作伙伴，中国电影人更应该放弃“他

者化”的思维，塑造出适应中非合作新时代要求的银幕

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拓展中国电影事业所必须的

外部发展空间，在各种势力角逐的国际语境中为中国国

家形象的建构起到积极作用。

（张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影视中心副

教授，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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