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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版图上，与其他非洲、中东国家的民

族电影一样，埃及电影处于颇为尴尬的身份位置。对

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谈及埃及电影，往往首先想到

的是《埃及艳后》（Cleopatra，1963）、《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木乃伊》（The Mummy，

1999）等好莱坞大片，而很少提及埃及本土的电影作品。

事实上，埃及电影的制作脉流久远，早在 1922 年英

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后，获得一定自主权的埃及便开

始大力发展本土电影业。电影史专家通常认为，1927

年出品的《莱依拉》（Layla）是埃及第一部本土电影。（1）

随后，“从三十年代开始，以开罗为中心的埃及电影

便一直雄霸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电影市场，在最高峰时

期，当地150家电影公司，每年制作三、四百部影片”。（2）

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乃至整

个非洲的最大电影生产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

响也最广，享有“阿拉伯电影之母”的称号。（3）限于

篇幅，本文不对埃及电影发展史进行赘述，而将关注

点投向 2010 年以来，尤其是深刻影响中东世界的“阿

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发生后的埃及电影。

2010 年开始，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4）影响，

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席卷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

克、也门等中东国家的一系列大规模反政府活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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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埃及电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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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阿拉伯之春”改变了埃及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也直接影响了埃及电影的叙事走向。为表述这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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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国造成巨大损失，这次浪潮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因革命的爆发有美国在背后干预，也被称为“颜色革

命”。埃及由于处于中东国家领头羊的角色，成为整

场革命的中心。自 2011 年 1 月下旬开始，埃及爆发

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骚乱、罢工等反政

府活动，随后拉开了总统下台、政局更迭的序幕，但是，

革命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好转，经济不断衰退、物价依

然飞涨，失业的人们一次次走上街头……恶性循环直

到今天还在不断上演。这一社会现实深刻影响了埃及

近十年的电影创作，本文将结合多部电影进行管窥。

一、“阿拉伯之春”：广场与街头的电影记忆

2011 年 1 月 25 日，为抗击腐败、贫困、不公，

数万民众从不同地区聚集在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的解

放广场，要求推翻穆巴拉克领导的专制政体。在人群

中，一位年轻人喊出了“我们占领了开罗解放广场（we 

have taken Tahrir Square）”，接着民众高喊“自由

（Freedom）”，这一画面是埃及“一月革命”最生动的

缩影。媒介被认为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

少自称“Facebook 青年”的示威者们利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网络组织游行群众，规模之大前所

未有（5）；另一方面，为了支持革命、传递真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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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埃及艺术家和示威民众拿起摄影机、手机记录下

这场革命，（6）并在解放广场不断播放这些视频。影

像传递出来的真实性及革命的残酷性，激发了更多民

众的愤怒情绪，于是，放映演变成了游行。这场制

作与放映的运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媒介与公众的关

系，后来被研究者称之为“开罗解放广场电影（Tahrir 

Cinema）”。（7）

这一电影运动在纪录电影《广场》（The Square，

2013）（8）中被呈现了出来。影片记录了 2011—2013 年

间埃及革命的发展过程：游行示威活动扩大，穆巴拉

克被迫宣布辞去总统一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随

后是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简称“穆

兄会”）领导人穆尔西被选为总统，直到片尾穆尔西也

倒台，抗议还在继续。影片真实记录了游行示威如何

演变为流血事件，直至军方开车碾压广场上的游行民

众，呈现出“发生在广场上的是一场战争，而非革命”

的震惊效果。

影片取名“广场”，顾名思义，强调以广场为叙

事核心。（9）广场是公共空间的中转站，它可以通过街

道向四周延伸，绵延至整个大地，通常象征的是整个

社会的面貌。在埃及革命中，有着“埃及第一广场”

之称的开罗解放广场，成为整个革命的主体舞台和空

间象征。具体到影片中，广场上人聚人散，革命继续。

借助广场的空间意象，影片试图向观众传达“阿拉伯

之春”的全貌。

在空间文化上，广场是集聚的核心，是从无序到

有序的终点，但“一月革命”在社会、政治、经济等

领域都宣告失败，最终带领埃及走向混乱和无序。为

了体现这种混乱和无序，作为城市最混乱的空间——

与广场相连接的街道，成为了埃及电影人运用的重

要意象。“街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体现了

城市的流动性、匿名性、混乱性特征。”（10）曾获得第

89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电影《碰撞》（Clash，

2016）（11）是街道意象的典范之作。影片又名《囚车大

风暴 / 冲突的一天》。片头是一个空空的囚车尾部长

镜头，字幕交代：“2011，埃及革命结束了前总统 30

年的政权，新当选的穆兄会总统更施政无能，意欲将

伊斯兰法律入宪，隔年 1700 万民众涌上街头怒吼。”

暴乱的环境中，警察把抗议的人一一塞到押送犯人的

囚车里。随着故事的推进，美籍记者、穆兄会、抗议

群众先后被塞进来。荒诞的是，到最后警察自己也因

游行示威队伍用镭射笔和催泪瓦斯攻击被迫躲到囚车

里，直至囚车最终被抗议民众掀翻。

影片在艺术上做了大胆尝试，叙事时间在一天之

内，讲述了身份地位都不同的 25 个人被关进囚车共

处 24 小时的故事；还将叙事空间限制在囚车内，所

有镜头均在囚车内完成。从空间构造上来说，与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不同，囚车不具有开放性特征，不允许

自由上下，是一种典型的规训空间和压抑符号。在这

种极端封闭空间内，影片呈现出的是一场“阿拉伯之

春”的生动浮世绘——记者与民众、记者与穆兄会、

穆兄会与民众，彼此猜测、怀疑、对抗，“举起枪杆，

以牙还牙”。囚车之外是外部动乱的世界，由于被告

知监狱人满为患，囚车只能在街道上流转，不同身份

的人不断发问“我们要去哪里？”，车子只是漫无目

的地游荡。借助手持摄影，影片成功向观众传递了革

命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情绪。

与《碰撞》一样，在 2019 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展映过的埃及电影《非凡之夜》（EXT. Night，2018）

也讲述了一个在街道漫游的故事：电影导演莫伊最近

遭遇了各种困境，命运又将他与出租司机穆斯塔法和

妓女托托纠缠在一起。整个晚上他们都游荡在开罗街

头，经历调情、拌嘴、暧昧、吃醋、聚餐、跳舞、打斗，

最终被抓进警察局。影片采取“片中片”的结构，穿

插讲述片中导演想拍的电影故事，通过现实与虚构影

像的互相交叠，缝入政治生态、街头暴动、警察执法、

阶级分层等种种社会议题，反映出当下埃及社会存在

的种种问题。

在《碰撞》和《非凡之夜》中，无论是作为权

力象征的囚车还是私有化的出租车，都没有方向，没

有终点，只是在街道上漫无目的游转。本雅明、波德

莱尔等人有关“漫游者”的性别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

效的阐释方法。“男性是都市观察者，女性是观察的

对象（时装、发型、眼神、体态、身材等），而步行街

头的女性则千篇一律地被视为‘妓女’。”（12）这一论

点在阿拉伯世界抑或埃及电影文本中都有着特殊的意

味。吊诡的是，《非凡之夜》恰到好处地将女性角色

设置为妓女形象：不同于阿拉伯传统女性的保守、压

抑形象，她丰腴、性感、擅长调情，（13）又兼具阿拉

伯女性特有的在男人面前的忍耐。在埃及，妓女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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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职业，却是不少埃及女性因为“一月革命”爆发

后无路可走的生存之道。因此，影片设置妓女形象的

背后，其实是在凸显埃及革命后的社会底层现实。从

人物关系来看，由于这一职业的特殊性，片中妓女的

存在提示出开罗街道的暧昧、诱惑、混乱，为男性角

色 / 观众的无聊和逃避现实提供了可能。片中的导演

角色非常空闲、无聊。他跟随司机和妓女在街头游荡，

而不顾自己的创作事业。阿拉伯世界是男权的王国，

片中片的结构更加凸显了一种男性的目光。透过片中

导演 / 影片导演的漫游和（双重）观察，观众得以管窥

开罗的城市现实；他的漫游无果，同样能让观众思考

埃及路在何方。

需要指出的是，与一般的街道题材电影或城市电

影不同，埃及的这类“街头电影”均以小空间展现大

社会格局，以有限的叙事时间（一天或一夜）辐射漫长

的革命现实。这些空间、时间的单一性是趋于封闭的、

非戏剧化的，某种意义上是“反”电影的。在影像风

格上，电影创作者也似乎更强调以纪录的风格（借助

手持摄影等）强调“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现实。典

型如《衣衫褴褛》（Rags and Tatters，2013）以解放

广场的真实纪录视频开头，伴随着抗议和杀戮的画面，

导演的旁白出现：“我拍摄这个电影是为了展示发生

的真相。”《非凡之夜》的导演出现在片中，他遭遇的

困惑，或许正是埃及电影导演们面对社会动荡局势的

夫子自道。

二、中东恐怖主义的幽灵

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埃及大部分游行示威群

众都是自发性的，穆兄会是唯一有组织的团体。由于

埃及革命搅乱了美国在中东的计划，“美国的计划是

支持穆兄会，因为那时它是最有可能掌权的组织”。（14）

然而，获得美国支持后，最初承诺“不参与竞选”的

穆兄会逐渐暴露夺取政权的企图。“穆兄会的计划不

只是推翻前政府，而是推翻整个国家。而推翻的结果

是极端宗教势力的渗透，使得埃及可能成为新的恐怖

主义基地。”（15）在这种背景下，反恐片成为埃及电影

的一种新类型。

电影《反恐扫穴》（El.Khaliyyah，2017）的片头

航拍开罗解放广场，由于地处开罗市中心黄金地带，

这里是埃及现代化最为典型的地方。突然，汽车炸弹

一声巨响，摧毁了现代、安宁的都市生活。在一次围

剿恐怖分子的行动中，特工赛义夫的好友阿姆鲁在抓

捕恐怖分子过程中不幸牺牲。他开启了为友复仇、歼

灭“要将这个国家烧成灰烬”的恐怖分子的英雄主义

叙事序幕。不同于街头电影的低成本小片风格，该片

借鉴好莱坞的动作片、特工片，处处彰显都市风情、

现代生活，配之以各种航拍、大卡司炫技镜头，营造

出一种阿拉伯大片风格。影片最后的炸地铁情节扣人

心弦，危急时刻，赛义夫最后一分钟手动分离地铁车

厢，拯救人质，完成英雄壮举。

不同于其他中东国家的恐怖主义影像叙事，埃

及电影往往把 2010 年底发起“一月革命”、组织暴动

的穆兄会表述为“圣战”分子，正是他们的所作所

为将埃及带向了混乱。影片《复仇逮捕令》（Arrest 

Letter，2017）将矛头直接对准穆兄会。温文尔雅的兄

弟会教长平日里在课堂上、教堂里传经，暗地里却发

动恐怖袭击，指使部下炸毁警察局、大使馆，甚至攻

击国家安全防卫部，屠杀无辜民众。影片以反讽式的

张力勾勒出穆兄会的虚伪行径。片中人物的台词“你

为什么讨厌兄弟会”“他们将宗教、政治与杀人混为

一谈”同样可以看成导演的夫子自道。作为对“阿拉

伯之春”的进一步指认，直接策划恐怖袭击的兄弟会

军事头脑哈罗德所住的公寓就正对着开罗解放广场。

他对广场的凝视（觊觎）和穆兄会在埃及革命期间对广

场的数次占领具有某种同质性。

从文化层面来说，埃及反恐片的根基在于：“阿

拉伯之春”期间，趁着局势动乱，恐怖主义在埃及兴

起，其缘由主要是境外宗教势力的干涉。（16）在影片《复

仇逮捕令》中，黎巴嫩的境外势力决定更换埃及的“宗

教领导人”，要立哈罗德为新的领导人，而穆兄会首

脑教长得知消息后，开始派人谋杀哈罗德。后者强力

反抗，将两位教长杀害，自己也被警方击毙，穆兄会

就此瓦解。具有现实关联意味的是，黎巴嫩的境外势

力命令哈罗德买下所有美元，操纵埃及的外汇；利用

社交媒体，让部下散播消息，增加人民和政府的摩擦。

影片在此无缝对接了前文所述的“Facebook 青年”；

片中“军事上的圣战的目的是捍卫伊斯兰的教义”“维

护宗教的仪式、制定伊斯兰的法律”，直至他们认可“真

主至大”，这些叙事桥段均直接指涉穆兄会在埃及革

命中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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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知识分子看来，穆兄会和基地组织没有本

质区别：“穆兄会的危险性在于：一、利用宗教夺取

政权；二、没有‘祖国’的概念，没有‘埃及’的概

念，旨在建立伊斯兰的‘乌玛’。”（17）为了指涉这一

事实，电影《三傻狂想曲》（Farce，2017）直接建构了

一个类似“乌玛”的艾玛德港国：一名美容专家、一

名毒贩和一名被洗脑的穆斯林青年在飞往黎巴嫩的飞

机上相遇，随后落到了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手里。他

们在那里幸运地通过了极端组织的测试，并赢得了恐

怖分子首脑的信任，最终协助埃及警方将其一举抓获。

影片用近乎无厘头的喜剧叙事解构了伊斯兰极端组织

的“神圣”：给无知青年疯狂洗脑讲哈里发国、天堂

和圣战，指导他们屠杀村落、发动自杀式袭击炸死无

辜民众，自己却在背后获利，所谓的精神领袖只不过

是贪恋钱财和权力的自私小人。这种局限性注定了其

走向瓦解灭亡的结局，他们的革命显然不能成功，这

是埃及“一月革命”的事实，也是这一类反恐片创作

者的基本态度。

与《复仇逮捕令》一样，影片《三傻狂想曲》中

的人物去往黎巴嫩接受“宗教指导”，在现实层面指

涉了黎巴嫩恐怖势力对埃及的干扰，在电影工业上则

反映出埃及商业电影的跨地叙事和跨国制作能力。回

溯阿拉伯电影史，埃及电影不仅在本土畅销，在中

东地区也有着广阔的市场。（18）其电影业的制作规模、

明星体系、广阔市场使其被称为“尼罗河的好莱坞”。（19）

2010 年以来，反恐大片的制作进一步彰显了埃及电影

的工业水准。

三、身体疾病作为社会失范的隐喻

“阿拉伯之春”以来，不同政权接连上台，但没

有带来稳定和发展。在社会失序的背景中，埃及有大

量文艺片开始将关注点投向身体有障碍的疾病患者，

通过疾病意象的隐喻化使用，指涉社会焦虑、传达情

绪感伤。《边缘末路》（Asmaa，2011）中的主人公得了

艾滋病 ；《超越肉身》（Ala Gothety,2012）中的人物

患有自我怀疑症 ；Aswar al-Qamar（2015）中的人物

一觉醒来失聪和失忆；《阿里，山羊与阿伯拉希姆》（Ali, 

the Goat and Ibrahim，2016）中的主人公有听觉障碍；

《审判日》（Yomeddine，2018）以麻风病人为主人公。

这些影片均通过身体创伤来达成对社会创伤的隐喻。

影片《边缘末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

Asmaa 年轻时在街头卖衣服被别的男人欺负，丈夫为

她出气，因出手过重致对方死亡而入狱，在狱中不幸

感染艾滋病；出狱后丈夫想离婚，为了拯救这个家庭，

延续丈夫的血脉，Asmaa 欺骗丈夫自己也得了艾滋病，

要求跟丈夫同房怀孕，Asmaa 因此感染上艾滋，所幸

生下的孩子平安无事。多年来，她为了保护孩子，一

直拒绝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直到胆囊发病，所有医

生都拒绝为她治疗，于是她走上电视声张权利。在阿

拉伯文化中，性是禁忌，艾滋病更是因触动宗教文化

而被规避。影片大胆选择艾滋病这个中东地区讳莫如

深的题材，有限地展示阿拉伯的性文化（片中主人公

在电视机前不愿意露脸），并非仅仅是为了挑战阿拉伯

地区的传统观念，还隐含着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意

图。美国文化学者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

“艾滋病是一个用来显示政体的不祥征兆的托辞。”（20）

它既可作为个体脆弱性的标志，又可以作为一种社会

脆弱性的不详幻象。影片拍摄于 2011 年前后，埃及

社会的脆弱性到达顶峰，直至后来“阿拉伯之春”引

发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影片某种意义上堪称是革命的

预言。

在阿拉伯世界里，肉身是上帝赋予的，不能敞开

外露，更不能公开探讨。《阿里，山羊与阿伯拉希姆》

另辟蹊径，聚焦于心理疾病。主人公是一名富有天赋

的录音师，但由于家族遗传，他经常能听到别人听不

到的恐怖声音。这种声音一旦发作，就会让他歇斯底

里地抓狂，因此陷入了惶恐、焦虑，几欲自杀。他的

这种身体焦虑同样可以读解为埃及社会转型时期精神

焦虑的某种征兆。与《边缘末路》的人物一样，他与

周围一切有疏离感，并渴望大海的自由，但他又面临

生存、创作、友情、理想等方面的压力。这一人物形

象有力地揭示出转型时期埃及社会文化空间多元混陈

的异质性和矛盾性。

作为社会失范的隐喻，《审判日》处理得更加极致。

全片除了一个小孩，其他均为特殊疾病患者，影片结

构了有关埃及社会的一整套象征系统。主人公是一个

麻风病人，在北非的沙漠空间意象中，影片呈现出卡

夫卡式的荒芜绝境，用冷峻的镜头语言表现着这个无

望的世界。影片开场就是麻风病人在巨大的垃圾场拾

荒的孤独意象。他自小被遗弃在这里，无依无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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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癫痫病的老婆去世后，他决定上路寻找自己的家

人。作为一种时代的征候，疏离感和感伤情绪布满整

个叙事过程。他不能坐汽车或火车，只能孤独地驾着

马车。远处汽车、火车来来往往，都与他无关，直至

最后连马也死了。在一顿推搡中，他发出了“我也是

个人啊”的呼喊。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设问，埃

及“一月革命”后，政治家轮番出场，社会经济没有

发展，谁来关心底层民众？影片最后，主人公质问父

亲为何抛弃自己的场景颇具仪式感。费劲周折的他如

愿见到父亲，不料年迈的父亲早已中风。如同埃及腐

朽的政权体系一样，父亲形象成为影片对埃及社会结

构病态化的进一步隐喻。作为年轻一代的象征，麻风

病人只能选择再次上路。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的失范往往是社

会失范的象征。无论是《阿里，山羊与阿伯拉希姆》

还是《审判日》，两部影片均为无父的家庭结构。父

亲的缺席是他们生命成长的重要叙事，构成了他们生

活不稳定、晦暗不明的重要原因。在阿拉伯文化里，

父亲往往象征着权威，体现在 2010 年后的埃及，则

可转喻为国家连续换总统，但合格总统 / 父亲始终缺

席。影片由此构成了一则现代埃及社会的寓言。

埃及电影表现身体病痛或创伤并非进一步揭开社

会伤疤。这些埃及电影通常塑造了一个对抗疾病的神

话：《边缘末路》中的主人公排除非议，在电视上道

出自己的身份和秘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同样

患有艾滋病的病人带来希望的曙光，成为了埃及的“英

雄”；《阿里，山羊与阿伯拉希姆》中的录音师失业后

选择上路，完成自我救赎；《审判日》中的主人公找

到父亲后再次离开，寻找属于自己的家。英国社会学

家克莱夫·塞尔（Clive Seale）指出，大众媒体常常将

疾病塑造成一种媒体景观，即聚焦日常生活中的普通

人，展示他们用超乎寻常的能力去面对病痛，以达到

不让大众失望的目的。换句话说，这种普通病人与逆

境抗争的超凡能力亦能够让观众在焦虑之后实现软着

陆。（21）埃及电影中为改变现状的抗争神话给观众对

现实中的诸多不满提供了疏解通道，以想象的方式提

供了治愈埃及社会种种焦虑的一种途径。

结语：电影作为时代镜像

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有句名言：“电影都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22）放

眼全球，优秀的创作者往往围绕重要历史节点进行叙

事，尤其对表述重大历史变革跃跃欲试。“阿拉伯之春”

后，如何表述这段历史，就成为阿拉伯电影人的新挑

战。“2011 年兴起的大众游行的最终结果走向依然不

明晰，但这一系列事件毫无疑问地重塑了阿拉伯电影

人自此之后的目标和野心。”（23）埃及作为阿拉伯电影

之首，显然不能缺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提及的影片不能代表埃及

电影的全部，而仅仅是“阿拉伯之春”影响下一些比

较重要的创作，也有学者称之为“埃及新电影”。（24）

这类影片，无论哪种题材或类型，都是立足于埃及持

续动荡的局势，对革命持批判的态度，都充当着解构

“阿拉伯之春”的角色。从生成机制来看，在革命发

生之前，埃及电影的剧本通常要经历严厉的审查修改；

在革命发生后，埃及的电影审查放宽松一些，并允许

批判前执政领袖，（25）因而为这些影片的问世提供了

土壤。今天看来，这些影片不仅是中东社会冲突的重

要文化记忆，也可以让本土观众和外部世界进一步了

解“阿拉伯之春”的真相，这是电影的文化价值所在。

随着埃及社会的发展，他们的表述将毫无疑问地照进

历史之光，不仅仅是电影史，而且是阿拉伯国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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