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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非洲的游牧美学
——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萨柯的电影创作

  张勇

提要  

非洲著名电影导演

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萨柯

辗转于欧洲与非洲之间，

迁移、离散构成了其电影

的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跨文化思考与表达，但

也遭遇了其他非洲电影人

所面临的身份困境。如何

既认清突出自己的创作原

点，又不拘泥于某一特定

的立场和观点、利益和诉

求，尽可能用多元而切实

的视角观察社会和思考人

生，是希萨柯所力图创造

的新型游牧美学。

张勇

北京电影学院2015届

电影学博士，浙江师范大

学非洲研究院教师，非洲

影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主要从事非洲影视研究。

“我是一名电影人，从未真正离开我的土地，因为我携带着它。而电影就

是一种凝视，为我们的生活、教育等所锻造的凝视。” 1

——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萨柯

在世界电影版图上，非洲几乎是最薄弱的一块，而近些年在这块神奇的土地

上却涌现出了一颗耀眼的明珠，他就是来自毛里塔尼亚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萨

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频频在戛纳亮相，在世界各大电影节攻城拔寨，新作《廷

巴克图》更是让他名声大躁，他的出现让我们注意到非洲电影独特的美学。

游牧美学风格

希萨柯的首部长片《生命到底是什么》以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创作完成。依

据导演本人的说法，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是要在一个有关新千年的系列电影中

加入一部有关非洲大陆的电影，以表现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非洲人的生活和

西方人有何不同  2 。为达到这个叙事目标，影片着重展现了非洲不同的人物和

空间：一个永远有人在等电话的邮局；一个贴满白人图片和海报的广播电台；一

个摄影师独自忙个不停的照相台。这些人物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影片本身也没

有完整的情节线索，整部影片看上去就像是非洲人本真生活状态的情景再现。

这种叙事风格在希萨柯后来的电影中得到了延续。第二部长片《期待幸福》中的

人物结构同样以散状著称，忧伤而魅惑的娜娜、年长的巧手工玛塔、浓眉大眼

的乐观小孤儿、往事忧伤的女人、默默付出的老者、一对弹唱歌曲的母女，人

物依然众多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影片看上去以即将离开非洲的青年男子

阿布达拉（Abdallah）来到小镇告别母亲为主线，但随后的叙事发展并没有把他

和片中其他人物联系起来。他们各自独立出现，彼此之间没有对话，没有情感

纠葛，亦没有矛盾冲突。第三部长片《巴马科》中的人物同样找不到必然的联系，

尽管它以一个法庭戏为主体，但影片充满了小孩洗澡、妇女劳作、新人婚礼、

老人葬礼等像是生活常态且无内在联系的片断。最新力作《廷巴克图》中的人物

结构依旧如此，衣着鲜艳的疯女人、唱“罪恶 rap”的青年男女、踢着没有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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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球赛的非洲男孩、迷醉地慢舞的宗教极端分

子……一切看似毫无逻辑，甚至没有必要，这种

散状的结构成为希萨柯电影的一大特点。

在笔者看来，希萨柯电影的散状结构，与他

的创作习惯有关。在正式开拍《生命到底是什么》

之前，希萨柯没有剧本，只有一份两页纸的文字

说明，他的创作方法是就近邀请一些人讲述自己

的故事然后进行拍摄。影片中的演员和场景均为

就地取材，不但希萨柯本人出演 Dramane（这个名

字来源于希萨柯的姓），希萨柯的父亲出演片中的

父亲，影片中的非洲场景就是他父亲居住的村庄

的真实场景，而来来回回的群众演员就是一帮村

民们按照自己生活的模样进行表演。《期待幸福》

中，希萨柯继续着他那王家卫式的即兴创作方法：

不提前写剧本；片中主要人物均由现实中的村民扮

演，他们在银幕内外有着同样的姓名、同样的生活。

卡特（Khatra）——年轻的男孩，希萨柯原来并没

有准备拍他，但在拍摄时他恰巧来到了拍摄现场，

看到摄制组后感到很新奇、很兴奋，希萨柯为了

让小男孩高兴，便让他在摄影机前面每天都做点

事情，后来在剪辑时用了他的大量素材。在这种

创作状态下，希萨柯的人物与故事往往是很难凝

聚在一起的。

从客观层面来说，希萨柯创作风格的形成首

先源自于毛里塔尼亚的电影基础条件。“考虑到不

可预知的制片情形——在一个没有电影工业的国

家拍片，加上当局管理死板僵硬、自然气候艰苦，

一个不固定的剧本恰恰可以灵活应付这些困难。” 3

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成长经历相关。希萨柯出生

在毛里塔尼亚，生长在马里，游牧民族的个性与

成长经验使得他在进行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体现出

一种与生俱来的随性：选择演员不循规蹈矩；对话

台词临场发挥；影片叙事如同游牧生活一样，呈现

出散点化、流动性的特点。然而，希萨柯并没有

使他的电影流于平庸或者简单化，他能够让非洲

电影频频亮相于世界舞台的魅力正在于形散而神

不散。他往往能够利用叙事表面上的生活化、自

然化、散点化来传达他的电影主题：《期待幸福》通

过人物之间的不对话、不交流，表现出男主角在

这片陌生的环境中和当地居民的格格不入；《廷巴

克图》通过不同人物的刻画，把形成生活的常态和

铁幕般的压制进行映照对比，进而传达出在极端

主义统治下非洲居民生活的悲凉。

形散而神不散更在于希萨柯身上具有非洲艺

术家特有的浓烈诗意，这不仅得益于他游牧民族

的成长经验，还受惠于苏联的电影教育。他精心

习得了苏联电影所擅长的对氛围的营造，特别是

塔尔科夫斯基等人  4 的诗性叙述。因此，他的作

品虽然结构松散，但极力捕捉这片无声土地的细

微声音，这使得他的电影如同一篇篇散文诗。观

摩他的电影很少会有观影障碍，因为他的电影台

词很少，他侧重的是画面的诗意，他通常描绘他

所熟悉的家乡环境，那是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空间：

一片荒凉、绿荫甚少、低矮的土房、简陋的市集、

并不宽裕的生活，一如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但希

萨柯没有用好莱坞式的方式表现这个每年超过一

半的时间都笼罩在沙尘暴中的西北非国家的环境

恶劣，而是赋予了这片空间无尽的诗意：漫天的黄

沙、碧绿的海水、永不停歇的风，就如一幅色彩

艳丽的风景画，镶嵌在毛里塔尼亚。他的电影画

面以唯美著称，摄影上讲究光线柔和、色彩饱满。

被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景、物，均以暖色系中

的红、黄、红棕为主，给观众以温暖的感觉。

配合着散文诗一样的叙事结构，美丽如画的

影像风格使得希萨柯电影一反非洲相关电影暗沉

来自非洲的游牧美学——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萨柯的电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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聒噪的刻板印象，让观众感受到非洲独特的风物

人情之美。在这片一望无际空旷的土地上，在荒

凉的黄沙牵引下，蒙在面纱后的美丽脸庞却散发

出它独特的魅力——游牧民族那神秘而富沧桑感

的历史，让看惯了现代都市繁华的观众沉浸到那

纷繁缭绕的历史恒河里。在希萨柯看来，非洲不

只有动物，更拥有美丽和文化，因此要做的就是

如何锻造不同于好莱坞的非洲影像。在电影文本

中他常常借电影台词夫子自道“没有任何一个种

族可以垄断美丽”、“这里不是好莱坞”，因此，他

以非洲本土电影人的姿态尽可能真实地还原非洲、

展现非洲，重新引领观众凝视非洲那一片热土。

希萨柯说：“当你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你需要超

越自己，承担风险。我属于非洲，所以我身上有

一种责任感，没有别的地方的导演能够比非洲导

演更了解非洲。” 5 因此，他的电影一方面以散状的

方式尽可能多地呈现更多的人物，以达到每一部

电影都是一张非洲群像图谱，每一个人物的身体

形象都美丽动人的目的；另一方面尽可能地让每一

帧画面都充满诗情画意、充满美感，从而增添非

洲的能见度。

跨文化写作

在一次采访中，希萨柯谈到：“电影，无论是

拍电影或其他创作行为，都是一门研究自己的艺

术。从你所知道的、所经历的、所去往的地方开始，

是非常重要的。” 6 希萨柯出生于毛里塔尼亚，幼

时举家迁移马里，成人后赴莫斯科学习电影。上

世纪 90 年代初定居法国，在欧洲与非洲之间辗转

往来创作，他的作品常常游荡在流亡、迁移当中，

打上了深深的个人传记烙印。阅读他的作品，不

仅可以收获一次思想盛筵的款款邀请，更能享受

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

希萨柯丰富的跨文化经历是他创作的起点，

并构成了日后电影创作的主题：全球化与离散叙

事。他常常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取材，毕业后首

部作品《十月》根据他在莫斯科求学的经历创作而

成，讲述一个非洲青年遭遇警察搜查身份时受到

白人女子帮助并与其相爱但无疾而终的故事。与

片中非洲青年一样，希萨柯也曾拥有过一段与当

地白人女子的爱情，就像当时接受苏联教育援助

的很多非洲学生一样，但由于担心父亲反对，他

后来放弃了。这部影片奠定了他日后创作的基调：

自传色彩与身份叙事。希萨柯自编自导自演的《生

命到底是什么》被评论界认为是直接献给他父亲的

作品。片头一位父亲在读信：“离开，我的心中燃

烧着激情；离开，我将带着新鲜和朝气回来；在我

的国家，告诉我的国家，我的血液里渗透着谁的

尘土；我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又回到了你的

创伤”。影片叙述的是希萨柯从欧洲回到非洲看望

父亲的过程，影片中不断出现他在街道上写信的

画面，画外音传来导演的内心独白——“我想回

到我的家乡索科洛（Sokolo），想用镜头拍摄我的家

乡，我将尽全力拍摄这种欲望。”希萨柯如同一个

吟游诗人，感悟漂泊迁徙，感悟空间叙事。一方面，

他作为导演返回家乡拍片；另一方面，他饰演片中

人物返乡看望父亲；前者是现实的记录，后者是虚

构的故事，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希萨柯多重

离散身份的丰富内涵。而作为第一次返乡的个人

书写，希萨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小镇里的漫游者，

骑着自行车无目的地穿梭，因为，自行车在非洲

是一种常见的漫游工具，更是希萨柯对童年时光

的素怀。在希萨柯的回忆里，与父亲关系的一个

节点就是自行车，希萨柯小时候的梦想便是拥有

一辆自行车，但无论自己乞求过多少次，父亲从

未答应，因为给他买了其他孩子怎么办，那时的

希萨柯不理解，直到后来他才明白父亲的苦衷。

因此，希萨柯在第一部返乡之作中，便以自行车

为主要意象进行个人身份书写 7 。

希萨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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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背井离乡的游牧之子，希萨柯常常

在作品中设置各种各样来来往往的移民形象。在

同样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期待幸福》中，希萨柯

虽然没有自己出演，但设置的男主角阿布达拉与

希萨柯本人有着同样的经历：出生在毛里塔尼亚，

成长在马里，只会讲班巴拉语（Bambara）而不会当

地的哈桑语（Hassaniyya），他的到来只是为了日后

与母亲的告别。希萨柯在创作这部影片时同样从

自己的生命经历中取材，青少年时期的他经历家

庭变故，父亲返回马里的索科洛（Sokolo），他搬到

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和母亲一起生活，在

那里他被当作异乡人来看待，和片中主角一样，

不会当地的哈桑语、不习惯穿当地服装。为了让

他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希萨柯的外祖父把他的名字

由原来的哈米德（Hamid）改为希萨柯（Sissako） 8 ，因

此，身份的疏离在儿时希萨柯的心灵里打了烙印，

尔后在白人世界苏联、法国学习、生活，更进一

步加深了他的体悟，“在那里（莫斯科）他们能随时

自由地拜访彼此，但我却不被允许，因为我是一

个外国人，我唯一能拜访的人是我的马里朋友” 9 。

而在更广泛的文化图层上，这种身份疏离对于饱

受自然灾害、战争创伤的非洲人民如同家常便饭，

但是，家始终是心之所在，也是所有离散电影的

叙事主旨。片中，有一位具有象征意味的角色——

中国人，他在片中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是：在一

个 KTV 包厢对着一位非洲美女深情演唱“何日能

重返我的家园”。尽管在观看这一段的时间里，我

们有着强烈的文化错位感，类似的当下描述在贾

樟柯的电影中可以反复看到，但在这里，种族身

份的差异被无形地消解了，我们体会到的不仅是

片中远在非洲的中国人对故乡的思念，更是彼时

离散在欧洲的希萨柯导演的心声。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希萨柯，特别是欧洲长期

生活经历的熏陶，使得他往往善于进行跨文化思

考。《期待幸福》中随处可见对现代化之于非洲传

统生活的冲击的表达：当地人从中国商人的手上买

或者换各种新奇的玩艺儿；小镇歌厅里面可以点唱

中国的流行歌曲；电视上展现着欧洲的生活；人们

在讲述着自己在欧洲的经历；电影的主人公则正准

备移民到那里，开始自己新的生活。非洲的一切

均已远离农耕或者牧猎的传统。作为导演的希萨

柯，以淡淡的忧郁来哀叹着传统不再，感慨着民

族的特色被西化，感受着家乡的异质文化带来的

不舒适感。片中中国男子后来吟唱的“希望你呀，

希望你，希望把你把我忘记，我又爱你我又恨你”，

这更像是一种海外游子对故乡非洲的复杂情感的

直接抒发，在非洲的血缘关系和艰难现实之间，

注定有一场激情的疏离。片尾，阿布达拉厌恶了

小镇的生活之后，毅然决定离开，他孤小的身影

屹立于宽阔的沙漠之中，想往前爬又爬不动，一

个男子过来给他点了根中国香烟后走了，茫茫的

沙漠中只剩下阿布达拉渺小的身影，他的孤独恰

如希萨柯这个游牧之子在非洲的孤独：《期待幸福》

拍摄最后一天，希萨柯的母亲不幸离世，拍完影片，

他带着无尽的忧伤离开了母亲 / 非洲。

观摩希萨柯的电影，不仅可以细细体会到他

的乡愁离绪，更能清晰地倾听到他以影像的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非洲游牧民族的历史和心灵

世界的心声。“游牧”，常常让人联想起历史典籍

中草原族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

曾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下精彩恢宏的一笔，推动

了所谓“全球化”的初始发展。然而，在当下这种

被工业和知识双重殖民的社会里，作为生产方式

的“游牧”已经被逼上绝路，走向尽头。在这种颇

具悲剧色彩的社会氛围中，希萨柯作为一个地地

道道的牧野之子，吹响了捍卫“游牧”的号角，他

的矛头不仅要批判现代化、全球化，更深入历史

纵深处刺向非洲的殖民旧主——欧洲。《期待幸福》

中，进入非洲的广播电视画面构成了绝妙的互文

本——“远离欧洲，欧洲正在痛苦地尖叫，当欧

洲缺乏资源时，便开始扩张”；“非洲的灾难比其他

地方严重，我们的不幸是欧洲造成的”。对欧洲带

来的伤害的思考及批判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影片《巴

马科》中，在这一出非洲人民和西方政经集团的

法庭对决戏中，希萨柯将非洲作为原告，把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为被告，展开了一

场声色俱厉的辩论。片中一位证人说：我们把一切

都给了北美，给了欧洲，他们强奸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只留下了很少的余地进行自我言说，最后他

们却告诉我们，黑人是懒散的。因此，希萨柯所

做的就是重新建构世界观众之于非洲的想象。有

意味的是，希萨柯并没有止步于表面的直接言说，

而是以电影化的方式进行批判。他将法庭设立在

一间庭院，在法官、证人轮翻上阵辩论之余，庭

院居民照常生活、出入自由。法官与律师们正规

正矩的制服与居民的随意的着装进行反衬。在大

来自非洲的游牧美学——阿卜杜勒拉赫曼·希萨柯的电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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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院的乱七八糟摆放的生活用品、染坊的布料染

缸、劳作的工人的身影、婚礼仪式、听证席上母

亲给孩子喂奶等平常生活景象的衬托下，整个诉

讼过程显得那么荒诞滑稽，其法律的严肃感、神

圣感如那些在非洲高举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的援助行为一样，被名正言顺地消解，

西方的虚伪与丑陋在魔幻现实主义的非洲舞台上

被一览无余。

身份的暧昧性

希萨柯在文化立场上立足非洲批判西方，深

入思考非洲的创伤，为非洲发出自己的声音，这

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电影的工业复杂性决定了他

的声音注定是一出交响乐。一方面，他利用真实

而又美丽的影像展现不同于西方电影镜头下的非

洲，不遗余力地让世界看到非洲的不同面相，听

见非洲的声音；另一方面他在批判西方的时候又不

得不考虑西方的市场及接受度，这使得他的电影

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以新作《廷巴克图》为例，在

近些年的全球舆论环境中，有太多的声音让全世

界的人听到宗教极端主义对西方世界的伤害（比如

去年的马里丽笙酒店恐怖袭击事件和今年的比利

时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却不知受到伤害最大

的却是北非、西非、中东国家。然而他们的声音

不仅未被听到，而且正逐渐与极端主义混为一谈。

因此，希萨柯希望创作这部影片来述说这些不为

人知的伤害。影片中表现极端分子对欧洲的伤害，

仅以一个欧洲人被绑架的一闪而过的镜头加以展

呈，而绝大部分内容叙述着绑架了宗教教义的极

端“圣战”分子对非洲平民的迫害，“这个地方没有

音乐、没有香烟、没有舞蹈，甚至，没有笑声”，

希萨柯始终以隐忍克制的电影镜语让世界观众看

到了长期被遮蔽的真相。然而，在这种真相的背

后，却有另一个真相，“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

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影片拍摄的时间恰好

在 2013 年初法国代号为“薮猫”（serval）的军事行

动介入廷巴克图之后，这种时间上的吻合，让希

萨柯的努力遭到了垢弊。批评者认为《廷巴克图》

太过西方视角，把“好的穆斯林”和“坏的非真正

的穆斯林”对立起来，以此迎合西方政治观，表述

廷巴克图的“被法国解放”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其实，有关《廷巴克图》的批评只是希萨柯及

其所代表的非洲电影人在全球电影话语体系中的

尴尬位置的一个缩影。身为电影人，他面临的最

大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带来的身份困境。目前，包

括毛里塔尼亚在内的非洲大陆普遍缺乏电影发展

所需的基础与氛围，非洲电影很少能得到官方或

商界支持，因为，世界各国的电影发展水平基本

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非洲亦不例外。非洲

经济发展靠前的国家南非、尼日利亚亦是电影工

业发展最快的国家，而毛里塔尼亚等非洲国家仍

然极为贫困，在基础建设和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的

情况下要予以电影资助，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不难发现，希萨柯的电影中通常有 2 到 3 个不同

国家的制片公司以及来自 6 个及其以上的资金支

持实体。而“任何获得资助的非洲电影都必须满足

各种各样、彼此分离的外国需求和兴趣，它必须

遵循欧洲准则来构成一部‘非洲的’电影。”10 而更

为严峻的是非洲本土电影院建设之痛，“非洲这一

片大陆 90% 的人居住在偏远的地方，没有电，没

有电影院。”11 且少数有电影院建设的地方，排片多

为海外电影所垄断，当地观众只喜欢好莱坞和香

港功夫片。希萨柯曾说，“非洲电影的发行为零，

如果你想要确认它真的发生，譬如在布基法纳索，

你得和垄断网络作斗争。而在法国，我有义务找

出我自己的人民在哪，在贫民窟和他们一起拍部

关心我们所有人的电影；在非洲，哪里能看到非洲

人和关心非洲人拍的电影？当前形势下，不管我

在巴黎抑或努瓦克肖特（毛里塔尼亚首都）拍电影，

很显然，我的祖国人民不会看到。长期下去，这

就等于一种慢性自杀。”12

与法语非洲地区诸多导演一样，希萨柯依赖

法国的市场和支持。以《廷巴克图》为例，影片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在法国开始公映13，截止到笔

者 2015 年 4 月 7 日到达巴黎调研，多家电影院依

然在排此片。在位于法国著名的蓬比杜现代艺术

中心旁边的 MK2 Beaubourg 影院内，售票员告诉

笔者，在 2015 年 2 月影片横扫法国国内电影界的

最高奖——法国凯撒电影奖（有“法国奥斯卡”之

称）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七项大奖之后，法国

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不少观众来影院重

新观看影片。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著名电影网站

（http://www.allocine.fr）上，影片的 DVD 版本也在

同步售卖着14。电影节、院线、DVD，三位一体，

法国发达的电影文化氛围为希萨柯等非洲电影人

提供了足以生存的土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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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片在非洲遭受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在非洲

本土最大的电影节——瓦古杜加泛非电影节上，

布基纳法索有报告称这部影片可能因为当局者出

于安全问题的考虑被撤出电影节。15 同一部影片，

在非洲和法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待遇，一边是叫

好又叫座，一边连展映都面临被封杀的风险，希

萨柯如何是好？16

更 值 得 玩 味 的 是，《廷 巴 克 图 》以“法 国 电

影”的名义问鼎法国电影最高荣誉奖台——有着

“法国奥斯卡”之称的“法国电影凯撒奖（César 

Awards）”，而在同一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奖

列表上，《廷巴克图》却标注“毛里塔尼亚电影”，

以非洲电影的名义“申奥”。同一部电影，一会是“毛

里塔尼亚电影”，一会是“法国电影”，时而利用非

洲身份发声，时而攀附欧洲身份平台，希萨柯显

然在扮演着“文化两栖人”的角色。这其实关系到

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心态的问题，萨义德指出，

后殖民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文化两栖人。之于希

萨柯而言，成长于后殖民地土壤和语言之中，希

萨柯电影确实具备法国电影的某些属性，有着身

份的二重性可以理解。但是，非洲本土观众却对

此发出了猛烈的抨击，“如果非洲电影像欧洲人一

样讲话，如果它要成为一个法国电影，那就让法

国人拍这个电影就行了。”17  当一个非洲电影人不

能够为非洲本土观众所认同时，他是否还是非洲

 1 10   Roy Armes: African Filmmaking: North and South of the 
Sahara.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191，57. 

 2  3  A l i s o n  J . M u r r a y  L e v i n e : “ P r o v o k i n g 
situations”:Abderrahmane Sissako’s documentary 
fiction,Journal of African Cinemas,Volume 3 Number 
1,2011:95，98.

 4  6   Christian Niedan: 《Meeting Sembène: An Interview with 
Abderrahmane Sissakoane Sissako》,http://africasacountry.
com/meeting-sembene-an-interview-with-abderrahmane-
sissako/, 2013 年 06 月 14 日。

 5   时光网：《透过镜头走进真实非洲：〈廷巴克图〉亮相戛纳

电影节收获尊重》

      http://news.mtime.com/2014/05/15/1527528.html。
 7  8    9   Lieve Joris:Mali Blues: Traveling to an African Beat.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1998:93，94，104.
11 17 Nwachukwu Frank Ukadike ：Questioning African Cinema: 

conversations with filmmake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154，266.

12   Michael T. Martin: Cinemas of the Black Diaspora: Diversity, 
Dependence, and Oppositional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340.

13   http://www.allocine.fr/film/fichefilm_gen_cfilm=225923.html
14   http://www.allocine.fr/film/fichefilm-225923/vod-dvd/
15   http://www.france24.com/en/20150227-film-timbuktu-

african-film-festival-fespaco-jihad-sissako-islam/
16   参见拙文《“电影节的魅惑”——西方电影节与非洲电

影的文化身份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

的导演？这是一个问题。

结语

指出希萨柯的困境，并非否认他的电影贡献，

而是把他放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来理解非洲电影的位

置与未来。事实上，希萨柯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

非洲电影的困惑，更是世界各民族电影尤其是第三

世界电影正在遭遇且必须应对的全球化难题。实际

上，作为非洲电影人，希萨柯从不局限于非洲电影

本身，而是强调一种大电影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

非洲、欧洲、中国、美国，一切皆文本，一切皆为

我所用。之于中国观众而言，不难从他的电影中找

到认同，中国人物、中国商品、中国歌曲、甚至中

国古语“谦受益，满招损”等等，他都信手拈来。在

意义指向上，他也从不为非洲而非洲，而是立足非

洲、放眼全球，他的电影关怀都在努力超越疆域分

野，从人类本身进行发问。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努

力探索一种全球化时期的新型“游牧”模式，那就是

有无可能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立场和观点、利益和

诉求，而尽可能用多元而切实的视角观察社会和思

考人生？当然，希萨柯的电影创作受限于方方面面

的束缚，他的探索还不尽完美，但他所显露出来的

超脱于非洲诸多本土电影的视野和大气，已经足以

使他成为沟通非洲与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成为非

洲大陆最重要的电影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