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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大部分国人来说，非洲是块遥远的大陆，

却很少会对坦桑尼亚感到陌生。回溯历史的长河，从

郑和下西洋到新中国第一大援外工程——坦赞铁路，

坦桑尼亚与中国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在影视领域，

坦桑尼亚同样是中非交流的“桥头堡”。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

片厂就陆续派摄影师到坦桑尼亚拍摄了《坦桑尼亚军

队的光辉》《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等纪录片 ；近

年来，中国影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夏洛特烦恼》

等成功走进坦桑尼亚，开启了中非影视合作的新征程。

在中国电影产业升级转型和中非人文交流的时代背景

下，了解坦桑尼亚电影的历史与文化成为一种必要。

一、 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机器：

从英国殖民时期到尼雷尔时代   

电影到达坦桑尼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经

由南非、印度和欧洲的商业网络辐射过来。在达累斯

萨拉姆和桑给巴尔，人们用帐篷搭建起来的简易电影

院实现了最初的放映。（1）1916 年 8 月，一位在桑给巴

尔从商的斯里兰卡人 Hassanali Adamji Jariwalla 建

造了坦桑尼亚第一座固定电影院——桑给巴尔电影院

（Zanzibar Cinema/White Tent）。（2）尽管有了电影放

映场所，但彼时的坦桑尼亚受到欧洲殖民宗主国的严

格控制，殖民者坚信电影可以用来教化未开化的非洲

人，（3）于是开始实施“班图教育电影实验计划”（Bantu 

Educational Kinema Experiment），集中拍摄具有“教

育”意义的教育电影，鼓励非洲人“安分守己”。殖

民电影的大力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殖民政

府于 1939 年组建了一个殖民电影组织（Colonial Film 

Unit），专门拍摄和发行战争宣传电影。（4）在这种殖

民统治下，坦桑尼亚没有独立的制片，电影只是充当

了殖民意识形态机器。

由于没有本土影片的供给，坦桑尼亚早期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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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放映的绝大多数影片由欧洲、美国或印度电影人制

作，尤其是那些包含轻音乐、爱情故事、喜剧故事、

侦探故事，又能为观众容易理解、兴奋、震撼的电影。

随着电影这门杂耍艺术在坦桑尼亚的影响力逐步提

升，一个由 12 人组成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

该委员会全部由欧洲白人组成，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审

查 ：一是删除任何描绘欧洲与非洲战争以及可能造成

非洲人有关欧洲暴力联想的内容（5）；二是严格审查那

些裸露的、不道德的镜头，任何有关欧洲与非洲人通

婚的电影一律禁止放映。于是，坦桑尼亚早期的电影

业被殖民者全面控制起来了。

除了来自欧洲殖民者的控制，坦桑尼亚早期电

影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印度左右。来自坦桑尼亚的历

史研究告诉我们，印度人一直积极介入坦桑尼亚当地

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把控

着坦桑尼亚的经济命脉。（6）欧洲殖民者在制片、审

查、放映方面的声色俱厉给了印度电影一定的发挥空

* 本文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2016 年赴非调研课题“中国与坦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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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敏锐的印度商人抓住了非洲人与印度人生活方式

较为接近、都偏好歌舞传统的特点，在达累斯萨拉姆

和桑给巴尔建设了一系列商业电影院，大量引入印度

电影。肤色接近、载歌载舞的印度电影一经引入后就

深得坦桑尼亚人民的欢心。一项来自 1949 年的数据

显示 ：1949 年 1—6 月，坦桑尼亚共上映 173 部电影，

其中 92 部美国电影，27 部英国电影，47 部印度电影，

7 部阿拉伯电影，而在票房收入方面印度电影甚至要

比美国电影好。（7）不难理解，在种族歧视、黑白对立

的语境中，灌输式教育的欧洲电影容易使坦桑尼亚民

众产生排斥、反感情绪，而在夹缝中生存、强调娱乐

属性的印度电影却给了他们一种新的轻松的选择。在

黑暗的电影院里，印度电影犹如一个做梦的、旅行的

想象空间，年轻夫妇观看着浪漫的印度电影，忘却了

现实的烦扰。（8）因此，一部印度电影上映，通常两个

小时就卖完了所有电影票。（9）以至于后来审查委员会

迫于压力吸纳了不同肤色的成员，欧洲电影由欧洲人

审查，印度电影由印度人审查，阿拉伯电影由阿拉伯

人负责审查，（10）但非洲人从未被赋予禁止任何英国

电影或美国电影上映的权力。这项带有种族歧视的法

令在弥漫着自由民主思潮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不断受到

攻击，坦桑尼亚民众开始提出要将电影审查转向审查

欧美电影对非洲人的错误呈现，并号召非洲人民不要

允许欧洲人拍摄自己。（11）然而，在殖民统治的时代，

所谓的“电影自由”不会有任何结果，充其量不过是

一次高分贝的呐喊而已。

转折出现在 1964 年，为一代中国人所熟悉的坦

桑尼亚国父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将坦噶尼喀

和桑给巴尔合并组成新的联合共和国，宣告新的坦桑

尼亚诞生。政治的解放带来了电影的解放。这个新生

的政体实行社会主义体制，宣布建立坦桑尼亚电影公

司（Tanzania Film Company）接管所有的电影进口和

发行业务，并逐步实行国有化。其首要工作是控制外

国电影在坦桑尼亚的发行，认为外国电影宣传的生活

方式与本国发展现状不相吻合。（12）与新中国的情形

一样，这个新生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批判欧

美电影的遗留影响，批判欧美电影对非洲文化的破坏

性影响，要求重新制作本土电影 ；另一方面，新生的

政府亟需利用电影完成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表

述，利用电影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唤醒他们的民族

解放意识。

尼雷尔总统实行具有坦桑尼亚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提出了新社会主义的概念“ujamaa”，强调社会生

活自给自足，电影也不例外。在意识形态的对立阵营

中，表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中国电

影、朝鲜电影以及北越电影被坦桑尼亚政府认定为学

习的标本。在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浪潮中，国营电

影公司很快制作出了第一部电影——《人民的选择》

（People's Choice）。熟悉中国电影史的人不难理解，

这一片名与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意识形态宣传目

的如出一辙。与新中国一样，要实现电影领域的自给

自足，就要发展出一个完善的本土电影制片业，而这

个新生的、贫穷的非洲国家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

等方面的多重困难。长期的殖民电影体系并没有培育

出满足坦桑尼亚自给自足需要的技术人才，现实的国

家经济困难情况也没有可能安排足够的资金来应对。

于是，坦桑尼亚之后的电影制片业依靠国际援助，丹

麦援助建立了一个视听机构来专门为非洲社会主义农

村拍片服务，朝鲜、中国先后派了很多新闻纪录片摄

影师去进行行业交流。（13）尽管依靠国际援助与国际

合拍，坦桑尼亚缓解了技术方面的困难，但这些宣教

色彩浓烈、娱乐成分极少的影片在国家独立之初由于

适应时代理想需要受到了一定的欢迎，不过很快就为

早已为习惯了外国电影口味的观众所冷淡。70年代起，

尼雷尔总统在坦桑尼亚大地实施“文化大革命”，所

有文化艺术活动被进一步要求为国家服务、为教化民

众自给自足服务，电影院的生存空间被再度挤压，衰

落的命运不可避免地降临。80 年代，坦桑尼亚遭遇经

济危机，国营电影公司倒闭，（14）一个时代结束。由

殖民意识形态转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坦桑尼亚电影

业不增反衰，一场新的电影变革呼之欲出。

二、新的教育空间：坦桑尼亚录像电影革命

90 年代起，随着全球技术的进步，一场被命名

为“诺莱坞”的尼日利亚录像电影运动席卷非洲大

地，坦桑尼亚观众随即发现了这种不用去电影院、在

家就可以观看的电影形式，并迅速拥抱了这场美学革

命。与此同时，1985 年开始，坦桑尼亚政府实施新自

由主义政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解除了禁止进口录

像带的禁令，大量录像带电影和装置设备开始涌入。（15）

1995 年，卡西姆·埃尔·西亚杰（Kassim El-Siagi）

制作了坦桑尼亚第一部录像电影 Shamba Kubwa，

并迅速为早已爱上“诺莱坞”录像电影的观众所接受。

随后，坦桑尼亚各类婚礼、生日、音乐视频制作者、

电台、电视台的从业人员纷纷加入到录像电影制作队

伍之中，一场被称为“Bongowood”（16）的电影革命

由此开启。

与“诺莱坞”发轫之初一样，坦桑尼亚录像电影

由于低成本、非专业、制作周期短、质量较差，受到

（7）Rosaleen Smyth Source. The Feature Film in Tanzani, African 

Affairs, Vol. 88, No.352, (July) 1989:391.

（8）Claudia Böhme.Film production as a “mirror of society”: The 

history of a video film art group in Dar es Salaam, Tanzania,Journal 

of African Cinemas, Vol7, No.2,2015:119.

（9）同（1），第 500 页。

（10）同（9），第 491 页。

（11）同（9），第 502 页。

（12）同（7），第 392 页。

（13）参见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01 页。

（14）同（8），第 120 页。

（15）同（7），第 396 页。

（16）Bongo 是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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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多质疑。在素来强调电影教化功用的坦桑尼亚，

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一直视电影为一种公众教育的手

段，而录像电影过于粗糙、劣质，在他们看来显然无

法完成教化公众、启迪民智的使命。（17）然而，实践证明，

相比传统电影，录像电影在坦桑尼亚公众教育的适用

度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

1. 与以往电影用英语制片不同，坦桑尼亚绝大多

数录像电影用斯瓦西里语这一本土语言制片 , 能够为

本国绝大部分观众理解、接受（18）；

2. 传统电影只能用胶片放映机放映，而录像电影

可以制作成录像带、VCD、DVD，任何人都可以随身

携带、随时观看 ；

3. 传统电影往往保存在制片公司、电影节、大学

图书馆、档案馆，影响范围有限，录像电影主要针对

本土观众，在集市上、街道旁，甚至偏远的农村地区

都能很方便租赁或购买。

因此，从接受层面来说，录像电影比传统电影更

容易达成公众教育之目的。在叙事层面，坦桑尼亚录

像电影也并非“娱乐至死”，而是立足历史与政治视角，

讨论关系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艾滋病、疟疾、出轨、

欺骗、性犯罪、暴力、腐败、玩忽职守、巫术等社会

议题频繁出现在录像电影中，而这些议题在社会现实

文本中广泛存在，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同时，

与传统的影院观看形式不同，坦桑尼亚录像电影形成

了录像厅这一新的观看空间，人们坐在这种类似于小

型电影院的空间里，边看边讨论。这种空间适应了非

洲传统社会“大树下议政”的文化，被迅速推广开来，

仅在达累斯萨拉姆就有一万多家。（19）来自不同族群、

不同阶层、不同家庭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讨论社会问

题，商量如何付诸实践，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欧美长期

殖民压制下坦桑尼亚民众形成的文化沉默。

就文化空间形塑而言，录像电影还改变了坦桑尼

亚电影发行网络局限在城市及城郊的现状，深入辐射

至偏远农村。2016年7月，笔者从达累斯萨拉姆市出发，

沿着坦赞铁路一直深入到 900 公里外的西部康格勒山

村。笔者惊讶地发现，由于安装电线费用较高，部分

村民家庭还没有实现电力照明，但在屯子里的会合处，

有三四个录像带租赁店灯火通明，旁边还散布着七八

个小型录像厅。每个录像厅里大约坐着十来个男女老

少，每个人都点上一桶当地的生啤，目不转睛地盯着

电视机屏幕。在康格勒采石场负责坦赞铁路技术援助

的朋友告诉笔者，每当夜幕降临，几乎所有村民都集

聚在这里，这种令人震撼但又似曾相识的跨文化体验

让笔者不禁回想起幼时经历过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中国乡村录像厅。有意思的是，就连电影票价格也

极其相似，观影加上啤酒的费用不过 200 先令（相当

于人民币 0.3 元）。这类群体显然是以往的电影院空间

所无法覆盖的，录像电影却能够与他们交流、对话，

使他们不再被屏蔽或被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录像

电影在当下是唤醒最广大坦桑尼亚人民群众的公共意

识的最佳选择。

纯粹出于商业目的进行制作却具有教育意义的录

像电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电影不必遵从传统艺

术电影的美学标准已经逐渐成为坦桑尼亚人民的一种

共识，随后逐步发展壮大为每天至少一部、一周大概

十部，年产量为五百部以上的产业。（20）由于电影语

言斯瓦西里语不仅仅是坦桑尼亚官方语言，在其邻国

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索马里、布隆迪、刚果（布）、

马拉维、赞比亚、莫桑比克也有大量使用这一语言的

民众，使得坦桑尼亚录像电影不仅在本国大受欢迎，

在周边邻国甚至欧美斯瓦西里语的离散人群中都有不

同程度的接受度，成为了像“诺莱坞”一样具备跨国

运作实力的电影现象。坦桑尼亚告别了以往制片需要

靠国际合作或国际援助的境地，成为东非最大的录像

电影工业大国，坦桑尼亚录像电影产业也被称之为“斯

瓦西里莱坞”（Swahiliwood）。

三、Bongowood的未来之路：教育与合作

“不管质量如何，它是你自己的文化，你爱它。”（21）

坦桑尼亚录像电影相比殖民电影、社会主义宣教电影，

更接近普罗大众、更具非洲性，这是录像电影在坦桑

尼亚能够发展开来而其他电影形态走向消逝的根本原

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坦桑尼亚逐步积累了一定的技

术、人员、资金和经验，能制作出一些重要的电影，

突破录像电影的粗糙美学层面，在欧美电影节上登台

亮相，（22）进一步提升了坦桑尼亚电影的国际影响力

和民族自信心。然而，放眼未来，坦桑尼亚电影业要

建成真正的“莱坞”，依旧征途漫漫 ：

1.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教育合作亟需开展

尽管坦桑尼亚录像电影用实践证明了自己不必遵

从传统非洲电影的专业标准进行制片，但要发展成一

个“莱坞”甚至赶超“诺莱坞”“宝莱坞”，坦桑尼亚

电影人才素质亟待转型和提高。大量的坦桑尼亚录像

电影从业者最初是非专业人员，到今天仍然参差不齐，

（17）Jane Plastow. African Studies Bulletin, No.75, Winter 2013: 

67.

（18）1964 年，尼雷尔推动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实现统一建立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后，以政治家的远见和教育家的自信毅然决定将斯瓦西里语定为国

语，并专门设立了国家斯瓦西里语委员会和斯瓦西里语研究院，负责推广标

准的斯瓦西里语。坦桑尼亚成为唯一拒绝使用原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

的新兴非洲国家。今天的坦桑尼亚，报纸、广播和文化出版广泛使用斯瓦西

里语为媒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斯瓦西里语也代替了英语和各部族方言

成为名副其实的普通话，部分年轻人已经无法像殖民时期的坦桑尼亚人一样

流利地使用英语。

（19）同（17），第 70 页。

（20）Vicensia Shule. Reading Beyond Statistics: The Contribution 

Of Kiswahili Video Film Industry In The Tanzanian Economy, 

Creative Artist A Journal of Theatre & Media Studies, 2014: 12. 

（21）Ann Overbergh. Innovation and its obstacles in Tanzania's 

Bongowood, Journal of African Cinemas, Vol7, No.2,2015:141.

（22）譬如，由 Timoth Conrad 自编自导、担任制片的 Dogo Masai 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观众喜爱奖（California Viewers' Choice Awards）赢得最

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三项荣誉，参见 http://allafrica.com/

stories/201512140935.html?aa_source=nwsltr-usafri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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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从业人员尚未完成基础教育，是这个行业的显

著特点。坦桑尼亚最著名的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

学视觉与表演艺术系设有电影专业，每年培养学生不

足五十人（23）；建立于 2007 年的乞力马扎罗电影学院

（Kilimanjaro Film Institute）是坦桑尼亚唯一的专业

电影院校，长期依靠社会资助办学，培养人数极其有

限，显然无法满足年产量五百多部的需求。尽管器材

日益数字化、轻便化、简单化，稳定成熟的技术团队

仍然是支撑电影工业发展的基础。同为非洲国家，南

非、尼亚利亚的电影产业发展较好，离不开各类电影

院系的人才供给，而坦桑尼亚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专业教育相较而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

面对专业人才的匮乏以及学院式电影教育的无

力，为了解决这种“刚需”，坦桑尼亚目前一方面组

织各类培训班，开展一些专门性的系统训练，培养在

导、演、美、化、服、道等某一方面具有专业技能的

人才 ；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合作按图索骥，与一些在

坦桑尼亚取景的国际剧组合拍影视剧，在实操中偷师

学艺，暂时解决电影创作的部分专业短板，缓解人才

压力。此外，坦桑尼亚还希冀以电影节为发动机，推

动坦桑尼亚电影技术与文化的全面进步。其中，桑给

巴尔国际电影节创立于 1998 年，目前已成为东非历

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电影节，近年来不断组织各类

工作坊，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电影专家对坦桑尼亚电

影人和想进入电影行业的生力军进行面对面的技术指

导。2016 年，桑给巴尔国际电影节还和当地电视台合

作，从中国邀请两位影视剧译配专家进行为期 15 天

的培训指导。（24）

2.盗版现象屡禁不止，普及法制教育刻不容缓

尽管坦桑尼亚早在 1965 年就出台了有关文学、

音乐、艺术、电影方面的版权法，但至今仍然是个臭

名昭著的盗版大国。（25）盗版的对象不仅包括斯瓦西

里语录像电影，还包括那些用斯瓦西里配音后刻录在

DVD 和 VCD 上的外国电影。

在坦桑尼亚，录像厅、录像店数量庞大，但多数

没有营业执照，时而播电影，时而播欧洲足球赛事。

在集市上流动贩卖盗版碟的小商小贩随处可见，对于

普通观众而言，质量是其次的，明星才是关键，他们

只根据明星来挑选碟片。（26）

坦桑尼亚集市上的录像电影盗版碟

与尼日利亚不同，坦桑尼亚的盗版猖獗有其自身

的行业特点与社会因素。在坦桑尼亚，导演和制片人

往往是同一个人，却不是版权所有者（27）；真正的制

片人往往是发行商，导演只是挂名的制片人。导演制

作完电影后和发行商签订合同，此后所有的发行、出

版权利都不再归导演所有，但很多坦桑尼亚导演并不

了解这一规定。（28）这又回到那个原始的问题，很多

电影人连基础教育都没有完成过。发行商又非专业人

士，他们经常图一时之利不断出卖版权，甚至变相参

与盗版。因此，在坦桑尼亚，不断要求保护版权的不

是制片人，恰恰是导演们。

盗版行为极大地伤害了良心制作，使得坦桑尼亚

流失了一些能够投资并改进本土电影质量的电影专业

人才。（29）这是观众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对于他们

来说，辨别盗版和正版并非易事，因为正版制作质量

参差不齐，盗版技术又越来越高，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在坦桑尼亚很多集市上都有盗版

碟片，通常 2000 先令一张（相当于人民币 6 元），一些

正版碟为了能够加大发行量，也将价格逐步降到 3000

先令以下（相当于人民币 9 元）。

其实，与坦桑尼亚种种社会问题如出一辙，盗版

现象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版权法的执行力度不到位，坦

桑尼亚政府和警察系统腐败现象严重，与诸多盗版商

甚至小商小贩形成了利益链条，发现违法盗版行为后

往往收点钱私下解决。如此一来，盗版碟的制作和销

售活动就更加有恃无恐。因此，坦桑尼亚新任总统马

古富力上台后强力惩治司法腐败，效果如何，坦桑尼

亚 5000 万人民正拭目以待。

3.欧美与印度主导市场，期待中方合作

随着非洲国家掀起独立浪潮，白人殖民者走下神

坛，他们曾经最好的助手印度人成了非洲人眼中欺辱

非洲的“帮凶”。于是“反印度浪潮”开始在非洲蔓

延，那些在英国人统治期间获得经济特权的印度人更

是成为“眼中钉”。（30）但是，随着自由经济政策的实施，

坦桑尼亚市场重新开放，印度人带着原先积累的资本

卷土重来，坦桑尼亚本土电影人和精明的印度商人又

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坦桑尼亚有 31 家影院，仅有

（23）数据来源于笔者 2016 年 7—8 月在坦桑尼亚调研期间对达累斯萨拉

姆大学视觉与表演艺术系教师 Vicensia Shule 的采访。

（24）笔者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对桑给巴尔国际电影节主席马丁·汉杜进

行了专访。

（25）Vicensia Shule. Video-film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anzania: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d Piracy.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2, 2014: 185.

（26）在坦桑尼亚，电影明星通常有很高的威望。坦桑尼亚最著名的电影

明星 Steve Kanumba 去世，超过三万人参加了其葬礼，时任坦桑尼亚总统

的基奎特得知其去世后特意推迟了一个国外访问，亲自慰问其家人，赞扬他

为提升坦桑尼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做出的巨大贡献。参见 http://

www.moviemarkers.net/news/tanzanian-president-visits-family-of-late-

actor-steven-kanumba/。

（27）同（25），第 189 页。

（28）同（25），第 190 页。

（29）同（25），第 191 页。

（30）桂涛《是非洲》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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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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