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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把现实拍成了电影”
电影《朵拉的安宁》导演康斯坦蒂诺·卡拉雷提斯访谈

○ 受访者：（南非）康斯坦蒂诺·卡拉雷提斯  采访者：张 勇  采访助理：潘文敏

300 万兰特。

张 ：我的感觉是在整个非洲大陆，南非电影人是比

较幸运的，拍电影有政府补贴，而且额度不小，还有院线、

电视渠道，这在非洲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康：对的，我们一般还会通过影院上映、电视台播

放来盈利，甚至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将电影刻制成录像

带，在本土很多地方都能卖钱。如果你想在海外赚钱，

比如意大利、法国、德国等，这些国家和我们之前有过

合作，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分销模式，愿意购买我们的电

影，我们会把电影卖给这些渠道，但是必须降低价格、

“让本国人民喜欢看本土的电影很重要”

张勇（以下简称“张”）：首先祝贺你的电影作品《朵

拉的安宁》（Dora's Peace）入选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

未来单元，这也是非洲电影第一次进入这个单元。对于

中国观众而言，非洲是一片遥远的大陆，南非是一个神

奇的国度，我们一般都从好莱坞电影《第九区》（District 

9，2009）或曼德拉纪录片里面去了解南非，并不了解南

非有自己的电影制作，所以首先请你以自己的作品为例

简要介绍一下南非电影业。

康斯坦蒂诺·卡拉雷提斯（以下简称“康”）：事实上，

如今的非洲是拍电影的绝佳之地。近几年，我们南非就

拍了很多电影，因为现在南非政府很支持。拍一部电影

政府会补贴 35% 的资金，这就促使很多人愿意投资电影

拍摄。现在南非电影人要做的就是用 300 万元兰特（约

150 万元人民币）拍一部电影，因为南非国家影视基金

会每年提供 6000 万元兰特（约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资

金支持我们的电影制作，他们把全部资金分配给电影制

作人，每年分四次给，每部电影最多 100 万，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投资是 300 万，他们补贴 35% 的钱。我当时也

拿到了 100 万，《朵拉的安宁》这部电影总共也就花了

（南非）康斯坦蒂诺·卡拉雷提斯（Konstandino Kalarytis），电影《朵拉的安宁》导演；  张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影视研究中心教师；

潘文敏，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图 1 康斯坦蒂诺·卡拉雷提斯

“我只是把现实拍成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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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预算。我们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大部分

人民仍然很穷，没钱去影院消费，也无法大老远坐车去

市中心的影院，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贫困地区搭建

电影院，并且让老百姓看得起电影，扩大我们的消费市

场。

张 ：我曾经去过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几家电影院，

发现他们的排片表上基本上都是好莱坞电影或者印度电

影，我问售票员，他们告诉我，南非本土电影基本上一

个月才会放一次。

康：是的，不过现在我们每周会上映一两部本土电

影了，但是市场情况仍然不理想，我认为这是商业因素

决定的，哪个电影票房好影院经理就会增加其排片量，

如果不好就会减少排片时间。在南非，美国电影受欢迎，

所以好莱坞霸占着我们的电影院。事实上，让本国人民

喜欢看本土的电影很重要，这一点我认为法国人做得好，

他们很早就实行“文化例外”，很多年前就已规定电影

院必须放映 50% 的本土电影。今天，黑人电影市场已经

建立起来了，但是观众更喜欢浪漫轻喜剧电影，去年有

一部本土电影破纪录赚了 4000 万兰特，这真的很棒！

但像我这种类型的电影，南非的观众就会犹豫要不要看，

因为他们看电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开心、放松自己，

他们不希望电影里有太多别的内容。他们偏向浪漫轻喜

剧，但是我想拍我自己热衷的。

张 ：你这部片子票房怎么样？

康：在我们国家，如果是好莱坞电影，影院会提供

上百个场次，这已经相当多了；如果你的电影是轻喜剧

或者爱情剧，他们会给你 70 个场次，但像我这种电影

他们只给了 20 个场次，所以在南非很难有好的票房。

有很多人给我发消息，说想看我的电影，但影院并不支

持，分销商不愿打破这种模式，对于分销商来说，他们

的目的就是赚钱。因此，票房并不能成为我的电影的主

要收入来源，我们只能寻找其他市场，事实上我这部电

影卖给电视反而有个好价钱。一般情况下，电视台会等

你的影片在影院上线之后，根据市场反响的好坏再决定

买入影片的价格，但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直接去

找电视播出平台，让他们看我的电影，结果他们很喜欢，

于是在影院公映之前我就卖给了电视台，卖了大概 200

万兰特（约 100 万人民币）。

张 ：本土影院加上电视版权、海外发行，还有政府

补贴，可以保本了。

康：政府补贴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不过他们要求和

你一起创作剧本，并给你二三十万的培育基金。如果你

能和他们一起完成所有的制作过程，你就会有更大的机

会得到全额的基金支持。也有些人会直接申请全额基金，

他们当然不会同意。

张 ：南非每年大概生产制作多少部电影呢？

康：因为有政府补贴，制片数量每年都在上涨，现

在大概每个月四五部，每年有五六十部电影出来。放眼

五年前，每年只有六七部的样子。

“我只是把现实拍成了电影”

张 ：欧美国家制作了很多有关非洲的电影，大多热

衷于表现非洲的黑帮、血腥、暴力、犯罪。最近的一些

南非本土电影，包括你这一部，也都陆续表现以约翰内

斯堡为故事背景的城市犯罪，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

非洲人在意外界对于他们的负面印象，而南非导演还在

孜孜不倦拍摄黑帮电影加固这种刻板印象 ?

康：我想商业片都是有固定的模式的，我们认为好

莱坞电影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电影体系，他们不会轻易改

变这种既定的模式。在他们的电影里，钢铁侠、超人是

不会死的，他们总能有个好的结局。我的电影可能就不

受那些投资商的青睐，他们不希望女主角在最后死去，

他们希望有个开心的结局，他们想要的是约定俗成的故

事模式。因为他们很清楚观众喜欢轻喜剧、爱情剧，所

以为了盈利他们就更多地制作这一类题材的电影。

张 ：你自己如何考虑呢？中国经常能看到约翰内斯

堡的暴力新闻。

康：在我们国家高犯罪率的确是个问题。在约翰内

斯堡 Hillbrow 街区，每天聚集了大量的非法移民和社会

不良分子。有些人来到这里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人就

图 2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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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偷去抢，有的甚至还持枪杀人，这些都是时有发生的

事情。所以，在我们国家犯罪率很高，我拍电影也是想

展示这一点，我不可能只展示南非美丽的自然风光，我

拍电影是为了讲故事，而暴力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我

拍完电影，很多人给我发信息，告诉我电影中的故事是

她姐姐，或者是她妈妈经历过的，我只是把现实拍成了

电影。

张 ：我觉得南非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以暴力隐喻南非的社会创伤，南非电影通常会表现主

要人物的童年创伤，你这部电影也是通过一个女人和一

个孩子的关系处理来揭示出犯罪的本源——童年创伤。

康：对，对于我的这部电影，暴力是重要的，但更

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好女人和小孩的关系，处理不好这部

电影就不会成功。

张 ：童年主题处理得很有意思，电影开头就是一段

童年生活的唯美画面，并不断在片中重复，这些唯美、

安宁的画面与女主角长大成年后的各种不堪现实画面形

成鲜明的对比。片中声音也处理得很有意思，多处出现

婴儿的哭泣声。

康：是的，在朵拉小时候，她生活在偏远地区，但

童年时期的天真被身为牧师的父亲给打破了，他虽然是

每天进行祷告的牧师，但却把自己的女儿给强奸了。朵

拉离家出走后，一直在回避父亲，不与家里联系。但在

影片的结尾，她为了保护小男孩，主动寻求父亲的帮忙，

重新面对尘封多年的童年创伤，她的人格在她由一个妓

女转换为一个保护小男孩的使者的时候也得到了升华。

张 ：你对小男孩角色的设定有什么样的考虑？

康：对于儿童我更多地想展现天真的一面，同时，

我也将自己的角色放到电影中的男孩身上，我曾经的职

业是卡通画师，为电视、新闻画卡通漫画，所以这个设

定有一方面自己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想将小男孩

设定为比较安静的性格，觉得画画比较符合这一性格特

质，所以用了画画。我这个片子从写剧本开始算起准备

了八年，拍摄周期是 26 天，用了一个月进行后期制作。

但中途因为预算问题，最后那场动作戏拖了六个月之后

才完成。观众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最后一场戏，那个

演小男孩的演员长胖了不少。

张 ：结尾设置朵拉死去的考虑是什么？

康：结尾之所以会选择让朵拉死去，是因为我想表

达宗教救赎的思想。我在影片中用了很多宗教元素，比

如教堂祷告仪式的那场戏，用了很多鲜艳的色彩，这些

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本人是南非希腊裔，父母是希腊移

民，我在片中把我们希腊文化及其宗教元素融入进去，

比如说朵拉和孩子的角色就像耶稣和玛利亚之间的关

系。因为希腊人在南非也是很大一个群体，但目前还没

有任何南非电影带有希腊文化元素的，基本上非洲电影

都是关于政治上的，黑人和白人的冲突，种族隔离，等等。

张 ：有意思的一点是片中的希腊男人是个包养朵拉

之后又与其反目成仇的负面角色，你似乎并不认同希腊

文化。

康：这一点我也有点担心，但这也是一种平衡，因

为电影就是叙事，你不能只显示美好的一面。

张 ：通过朵拉的父亲形象设计，我也很怀疑您对宗

教的态度。

康：朵拉来自一个宗教家庭，因为怀孕逃离了自己

的家庭。此外，朵拉在出狱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哺乳孕

妇的镜头，也具有宗教含义。拍《朵拉的安宁》的灵感

来源于两个：第一，在我大概 17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来

到约翰内斯堡的 Hillbrow, 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然

后看到有个黑人小孩在跑，后面一个就像朵拉一样的女

人在追着，喊那个小男孩的名字，我很好奇为什么黑人

孩子会和我同名，拥有希腊名字；第二，曾经有一位希

腊裔美国导演拍过一部叫《朵拉》电影，也是讲救赎的

主题，也是我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但是你说得对，我

认为很多宗教人士只是传道却不行道。朵拉的父亲在电

影中的确是个负面角色，这或许和我的自身经历有关，

童年时期我和家人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我的父亲是个硬

汉，他努力工作，但时常发怒，我和他之间关系不好，

图 3 《朵拉的安宁》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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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些经历也会反射到电影当中去。

张 ：我想你也通过这部电影找回了自己。

康：是的，当然。这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你从天真

无知开始，但生活总是不会一帆风顺，你会经历很多不

好的事情，你会发现生活并不天真烂漫，有些人在晚年

享受安宁的状态，但不是人人都如此。在影片中，朵拉

死去的时候找到了安宁，正如影片的题目“朵拉的安宁”，

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是个悲剧，因为朵拉最后死了，但

对我来说结局是积极的，它讲的是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故

事。透过这回电影创作，我也改变了我自己，拍这部电

影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的父母

双亲在我前期筹备阶段都去世了，所以当我开始正式拍

摄时就带着一种沉重的童年创伤意识，特别是影片中那

些反映了我和我父母的关系的主题。

张 ：很意外听到这些背后的故事，也对你的创作表

示敬意。我发现很多南非电影都在处理童年创伤的主题，

并通过这个主题隐喻曼德拉时期新生的南非新政体。

康：新南非社会面临很多问题，政体仍然不成熟，

黑人执政的管理模式仍然处在一个童年时期。同时，南

非有大量留守儿童，很多家庭父亲外出打工赚钱、去煤

矿工作，父亲和孩子往往好多年见不上面，所以说南非

有很多可怜的留守小孩，基本上都是奶奶照顾。我想很

多电影也想表现这一点。

“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合作拍摄”

张 ：你的电影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如何？

康：我觉得很棒，很多中国人对我的电影感兴趣，

他们提了很多问题，让我很难忘。也许你们不知道，我

自己不是电影学院的专业学生，我是通过看电影自学的，

很多美国电影、中国电影，以及欧洲电影都影响了我。

张 ：中国电影影响了你？

康：对，很多，我很喜欢中国电影导演王家卫、陈

凯歌等。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看电影，电影院里放的基

本上都是西班牙电影或者中国电影，后来我更加系统地

看电影后，王家卫的电影给我的启发最大。

张 ：你小时候是在哪里看中国电影的呢？

康：我成长的地方是个偏远的村庄，那个时候没有

电视剧，也还没有录像带，我们有个双屏电影院，你可

以一直在电影院看电影。但在南非，依然很难看到好莱

坞以外的电影，我平时想看中国电影，都是从亚马逊买

DVD 看，影院看不到其他国家的电影，这一点让人很

沮丧。

张 ：对，这就是说应该保持电影市场的开放性和电

影文化的多样性，南非俗称“彩虹之国”，是个多民族的

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

康：我们有很多印度题材的电影，比如印度家庭电

影、印度喜剧电影、印度爱情电影都十分受欢迎。有很

多关于不同文化的电影是好事，可以让电影多元化。

张 ：我在南非拜访过一些导演，他们都有很强烈的

和中国导演合作的意向，你呢？

康：我很乐意合作，我知道好莱坞目前也和中国电

影合作，中国是个大市场，和中国合作拍电影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我想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但我们有

很多共同点，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合作拍摄。中国对

非洲的影响深远，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共同开发一些全

球性的故事。

张：我想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其实是个特别的日子，

此刻在你们国家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中国和南非正式

启动了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

康：这很棒，这会很棒，中国的电影历史很悠久，

我们南非现在的电影文化也在逐步壮大，我个人非常

期待以后有机会拍摄有关中国的电影，并再次来到中

国公映。图 4 《朵拉的安宁》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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