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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批评是电影接受的一个重要方面。电影理论大师麦茨曾说过：“对于电影的批评和

研究，使得电影向我们连续发出的、听不见的‘爱我吧’的低声细语变得更加清晰嘹亮了，于

是，论述电影的作品就成了电影的广告以及电影机构的润滑剂和语言附加物。”淤对商业影片

来讲，通过考量票房成绩及各类影评，来评判它是否在某个阶段内取得了成功，但对于众多

走小众化文艺片路线的少数民族影片，由于放映的渠道有限：如艺术院线、各类电影展，或央

视电影频道（电影网），所以只能通过电影批评来开展接受效果的研究。对于电影的意义生产

而言，接受者与创作者一样，共同创造了文本，而本文将聚焦于少数民族电影批评的文本研

究。

围绕着每一部电影，都会产生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如电影主管部门的总结、学术界的

评价以及普通观众的反响，简而言之，电影评论主要由三方话语构成，即官方话语、精英话语

（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交织构成。这些来自不同“场域”的电影批评表达了不同层面的观众

对国产电影的关注，但由于立场与视角的不同，往往存在着判断上的差异，甚至会出现迥然

不同的观点。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银幕》杂志理论家所言：“观影者总是依据一种已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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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已经被设计好的主体位置来回答电影文本的召唤，这种主体性和观影者观看其它电影

文本时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可能是不相同的。”淤本文将对新世纪拍摄的少数民族电影的影评

开展研究，来分析少数民族电影批评的几种话语模式。

聚焦于影片的意识形态策略

在中国，电影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传达自身的有力工具，甚至在左翼电影时期，左翼电

影的工作者就开始利用电影作为阶级斗争的新手段。建国后，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加

强，不仅出现电影完全政府行为化的现象，而且政治领域的斗争也往往由电影引起。于总而言

之，“中国电影史就是一部中国的意识形态史。”盂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电影属于“文化的国

家机器意识形态”榆，如果说十七年间意识形态是以一种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进入新世纪，

意识形态常以一种淡化的、隐蔽的、象征性的方式出现在电影中。在“少数民族题材主旋律影

片”的批评中，作者往往着重阐释影片所表现出的核心价值观。

2010年，由锡林郭勒盟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影片《额吉》讲述了上世纪 60

年代之初，在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天灾人祸之际，内蒙古大草原淳朴善良的牧民在极端困难的

情况下收养了三千名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上海孤儿。这些孤儿在草原父亲与母亲爱的滋

养下，渐渐走出心灵的阴影，在情感上接受并融入了草原生活。尽管这部影片对额吉与其养

子的感情刻画较为粗糙，在叙事上也带有明显硬伤，却获得了学术话语的一致好评。在第 28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额吉》获得了最佳故事片评委会提名奖。作为我国电影奖中的

专家奖，金鸡奖的评选体现了学术话语对影片的肯定与推崇。在《当代电影》的影评中，两位

影评者分别这样写道：“内蒙古大草原接纳、养育三千上海孤儿的事情本身就从生命价值观

层面诠释了草原民族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生命的礼赞。”虞“母亲之爱，出自人类的天

性，它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心灵之源，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影片《额吉》的立意，礼赞母爱，唯求

返璞归真。其镜像叙事淡化了戏剧性的色彩，却以散文式大巧若拙的笔触，悄然激活了一则

世所罕见的历史佳话。透过灾难性的现实和人生，升华出一种诗美的灵性与气象。”愚很显然，

学术话语都是从影片的社会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方面进行阐释的，对影片的高度赞扬缘于

它所表现出的民族观：虽然蒙汉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有所差异，但在人道基点上是融

淤 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 13页。

于 1950年，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批判。

盂 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 1页。

榆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 3期。

虞 饶曙光：《生命的礼赞———电影〈额吉〉观感》，《当代电影》2010年第 6期。

愚 黄式宪：《〈额吉〉：倾听草原上生命的歌吟》,《当代电影》2010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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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和一致的，人类之爱正因为跨越了地域、民族与血缘而得到升华。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另类反思，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普遍存在着将草原/乡村跟

城市进行二元对立的比照，即在歌颂草原文化的同时，用一种带有偏见的目光去表现城市文

化、汉族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淤在少数民族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城

市文化和现代文明被打上了“自私”“冷漠”“市侩”的标签，而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草原和山

寨成为现代人的心灵疗愈之地,这在《滚拉拉的枪》《婼玛的十七岁》等其他影片中也有所表

现。自然作为现代性的反面，常常是当代艺术家面对无法解决的现代社会矛盾时的精神出

路。“后工业时代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之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常常是被现代化力量最后扩

张并强有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剧烈的社会转型荡涤着传统文化占主流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

国家内部这种差序化的发展强化了边疆地带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面对汹涌而来的

‘现代化’，少数民族会不自觉地加强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开始进行文化的防御性夸饰”。于

由于《额吉》在票房上遭冷，时光网和豆瓣网的相关评论数量寥寥，影评的关键词主要为

“冷门、母爱、感人、主旋律”。如“很偶然，看了这部都不知道片名什么意思的《额吉》，非常冷

门，甚至整个影厅就我一个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获得了超级 VIP的待遇。”盂“是一部从头

到尾主旋律的很彻底的电影……绝对是一部根红苗正深受政府爱戴的宣传片样式的电影。”榆

网友的这种近乎戏谑的批评反映出九十年代以来主旋律影片的生产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因为在制作上有政府资金的保证，发行上有各类媒体的宣传，放映有院线的档期保护，使得

这类影片只讲求意义的生产，而不追求商业效益，在电影市场上形成了单条腿走路的局面。

虽然很多影片也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但很难满足当前以“快乐”而不是以“意义”为主导的接

受期待视野。

电影艺术被视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而少数民族电影是承载主流

意识形态的重要电影样式，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是其最主要的两大主题。2010年，由麦丽丝

执导的献礼影片《圣地额济纳》是一部关于土尔扈特部落为了国家大义舍弃本民族小我利益

的爱国主题影片，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为了祖国航天事业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纵观该片的批

评性文本，几乎看不到负面的指责和反思性的艺术批评，作者几乎从多个角度力图证明影片

淤 陈晓云：《〈额吉〉：母爱无疆》，《当代电影》2010年第 6期。

于 胡谱忠：《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 78页。

盂 声色画报：《评〈额吉〉：母亲节又听到“感谢国家”》，http://movie.mtime.com/112872/reviews/4167758.html，

2010-05-19。

榆 邓小闲:《〈额吉〉：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妈妈！》，http://movie.mtime.com/112872/reviews/4240550.html，

201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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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质量和思想价值。例如学者李树榕认为影片的“看点”就在于它的民族特色，“通过人

物来反映民族性格，深沉的情感体现于外却内敛平静；同时，在影片中展现的蒙古族特有的

民族文化如摔跤、骑马、祭祀等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俗展示，而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刻画人物性

格关键元素。”淤但在豆瓣网的评论中，网友却对影片的教化功能表现出了反感态度：“除了那

些歌颂，那些发酸的爱国镜头，我就是很喜欢草原给人的神秘感”、“太多煽情的旁白”、“披着

民族电影外衣的大汉族电影”于，由是观之，在新时期主旋律影片太多套路化的剧情、过于高

大完美的英雄形象，难以让人信服和动容；另外，在少数民族电影的“原生态”热潮下，很多地

方都在试图打造少数民族电影，但没能够处理好“原生态”与“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主题单调

重复，对景物的影像表现越来越奇观化，使得发生在不同奇观环境中的故事呈现出惊人的模

式化倾向，使观众产生了认同上的疏离。

少数民族电影是国家话语主导下的一种艺术生产，与国家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官

方话语及精英话语也多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来谈论电影的意义生产。尽管新世纪的少数民

族影片已经不仅仅追求政治意义，也开始寻求文化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电影的

话语本质是意识形态工具，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影像化叙事，来诠释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国家民

族政策，完成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因此，不能脱离时代语境以及功能定位来单纯对少数民

族电影进行艺术评判。正如格尔茨所指出，每个国家的为政者“总是希望各族群放下根基性

的族群感情联系（primordial ties），而团结在造成国家群体的公民联系（civil ties）之中”。盂如

何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发展“中国人”的共同认同，从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努力缔造一个可以

凝聚各个族群、各种宗教、多种语言的“文化共同体”，是我国电影生产体制对少数民族电影

的最基本要求，亦或说，少数民族电影的基本功能便是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下，逐

步建立起各族群的“国民认同”。

少数民族题材“新主流”电影的商业化探索与电影批评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电影商业化的要求下，主旋律影片开始尝试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商

业元素相结合，或者说在商业化的题材上装扮主流意识形态的外衣，诞生了“新主流电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类影片是在经济利益与政治要求的较量和共谋下产生的，因为“电影经

济效益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政治对观众的吸引，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

淤 李树榕：《民族电影的“看点”在哪里？———评蒙古族导演麦丽丝的新片〈圣地额济纳〉》,《当代电影》

2010年第 9期。

于《〈圣地额济纳〉短评》，豆瓣电影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4097249/comments，2012-04-27。

盂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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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己的话语空间”。淤与先前的主旋律相比，新主流电影既追求经济效益，又讲求意义生产；

更加追求商业目的，追求影像的奇观化和情感的奇观化；在取材上，从历史记忆转为现实关

注，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在民族历史中叱咤风云的卡里斯马人物被闪烁着人性光辉和具有时

代精神的小人物所替代；一些故事由社会实际事件而来，具有社会纪实性。新世纪拍摄的《马

背上的法庭》《香巴拉信使》《乌鲁木齐的天空》等少数民族影片便属于这一类型。

2006年公映的影片《马背上的法庭》是导演刘杰根据《南方周末》关于云南省宁蒗县法

院基层巡回法庭的真实事迹改编的影片，讲述了三位基层司法工作者：50多岁的乡村法官

老冯、46岁的摩梭族女书记员杨阿姨、年轻的彝族大学生法官阿洛，牵着一匹租来的老马，

马背上驮着象征国家权力的国徽，到无公路可通的深山中为百姓断案的故事。虽然这是一部

纪实色彩很强的影片，但很多镜头仍然带有政治隐喻，如在农家庭院里临时搭起来的法庭

上，老冯执拗地让阿洛把国徽挂端正，象征着老冯等基层法官的职业精神及对国家司法公正

性的维护；在摩梭人的沼泽，阿洛不慎丢失了国徽，老冯一行人求助当地的村民，终于找回了

国徽。之后，村民们洗净国徽上沾满的污泥，夜晚在草海边点燃篝火，围着国徽载歌载舞，并

以宗教仪式向国徽祈福，表现了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在这部影片的批评中，

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取得了较多的共识，主要认为该片反映了乡土中国民间道德习俗与现

代国家司法制度之间存在的较量与妥协，而影片通过对老冯这个人物的褒扬，所暗含的价值

评判是，一方面民间伦理秩序不能超出国家司法制度，另一方面，国家司法制度实践也必须

考量独特的乡规民约和宗教风俗。

在《当代电影》这样一个电影批评的学术话语“场域”中，一篇影评对影片的纪实风格给

予了高度评价：“这不是一部纪录片，却实现了接近纪录片的表达效果；这不是一部有意为之

的主旋律影片，却被认可为我国主旋律影片的新篇章。”于在时光网排名第一的长影评中，影

评人也持类似的观点：“我个人非常青睐片中新闻纪实风格的摄影技巧，平视角度，大量手提

摄影机镜头，粗糙的画面丝毫没有精心修饰的繁缛，因此在这方面，整体感觉有点像是一部

加长版纪录片。多少令我怀念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当时采用廉价的新闻胶片拍摄出的众多

黑白电影……如果主旋律电影都能像这样摈弃空虚无聊的高调，扎实地用自己独特的手法

说好一个简单的故事，那么‘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决不至于沦落到遭人贬斥的地步。”盂可见，

淤 邓光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第 150页。

于 雷建军、杨慧：《故事片外衣下的纪实力量———〈马背上的法庭〉的导演手法分析》,《当代电影》2011年

第 12期。

盂 shanghaiada：《〈马背上的法庭〉———主旋律非典型诠释》,http://movie.mtime.com/45885/reviews/297155.

html，200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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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风格、强烈的现实关怀、粗粝质朴的拍摄风格，使电影所传达出的国家话语得到了某种

意义上的认可和接受。此外，这部影片还借助于国际奖项淤以及海外发行等方式，最终没有亏

损，甚至创造了在法国签下五十多家影院的纪录。

天山电影制片厂 2011年出品的《乌鲁木齐的天空》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故事背景从

边塞风光回到了当下生活，以多民族聚居的邻里故事替代了对单一民族的生存描述，讲述了

在乌鲁木齐市一个杂居小院“甜水巷 1号”里，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家庭

50年风雨同舟的故事。在此片的研讨会上，与会者这样点评道：“里面根本听不到‘民族’这

两个字，但却微妙地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民族关系。乌鲁木齐是新疆的缩影，不仅乌鲁木齐

的天空是晴朗的，整个新疆的天空都是晴朗的、阳光灿烂的。……影片以小院生活反映多民

族关系，寓意着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影片通过以小见大的艺术方法，衬托出深刻、宏

大的主题。”于

从上述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少数民族电影，官方话语及学术话语注重从它的政

治意义来进行把握，即是否反映了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能否通过感人的叙事和鲜活的人物

塑造，在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和电影审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很显然，该片是符合这一评判标

准的。事实上，1号大院是一个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而家国结构上的同构和家国关系

上的一体使这个扩展家庭又同国家层面的“多元共生的民族关系”的话语形成彼此的映照，

从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呼应。

在网络影评中，大多数网友给予了好评。一位在时光网上发言的网友结合自己儿时的经

历，认为“影片确实非常真实的刻画了那个时代乌鲁木齐的生活场景……片中大院里各族同

胞和谐共处、共度时艰的故事想必又要被有些人冠以‘主旋律’之名而大加质疑和嘲讽。但没

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就没资格说三道四。”盂在豆瓣网上，网友指出了影片在细节上存在的瑕

疵，像取景太过单一，对少数民族形象符号化的处理等，这些带有反思性的艺术批评，对于今

后提高少数民族电影的艺术质量，无疑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在分析了上述两部影片的批评后发现，由于少数民族题材新主流电影在叙事上的探索

使其获得了各方话语更多的肯定。与主旋律最初的话语形态相比，它开始追求类型化模式与

纪实性，这也是适应商业化要求的必然选择。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过程

中，始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不只是经济，还有国家话语的表述；无论电影的叙事如何改

淤 该片获得 2006年第 63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地平线”单元故事奖。

于 黎煜:《民族团结的缩影———〈乌鲁木齐的天空〉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2011年第 5期。

盂 tom4420307：《〈乌鲁木齐的天空〉真实的反映了历史，是影人良心的体现！》,http://movie.mtime.com/

139746/reviews/5965787.html，201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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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但一直在推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以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国家话语得以巩固与加

强。

生态批评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电影

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全球性话题，由于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

场，使人类对大自然无限度攫取，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在不断爆发的环境灾难

面前，人类也陷入“存在的焦虑”之中。生活是艺术永恒的审美原型，在现实主义的基本诉求

中，对生态和环境的关注成为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母题，像《可可西里》《图雅的婚事》

《季风中的马》《碧罗雪山》《蓝色骑士》等成为“生态影片”的代表，生态批评也成为审视少数

民族电影的一个新视角。

蒙古族导演卓·格赫的影片《蓝色骑士》（2009）充满了对现代科技的袪魅（disenchant原

ment）与解构。它讲述了名叫萨蒂毕斯的牧民对草原世代相承的生存方式及文化传统近乎执

拗的坚守，当面对现代文明的诱惑，年轻的牧民们纷纷走进城市时，他却阻止自己的子女离

开草原。在他看来，离开了草原便失去了根，只要根还在脚下，便像土地一样踏实，而死后只

有埋葬在草原上，才能牢牢地依附在自己的根上。在对这部影片非常有限的批评性文字中，

学者刘大先认为，“新世纪民族电影在文化表达上个人的记忆更为鲜明，这种个体记忆在现

代性的标准话语中充满焦虑和阵痛，而这样的焦虑和阵痛尽管可能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

在主流电影的表述中却寥寥无几。原因可能正在于少数民族较之于主体民族，对于文化流

逝、语言消亡、社群崩解及道德断裂等问题有着更为切肤的体验。”淤

纵观新世纪的蒙古族影片，创作群体经常以现代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直接冲突为主题讲

述草原上最后的文化遗存，充满着缅怀的伤感，构成了“异托邦”中“最后的草原”。另外，在对

人物塑造上也带有一种悲情色彩，影片的结尾处，父亲萨蒂毕斯穿上节日的盛装，骑马扬鞭

为儿子送行，这样不无悲壮意味的场景呈现，既是父亲的告别式，也是儿子的成人礼。最后，

儿子走出草原，父亲又对着外孙女讲起蒙古族起源的神话，虽还是一种文化延续的象征，却

隐约折射出导演作为文化留守者受挫的心态。

新一代蒙古族导演宁才拍摄的《季风中的马》（2005）也是一部直面现实的电影，它把目

光从“历史草原”“光荣草原”的梦境里挣脱开去，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现实中的真实草原。由于

草原连年沙化，牧民家庭被迫卖掉马和羊群，退出草场前往城镇。影片不仅表现了草原沙化

淤 刘大先：《忧郁的文献———新世纪民族电影的文化记忆与情感政治》，《中国民族》2012年第 2、3期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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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蒙古族人的生活现状，游牧文化的困惑，更呈现出时代发展对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冲击。

在这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中，尖锐地表现了国家退牧还草政策与牧民生存之间

的矛盾。男主人公乌日根最终痛苦无奈地离开草原，告别世代相承的游牧生活和生存方式，

孤独地迈向钢筋水泥筑成的城市。

“马”是多部蒙古族影片中重要的意象，但在不同导演的作品中，马的形象却各不相同：

老一代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镜头下的马雄壮有力，他们偏爱用各种写意的方式去表现

马在奔跑中的美感；但在宁才的影片中，大白马萨日拉虽然温顺无比，却垂垂老矣，早已失去

了往日的雄姿。如果说塞夫、麦丽丝“展现的是一个强大而又生机盎然的蒙古文化”淤，但到了

《季风中的马》时，老马则“隐喻着时间的流逝，民族在衰落，民族生存的环境也在衰落”于。

总的来说，进入新世纪，少数民族影片在主题的选择上更具有全球性，逐渐脱离了民俗

的简单展示和自娱自乐的个体私语，开始思考人类生存及游牧、农耕民族的文化生态等问

题，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主题的深化和情节张力的增强，必然能引起观众在情感上的

共鸣。

当然，也有评论者指出艺术家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的变化，如果用静止偏狭的

目光去看待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变迁，是缺乏现代性的。影评人李晋生在谈到这部影片的不

足时说：“艺术作品在抒发情感的同时，也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要与大的社会发展趋势吻

合。影片对于牧民生活变化的社会进步意义挖掘不够。”盂著名电影批评家邵牧君也认为，“艺

术家是不是一定要为古老文明的消逝唱悲歌……如果大家（将《季风中的马》）解读成是歌颂

古老文明，反对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就糟糕了。”榆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导演成为少数民族电影拍摄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才、哈斯朝鲁、

卓·格赫、万玛才旦等同时具有“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导演，完成了少数民族影片从“他

者”表述到“自我表述”的转型。电影的主题也实现了从政治到文化，从表现翻身解放、共建国

家的喜悦豪迈到追求民族内在文化内涵的转变，在承载着国家意志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少数

民族的价值观及独特的文化。在影片中，少数民族风情和文化不再是叙事的背景和陪衬，而

是蕴含了历史、宗教、哲学、人性等丰富内涵。简言之，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电影要表

淤 邹华芬：《文化互动中的身份建构———以三部蒙古族影片为考察对象》，《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0年第 7期。

于 康健民等：《〈季风中的马〉告别过去 面对未来》，《电影艺术》2004年第 7期。

盂 同上。

榆 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年，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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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潘守永、雷亮中：《米德与心理人类学的成长》，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8年，第 59-68页。

于 Q先森：《并行不悖的现代与传统》，http://movie.mtime.com/45380/reviews/7657609.html，2013-08-07。

达的主要内容。

《静静的嘛呢石》（2005年）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处女作电影，也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上

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的本民族电影。影片讲述了在偏远藏区的小寺院里，一个小喇嘛在藏

历新年被父亲接回家过年的故事。通过小喇嘛这一中心，展开了与他相关的两种生活：师傅

及其修行生活、家人的世俗生活，从而将庄严神圣的宗教世界与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编织成一

种融合、交织的存在，让观众看到了藏族世界的宗教、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遇时所产生的

碰撞、磨合和吸纳。影片采用实景拍摄、藏语对白，剧中人物全部由藏族非职业演员出演，原

生态地反映了当代藏族的现实生活。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了

“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并喻文化”（co-figurative）和“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三种

文化模式。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指的是晚辈向前辈学习，这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

特征；而后喻文化则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淤在这部影片中，小喇嘛的师傅是前喻文化的

象征，而小喇嘛是“后喻文化”的象征，它实际讲述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西藏文化的传递

方式从前喻文化走向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但与其他影片的忧伤格调不同的是，在面对现代

文明、商业文化对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时，影片的拍摄者不再表现出一种担忧和排斥的情

绪，而是展现出宽容与理解的态度，少数民族地域和文化变成一种开放的、流动的、与现代性

相关联的意义空间。

这部影片同时获得了第 10届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及第 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

作奖，足以说明它得到了政府和专家的认可。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电影将

目光聚焦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新变这一恒久不变的古老话题，影片的人类学价值得到了凸显

并获得各方面观众的认可，而《静静的嘛呢石》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在时光网上，一位网

友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很具代表性：“不像很多表现相近主题的影片那样———现代化对传统文

化的入侵是极具破坏性的，本片并没有这样的激烈矛盾冲突。通过精心选取的情节，现代化

和传统的关系在本片中更多体现的是并行不悖、各得其所……这种处理传统和现代化关系

的态度，体现了导演的包容和自信。现代化带来的新事物未必就是洪水猛兽，有强大传统文

化和信仰支撑庇护的西藏人应该会找到一条平衡发展的发展道路。”于

在上述影片的批评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主体性”及“民族性”的刻意强调，电影文化

身份意识的加强体现在创作者身份及表现内容上，例如族群语言的使用和对本民族历史的

重新演绎，像《斯琴杭茹》等影片。但需要提出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建立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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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基础之上，对主体性的表述不能脱离国族意识。另外，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应放下文化

本质主义以及狭隘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诸种误区，而以一种现代性、开放性的文化理论视阈

来思考少数民族电影的话语表达。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它

不断地把“他者”包容进来，全面思考不同社会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的相关性和相依性问题，

认识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对一个多元的价值和政治系统进行乌托邦式的探寻，而这个系统

允许具有根本差异性的生活方式和主体立场的共存。简言之，少数民族电影应摆脱传统与现

代、我族与他族的对立思维和狭隘观念，将独特的民族文化置于现代社会转型的语境中来思

考，展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适应和调整，从人类、从普通人性、从全球的目光来思考问

题，那就会获得其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文化人的共鸣。

结 语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影片的创作呈现出内容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点，意识形

态价值不再是其唯一的诉求。通过分析这类影片的影评，我们发现官方话语与学术话语更多

地重合于它的政治功能及其文化功能，但缺乏对其商业价值的考量。而民间话语则关注其叙

事本身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出当下少数民族生存境遇。若一部影片的宣教色彩过于浓厚，那么

民间话语则表现出冷淡态度，或者经由反讽的态度对权力话语发起挑战。而一些向大众化、

市场化靠拢的少数民族影片，民间话语和权力话语日渐趋同，这反过来也促使影片创作中官

方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开始逐渐吸收大众文化、市民文化中的价值观、审美趣味，希望在意

义形态和商业价值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无论叙事如何改变，背后一定潜藏着国家话语的表

述，电影批评在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必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电影生产受到资本

市场、权力、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大众审美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开展电影批评必须从现实

语境出发，这样才能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及帮助观众解读影片提供实际价值。

本文为 2014年度宁夏高校科研项目“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与接受研究”

阶段性成果。

（顾广欣，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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