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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秋十月，位于河南开

封市半坡店乡石碑湾村的易洋牧业

有限公司牧场大院内桂花飘香。在

新装修好的数字化农村电影院内，

全国人大代表、祥符区电影公司党

支部书记郭建华和该乡的产业企业

代表、村支书代表，劳动模范代表、

致富带头人，市区驻乡人大代表、党

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坐在一起，观看

着红色和科教电影展播。这是在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期间，由郭建华

指导开展的农村数字化电影院进农

村进企业的系列展播活动。

半坡店乡是典型的农业产业特

色大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开封花生的主产乡镇区域。在

乡村振兴建设中，该乡有效实施人

才振兴计划，不断吸引各类人才返

乡创业，总投资 1.6 亿元的易洋牧业

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就是其中之一。

郭建华从少女到花甲，46年如一

日为农民放电影的事迹深深打动了

1989 年出生的易洋牧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洋，他很快喜爱上了放电影这

个兼职，当起一名不要工资的乡村电

影放映员。在郭建华的带动下，刘洋

很快在公司建好了一座标准化农村

数字放映厅，开始连续为大家播放农

业科技和红色教育电影了。

郭建华对“徒弟”刘洋深情地

说：“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正在演绎着

农村电影放映的传承故事，建设新

农村，需要新农民，传承优秀文化，

弘扬时代精神，只要乡亲们喜欢看，

咱情愿当一辈子乡村电影放映员”。

有了这个农村数字电影院，父

老乡亲们常常是一片欢声笑语，热

闹非凡。大家在一起品尝琳琅满目

的农特产品，话产业、庆丰收、畅谈

今年农业的好收成。

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勇士》等影片播放，让群众过

了一回又一回电影瘾。影片结束

后，村民们仍回味无穷：没想到这

么快就能在家门口观看各类数字

化电影，既能享受到大城市的“文

化大餐”和“精神食粮”，还切身体

验到了党和政府送文化下乡的温

暖，把文化振兴的“红利”送到了老

百姓的心坎里。

一块幕布、一个放映机，将一部

部精彩的影片送到了广大群众身

边，让乡亲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

有声有色的乡村生活，成了农村休

闲生活的新时尚。

“下一步，放映活动还将继续长

年不间断坚持下去，乡党委将组织

全乡 36 个农村党支部的 1482 名农

村党员和 136名致富带头人，分批次

观看红色和科教及党风廉政教育电

影，提升服务三农效益效能，切实提

高群众文化的获得感、幸福感，助推

‘五星’党支部和‘文明幸福星’的创

建。”半坡店乡党委书记王兆峰表

示。 （龚砚庆）

本报讯“大师之光”第六期青年

编剧高级研习班 11 月 5 日在济南莱

芜如期开启，百余名学员参与此次活

动。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中

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化和旅

游局、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主办，

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

项基金、中共济南市莱芜区委宣传

部、济南市莱芜区文化和旅游局、济

莱控股·山东嬴城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承办，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
济南出版社、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

协办。

开幕仪式上，中国电影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阎晓明致开班辞。他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

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向

学员们发出寄语，希望广大的中国青

年电影人扎根生活，感受当下，用创作

表达出自己对时代的思考。

莱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宁

在致辞中讲到，我们始终坚信文化能

够赋予城市灵魂，文化能让城市更具

底蕴，为此，我们始终致力于讲好莱

芜故事、传播莱芜声音、树好莱芜形

象，现在的莱芜，无比期待更多的艺

术大家倾情加盟，为莱芜形象塑造洒

豪情、出佳作、留回忆。

本期主讲导师代表，著名编剧、

作家苏小卫对大家能够顺利相聚在

莱芜感到非常欣慰。她说，吴天明青

年电影专项基金在济南举办活动3年

了，非常不容易。电影是一代一代人

的传承，只要我们大家能一起努力，

中国电影一定会越来越好。

济南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

副部长孙世会表示，近年来，济南市

把发展影视产业作为文化济南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持续加强市场主体

培育和管理，大力推进文化软实力提

升，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优秀人才不

断涌现。

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张

萍萍，山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于海

丰，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苏文，莱芜区文化和旅游

局党组书记、局长曹琳琳、副局长王

美玲，济莱控股·嬴城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义仙等参加了

此次活动。

11月 4日开始，学员们经过有序

和缜密的防疫手续，顺利入驻举办场

地的学员住宿部。傍晚时分，开班仪

式创意营导师贾志杰带领近百余名

学员分小组破冰，通过开盲盒抽签分

组、编故事等有趣灵活的环节设置，

让素不相识的学员们快速建立联

系。研习班的创意营是专门为学员

在大师班期间提供创意项目展示平

台，旨在通过短期创意碰撞，激发学

员创作热情，促进学员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并对导师课堂所传授的创作技

巧融会贯通，活学活用，推动编剧大

师班的良性发展。

随后贾志杰以《类型片如何讲故

事》为题进行授课。任何一种电影都

有自己的规律，在创作一部电影的同

时，要将同类型电影的共性元素抽离

出来，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贾

志杰就类型电影给出的建议。他认

为，类型片并不是一种发明，而是继

承人类经验形成的一种共识。

“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

班是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

影专项基金的年度活动之一，致力于

打造一个开阔的、多元的、包容的创

作场域，希冀青年创作者通过与“大

师”近距离交流和深层次探讨，在剧

作技艺上获得提升，同时对行业创作

规律、技术技巧有更全面的了解。前

五期的编剧班已累积为近千名学员

带来不同制作体系下的剧作经验，不

同类型、题材的剧作方法，扶持和培

育了诸多青年编剧人才。

第六期“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

级研习班发掘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锐

青年电影人，并为中国青年电影人才

的成长搭设了公益服务和培育平台，

也将吴天明导演毕生为中国电影拼

搏与奉献的执著精神发扬光大。“大

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在济南

莱芜顺利开幕，将进一步发挥济南莱

芜的文化优势，推动济南莱芜的影视

产业发展，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

（影子）

河南开封祥符区半坡店乡新风尚：

数字电影院进村庄

中国电影基金会
第六期吴天明青年编剧研习班莱芜开幕

郭建华（右）和“徒弟”刘洋

近日，一则来自大洋彼岸的

消息在朋友圈“刷屏”：美国铸币

局最近发行的一款全新 25 美分

硬币上刻有好莱坞华裔女星黄

柳霜的肖像。这是为了纪念杰

出美国女性而推出的新货币，黄

柳霜成为首个印在美国货币上

的亚裔美国人。这也是这位百

年前的好莱坞华裔影星近期在

电影圈的第二次“刷屏”：前不久

上映的纪录电影《追光万里》就

讲述了黄柳霜、卢燕、黎民伟、蔡

楚生、李小龙等几位粤籍电影人

的故事，对黄柳霜更着重介绍了

其主演的电影《海逝》。笔者看

来，影片对《海逝》的强调是非常

必要的。原因不仅在于该片为

黄柳霜提供了少有的饰演正面

女主人公的机会，在美国电影中

难得呈现了对中国进行正面描

述的乌托邦形象，更在于它为美

国电影里作为西方奉献者的中

国形象提供了最早的一个范例，

建构了美国电影里中西方的种

族与性别关系的基本秩序，对人

们研究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

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本质上言，美国电影里的

中国形象是一种他者的想象，这

个他者不仅是异国的他者，也是

文化的他者，更是被“他者化”的

他者。“他者化”是西方文化为确

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

序，树立巩固自身的支配地位而

有意贬低异质文化，将异质文化

边缘化的行为。这也即是萨义德

所指的东方主义。传统美国电影

里的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思维笼

罩，中国及中国人被有意贬低及

边缘化。如在20世纪上半叶一再

出现在好莱坞银幕上成为华人代

表形象的傅满洲，阴险恶毒又神

秘莫测，其对于华人形象的负面

影响之大使其在今天已被公认为

是“辱华”的象征。与之相对应，

那些在好莱坞银幕上阴险恶毒性

又感诱惑的妓女、舞女和恶棍等

“龙女”式的中国女性角色便无异

于傅满洲的女性版，同样为人诟

病。而作为好莱坞初代华裔女明

星，黄柳霜在银幕上大量饰演的

正是此类形象。因此，黄柳霜在

其生活的那个年代颇受国人争

议。1934 年，宋美龄访美时遍邀

名流及明星，却偏偏将作为华裔

明星黄柳霜排除在外，原因正在

于对她在好莱坞银幕上女性角色

过于负面不满。

黄柳霜对自己饰演的角色也

极为不满与无奈。她说：“我非常

厌倦反复饰演那些角色。为什么

银幕上的华人几乎总是反派？而

且是如此残忍的反派——滥杀无

辜、背信弃义、阴险狡诈，我们不

是那样的人。”但当时美国《排华

法案》仍未废除，好莱坞种族歧视

的氛围浓厚，她对自己的角色并

没有多少选择权。她曾经争取出

演米高梅拍摄的根据赛珍珠获诺

贝尔文学奖的讲述中国人生活的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的女

主角阿兰，但好莱坞宁可把这一

中国女性角色给予白人女演员也

不给华人女演员。阿兰一角为饰

演她的白人女演员带来了奥斯卡

最佳女演员的荣誉，而真正的华

裔黄柳霜却只能无数次饰演妓

女、舞女和恶棍等形象。

《海逝》的莲花是黄柳霜所饰

演的少有的正面女主人公。该片

出品于 1923 年，讲述中国少女莲

花（Lotus Flower）在海边救起了一

个美国水手。水手向她求爱，他

们结了婚。水手后来回国，莲花

怀了他的孩子。她忍受着旁人的

闲话，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等待水

手归来。但是，水手并非一个忠

实的爱人，数年后当他再度到来

时竟带着白人妻子芭芭拉。莲花

心碎了，她将孩子交给了芭芭拉

收养，自己投入了茫茫的大海，

“向大海偿还她的债”。

《海逝》也是世界第一部染色

片/两色片，制作相当精美，红绿两

色画面将莲花与美国水手间这一

跨文化跨种族的爱情渲染得浪漫

唯美，哀婉动人。但在优美的画

面之下，《海逝》建构的是并非平

等的中西方的种族与性别关系：

中国女性是西方男性与西方文明

的他者，应该为西方男性奉献与

牺牲。莲花是一个典型的为西方

男性牺牲的东方女性奉献者形

象，此类形象还有个代表是蝴蝶

夫人——区别仅在于蝴蝶夫人来

自日本，但两者都同为东方女

性。《海逝》明显带有普契尼的歌

剧《蝴蝶夫人》的印记，《纽约时

报》网站上评论说：“如果这个故

事看起来和蝴蝶夫人有些相似，

编剧Frances Marion并不否认这一

点。事实上，她后来说它‘简直是

蝴蝶夫人的继女’。”其实，好莱坞

在 1915 年已拍摄了《蝴蝶夫人》。

在这两个故事里，东方女性都深

深爱上了西方男子，尽管这个男

子并不值得她们去爱，但她们还

是对之全心全意，为之牺牲自己。

西方人建构的种族与性别关

系实质是一种权力关系。凯特·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指出:“种

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

其具体表现是：一个集团,凭借了

天生的权力,可以支配另一个集

团。”在这种关系里，东方被“他者

化”，女性也被“他者化”。西方支

配了东方，男性也支配着女性。

西方男性不仅支配了西方女性，

同时也支配了东方的女性。《海

逝》的故事模式完美呈现了这种

关系。身为东方女性，莲花不仅

是种族意义上的他者，也是性别

意义上的他者，双重他者的身份

使她与美国水手间的距离遥远，

除了为对方提供一些在西方无法

得到的性体验，她没有权利也没

有资格（即使她已为对方生了孩

子）要求对方给予他平等的恋爱

与婚姻。她必须面带微笑，无怨

无悔，在被对方抛弃之后仍然将

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他，并为他牺

牲自己的生命。西方人对类似故

事没有任何不安与内疚，相反乐

此不疲，津津乐道，因为这就是他

们心目中理想的种族与性别秩

序，给予他们无与伦比的文化优

越感。

一面是性感阴险的“龙女”，

一面是甘于奉献的莲花，黄柳霜

在20世纪早期美国电影里所塑造

的中国女性形象反映出好莱坞

以中国为“他者”，将中国“他者

化”的东方主义思维。这些形象

在后来的美国电影中被反复复

制与传播，成为影响巨大的定型

化形象。此种现象表明美国电

影不仅是娱乐大众，赚取利润的

商业工具，更是意识形态传播的

工具，它以西方为中心，在形形

色色的通俗故事中强化着西方人

的优越感，维护以西方为主的种

族秩序。时至今日，这仍是人们

在观看美国电影时不能不注意的

问题。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

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

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追光万里》：
黄柳霜及其《海逝》里的中国形象

■文/ 周文萍

粤港澳电影专栏

本报讯 由张栾执导，马丽、常

远、魏翔领衔主演，贾冰、黄允桐、韩

彦博、张一鸣、郝鹏飞、李一宁、李桃

夭夭、刘语乔、张佳雯、吕宁主演的

电影《哥，你好》密钥延期至 11 月 29
日。11 月 6 日，导演张栾、监制王韦

程、演员常远、李一宁现身影城，与

观众们进行映后交流，互动现场氛

围火爆，引得欢乐不断。

《哥，你好》作为一部笑泪交织、

老少咸宜的喜剧作品，影片中形象

鲜明的人物角色与温暖走心的情

感，让观众赞不绝口。未能到现场

的老伍扮演者魏翔，也录制了特别

视频为观众送上祝福：“大家好，我

是魏翔，也是老伍。非常感谢每一

位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们。我也非

常地遗憾，不能在现场把这份感谢

说给大家。立冬来临之际，祝大家

在这个冬日里温暖团圆。”

此外，导演张栾、监制王韦程、

演员常远、李一宁的现身也收获了

现场观众的掌声。有位观众表示：

“满床的日记本上面每一页都写着

‘思想你永远’，非常打动我。今年

也是因为疫情原因，我也有好久没

有回过家了，非常想念自己的妈

妈。”为圆粉丝团聚的愿望，众主创

现场与粉丝母亲进行视频通话送上

祝福，温暖感动。

除了主创与在场观众进行热烈

的映后交流互动外，演员韩云云与

黄才伦也惊喜现身活动现场，为电

影《哥，你好》助阵。韩云云表示：

“特别开心各位主创带给我们一个

这么好看的电影，有笑有泪，小伍特

别帅。看完之后特别回家，赶紧在

爸妈身边吃顿饺子。”黄才伦也分享

了自己的观影感受：“我看了有四五

遍了，每一遍看都是又感动又欢

乐！第一次看的时候哭了，后面主

要抱着观察包袱、学习的心态观看，

欢乐和感动像两驾马车一样并驾齐

驱。”

（影子）

《哥，你好》举办温暖冬日欢乐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