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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之间：“华莱坞”电影国际化生存空间的延伸与拓展①
王冰雪②
浙江传媒学院
摘 要：中国攀升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当前，其海外市场却遭受锐减，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面
对困局，国内票房奇迹带来的片面繁荣，图像盛宴背后的文化危机以及错位表述中的观念迷失引人反思。
破解困局，需要集结对共通价值的探寻力、对文化本质的深层解析力、对电影市场商机的洞察力，经由
本土化景观、民族化符号以及国际化叙事的多向度融汇以实现“华莱坞”电影国际化生存空间的延伸与
拓展，促进国际市场回暖。
[WANG Bingxue. Between the Power and Dimension: —The International Living Space of ‘Huallywood’
Movie’s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5;11(3):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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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宝莱坞”、“瑙莱坞”成为印度、尼日利亚的代名词时，以西方电影为主导的世界电影格局正
不断被消解。通过本土电影的国际传播，发展中国家有了跻身参与的机会，一方面国家形象获得重塑，
同时在民族文化的世界性表达中快速形成新的世界电影品牌，促使世界电影市场向着多极化的传播趋势
演进。回望中国，国内电影市场创造出的一个个票房奇迹与海外市场呈现的“三连跌”境况却形成鲜明对
比。令人不禁去想：为何在跻身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当前，本土电影的国际生存却仍旧步履维艰?探
其原因究竟是传播动力不足还是张力不够？又或者这只是我们关着家门的“自娱自乐”？在国际化生存
空间日益萎缩的现状中何以寻求发展，成为眼下迫切需要去面对的困境与难题。
一、
繁盛后的低迷：“华莱坞”电影国际之路缘何越走越难？
面对全球化信息流动加速，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早已成为跨越国家地理边界，跨越单一民族文化，
更具多元性的产物，电影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扩充。加入 WTO 之后本土电影工业也是如此。百年历
史积淀与全球信息流动的交叠融合促使本土电影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内联合、国际合作、跨界沟通、
跨地实践让本土电影工业在走上国际市场的同时其概念也随之不断丰富。“华莱坞”电影这一界定，意
在找寻更符合今日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现状，既包括国家地理边界划分下的中国电影，又更具有延伸性、
涵盖力包括以华人为电影主角，以华语为电影符号，以华事为电影题材，以华史为电影资源，以华地为
电影环境的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也。
这并不是按照西方思维模式主导的框架进行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而是在参照成功经验的同时以自身发展
现状为基础的符合时代发展，社会潮流的电影产业化发展趋势。
在经济学中，国际化是一种有意识追逐国际市场的行为体现，既包括产品的国际流动也包括生产要
素的国际流动。作为衡量“华莱坞”电影国际化发展的直观性指标，海外市场收益成为重要的参考。截
取 2009—2012 年度三个时期的海外收益可以看到：2009 年海外票房总和为 27.7 亿元；2010 年为 35.17
亿元，涨幅达到 8 亿多元，令人一度对“华莱坞”电影的发展前景充满憧憬与预期；然而好景不长，在
满怀希望的进入 2011 年后却发现海外市场收益仅为 20.46 亿元，减少了近 15 亿元；进入 2012 年海外
市场的收益更是大幅缩水，仅为 10.63 亿元；实际上从 2006 年开始，海外票房的增速从之前的 40%以
上的增长幅度，下降到 10%-20%，2011 年开始出现负增长。
再看另一个衡量“华莱坞”电影海外传播的重要指标合拍片的情况。作为走向国际的捷径，合拍影
片在 2004 年所占比例为 23.5%，数量 12 部，销往 17 个国家和地区；到 2010 年所占比例高达 97.8%，
与 2004 年相比高了 74.3%，数量为 46 部，但销往的国家和地区仅为 32 个，不足 2009 年销往国家地区
的一半，其中在 2010 年的统计中，合拍片比例竟然占到惊人的 97.8%，唯一的非合拍影片就是《喜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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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与灰太狼》。可以看到，合拍片已然垄断了当前在海外销售的“华莱坞”电影市场。然而，即便如
此，面对不断锐减的国际市场份额，高比例的合拍片也同样也难以妙手回春，不能够成为救市的灵丹妙
药。面对“好莱坞”占领世界电影票房，欧洲电影占据世界电影奖项的格局中，“华莱坞”电影的生存
与发展已不仅关系着电影文本本身，更关系到民族延续、国家发展、文化传承诸多方面的共生共利。面
对海外电影市场中曾经的涨势，“华莱坞”电影的生存现状让我们不断焦虑自问：“华莱坞”电影的国
际之路缘何越走越难？
（一） 走出家门的迷失：国内票房奇迹  国际公认
曾几何时国内票房能够“过亿”就等同于一个神话，是无数本土电影人为之努力的目标与梦想，而
今“过亿”神话早已走下神坛成为进入院线的基本标准。2013 年伊始，当徐峥用小成本影片《泰囧》
换得 12 亿票房冲刷着《让子弹飞》创造的 7 亿票房神话，颠覆国内电影票房记录时，所带来的窒息般
冲击让国人陷入了狂欢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骄傲的看到了“民族电影的曙光”。对于国人来
说，电影已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大众传播媒介，“华莱坞”电影的国内票房奇迹成为了等同于奥运健儿
国际赛场上的为国争光，成为了具有深刻内涵与象征意义的媒介仪式、媒介符号，在国内电影票房一串
串数不清多少个零的数字之上表征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带来了我们认为的“真真切切的民族
荣誉”。
面对国内票房的繁荣，我们必须承认国内电影市场的繁荣景象确实为“华莱坞”电影更广泛的传播
打开了希望之门。可是为何国内电影市场越是红火国外市场就越是冷清呢？与“好莱坞”大片在国内的
天价收益相比，我们的“华莱坞”电影其海外市场只能以惨淡来形容。国内票房 7 亿的《让子弹飞》，
在海外市场总共只有近 3700 万元的收益，甚至没有发行商愿意在北美发行放映该片，其海外票房全靠
欧洲和东南亚支撑，与国内的辉煌形成巨大反差；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诸多我们熟悉的影片身上：《非
（ ）
诚勿扰 2》近 3200 万元；《唐山大地震》2600 余万元；《赵氏孤儿》1500 余万元。 46 据不完全统
计，2011 年共有 55 部国产电影销往 22 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只有 20.46 亿元，这一成绩
相比 2010 年的 35.17 亿元，同比下降 40%。国内电影票房神话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
现实是：国内票房奇迹并不等于国际公认。在走出家门进入国际电影市场时“华莱坞”电影所具备的传
播力还显得不足，鲜有既具备民族文化特色，又符合国际传播理念与内涵，贴合各国观众审美口味的影
片，也没有建构完善的“华莱坞”电影国际市场化发行体系。缺位的产业化发展思路，滞后的营销观念
以及较低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都成为制约和障碍，使得“华莱坞”电影国际化之路困难重重。
（二） 喧嚣背后的危机：图像盛宴中的认知错位
国内电影市场呈现出的蓬勃态势令不少导演因之转变思维，对于国际市场的发掘开始缺乏兴趣。以
冯小刚为例，自瞄准国际市场的影片《大腕》在海外遭遇惨败，便将影片对象调整为国内观众，认为“中
（
）
国有十几亿人，我的影片光把自己民族的观众服务好了就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 46-48 因为文化差
异、语言障碍等诸多因素在海外遭遇冷场的冯小刚导演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导演，因其作品语言诙谐幽
默，独具特色甚至引发了“贺岁片”的风潮。具有高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一线导演其消极的国际化传播态
度并非个例，其普遍化趋势成为国内电影市场喧嚣背后所潜伏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国
内传播取代国际传播，以国内电影市场的繁荣等同于“华莱坞”电影产业的繁荣；二是将国内高票房收
益等同于审美取向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正确性。
不论是大制作、大投入的“高概念”影片还是小成本影片都体现出了相同的认知态度：即中国本土
电影市场已经非常广阔，海外市场的传播失利不足以构成影响。错位的认知中有些影片不仅在营销中弱
化海外传播失利的现实，甚至还营造出在国际市场同样大受欢迎的假象误导受众，既掩盖了“华莱坞”
电影产业发展所处困境的根本事实，又制造了片面繁荣的景象，将每年绝大多数国产电影并不盈利，甚
至无法走进院线的事实淡化了。然而国内市场的收益“对于电影产业的本土市场及其发展并不能构成多
少拯救性的作用，作为事件营销的绝佳对象，固然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观众走入影院的行为选择，但并
未能带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持久繁荣。”华莱坞电影所承载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
精神，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等重任的载体。如果抱持着自满于本土市场的心态
而忽视甚至抗拒参与其中，以个人得失衡量“华莱坞”电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不仅会引发
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传播的失语与失衡，更会引发民族危机。从国际传播层面来看，服务好本土市场只
是“华莱坞”电影国际化的第一步，是每一位本土电影人应该做到的和必须做好的起点而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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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不少电影人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在评论“华莱坞”电影国内市场现状时将
影片的高票房收益等同于其审美取向及文化价值。经济收益与价值取向是不能放在同一纬度做衡量与评
判的，国内电影票房记录的不断攀高说明国内受众对于文化需求、精神消费还处在如饥似渴的阶段，其
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当前的“华莱坞”电影作品从类型到内容还处在一种非均衡、不全面的匮乏阶段，
与当前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物质层面的满足无法换取精神层面的富足息息相关。电影作品供求不平衡成
为当前国内电影票房攀高的一个推进因素，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内电影票房并不能够成为检验“华莱坞”
电影质量高低、内涵深浅以及价值观正误的标准，充其量只是印证了国内观众对电影作品的渴求程度而
非文化的欣赏鉴别力。
“电影并非仅供消遣，匆匆而过的爆米花食品，而应该在现实中喻示着某些东西。”

电影工业的繁盛与其自身文化积淀，精神指引有着极大的关联性，这也是欧美电影能够在世界传播，
称霸世界电影市场的关键。如何让国内的电影观众通过电影勾勒的图像盛宴将目光投入在对电影更深层
次的内涵和价值的关注与剖析中是电影人该集体反思的内容。
二、
延伸之动力：探寻力、解析力、洞察力的集聚
“华莱坞”电影国际化生存空间并没有随着传播时间的延长而获得延伸，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内电影
市场的繁荣虽带来了本土自信，却也造成走向海外市场的引力和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对于电影市场把
握的偏差、受众需求的忽视以及文化再现的误读等因素造成“华莱坞”电影在走出国门面向更广阔的世
界电影市场时缺乏应有的推力与张力。作为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传播，“华莱坞”电影生存空间的进一
步延伸关键在于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对人类情感共通感的凝练；对多元文化的深层认知与解读；
对世界电影市场敏锐的洞察。
（一） 对人类共通情感的探寻力：生命价值 + 人性内涵的凝练转化
康德将人类普遍情感称为人类情感共通感，认为情感不是私人的而是一种恒久、普遍的共通情感。
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承诺。正是由于情感的勾
连，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交往与建构，可分享共通的经验、行为、认知、价值；也正是因为人类对情感的
依赖和共享，在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中能够对具有共通性的人类价值观、文化观有着基本的接纳与认同。
好莱坞经典影片《飘》、《罗马假日》、《泰坦尼克号》等所具有的影响力就是因其通过电影视听语言
在传播符号的表征下建构了爱情这一与人类情感共通的强大磁场，使影片跨越时空、文化、民族国家将
其情感感受力传向世界各地。
华莱坞（Huallywood）作为一面文化旗帜和一种电影符号，不仅在特定社会环境或社会规范下能被
广泛接受与认可，而且具有很强的涵盖性、统合性、包容性和辨识性，基本符合华人社会的希望与期待。

“华莱坞”电影海外传播因为习惯于在世界电影节上打响知名度，影片的初衷多是为了迎合评奖标准
或者评委喜好而为，加之个人意识过强使电影中呈现的情感多为有选择性的、正统的、鲜明的、单一的
情感类型，所考虑的具有全局性的、多元的、共通的对人类自身内涵的深度发掘与认知之上的生命价值
与人性内涵的提炼很少。
寻找民族化最为简洁的路径是相信我们悠久艺术传统的本质是和世界人类一样的人性情感追求，对
爱的渴望、对亲情的表现、对生命的珍惜，应当成为和世界沟通的民族优美文化的根本。“华莱坞”
电影向海外延伸的首要出发点应是将中华民族向善、和谐、宁静、务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情
感内涵进行凝练，上升为更具人类普遍接受力的如和平、正义、勇敢、奉献等共通情感和心理，并通过
电影语言符号建构起既能够反映本民族内涵，又可以引起世界各地观众共同情感与认知的电影作品以便
获得共识。与国内诸多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相比，凭借《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李安导演
对于电影内敛的、极富张力的、含蓄的把握以及令影片内容直逼人心的功底是最大的差别。他的影片不
是在为讲道理而讲道理，更多的是在叙说故事，在电影影像语言中传达着自己的艺术体验，在艺术体验
的感染下传达着深刻思想和情感。而走出国门的“华莱坞”影片更偏好以霸气、张扬的气势在电影一出
场就展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对外国观众来说这是传播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部分也是造成情感阻碍以及
文化误解的根源。再看近五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3 年 85 届获奖影片法国电影《爱》、
2012 年 84 届获奖影片伊朗电影《一次离别》、2011 年 83 届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2010 年 82 届
阿根廷电影《谜一样的双眼》、2009 年 81 届日本电影《入殓师》，这些具有深刻人文与时代内涵的艺
术性影片其对情感的升华与凝练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当我们的电影在海外市场预冷并呈现萎缩态势时，
还是应该反省电影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对人性共通价值的探寻来得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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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文化本质的深层解析力：异质杂糅 + 共性统和的重构再现
从《英雄》开始走向国际市场的“华莱坞”影片其选题多是出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无极》、
《十面埋伏》、《赵氏孤儿》、《赤壁》等一系列影片中不仅叙事主题源自传统文化，叙事类型的武侠
取向更是有着典型独特性，然而除了《英雄》之外，我们的影片在国际市场并没有达到预期。“华语电
影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困惑，集中表现为电影艺术的精神立场与价值取向的双重缺失。” 即使崇尚
善恶对立的“好莱坞”商业大片，仍旧偏向从冲突走向和解的叙事逻辑，更多呈现对人类能够接受的向
上的价值观的传播。以影片《赵氏孤儿》和《哈姆莱特》两部影片做一对比分析：在复仇伦理面前“如
果说《赵氏孤儿》中赵武的复仇方式及手段是血腥的、残忍的，那么《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复仇方
式及手段则显得平和另类，主要表现为精神世界的冲突。”同为复仇意志所展现的复仇伦理以及方
式却有着极大的差异：当我们用血腥复仇来展示家庭伦理时，对于海外受众来说这是不易理解或者难以
接纳的。莎翁笔下的哈姆莱特，在其漫长的复仇历程中其内心世界的变动将复仇“事件本身居于次要地
位，重要的是作为事件施动者的人，我们可以在复仇主体对人、对生命、对宇宙的思考中更多地体会到
深层的人性底蕴。”中国的传统思维观念中，复仇是建立在对立的正邪善恶立场之上的，形成的是
“此仇不报非君子”的道德取向，这与西方思维观念中的，人性大于一切有着很大的差异。电影中所体
现出的文化绝对化，仿佛表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情感就是如此，文化折扣成为引起很多海外观众
文化误解甚至抵触情绪。
由上观之，对于文化的深层解读力是“华莱坞”电影寻求突破的着力点。中国社会正面临历史与现
实、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多重文化的交汇，这样多元交汇的背景中我们对社会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
动，延伸至电影领域突出的问题就是迫切需要“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价值重构，对异域文化资源进行通
约整合。”解读力的培养一方面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创作力，另一方面在于对世界文
化多元化的共性统和与把握。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周密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这样几个主要
方面：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核心与现代文化的交汇点是什么；东西方受众对于文化认知的差异以及共通
点在哪里；市场需求以及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有哪些等方面的综合平衡是转化的思考前提，也是电影成
功传播的关键。中华文化所提倡“和合共生”的中庸之道；讲求和谐融通、谦虚内敛的处世哲学；崇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伦精神；宣扬统和之思取代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都是传
统文化中的精髓内涵是与世界人民可以共享也能够实现共通的重要构成。
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一般社会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方式，意义的给予和获取，共通意义的缓慢发
展，使社会获得意义并反映它们的共通经验。”追求异质杂糅是基于对不同文化构成的尊重，更是
基于对文化间均衡传播的坚持以及对文化霸权特别是对于西方社会中心主义的抵抗。列维·斯特劳斯提
到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即相异性是精神社会生活的特点之一：要获得自身的社会性并加强内部的世界，
需要这些与自我相异的力量和创造性的能量。”不论哪一种文化在寻求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时期愿
望和需求是一致的：如对爱与和平的向往，对暴力血腥的恐惧，对平安喜乐的追求，对斗争冲突的抵抗。
韩国电影复兴的典型表现就是更多有本民族文化上升到关注历史传承、社会反思、人类文明的更高层面
进行本土电影创作，这样的文化认知模式和电影艺术创作观念促使韩国电影在肩负民族文化复兴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
（三）对电影市场商机的洞察力：对话交流 + 合作共赢的借鉴互动
“电影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活动，而是一种经济活动。”将世界电影市场影响力最大的“好
莱坞”电影与我们所要塑造的“华莱坞”电影进行对比分析看到：“好莱坞”电影的成功是“创造力、
故事讲述技巧、顶级电影制作人的决策以及联结了市场销售人员努力的结晶。”较之欧洲电影，“好
莱坞”电影也许缺乏艺术性，但是却具有更大的观众普及率，对于“好莱坞”来说，艺术和商业从不分
离：电影自身的商品特性，使得它的每项艺术成就都与商业需要有着一定的关联；但电影又远远不是那
种批量式生产的商品，每部电影之间都有着艺术区别的需要。 “华莱坞”电影的国际化生存实践中
可以看到由于对于整个电影市场的发展的洞察力不够，在走向海外时一方面对于学习借鉴的通融力较
弱，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产业化发展还多处在意识阶段行动力尚且不够，如何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界限淡
化，实现两者的协调互动是当前“华莱坞”电影难以完善的问题。鲜明的对比，能够在海外获得奖项的
影片在国内却因多方因素迟迟没有上映档期，如影片《团圆》（王全安），在2010年获得第60届柏林电
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但直到2013年下半年都还未上映，错过了影片最佳放映时期，与之相对的一些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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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的影片却很快进入影院换取票房。这一现象的难以调和还在于对于电影市场需求的艺术性与商业
性、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调和力不够。
“好莱坞”电影每年收益超过五成以上是从全球市场获得的。“目前好莱坞主要的企业集团却涉足
与文化产品的制作与发行相关的系列业务之中：书籍、电视节目、磁带、玩具、游戏、影碟、T恤、杂
志、搭售广告，以及为制造商进行商品销售代理的全套服务，这种包罗万象的娱乐业—它们拥有版权（电
影、电视、音乐、书籍和软件）—目前已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的第二大出口贸易行业。”对于“好
莱坞”来说其电影已然实现了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传播，而相对的“华莱坞”电影的市场推广和周边延
伸还做得非常不足，近两年我们才开始关注电影的首映，电影的后期推广行销以及对电影周边的衍生品
开发，弥补这一部分的缺失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加强对于本土电影市场以及世界电影市场的洞察。
纵向加强对电影版权、广告投放、赞助、票房、衍生产品的开发等环节的投入度，将电影的价值发
挥到最大；横向加大对不同媒介技术产品的引入，强化大众传播媒介各个环节的连带作用，特别是对于
电影同名影视书籍游戏等的延伸，影视拍摄地旅游业的发展，影院放映虽然关键但一部电影的成功不能
单单依靠电影在影院的投放取得成功。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中国已经由一个引进外资的国家逐渐转向
对外投资的国家，对于海外电影市场从过去的等待推销到现在的自寻出路，可以看到伴随着国家经济发
展以及整个大环境的变化，电影行业也用更敏锐的嗅觉与目光在面对国际电影市场的时候更积极主动的
加入了产业发展的大潮。在海外建立“华莱坞”电影办事机构进行海外推广营销，如万达集团在国外知
名的电影院线投资获得股份，制造自己的海外市场放映线，延伸电影在海外市场的生存空间。通过专业
推广机构对当地的宣传推广、资源使用以及对当地影院电影放映情况做及时的信息收集与反馈，获取海
外市场的第一手资料，辅助“华莱坞”电影紧密贴合社会发展趋势，市场发展脉搏是海外生存的关键。
当然，以“好莱坞”电影为例进行对比是因为其典型代表性，但“华莱坞”电影如果仅停留在学习借鉴
其他国家的电影产业阶段，而没有将学习模仿的意识转变为对话合作的观念，仅仅完成了消化吸收、转
化使用，而没有在完成孵化创新的互动共赢，甚至在借鉴时剥离了自身民族文化独特性与主体性，亦步
亦趋，不仅无法让“华莱坞”电影走出去，更有可能因倒行逆施而难以挽回颓势。
三、
拓展之度：本土化景观、民族化符号、国际化叙事的集结
立体的视野考量不仅包括了事物发展的主体、时空、背景条件，也包含了事物变化的逻辑、目的和
属性因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在以西方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为主导的单向度电影传播中被西
方话语操纵，被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逐渐麻痹丧失了对自我文化的坚守和生存空间的抗争，
领不均衡状态日益严峻。“华莱坞”电影生存空间的拓展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跳脱出当前以西方为主要
取向和尺度的单一向度，突破单向的地理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等多方面内容，允许文化多元、多
样性差异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对话交流、互惠共享才有可能实现“华莱坞”电影国际化生存空间的拓
展。
（一） 本土化景观：从物质到观念的描绘与呈现
景观是媒介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借助于多样的媒介表达手段，景观并非只是一小块文化的碎片，
而是生动地反映了地区之间的人文特色、文化差异，以及历史所留下的痕迹与记忆。 借鉴景观概念
在电影影像传播，从本土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两方面入手选取本土具有典型代表性、独特性资源从自然
的物质世界走向文化赋予的思维观念世界。李安曾谈到：“我觉得对我来讲，地域性和共通性有的时候
并不犯冲突，他们就是左右两只手。其次，你要注意自己的特色，你不能把自己的本色去掉。他今天要
看你，一定是要看你的特色，我今天在美国导美国片，既不是因为我的英文讲得特别好，也不是对某个
地方特别有研究，而是我以一个中华文化的眼光来看它，给它一个很好的镜子，我用很特殊的方法来观
察它，这才是我能够立足的关键。“华莱坞”电影走向世界需要思考如何从浮于表面的刺激眼球走
向深层的撞击心灵，做到这一点仅依靠单向的宣传思维是无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识的。对于经过漫长
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中华文化景观中传统景观聚落、建筑、民族服饰等的选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伸
与呈现；对于文化景观的深层要素要加强了解，以便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基因与传统文化特色，而不是
停留在表面的借用，更可以拓展当前海外传播中的景观单一化现象，让海外观众了解我们不光有故宫、
长城、兵马俑，还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各民族聚落及建筑。从镜像理论来看，电影影像建构中既折射出
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与价值，也反射出当前社会的现实和发展的现状。借助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积淀，通过
电影视听符号的冲击力实现对心灵的撞击，产生对人类共通性的唤起与共鸣，提升电影文化传播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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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文化吸引力实现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使“华莱坞”电影冲破当前的困境。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本土化景观不等于“异国情调”。抓住本土特色，是要讲述我们的文
化中有什么，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和历史积淀是什么，我们与世界各国的独特之处与共通之处在哪里。本
土化所强调的，对本国的民族文化价值以及自身文化本原的认同回归，抗衡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
和差异缩小和西方文化霸权带来的民族文化萎缩。我们的一些影片错误的以为要走向国际我们的异国
情调是最为吸引人的，所以将一些所谓的“中国元素”堆叠进电影之中，甚至将一些迂腐的东西刻意加
入，本土化还没做好，就直接以国外影片思维景观进行建构，变成无根之作，不伦不类的异化景观成为
了一种狂欢再现，不仅没有获得国际化认可，反而让国外观众产生错误的中国印象导致文化误解。
（二） 民族化符号：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建构与阐释
文化的交锋并不是看谁拥有文化价值观的“发明权”，而是要看谁拥有这些价值观的阐释权与传播
权，谁在文化领域对文化理念率先进行表达，并且通过有效的路径进行广泛传播，谁就占有了这些价值
观的话语权和传播权。在外来影片明显强势的环境中生存，“华莱坞”电影需要的是快速建立自己
的民族话语体系，用突出的民族文化意象，借由电影这一传播载体展现民族文化精神，而文化自觉是实
现这一传播理念的起点。按费孝通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这一理解的最大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既可以坚守本民族文化，又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增强对多元文化的
理解，并找到自己所处的坐标。通过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凝练而出的民族文化符号，辅以实现与其他文化
之间平等的互动与交往的关键。
电影影像中的民族化传播符号在于表征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中具有传承性、延续性和共享性的文化
基因，而具有独特性的民族文化基因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深刻内涵与观念的重要途径。资本主义全
球化生产的结果，动摇了中华民族利用表意建立认同的稳固及纯粹性，威胁了本土文化生存的空间，来
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信息构筑成一个无地图式的影像空间，人们在此种空间互动的结构，导致了一种片断
的、流动的、复合的认同观。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伴随着世界电影的跨地流动而受到不同尺度的影响：
本土对外来文化的追捧，亚洲东西文化间的博弈，世界电影格局不均的作用都让当前中华文化传播成为
更胜以往的难题。
史密斯（Anthony Smith）指出，国家的建构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过程，而全球文化则是一种完全
失忆的现象。“文化在跨国间的流动与交换当然会对民族文化带来种种持续影响，甚至导致结构性
的变化，但民族文化却不可能因为参与流动与交换而消亡。”把握视听符号的记忆建构功能，通过电
影影像传播，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中“阴阳和合的传播哲学、情理交融的传播伦理、物我融通的传播意识
三个层次。”通过在“华莱坞”电影中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民族符号借助电影影像进行文化再创造，
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建构与阐释，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促进在国际传播中自身文化更
新，唤醒其内在文化生命力，稳固传播基础，扭转当前非均衡的传播局面。
（三） 国际化叙事：世界性表达与全球化合作
作为一种超越性向度，国际化叙事成为了突破“华莱坞”电影薄弱叙事关的重要路径，其关键在于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沃格勒说“我们迫切需要好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能够给观众带来娱乐，同时也要包
涵深刻的道德准则和生命的伦理指引，为一个更加健全而明智的社会开出救世良方。”化解“华莱坞”
电影当前的尴尬局面需要通过电影影像语言叙事找寻艺术与审美中的艺术共通性、人性化的核心理念，
寄托于好的选题、好的编剧、好的导演以及整个电影团队。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日本导演黑泽明，
其影片《罗生门》、《七武士》成为了世界电影的标杆，同为亚洲电影人，有着更为接近的文化背景，
但为何其电影却能够成为不仅是西方电影市场更是全世界电影的样板值得我们思考。“黑泽明是那种把
自己和民族文化美学表达连接得特别紧密的人，他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影响主要在于日本文化美学的内在
支撑，换句话说，黑泽明是那种特别具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大师，他的电影艺术就是他的文化气质的自然
流露，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导演并不具备特别丰富的文化修养。”张艺谋其早期作品在国际获得重
要奖项更多的是依附于强大的文化作品实体之上，离开了醇厚的文学作品其创作了和文化底蕴的不足就
显露无疑了。这不仅是个别导演的问题，更是整个“华莱坞”电影产业所存在的整体性问题，我们讲故
事的能力越来越差，也正是如此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的偏好度越来越低，奖项和市场都离我们越来越远
了。
那么是不是以“好莱坞”的方式运作，用“好莱坞”的叙事逻辑来演绎故事，就意味着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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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叙事策略中强调关注美德与道德，将现实目的与电影轨迹无缝融合，强调观众与创作者价
值观的匹配这些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同时也要明确国际化叙事并不等同于“好莱坞”叙事。国
际化叙事策略意味着从本土出发进行的世界性表达，以及全球之间的紧密合作，意味着获得世界电影市
场认可的同时巩固本土电影观众。“以《少年派》为例，你可以说它是一部中国电影，因为它是李安执
导拍摄的，但它是法裔加拿大籍的作者创作的，讲述了一个印度男孩的故事，而最终故事在墨西哥结束，
关键电影使用英语拍摄，幕后团队非常国际化。” 对“华莱坞”电影来说平衡好电影的叙事结构与
价值取向需要选择传统文化中具有时空延续性以及情感共通性的文化内容，作为制造共识、形成共识、
达成共识的载体。
通过表象我们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维度，但实质上任何事物都有多个层面，都是多重动力的结
合。如果单就本土票房的繁荣而直接推断出“华莱坞”电影已经走入世界前列，那必然是忽略了全球视
野而仅从本土出发的认知；但如果通过海外市场的下降而断言我们的电影走向完全颓势也是不全面非客
观的。将“华莱坞”电影的发展放置在从本土到全球的力与度之间进行考察，我们需要承认“华莱坞”
电影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仍旧需要面对很多的现实困境，特别是在面对海外市场的传播中“问题是复
杂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有很多需要深入分析、探讨、把握的现实问题尚待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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