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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南少数民族电影沉寂多年的叩问与反思

李 淼

20世纪50～60年代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黄金年代，曾经有一

大批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轰动全国，远播世界，但真正意义上的云南少数民

族电影至今仍较为匮乏，其影响力也远不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电影。

一、问题提出之缘由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反映各少数民族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风貌是

中国文艺创作必须坚持的方向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很显然，这里的全民族文化包含了中国56

个民族的文化，文化自信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自信。云南省是中国

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从某种程度上讲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也代表着、

体现着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以云南少数民族为表现对象和主要内

容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疑是中国影坛独具魅力的一种“类型”电

影。在20世纪50—6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不仅数量繁多，且

影响力巨大，《山间铃响马帮来》《摩雅傣》《芦笙恋歌》《五朵金花》

《阿诗玛》等影片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有的还远播至东南亚，深受观众

的青睐，开创了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辉煌之路。“文革”结束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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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又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青春祭》《孔雀公

主》《相约在凤尾竹下》《云南故事》等影片的成功再次唤起了人们认

识云南及其少数民族文化风貌的热情。特别是21世纪以来，《婼玛的十七

岁》《花腰新娘》《碧罗雪山》等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再度获得了极高

的评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客观地说，后来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

电影的创作影响力远不及20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我们不禁要问原因到

底为何？

另一方面，笔者曾撰文指出：“评判一部电影是否是少数民族电影，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影片是否有真正的少数民族视角，即影片在主题和思想上

要能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a就云南少数民族电影而言，不论

影片的创作者身份是不是少数民族，也不论影片采用“外视角”还是“内视

角”，如果不具有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就谈不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云南少

数民族电影。也就是说，如果影片在主题和思想上不能体现出少数民族成员

在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维护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殊性的民族意

识、心理和态度等，影片不能承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积淀具有本民族

特色的文化，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少数民族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之前创作

的很多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不具有这种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创

作者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形成这样的局面，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

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学者担心，如果严格

按照这个观点推论，“不仅20世纪‘十七年’没有少数民族电影，新时期没

有少数民族电影，就是新世纪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也没有几部。这

样，少数民族电影研究也几乎成为一种不可能，因为事实上失去了研究的对

象”。b其实，这恰恰说明发展少数民族电影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尤其是我

们今天身处于全球化时代，在获得更多文化同质性的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

多的文化差异性。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要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具有特

殊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无疑体现出这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它在

a　李淼：《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边疆想象、民族认同与文化建构》，云南大

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

b　饶曙光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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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正在趋同化的全球化时代，更加显现出其文化的重要价值。而在这

样一个视觉文化为主导的时代，少数民族电影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应该

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应该成为衡量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和

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当代标志，同时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有

益的作用。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反思云南少数民族电影沉寂多年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云南少数民族电影沉寂多年的困境反思

如前所言，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影片曾家喻户晓，至今仍

为人津津乐道，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在艺术和商业上也有所突破，取得了一

定的传播影响力，但严格地说，这些影片大部分并非云南本土少数民族创

作者自己创作，更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作品缺乏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表

达，有些作品在民族风格和影片内涵的开掘上尚显不足，在弥合商业娱乐

性与文化主体性两方面仍显稚嫩。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云南少数民族

电影至今仍较为匮乏，仅有《婼玛的十七岁》《俄玛之子》《碧罗雪山》

《米花之味》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云南少数民族

电影，但这些影片除了在一些影展或电影节上崭露头角外，其影响力和传

播力远不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电影，如蒙古族、藏族电影等，更遑

论与其他类型影片一较高下。深入分析其原因，既有改革开放后社会文化

政治、经济政策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和制约，也有影片创作者对少数民族文

化的认识上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很多影片是创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化

和生活的想象性建构，没有从本质上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族

群文化心理。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商业娱乐之困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国产电影

的市场化发展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在消费社会的文化驱动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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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义与娱乐至上同时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对大众文化心理的满

足和取悦，渐渐促成了中国电影自觉地向视觉感官满足和明星偶像消费的

转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被席卷入商业的大潮，在通俗化和娱乐化方面

进行尝试和摸索。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题材

动作片，实际上是对当时市场经济改革大潮的一种顺应。这些影片大多是

借助好莱坞情节剧模式，套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让影片的主人公穿上

少数民族服装，演绎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满足“他者”想象的边

疆风情故事。但值得反思的是，90年代的某些少数民族题材动作片在光怪陆

离的情节和夺宝、复仇、情爱等为主线的故事中，偏离了少数民族本质的生

活，导致“有个别影片，少数民族成了符号或色彩，成了伪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a时任广电部副部长赵实针对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问题指

出：“在某些影片中，要么只热衷于描写少数民族习俗的独特性，并把这种

独特性强化为怪异；要么只是热衷于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空间环境，在这个

独特的空间环境里演绎陈旧的情爱与情杀故事；还有的热衷于表现少数民族

欠发达地区的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这里创作者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刺激观

众的观影愿望。于是，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领域，出现了造假之风和编造之

风。”b《奇情侠侣》《莽女追魂》《傣女情恨》《抗暴生死情》等影片中

的少数民族不再是阶级意识或政治文化的产物，而具有了明显的商业娱乐特

征。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大多围绕夺宝、复仇、爱情等情节剧要素展开，影

片中的少数民族只不过是为了增添奇观效应和娱乐元素的砝码，他们并不具

备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品格，只是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侠客”

或“义士”，演绎的是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江湖故事。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

续到21世纪初，在《闪灵凶猛》《怒江魂》等影片中，仍然延续了新时期娱

乐片的基本叙事模式。《闪灵凶猛》完全按照恐怖片的叙事模式加以创作，

但由于剧情设置和人物塑造上的问题，致使影片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遭

a　牛颂、饶曙光：《全球化与民族电影——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

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

b　中国电影家协会：《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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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观众的诟病。由此不难发现，在这些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呈现的

云南边疆显得更加虚幻，显露出与真实空间相抵牾的隔膜，它是与中原地区

迥然不同的奇异景观，也是与少数民族生活相背离的场所，因而具有了更突

出的想象乌托邦特征。

然而，在从小就伴随影视作品长大，看惯了制作精良的好莱坞饕餮盛

宴的年轻观众看来，这样的“异域”奇观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视听需求，

“说走就走的旅行”早就让他们见识过了影片中的奇山秀水，电视纪录片

早就让他们领略过了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民俗风情，如果不能真正开掘少数

民族文化中极具韵味和故事性的文化元素，这样的少数民族电影既不能赢

得市场更不会赢得口碑。因此，当代电影投资人、编导也就很少会选择云

南少数民族电影的投资和创作，因为这种类型的影片市场赢面太小，在现

如今中国电影市场近600亿的票房中，少数民族电影的占比少得可怜。相

比之下，发轫于90年代末期的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的“马上动作片”

就超越了这种浮于表面的商业娱乐片，而赋予了影片以蒙古族精神和文化

的内核，显示出少数民族题材动作片的较高艺术追求和文化品格，并且在

当年也创下了较好的票房纪录。

（二）文化身份之困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身份经历了一个从被

遮蔽到逐渐确认，从内隐到逐渐突显的建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

展，是一种较为彻底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不论是反映民族的和谐与团结，还是表达汉族把少数民族从奴

隶制、封建主义与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它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合

法性都是至关重要的。消除种族、民族、性别与地区之间的真实差异和紧

张状态，目的是构建一个想象的、同质的国家认同。”a进入80年代改革

开放后，在西方文化、主流文化、消费文化的多重夹击下，少数民族文化

因其具有差异性的“他者”姿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随着政治

a　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戏剧与影视

·381·

戏剧与影视

·381·

功能诉求淡化，少数民族电影文化功能诉求得以彰显”。a在《青春祭》

《婼玛的十七岁》《红河》《碧罗雪山》等影片中，“少数民族的世界

观、价值观、宗教信仰和习俗规范等精神文化资源，成为关照现实，反思

面临价值迷失、传统崩解的主流文化的力量之源”。b但少数民族仍是作

为“被看”的“他者”，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新时期中华民族主流文

化的空白。

一是有关文化部门和创作者对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

“讲好中国故事”在讲好少数民族故事方面是缺位的。回看20世纪50—60

年代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之所以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一个时代

的烙印，与当时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息息相关。

从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

的修改始末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文艺作品的高度

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对《内蒙春光》的修改作出指示，并提出了五条修

改意见，后来又将修改好的影片“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看了，因主席觉得

片名不好，给影片改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这样影片才于1951年国

庆节上映。c如今，我们有很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政策，在经济、贸

易、区域自治、民族事务管理、教育文化等方面都给予了少数民族地区扶

持协助，如2000年5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文

化建设的意见》中就提出“加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扶持优秀的少数

民族文艺”等。但落到实处的关心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举措远远不够。少

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相比，处于相对弱势和边缘的状态，需要政府大量

的投入来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同时也需要充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激发其

内部的活力，积极进行文化艺术的创新，如若不然，民族文化就不可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自身的原生态生存方

式发生改变，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今天的少数民族已经回不到过去的

a　李春：《功能诉求转向与少数民族电影的变迁》，《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b　李春：《功能诉求转向与少数民族电影的变迁》，《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c　陈荒煤、陈播：《周恩来与电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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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去。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所谓“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电影，这些

影片热衷于选用非职业的当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饰演影片角色，由此凸

显电影表象的原生态观感。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某些以原生态为

追求的电影在情节方面的虚构本性决定了它不是忠诚于生活的直接截取或

复制，表象上的原生态和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反而构成了更大的矛盾。这

既是原生态少数民族电影与原生态少数民族生活之间的矛盾，也是原生态

少数民族电影在失落电影的真实性之后难以赢得市场和观众的原因”。a

以《碧罗雪山》为例，导演刘杰选中一位普通的傈僳族村民出演名为“三

大坡”的父亲角色，依据情节需要，导演要求他在片中女儿失踪（死亡）

之后完成“想女儿——唱哀歌——哭起来”的情绪进程。在实际拍摄中，

这位傈僳族山民在表演唱时真的哭了出来。但是让他想起来并且痛哭的是

他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女儿，而哭的原因恰恰与剧情中虚拟的死亡既相反又

相连，因为这位傈僳族村民认为自己在拍摄中这样哭无异于是在“诅咒女

儿”。b这个矛盾的事例说明，少数民族电影“原生态”对于“原”的追

求偏离了真实生活，没有处理好叙事电影本身的虚构本性与真实价值间的

关联。因此，要避免和警惕少数民族电影的“原生态”沦为新一轮的“伪

民俗”影像奇观，丧失了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

（三）人才创新之困

1980年，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昆明电影制片厂c和西安电影制

片厂合作拍摄了云南本土创作的第一部故事片《黑面人》，结束了云南

a　牛顿、饶曙光：《全球化与民族电影——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

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b　《新作评议〈碧罗雪山〉》，《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第55页。

c　昆明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58年7月1日，创办之初以摄制新闻纪录片为主，拍摄了

《欢乐的勐朗坝》《大理行》《长江第一湾》等纪录片，受到国内外好评。随着国家

政策的调整，1963年底昆明电影制片厂暂停摄制业务，直至1969年开始恢复纪录片的创

作。1978年开始组织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黑面人》即为昆明电影制片厂创作的剧

本。1984年王苏娅担任昆明电影制片厂厂长，将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办厂的宗

旨，并将厂名更改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这一资料来自笔者对原云南民族电影

制片厂民族电影译制中心主任伍匡文的采访）



戏剧与影视

·383·

戏剧与影视

·383·

不能生产故事片的历史。1982年，昆明电影制片厂独立摄制完成了故事片

《叶赫娜》，为云南人独立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奠定了基础。在60年的

发展历程中，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牢牢扎根于云南民族文化，拍摄了100

多部有关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故事片及200多部纪录片和20多部电视剧作

品。在过去国家拨款、统购包销的政策支持下，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曾有

过一段辉煌的历史，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华表奖及国内外各类

电影节奖项的影片也有很多。但严格来说，当前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电

影创作相比，云南本土的电影创作人才仍十分匮乏，著名的编剧、导演、

制片人、演员等人才流失严重，更遑论少数民族的创作人才。人才的匮

乏，导致了作品生产力和创新力的匮乏，这已成为制约云南少数民族电影

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对策与建议

必须承认的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十七年”取得的辉煌成

绩，在新时期以后早已风光不再。近年来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尽管也

有很多在国内或国际上获奖，但始终处于新中国主流电影之外的“边缘”

位置，甚至有大量影片难以与观众见面，更遑论其产生的影响。究其原

因，主要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过去由国家统购包销，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电影生产体制早已不能适应

今天的社会发展和文化需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面临着产业环境与文化背

景的双重转型。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能够长足发展？如何创作既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又兼顾商业性的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如何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我

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使云南少数民族电影突破困境，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就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首先，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国家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应给予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创作政策上的扶持和倾斜。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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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策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也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措施扶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如2010年，广电总局批准内蒙古

电影集团（原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组建民族电影院线，成立了中国第一条

以‘民族’字号为品牌的电影院线。中国《电影管理条例》还明确规定了

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电影事业的发展是电影事业专

项资金扶持、资助的项目之一。a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仍面临创作资金匮乏，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制片厂转企改制瓶颈，以及电

影审批等各种难题。因此，要扶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就要做到因

地制宜，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电影生产单位，鼓励自主创新和多

种经营，给予创作主体资金支持，简化审批程序，给予创作者更多艺术发

挥空间，才可能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在电影的发行和放

映方面，应建立专门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播映平台，不仅让少数民族题

材电影在市场中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突围”，同时也对其适度保护，提

供艺术院线或电视和网络的发行放映渠道，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类影

片，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关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

其次，从创作层面上看，应明确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走向，不

要让创作思维僵化。过去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必须有民族风情和歌舞场面，

今天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则变为必须有民族风情和纪实风格，甚至有些创

作者为了刻意追求影片的“原生态”而忽略了电影特有的蒙太奇语言。在

这方面，近年来拍摄的藏族电影《塔洛》《阿拉姜色》等或许有值得借鉴

的意义，这些影片并未一味地追求原生态审美效果而忽略了电影的叙事性

和文化反思性，相反，在符合剧情设置和人物性格的长镜头下，是一个个

撼动人心的故事，以及创作者对西藏乃至中国乡土社会生存境遇的深切关

怀。也就是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要能反映少数民族的外在美，还应

该反映少数民族特有的审美追求、民族品格和精神气质，并且要着力体现

出少数民族现实的生存状况。

第三，要激发创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情感共鸣，培养年轻

a　牛颂、饶曙光：《全球化与民族电影——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

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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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创作者投入到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来。就像当年许多作家、艺术

家、导演来到云南深入生活，与少数民族打成一片，正是在与少数民族的

社会交往和共同劳作中，创作者们才对云南有了深厚的情感，对少数民族

生活充满了热望，因此激发起了创作灵感，拍摄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所

以，我们要鼓励80、90后作家、导演来云南的深山、边寨体验生活，让他

们真正理解和感受云南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创作出有“民族味”的电影

作品。事实上，真正能够体现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并具有思想性和

艺术性的电影作品，都是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加以创作的。刘杰在谈

到《碧罗雪山》的创作时提到“真实才是最大的尊重”。正因如此，他在

云南怒江地区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实地拍摄，选取了当地少数民族非

职业演员来饰演傈僳族的山民，让他们自己演绎自己的生活，使影片呈现

出别样的“陌生化”风格。作为一个汉族导演，能采取一种较为客观的立

场，不做价值判断和主观臆想，让故事自然地呈现，让主人公自我叙述和

言说，这本身就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其次，更应培养更多本土的民

族电影创作者，让他们“走出去”也能“回得来”，提供给少数民族创作

者一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让他们拍摄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在这方

面，以云南省社科院郭净老师为首的影视人类学学者们从2007年来实施的

“乡村之眼”社区影像计划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我们把摄影机交给少数民

族村民，让他们学会基本的拍摄和剪辑手法，他们拿起摄影机拍摄出来的

纪录片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省，如《牛粪》《望乡》

等影片中不仅展现了少数民族村民的日常生活，更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呈现

了富有哲理与生活情趣的民族影像。当然，并不是说汉族身份的创作者就

不可能创作出具有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影片，也不是说少数民族身份的

创作者就一定能创作出具有本族文化主体性的影片。判断一部影片是否属

于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关键还是要看创作者站在怎样的文化

立场和身份视点上来进行创作，“作者原则”并不是根本性原则，“文化

原则”才是少数民族电影的充要条件。

总之，云南少数民族电影想要得以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当今社会环

境、市场需求和受众心理，也就是说不能仅依靠政府资助，而要寻找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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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艺术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有

15个特有少数民族。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样、包容、亲

和的特性，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又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了天然的边

缘性和乡土性，这些都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别

具一格、熠熠生辉。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应植根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

土壤，发掘和开拓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历史价值、民族特色、地域特征，

并能充分展现少数民族精神追求和思想品格的内容，并在尊重少数民族文

化习俗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影视语言的特性，创造出真正体现少数民族文

化的电影作品。尤其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更应创作

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少数民族电影，如茶马古道、滇缅公路、滇越铁路等题

材的挖掘，就能很好地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连。谨以此文呼吁更多的研

究者和创作者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电影研究和创作的事业中来，真正推动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