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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文 化 和 文 化 产 业 概 览

刘 海 方
*

*

 非洲的文化既悠久又丰富。它当今已不再是原始艺术

和手工技艺的代名词, 以其绚丽多姿的形态展现于世。

非 洲 电 影

蓬勃兴起的电影艺术最能展现出非洲蓬勃的现代精

神与创新魅力。仅电影节, 非洲就有突尼斯迦太基国际

电影节、泛非电影电视节 ( F espaco )、贝宁 /第五元

素0 ( Q uintessence ) 电影节和南非德班电影节等。非洲

本土的导演们在生活剧、喜剧、侦探剧和音乐剧方面都

颇有建树, 他们创作出产的记录片也有骄人的成就。

近些年, 一直被视为全球电影业 /继子0 的尼日利

亚电影业, 和非洲其他有关国家一样, 也获得勃兴, 成

为仅次于好莱坞和印度 /宝莱坞0 的电影生产重镇, 年

产值达 1亿美元以上, 有 /诺莱坞0 ( N o llyw ood) 的美

称。¹ 诺莱坞的影片与好莱坞惯用的讲述非洲人故事的方

式大相径庭, 因而在非洲各地都大受欢迎, 其成功势头

甚至盖过了进口影片。 2005年, 诺莱坞电影业开始频频

进入国际电影节, 蒙特利尔、柏林和戛纳电影节都有介

绍与放映诺莱坞电影的场地。诺莱坞电影的基本操作方

式就是低成本制作, 而且直接做成录像带或光盘, 然后

无穷地盗版复制, 拍摄周期一般仅两周。从电影内容来

看, 诺莱坞电影通常是设计一些荒唐情节, 从中喻出一

些道理和日常道德。这些道德大多源自非洲的传统价值

观, 也借用外来基督教的影响, 同时也直击一些重大的

社会和政治问题, 因而被认为比好莱坞的电影更黑人化、

也更白人化。在表现手法上, 诺莱坞电影经常不宗程式、

更多的是即兴表演, 这也是它的一个成功之道。值得注

意的是, 一方面, 诺莱坞在非洲大陆范围内影响很大,

很多非洲国家竞相拷贝尼日利亚电影, 乌干达人现正试

图快速地建设自己的 /乌干达坞0; 另一方面, 有些非洲

国家则已经开始抵制诺莱坞电影的倾销, 在加纳就发生

了售卖诺莱坞影碟的商店被抢劫事件。

近年来, 南非电影工业成长也很快, 而且开普顿的

阳光、沙滩、大海、巉岩和附近的葡萄园使其成为别国

电影制作者的理想拍摄场所。最近, 开普顿建立了南非

自己的电影城, 拥有好莱坞规模的制作设施和技术工

人。南非政府大力鼓励电影业的发展。为了纠正电影从

业人员间的种族隔阂, 南非成立了 /南非剧本作家协

会0, 为那些有才华的黑人电影制片人提供培训, 培训

同时也惠及白人。与此同时, 白人电影人也为黑人电影

工业作出了贡献 , 电影使人们跨越了种族的界限。

非洲电影业的整体现状是, 严重缺乏必要的资金和

市场, 从业人员更缺乏正规教育。目前, 非洲国家电影

业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促进国产电影的发行, 同时加

强与国内外同行的联合拍摄, 因为 /非洲人有必要联合

生产, 才能将非洲电影进行提升0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于非洲电影业的发展起到过很多促进作用。例如, 帮

助非洲电影人参加非洲及其以外的电影节 (如纽约的非

洲电影节 ), 还帮助非洲电影扩大发行。

非 洲 音 乐

据托马斯 # 特里纳 ( Thomas T urino) 分析, 正如绍

纳 (津巴布韦的一个族群 ) 音乐所体现的, 非洲当前的

音乐共分为 4个不同的层次和模式: 参与性音乐是一种

过程性的音乐, 表演者与观众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传

统乡村音乐; 表现性的音乐则是制作出来的, 其表演曲

目和套路都是预定的, 且可以复制, 另外两种则是通过

现代技术完成的录音音乐 ) ) ) 高保真音乐和录音室音

乐, 这是非洲现代音乐工业全球化的最主要表征。»

非洲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迥异于现在通行的舞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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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 它是一种为了宗教仪式和其他公共活动的音

乐, 没有观众和表演者之分、只有参与者和潜在的参与

者差别的音乐形式。目前, 拥有传统音乐艺术组织的非

洲国家有: 贝宁、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埃

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和尼日尔。

非洲现代音乐也发展兴旺、声名远扬。不少非洲现

代音乐家在欧洲深受欢迎, 最著名的有: 科特迪瓦的雷

鬼 ( reggae) 歌手、关注社会问题的迪肯 # 亚# 法科利

( T iken Jah F akoly); 马里的二人组合阿玛杜和玛利亚姆

( Am adou etM ar iam )、同出自马里新生代女伶洛基娅# 特

洛蕾 ( Rokia T rao re); 来自佛得角被公认为抒情音乐女王

的西沙# 艾芙拉 ( C esaria Evora), 以及曾让全法国为之

陶醉起舞的科特迪瓦组合神奇体系 ( M ag ic System )。¹ 另

外, 非洲各类音乐盛会也广受推崇, 最负盛名的仍当属

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泛非音乐节 ( Fespam )。

非洲现代音乐的兴起大概始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音乐工业则始于五六十年代。以南部非洲为例, 20世纪

初, 随着大批农村人口作为流动劳工涌入城市 , 也带来

了传统的音乐和舞蹈。进入城市的工人不仅仅由乡村转

向城市化, 而且渐渐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洪流。于是, 这

些人逐渐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环境而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派

观念的影响, 他们创作的音乐逐渐开始强调创新性, 同

时反对乡村文化艺术的集体性原则和传统而讲求艺术家

的原创性, 现代音乐遂渐渐兴起。 20世纪 50年代, 南

部非洲的音乐工业也自此开始起步。

随着非洲中产阶级音乐家及观众的不断涌现, 非洲人

的舞蹈乐队、音乐会表演团体和诸如舞厅舞蹈等音乐活动

渐次兴起。随着城市网络的展开, 参与音乐的个人所拥有

的社会力量和技术逐渐增强, 音乐专业主义、现代主义改

革和文化保护主义思想等现代都市观念也由此开始流行。

因为大多数非洲政治精英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 音乐民族

主义也就逐渐形成, 甚至民间音乐的发展趋势也都与政治

精英的参与有关。在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中, 政治运

动的目标几乎都伴以文化和音乐民族主义为手段, 这种音

乐民族主义自觉服务于政治民族主义运动。

非 洲 出 版 业

/非洲大陆上的出版业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

业。0º 但是, 识字率过低成为影响非洲出版业的首要问

题。其次, 非洲大陆基础设施短缺, 电力经常中断, 加

之贫困人口很难使用计算机, 电子出版业的发展十分落

后, 传统的纸张仍然是传播思想的主要载体。非洲出版

业最大的组织是非洲出版组织 ( the A fr ican Publishers

N e tw ork ), 联系着大陆上的 47个国家。毋庸置疑, 非

洲各国人民之间彼此文化上具有亲缘性, 这对于跨文化

发展来说是巨大的推动力, 对于图书出版业而言尤其如

此。但是, 非洲人彼此之间了解得也非常少, 加上过去

对于非洲文明的消极宣传过多, 影响了人们正确地认识

非洲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 对于促进非洲人的互相联

系, 以及共同的命运思考得更少, 这是图书出版业发展

的另一个障碍。再次, 非洲国家当前出版业首要承担的

任务就是编写学校教材, 但能买得起的非洲人家庭却是

少数; 非洲市场上 60% 的教科书由两家跨国公司主导,

都不是非洲人自己的公司 (法语非洲地区有 95%的教科

书和其他图书都由法国出版社出版 )。在非洲, 售出的

每 5本书中, 仅有 1本是本大陆本身的出版社出版的。

积极的方面是, 非洲的电子出版物对于广大非洲学

生和研究非洲的多数学者来说, 已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

的资源。» 1997年, 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 , 非洲虚拟大

学成立, 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学生提供远程教学内

容。后来, 这个项目发展成一个政府间的合作组织, 总

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加拿大国际发展组织、澳大

利亚援助组织、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世界银行都成为该组

织的捐助者。现在, 非洲虚拟大学的任务已经可以为非

洲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公开、远程和电子学习。这使原来

高等教育依赖实体性出版物的局面大大改观。同时, 更

多的受众支付很少就可以获得高等教育培训了。目前,

非洲虚拟大学已经在非洲 20多个英语非洲国家的 40多

个高等教育机构中建立了网络学习中心, 该网络学习中

心还覆盖 1个法语非洲国家和 3个葡萄牙语非洲国家。

在学习中心, 学生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本科课程、获得

学习证书。现阶段, 该大学正在渐渐改变作为发达国家

大学掮客的模式, 增加了非洲自己促进人文、技术和基

础设施能力方面的课程, 甚至包括政府治理方面的远程

教育课程。虚拟大学的成功之处在于资讯充足、基础设

施完善。该大学的重点战略之一就是将卫星设备和宽带

传输技术需求合并起来, 以便获得供应商更为优惠的价

格。在这种努力下, 11所非洲大学、非洲大学联合会,

以及肯尼亚教育网络 (包括 33个高等教育机构 ) 均以

每月 21 30美元的较低价格获得每秒 1 000字节的上网速

率。对于所有参加其组织的机构, 非洲虚拟大学都提供

卫星设备和技术支持。目前, 该大学及其网络资源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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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障碍就是因特网速过慢, 现正在考虑使用宽网技术来

解决此问题。¹

目前, 非洲电子出版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提供信息

与可持续性和可支付性之间的矛盾。电子出版人在出版

过程中需要支付收集资料、编辑、创立与维护数据库、

管理网页, 以及更新网页等诸多费用, 还要支付版权费

等, 而其获得资金支持的渠道却不多。非洲自己的出版

物通常都规模较小, 其市场也相对较为狭小, 常被大的

跨国公司并购。有的出版商采取自由进入却有所保留的

策略, 但非洲自己的学者能够使用这些出版物的机会各

异, 支付能力也很有限。例如, 非洲杂志在线 ( A fr ican

Journa ls O nline), 广泛地使用了宽网搜索技术, 在全世

界各地的非洲研究学者中影响都很大, 遗憾的是这些杂

志在非洲大陆范围内流传较少, 因此亟待解决的问题就

是必须考虑怎样获得稳定的客户源。

非洲国家文化和文化产业

的内部环境

就内部文化政策而言, 非洲很多国家都将文化复兴

和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双重重要的课题。就文化产业和文

化单位的管理而言, 非洲国家一般实行民办和官办相结

合的双轨制。以南非为例, 文化产业主要由 1997年成立

的南非企业艺术基金会 ( Business & A rts o f South A frica)

管理, 旨在调动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共同投入文化产

业。南非企业艺术基金会调动了巨大的社会资金, 共同

支持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与宣传, 涵盖了南非的表演

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各个方面, 奖项达 11种之多, 对于南

非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管理方面, 非洲国家

已经开始逐步制定和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特别强调大力

鼓励和规范文化产业结合饭店旅游业、商业的共同发

展, 同时要大力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价

值。以埃及为例, 政府设立的文化部和 1980年成立的最

高文化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协调全国的文化工作。 1994年

埃及政府还成立了文化发展基金会, 专门负责文化投资

和文化产业的相关事宜。另外, 以国家著作权法为例,

颁布该法的非洲国家已经有阿尔及利亚和赞比亚等 20国。

在对外开放和交流方面, 非洲国家的文化管理部门

挖掘本国和本民族文化遗产, 积极谋求进入国际文化市

场, 特别注重推动发展中国家, 以及非洲国家之间在文

化产业领域内的合作与经验交流。 2003年 6月 20日,

非加太国家在塞内加尔聚会, 并最终签署了 5促进文化

和文化工业的达喀尔宣言6, 鼓励互相合作 , 并在非加

太国家之间对文化产业实行优惠政策。又如, 2005年 10

月, /中、非音乐对话暨非洲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0 在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 这对于双方的文化发展和双边

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非洲大部分国家经济力量薄弱, 加之人力资源

匮乏、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原因, 非洲丰富而珍贵的

文化遗产资源中 , 很多都面临危机、亟待保护。对于这

些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本国文化事业的振兴, 非洲国

家多数采取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资金的办法, 例如

2005年 7月 11日, 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 29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 旨在加强非洲自然和文化遗产十年行动计划的

5非洲立场文件6 得以通过; 大会还为解决非洲国家面

临的遗产保护资金匮乏问题, 同意建立一个非洲世界遗

产基金。又如, 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下, 非洲国家与福特

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成立了非洲文化政策观

察委员会 ( The O bserva to ry of Cultura l Po licies in A frica ,

OCPA ), 由来自非洲大陆各个地区的文化政策的高级专

家组成, 专门负责制定文化政策的方向、批准预算、监

督项目的执行。同时, 该委员会还负责将各个与文化领

域相关的机构联系在一起, 整合财力、物力、人力和技

术资源, 共同行动。另外, 非洲各国也积极利用跨国企

业、国际研讨会等平台, 发展壮大本国的文化产业。

非洲国家文化产业的整体起步较晚, 严重缺乏必要

的资金和市场, 除了非洲南北两端的大国南非和埃及的

文化产业相对良好之外, 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参差不

齐。而且, 在非洲各国的文化政策中, 内容以鼓励提高

文化设施、为全民提供文化福利、以及鼓励文化艺术创

作等为主, 尚且没有或缺少明确的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

经济的政策规定 , 对文化创作者缺乏市场指导和商业机

制性的鼓励政策。目前, 因为整体上非洲国家在文化产

业方面的官方投入还较为有限, 非洲的各种半官方及民

间文化组织与机构是推动和促进非洲文化事业及文化产

业最为活跃的因素。这类机构中较为著名的有: 非洲文

化和发展流动大学 ( A fr ican Itinerant College for Culture

and D evelopm ent, A ICCD )、非洲 图书 总汇 ( A fr ican

Books Co llective, http: / /www africanbooksco llec tive1 com )、

非洲博物馆国际委员会 ( Inte rnational Council o f A fr ican

M useum s, AFR ICOM )、黑色人种研究所 ( Institut des

Peup les N o irs, IPN ) 等。

近几年, 非洲国家的文化基础设施增长很迅速, 以

上网人数为例: 截至 2005年末, 非洲共有网民 1 34818

万, 2000~ 2005年的增长速度为 1991 3% ; 相比之下, 世

界其他地区的网民同比增长了 1451 5%。º 另外, 非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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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促使非洲文化探索出一些新的发展

方向。例如, 南非的戏剧被用于对青年人进行艾滋病防

治方面教育的载体, 即艾滋病戏剧教育 ( D ramA idE )。戏

剧在南非的卫生和环境教育领域的作用已日益凸显 。¹

非洲国家文化和文化产业

的外部环境

近年来, 非洲国家的文化和文化产业得到了很多国际

援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产业方面重点支持的地区

就是非洲国家, 例如赞助非洲国家的文化产品参加历届非

洲与阿拉伯国家商务周。又如, 保护非洲语言多样性的行

动就得到了挪威信任基金和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部的

大力支持。教科文组织还设立了工艺品奖, 专门在非洲艺

术和工艺品展览时为杰出的非洲艺术家颁发。

但是, 勿庸讳言, 自殖民时代以来, 西方宗教和文

化的大举进入, 对非洲的文化也造成了巨大影响。以南

非科萨族为例, 珠饰曾经是南非科萨人的传统宗教中最

重要的表征, 现在却面临绝迹的危险。º 这是因为, 一

旦皈依基督教, 科萨人就不再穿戴传统服饰, 特别是被

认为异教徒外在表现的珠饰。这些珠饰统统被烧掉、砸

掉或散开扔掉, 抛弃到远离家园的大坝中、山谷中或灌

木丛里。毁灭珠饰的原因是为了阻止它们落在从事巫术

活动的人手里, 因为科萨人认为, 如果谁的珠饰被巫师

捡走, 谁就会中了巫术。现在, 即使在科萨人的乡村地

区, 珠饰制作工艺也面临无人传承的困境。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非洲城市地区的文化产业

越来越多地由跨国资本经营, 跨国资本的娱乐业与发展

中国家本土文化表达之间的关系是, 跨国资本更倾向于

吸纳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元素, 因为这些元素恰好

能触动人们的快感神经。这样, 非洲国家文化产业的发

展就普遍面临两难的政策选择, 政府强调的 /教化功

能0 和保护本土文化传统的文化政策往往与将非洲文化

引入国际化轨道的工业化和竞争性政策相暌违, 成为文

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困境。以文化产业较发达的埃及为

例, 出于伊斯兰特殊文化价值的要求, 埃及政府实施很

多对西方文化产品的限制政策, 同时对本国文化产品

实施特别保护, 文化产品从业人员也经常自觉或不自

觉地带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在南非, 这种矛盾尤为

突出。

1994年,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 原来被政治

化的文化现在开始向 /文化的媒介化0 转变。在种族隔

离制度结束以来的社会整合中, 广播电视被政府作为培

养民主的公民品质和能力的重要工具; 文化政策的核心

也转向扩大文化多样性和国际化程度, 同时强调文化在

教化、熏陶国家公民中的作用。首先, 执政党 /非洲人

国民大会党0 通过官方政策将原来的种族主义文化向

/民族国家建设 0 这一宏观目标转变; 其次, 政府力求

将原来一直作为政治动员基础的种族或民族性概念中性

化, 宪法中则将公民的文化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¼ 目

的是促进公民社会和公众领域内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尊

重, 而多元文化的平等正是民族平等的前提 ; 再次, 重

组管理文化的机构, 也建立起很多独立的公共文化机

构, 如 /全南非语言协会 0、独立广播局 ( 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 utho rity, IBA ) 等。

由于文化的平等和多样性实际上是与经济权利的不平

等密切相关, 故南非多样、平等的新型文化的建立速度远

远慢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另外, 在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时

期, 白人与非白人在职业、住房、娱乐等生活各个层面上

都处于隔离状态; 只有在打开原来限制不同社区交往的藩

篱之后, 民众才能有新的、一体化的文化认同。尽管政府

认为电视在促进人们彼此沟通、培养跨文化的互相理解,

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心理方面意义重大, 但南非的现实

却是只有一半的人口可以收看电视。同时, 政府强调 /教

化功能0 的文化政策与将南非文化引导进国际化轨道的工

业化和竞争性政策相暌违, 因为媒体工业和市场的日益国

际化也意味着文化越来越多地依赖生产和传播的技术。1996

年, 南非开始了广播电视系统的商业化政策, 合并一些小

型私人广电公司, 出售国有公司。私营电台逐渐增多, 音

乐制作和电影制作也随之日益商业化。南非的文化机构由

此也日益被引向以英语为语言媒介的国际市场, 这必然意

味着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越来越超越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

/教化功能0。

从总体看, 尽管非洲文化发展面临很大的产业困

境, 但目前仍处在迅速发展时期。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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