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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西方中心抑或世界共同體？

──《面紗》與《通天塔》比較研究

⊙ 吳海清 張建珍

 

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代文化敘述中的一個關鍵現象和重要理論，也是當代電影文化中頗為激動

人心的範疇，人們既擔憂全球化會逐漸蠶食各種文化傳統，也熱切期盼全球化會帶來人類文

化的空前解放和全球共同體的生成。多元化和普遍主義成為人們思考全球化時最難以處理的

現實與理論困境。一方面強調文化多元，另一方面具有強烈的全球整合與規範衝動；一方面

是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另一方面是要在新意義上轉譯各種文化；一方面是不同文化

之間的互滲與彼此促進，另一方是強勢文化不斷地進入其他文化領域，對後者進行重新發

掘、反思、批判與整合。如此複雜的、又自相矛盾的困境決定了當代人們關於世界關係的再

現也無法避開這一矛盾，更重要的是，這一矛盾成為當下文化再現的核心問題之一。下面想

比較一下2006年的兩部影片，一部是中美合拍的《面紗》，一部是《Babel》(漢語譯名《通

天塔》)，看看它們是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再現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形象。儘管這兩部電影

表現的時代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差異，但兩部片在全球化想像方面確有異曲同工之處。

一 《面紗》：疾病化中國與全球化中國

電影《面紗》講述了一對年輕的英國夫婦在1920年代來到中國鄉村生活的故事。在這美麗卻

兇險的環境中，他們經歷了在英國舒適生活中絕對無法想像和體驗的情感波瀾，並領悟到了

愛與奉獻的真諦。故事以女主角吉蒂開篇，為了逃離20年代倫敦浮華卻又空虛的社交圈，也

為了防止自己變成一位老姑娘，吉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醫生沃特．費恩的求婚。費恩在把吉

蒂帶到上海後，便迅速地投入到了他的細菌學研究中去。孤獨的吉蒂和迷人的已婚男子查

理．唐森發生了婚外情，當費恩發現時，他羞恨交加。為了報復，也為了重整自己的生活，

費恩決定孤注一擲，帶著吉蒂遠走霍亂肆虐的偏遠城鎮。從一塵不染的研究室走向了瘟疫流

行的最前線，他慢慢地協助控制了當地的疫情。這個處在瘟疫中的小鎮在費恩來到以前正處

在恐慌之中，鏡頭渲染了感染瘟疫的人一個接一個的死亡。即使如此，小鎮的人卻對瘟疫沒

有真正的認識。他們依然處在迷信之中，認為瘟疫是天對人的懲罰，祈求神靈和巫術，不將

瘟疫作為一種醫學現象來加以治療。他們還執著於傳統的觀念，不願將感染瘟疫而死的人進

行火化或者深埋，反而將這些死者葬於水源附近，導致了瘟疫更加嚴重的傳播。而軍閥將這

個地方視為自己的禁臠，反對政府軍為了防止瘟疫進駐這個地方，甚至阻礙沃特採取科學的

方式預防與治療瘟疫。該地的教會對瘟疫也是無能為力，牧師甚至不滿意小鎮的封閉和生活

的枯燥無聊，屢屢抨擊小鎮的混亂、愚昧與生活的寂寞，雖然有一個他曾經救過的、頗具異

域之美的中國姑娘死心塌地得跟著他。

在沃特的說服和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政府軍團長的幫助下，沃特開始通過科學的方式來預防



和治療當地的瘟疫。他改變了人們習慣飲用被污染的河流中的水，從山上引水下來。他也說

服人們將感染瘟疫的人火化。他工作的效果說服了當地人，瘟疫得到了控制。在預防與治療

瘟疫的過程中，沃特和吉蒂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儘管吉蒂一開始對小鎮的生活充滿反感，

還始終惦記著上海的查理．唐森，但當牧師告訴她查理．唐森對待情感一向不認真後，吉蒂

開始明白查理．唐森不會將自己帶出偏僻小鎮。吉蒂開始在一家由法國修女主持的修道院兼

醫院中做義工，並逐漸找回了生活的勇氣和意義。沃特的工作態度、犧牲精神以及逐漸變化

的情感也在影響著吉蒂。沃特和吉蒂終於可以互相敞開心扉，但就在他們日漸親密的同時，

沃特染上了霍亂。因為治療霍亂的藥不夠充分，沃特最後不治而逝。沃特之死決定了他們新

近迸發出來的激情能否轉化為永恆的愛情。影片結束在吉蒂回到祖國，帶著孩子在街上遇到

查理．唐森，她平靜地拒絕了後者重修舊情的要求。

這是一部情感傳奇的影片。從最初沒有真正的愛情而結合，到發生婚外情，再到沃特帶著吉

蒂到瘟疫氾濫之地，以懲罰她的不忠，隨之兩人發生真正的情感，沃特感染霍亂而逝，吉蒂

堅守這份情感，帶著孩子回到祖國生活：整個影片無疑是以兩人之間的情感為主體。不僅如

此，這部影片還將故事放在偏僻、陌生、瘟疫、戰爭、敵視、拯救的環境中展開，演繹一曲

無奈、背叛、懲罰、新生等情感過程，具有色彩斑斕的傳奇性。儘管如此，如果僅僅將這部

影片看作情感傳奇片，則會忽視其所蘊含更豐富的文化資訊，因為吉蒂與沃特兩人之間情感

的變化涉及到中國內地，也涉及到瘟疫，中國內地及其發生的瘟疫都不是單純作為情感故事

的背景和變化的原因，而是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表現對象。簡單說，影片中沃特是作為一個

科學工作者、作為一個醫療者、作為一個拯救者、作為一個犧牲者來到中國內地。而中國內

地則成為一個充滿迷信、戰亂、落後、閉塞、麻木、無序的存在。沃特出現在這樣的環境

中，通過自己的冒險、艱難的勸說和科學知識改變了這個地方受霍亂威脅的情況和人們的愚

昧，更通過犧牲將預防與治療霍亂的行為變成了超越科學的神聖而崇高的啟蒙與拯救歷史，

與此同時，他與吉蒂的情感則賦予這次拯救行為以浪漫的情韻。這意味著沃特將傳教士、啟

蒙者、科學家、受難者、有情人的身份集合在一起。這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尤其是民間傳播、

被人們接受，並逐漸獲得承認的一種重要的方式。1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再現中國內地的方式以及人們關於中國內地的言談。首先，影片將中國

內地與瘟疫聯繫在一起。影片中，才華橫溢的沃特從英國來到上海，希望在中國實現自己科

學家的人生設計，但這首先要有可以施展這種才華的機會，然而這時期的中國無疑沒有一個

科學家從事正常研究工作的環境。因此，真正要實現沃特的生物學研究的理想恰恰需要一個

異常的環境，瘟疫為沃特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儘管影片似乎為瘟疫的敘述提供了一個充分的

理由，那就是沃特要將吉蒂帶到困難之所，以此懲罰吉蒂的不忠。但無論是沃特、吉蒂，還

是其他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敘述中國、尤其是正在發生瘟疫的地方時，都沒有將這個地方

僅僅作為發生瘟疫的地方來敘述，而是將這個地方作為一個懲罰之所，一個與現代生活隔絕

的場所，一個充滿恐怖、閉塞和難以想像的寂寞之所，一個貧窮、落後、死亡麇集的場所。

這樣一來，瘟疫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疾病現象，而是一個具有意識形態意義的隱喻。當沃特他

們來到發生瘟疫的地方時，影片通過多種敘述將這個地方疾病化。大量的鏡頭在表現著一個

接一個抬著感染瘟疫而死亡的人；傳教士一再敘述自己在這個地方孤寂、難以有真正的精神

溝通的生活；國民軍的軍官對這個地方的軍閥和鄉民大加鞭撻，再加上木吶的衛士、近乎暴

民的鄉民、吉蒂將要瘋狂的精神狀態，這個地方無序、貧窮、暴力、愚昧、閉塞的病態形象

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從一個現代西方的視野看來，這裏不僅沒有民主、自由等現代社會

的主導價值，沒有人性、科學等現代社會值得珍惜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裏連正常的社會秩

序、普通的生存環境以及健康的人都沒有。這是一個完全為精神疾病、文明疾病和身體疾病



所控制的世界。

這種將中國、尤其是中國內地疾病化的修辭在現代西方關於中國的敘事中是屢見不鮮的現

象。從19世紀晚期傳教士開始將中國國民性作疾病化修辭的開始，人們一再通過疾病形象來

敘述中國。這種疾病化中國的修辭甚至成為中國人自我敘述的無意識模式。《老殘遊記》

中，遊醫老殘就是在不斷地診斷與治療中國的疾病。魯迅的《藥》將中國描述成癆病者形

象，並且是一個缺乏科學知識、通過迷信方式治療中國癆病的形象，其結果只能是死亡。胡

適在1930年代前後則將貧窮等視為影響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五種疾病。新時期一開始，劉心武

的《班主任》就將文化大革命敘述成一個病態的歷史過程。韓少功的《爸爸爸》中丙崽更是

一個弱智、發育不全的形象。崔健的一句「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更是將中國文化感性壓

制、自由喪失的疾病徹底揭示出來。即使1990年代之後，將中國疾病化的修辭依然出現在眾

多的中國形象敘述中，賈平凹的《廢都》、田壯壯的《小城之春》、張揚的《洗澡》等都通

過肺病、弱智等形象來隱喻中國。

從這種意義上說，《面紗》還在延續著現代修辭中將中國形象疾病化的傳統。事實上，西方

的中國敘述也不乏將中國疾病化的傳統。從傳教士作東亞病夫的診斷，從賽珍珠的《大地》

到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從專制中國到混戰中國，從革命中國到紅色瘋狂中國，從東方

神秘中國到人道災難的中國，從「非典」中國到大國威脅的中國：中國作為文明與現代社會

秩序的一個病態和瘟疫存在的修辭一直伴隨著西方關於中國的敘述，非理性中國更是令西方

世界恐懼的形象。2中國要麼因其龐大的帝國專制秩序成為現代文明中的一個衰敗的、百病纏

身的存在，要麼因為戰亂頻仍而成為現代社會中精神錯亂的存在，要麼因為革命不斷成為現

代歷史中狂熱的存在，要麼因為缺乏公平與透明精神而成為現代民主社會秩序的極端威

脅。3在《火燒圓明園》中，這種病態化中國的修辭不僅體現在宮廷中，也體現在整個社會社

會中。因而，《面紗》的疾病化中國修辭也是西方的中國形象敘述傳統的延續。在《面紗》

中，內地中國幾乎集中了中國與西方現代修辭中關於種種疾病化中國的主要內容，瘟疫流

行、軍閥混戰、愚昧麻木、貧病交加、閉塞保守、迷信排外、自私狹隘、社會失序、死亡接

踵，等等。這裏幾乎就是人間地獄，是一個亟待現代文明診斷、治療與拯救的所在。

那麼，《面紗》將中國社會敘述成一個前現代的疾病社會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在全球化時

代，人們不僅在強調文化多元，而且也強調現代化的多元，《面紗》這樣的敘述有甚麼意

義？從影片中不難看出，正是因為中國的疾病，一個具有理性的科學品質、犧牲精神與濟世

情懷的西方人沃特的出現才有了歷史的價值：只有沃特才能將疾病的中國社會從混亂、疾

病、骯髒、愚昧、麻木與死亡中拯救出來，而沃特也會因此而成為耶穌似的中國社會的救贖

者。沃特是一個科學家，一個具有很高天賦、對科學充滿迷戀的科學家，這種科學迷戀也導

致了他日常生活中情感世界的相對枯燥。吉蒂的不忠帶來的不僅是他的生活的危機，而且是

他自我認同的危機，是對他關於科學家的社會形象的威脅。於是，他要去中國內地。這一行

為不僅是逃避生活危機，也是他要完成自我救贖的行為，完成其科學家權威的重構行為。來

到中國內地的沃特與在上海市的沃特比較起來，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那就是在上海的沃

特只是一個科學工作者，而在中國內地的沃特則是一個懲罰者、救贖者、科學家、人道主義

者、聖人的統一。在這個內地世界，沃特還在執著於自己的科學研究，無論是在田野調查、

實證研究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都堅持著科學精神。與此同時，他無視當地傳教士勸

告，執著地要說服當地人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傳統風俗以及社會的混亂狀態。在他的努力

下，人們不僅改變了生活習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一種生活秩序。因此，《面紗》不僅

在敘述一個情感故事，而且敘述一個通過科學與愛建構生活世界與社會秩序的故事。



如果將這個故事納入到全球化語境中，人們不難看到其中全球化想像的特點。首先這個全球

化想像還是建立在西方話語與價值觀的基礎之上。這種價值觀以其理性、人道、民主、社會

秩序、人權、自由、愛等為基本核心。按照這種價值觀，全球化需要以此為基礎來建構。在

這種價值觀的視野中，與西方不同的文化想像與生活方式則被視為前歷史的。不僅不能有效

地建構社會秩序，而且不能充分地保證人們避免生活中的災難與疾病。其次，當人們持有這

樣的價值時來觀察世界時，世界就會被呈現兩個世界，一個是前歷史的、混亂、失序、疾

病、災難、貧窮乃至於死亡的世界，一個是雖然會有個人情感不幸，卻依然是理性、文明、

自由、有序、生活幸福的世界。後一世界正在通過聖徒般的人物進入前現代世界中，將文明

世界的知識、科學、秩序觀念傳播到這個世界中，改造著這個世界，使之具有一些人性的內

容，並具有一定的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改變了前現代社會不符合現代文明的生活習慣、宗

教迷信等。最後，前現代社會在影片的全球化想像中幾乎還是處在沉默的狀態。影片鏡頭語

言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幾乎所有的前現代社會的存在者都沒有清晰地進入人們的視野中，他

們或者以群體的、模糊的面目出現在鏡頭中，或者只出現遠景中，而幾乎沒有出現在近景

中，他們無法有效地表達自己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的合理性。這意味全球化世界的想像是不

採取多元化言說修辭的，而是整個世界東方應當按照現代西方文化標準來進行分類，作出價

值評價、甚至相應敘述其在歷史中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影片拍攝於2006年，其時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形象成為中國

自我表述的核心，中國也一直力圖通過和平、負責任、和諧、平等、溝通協商等話語向世界

敘說著自己的全球化設想和自我表述的核心，並努力通過各種途徑使這種表述成為世界理解

中國形象想像的主要修辭。雖說世界對中國的形象還存在一定的疑惑，但這種敘述畢竟已經

成為一種很重要的中國敘述。至於這一歷史語境，《面紗》沒有將中國的現代化自我敘述作

為其核心語彙，而是依然延續著將中國疾病化的現代修辭，原因何在？這是一個令人迷惑的

問題。儘管《面紗》主觀上並無意於妖魔化中國，但正是這種無意讓人不得不震驚於西方的

中國疾病化修辭是如此深入地影響了西方的中國想像、以及受此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化的自我

表述。儘管影片敘述的是前現代的中國內地，其運用中國疾病化的修辭似乎有一定的歷史根

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似乎正是處在那樣的不文明、多種疾病纏身的狀態之中，然而這種

前現代中國的形象本身是意識形態敘述選擇、加工與想像的產物，其目的不外乎將中國在現

代世界中邊緣化，為現代文明在中國進行傳播、診斷、治療提供必要的話語資源，也為西方

進入中國進行殖民統治提供了正當性與合理性話語資源。4換句話說，根據此影片的文化邏

輯，前現代中國是混亂、疾病、迷信、戰爭和封閉的中國，現代化則是科學、理性、人道、

人性、高尚的文化，後者不僅能發現與診斷前現代中國的疾病，而且治療這一疾病。

從根本上說，《面紗》即使在敘述前現代中國社會時也是非常片面地觀察其歷史與現實，運

用了長期以來人們約定俗成的常識化敘事，即將前現代中國敘述成為落後、疾病、迷信等所

控制的敘述，忽視這個世界中人們的生存現實、情感表達、倫理生活、鄉鄰社會結構秩序、

文化意義的獨特訴求等一系列的歷史與文化特點。如果比較中國當下電影的自我敘述，人們

不難看到《面紗》與關於中國內地的敘述幾種情況之間的區別。一種是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

中國敘述。這一敘述將中國內地敘述為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空間。中國民間社會與政府之

間固然有著衝突，但他們在共同目標和現代化渴望方面卻是一致的，如《遠山的呼喚》等。

一種敘述採取了日常生活與民間關切的敘述視角，敘述中國大歷史之下普通的日常生活危

機、生存的執著等，表達了巨大的歷史變化給人們生活帶來的焦慮與生活空間的重構，如

《圖雅的婚事》。一種敘述將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內地奇觀化，極力渲染民俗風情、自然



景觀等，將中國敘述成全球化世界中一個不可複製的消費景觀，如《喜馬拉亞王子》。與上

述幾種中國形象的影像敘述不一樣，《面紗》將中國疾病化的修辭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那就

是這是一部置身於西方視野的影片，一種從已有的現代文明成就出發，回溯中國社會前現代

的特徵，具有這一特徵的中國是消極的、落後的、被動的、缺乏文明的中國。而上述中國影

片則更多將現代文明視為中國的未來，力圖通過人們的自我努力實現這個前景，因此，儘管

比較現代文明，中國社會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中國不僅已經走在現代文明實現的道

路上，而且中國人正在為實現文明主動、積極的努力著。這樣一來，中國形象就具有了積極

的、進步的、主動的、情感的、生活的意義。

二 《通天塔》：多元抑或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這種西方文明強勢的全球化敘述不僅出現在《面紗》中，2006年一部被人們廣泛認可的影片

也採取了近似於這種全球化想像的模式，這就是《通天塔》。《通天塔》講述了一個有關全

球化社會遭遇多種文明的故事。十二個人、三個國家、四種不同的命運、一次偶然的事件，

皆源於那一聲無意的槍響，命運交織的羅網將不同種族、地域、文化背景下的靈魂納入其

中。北非摩洛哥農民用一隻羊從鄰居那裏換來了一把獵槍，這支槍是日本遊客送給鄰居的。

父親把槍交給兄弟倆讓他們牧羊時嚇唬狼和老虎。兄弟倆拿著槍在山上試來試去，試著槍的

射程。槍射中了遠處山路上開來的一輛旅遊巴士。此車上坐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其中

一對美國夫婦理查與蘇珊，他們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婚姻，把孩子留在美國，由墨西哥保姆

照顧。儘管經過了激烈的爭論和內心的掙扎，兩人依然不能解決感情矛盾，正搭巴士奔向下

一個目的地。悲劇突然降臨，一顆子彈穿過車窗，擊中了妻子。為了挽救蘇珊，理查千方百

計四處求救，怎奈人生地疏、語言不通，任何一件簡單的情況解釋起來都遇到重重障礙。美

國政府很快得知消息，立即展開外交求援；當地的警員也迅速發現了肇事的父子，將三人包

圍在山坡。與此同時，遠在美國家中的墨西哥保姆很想在離家長達9年之後回去參加兒子的婚

禮。於是，她說服侄子陪她帶著理查的兩個美國小孩兒同回墨西哥。在路上，由於國籍、人

種及語言等原因，他們被警員當成綁架孩子的嫌犯而遭追捕，繼而又與小孩失散。遙遠的日

本，曾贈與非洲朋友步槍的日本人亦面臨著重重的困境，妻子自殺、聾啞的女兒自閉，並且

還靠勾引她遇到的每個男人來宣洩心中的痛苦。短短的十一天中發生的事情幾盡濃縮了這世

上所有的不幸，而所有的不幸幾乎源於溝通的不暢。

這部影片被人們視為關於全球化是集中各種衝突的一個集中而富有成效的影像再現：移民問

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衝突問題、發達社會中個人主義衝突的問題、國家權力與個體權利

的衝突問題、貧窮問題、人們之間的交流問題以及家庭問題等。人們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不同

文明的人不僅處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有著不同的問題，具有不同的生存焦慮，並因此造成

生活世界乃至與社會結構的緊張。人們還可以看到處在不同文明的人也在相互影響，彼此之

間既在造成巨大的衝突，也在尋求著共同的交流與解決衝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影片把當

代世界問題的出現沒有簡單的置於西方化的視野中，而是置於全球化時代獨特的問題域中。

首先，全球化時代的問題決不只是西方文明一直所強調的非西方國家、非西方文明傳統過於

保守、頑固、專制而造成的，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社會並不是沒有問題。非西方社會問題的根

源同西方社會並不是沒有關係。當那一支槍是日本人留下時，這就意味著非西方世界中的暴

力和失序同發達國家是有密切關係的。這種敘述時也無疑同西方長期以來將非西方世界非理

性化、失序化、恐怖主義化、落後化等敘事是大相徑庭，也同西方的非西方敘事常常將非西

方世界、乃至於整個世界的問題歸結非西方傳統的觀念是頗為不同的。



其次，影片展示了全球問題的多元性。在不同的文明與國家中，社會與生存問題雖然性質是

不相同的，但都存在著眾多的問題，這些問題並沒價值高低和進步與否等區別，都是當代世

界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沒有更好的處理的話，這些問題所激發出來的破壞力就是全球化

的。在美國社會，既有移民問題，也有個人主義張揚所帶來的人們生活世界中的不穩定，以

及個體之間圍繞權利而產生的持續不斷的衝突，這種衝突正在導致家庭的解體。強烈的個人

主義訴求也使人們在他人遇到危險與困難時無視他們的要求，採取冷漠的態度與自我保護措

施。當理查夫婦在摩洛哥遇到危險時，他的眾多同胞為了一些傳說中的恐怖故事，置處在生

命危險中蘇珊於不顧，拋下他們兩人，偷偷將旅遊汽車開走。作為處在高度發達的日本，其

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人們之間表達焦慮與承認的困惑。父親的沉默與經常不在家、女兒

的聾啞與無法為他人所承認、人們之間的冷漠與缺乏交流導致了這個社會中普遍壓抑。摩洛

哥的貧困、無序、暴力、專制自然也是這個世界中的主要問題，墨西哥社會中的普遍移民以

及近乎狂熱的越軌衝動等，都在給這世界製造更深的危險。各個不同的文明及國家都有著自

己巨大問題。

第三，眾多的文明與國家內部的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產生著影響。他們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

範圍，對其他民族的生活世界與文化傳統產生了重要衝擊。因此，解決民族-國家問題不能僅

僅靠一種文明或者一個國家的力量就能實現的，需要全球範圍內的共同解決機制的建構。影

片採取並行敘事的方式了敘述了幾個家庭的不同遭遇和它們之間的聯繫。儘管只是幾個似乎

與時代及全球化大敘事沒有多大關係的普通家庭，但它們的命運卻與這個全球化時代的重大

問題聯繫在一起。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自主意識、甚至已經忘記自己曾經做

過的事，但他們還是對全球化關係產生了影響。一支日本人留下的槍，通過摩洛哥小孩的手

擊中了美國人，而美國人的小孩又需要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來照顧。這使得任何人所遇到的問

題都具有了全球化的色彩，並需要動用全球化力量來解決。蘇珊受傷了，既需要摩洛哥人來

照顧，也需要摩洛哥的醫生來止血，還需要日本警員和摩洛哥警員的調查，而留在美國國內

的孩子則需要墨西哥保姆來看護和美國警員來尋找。一個家庭牽動了全球化的力量。同時蘇

珊的受傷還牽引起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與交流，阿拉伯文化、美國文化、拉美文化、日本文

化，各種文化在處理蘇珊的事件上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通天塔》的全球化想像已經超越了簡單的西方化視野，也超越了

現代化的歷史進步主義自信，而是將不同文明、不同歷史階段的問題都置於一個平等表現的

平台上，即將全球化世界展示為不同問題共同構成的世界，同時也表現了這些問題是全球化

語境中共同面臨的問題，任何文明都不能夠簡單通過將這些問題前現代化、非理性化就可以

擺脫自己對之的責任。但即使如此，《通天塔》的全球化想像也依然存在著西方化的話語控

制的特點。這裏不擬對這種西方化話語霸權進行詳細分析，只考察這部影片關於摩洛哥的敘

事。

影片中摩洛哥似乎可以用暴力化、貧困化、前文明化等詞語來表達。在這裏，一個年齡很小

的小孩就開始用槍，儘管他們對槍的意識還是很朦朧的，但他們已經明白了槍對自己為別人

所承認的重要性，並且積極地通過槍來顯示自己的能力。因此，他們從沒有將槍與暴力、不

正當等聯繫起來，從而反思使用槍與現代暴力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無論是有意還是無

意，人們從電影中都可以推測出暴力與貧窮之間的因果關係。摩洛哥警員將暴力作為執法的

基本方式，沒有經過任何正當的程式就對嫌疑人施加暴力，甚至使用武器。這些都使摩洛哥

世界中充滿著暴力與危險。無論是否是偏見，當一群旅客因為蘇珊的受傷被迫滯留在一個摩

洛哥小鎮時，旅客中紛紛傳聞的關於大量外國人在阿拉伯世界被殺的消息都在強化著摩洛哥



的恐怖氣氛。鎮上民眾的冷漠、怪異的表情也使人感到這個世界中隱含著某種危險。

可以說，影片雖然無意於將摩洛哥世界恐怖主義化，但整個關於摩洛哥世界的影像再現的氛

圍確實使人不能不深刻體會到其中所隱含的恐怖主義危機。荒漠、破爛的小屋、襤褸的衣

裳、猥瑣的人群、貧瘠的山坡、赤身裸體的孩童等都將摩洛哥的貧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如

果說影片表現這種貧困是儘量減少西方意識形態的先見，那麼影片雖然沒有將貧困視為當地

傳統影響的結果，卻很明顯地將這種貧困視為這個世界不安定的原因，甚至是已經現實地表

現出來了。正是因為貧困與環境的閉塞，這個荒漠中的人才如此無知使用暴力。從某種意義

上說，在摩洛哥世界的影像再現中，暴力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這個貧困世界的基

本生存方式。同時影片也一再表現摩洛哥世界未開化的情形，弟弟偷窺姐姐身體，姐姐有意

讓弟弟偷窺，治療傷口請來的是牧醫，圍觀外來旅客，等等。儘管影片安排了一個能講英語

的摩洛哥人，他不僅對外來文化有所瞭解，而且具有一定的開放與理性態度，從而為理查夫

婦在摩洛哥世界中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場所，但整個摩洛哥世界的封閉、麻木、愚昧依然是觸

目驚心的。

影片沒有將摩洛哥世界的暴力化、貧困化、未開化的狀態視為摩洛哥文明的結果，而將之視

為整個世界關係的產物，是全球化世界中存在的問題，但問題是為甚麼這個世界會被呈現為

暴力的、貧困的、前文明的狀態？文明到底是甚麼樣文明？無疑這裏有一個潛在的預設，那

就是現代西方世界中固然有著大量的問題，並且要對全球化世界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負責，但

西方化的世界畢竟還是佔住了當代世界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資源。從影片不難看出這個傾向。

首先，這是一個西方人進入摩洛哥旅遊時發生的事。儘管這只是旅遊，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

說，西方旅遊如同西方世界當初在全球各地冒險；和後來的人類學研究一樣，是一種典型的

西方話語認知、言說、再現、整合世界的形式。通過旅遊，西方不僅發現了世界，而且敘述

了世界，使世界按照西方話語方式被再現出來。影片非常清晰的表現了西方文化能有效表述

世界的傾向。理查夫婦雖然只是遊客，但他們卻有關於摩洛哥相當豐富的知識，其他遊客也

能在各種傳聞、媒體報導中知曉摩洛哥。遊客在理查夫婦遇到困難時的談論可以見出這點。

影片中一個頗值得注意的細節就是蘇珊本來與理查之間的情感已經有很深的裂痕，但在旅遊

車上看到幾乎蠻荒的沙漠上幾個穿著白衣的阿拉伯婦女時，她被感動了，情不自禁地握著理

查的手。這裏感動她的當然不是阿拉伯婦女身上的精神，或者阿拉伯文化，而是那些女性在

蠻荒的沙漠中行走時所顯示出來的艱難與貧困的情狀，使她領悟到自己現在擁有的生活是值

得珍惜的。在蘇珊受傷時，理查曾經得到摩洛哥人的照顧，摩洛哥人向理查講述了摩洛哥小

鎮的風俗和文化。在這一講述之中，問題不是需要通過英語來交流，而是摩洛哥人所使用的

語彙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語彙，同時理查在交流中也是能充分的、真實的、沒有障礙的理解

的態度。為何理查能充分地理解摩洛哥人的表述呢？這只能是由於摩洛哥人的表述符合理查

關於摩洛哥的期待視野。一種文化的意識形態在這裏悄然流露出來。正是這種旅遊中的視角

將這種文化的價值偏好蘊含其中，並通過這種視角來再現這個世界。

比較墨西哥人在美國的遭遇，不難看出這種旅遊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再現的價值偏好。墨西哥

保姆雖然已經在美國住了很長的時間，但她幾乎沒有真正敘說美國的能力，也沒有獲得再現

美國的視角。她不僅不具有在美國駐留的合法權利，而且它基本被排斥在觀察與言說美國社

會之外。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當他回到墨西哥參加兒子的婚禮時，當別人希望她敘述美

國時，她能說的只有主人的家庭和孩子，其他的幾乎都沒有甚麼可說的。保姆沒有為人們提

供任何一點更加有效的美國形象敘述。事實上，當保姆被美國警員拘捕時，她幾乎無法說清

楚任何東西，當然也無法說清楚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身份。她的身份需要主人的承認和法律



的認可，而這兩者卻是她所無法擁有的。同樣是沙漠中的不幸遭遇，比較美國政府營救理查

夫婦和摩洛哥政府全力照顧他們，保姆既沒有得到墨西哥政府的任何幫助，也沒有得到美國

政府的任何照顧，理查夫婦在沙漠的遭遇是生活的重建，而保姆則是更悲慘生活的開始。影

片中墨西哥人關於美國的印象基本上就是主流傳媒所建構的美國之夢的形象。

其次，當人們將目光投向這部影片中關於全球化應當有的交流方式與可能的整合力量時，人

們不得不驚訝於影片提供的可能性只有一個，那就是來自西方的力量。世界處在問題叢生之

中，但很明顯無論是摩洛哥還是墨西哥都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與力量。這需要美國的介

入。影片中最終解決衝突的力量是美國的直升機和美國的警員。在這種解決方式中，摩洛哥

人只能成為圍觀者，而墨西哥保姆則成為被放逐者。如同《面紗》一樣，理查和蘇珊這對本

來已經出現裂縫的夫妻在這次第三世界歷險中再次喚起彼此的愛意，一個理想的生活世界和

社會秩序在他們的情感恢復與家庭團圓中冉冉升起。儘管這個世界可能依然還有許多矛盾，

儘管移民依然在邊境線內外掙扎著，儘管摩洛哥可能還處在生存壓力與暴力統治之中，但生

活的理想和人性的世界還是可能的，不過這種世界是要由西方文化與社會來提供和保護。

總而言之，中國電影如同其他國家的電影一樣也在言說著一個全球化的社會，言說著全球化

社會給中國的全球想像與中國的社會想像帶來的變化及其可能性。中國電影置身於悠久的傳

統和全球化世界中時，置身於大國崛起的夢想與現代屈辱的歷史回憶中，它所提供的全球化

想像既要強調中國在全球化社會建構的作用和歷史性價值，卻又不得不面對著全球化已經形

成的西方話語權威。這種歷史語境決定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社會秩序、生活世界，以及有關

全球化社會整合力量與規範方式的言說，都會處在比較複雜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中國電影有

著強烈的關於全球化歷史、全球化規範敘述的衝動，並逐漸認為能夠為這種全球化敘述提供

至少是另一種可能性和多元的價值基礎。另一方面中國電影也受制於中國現代歷史與當下中

國在全球化結構中的位置所限制，並不能提供獨立的、有效的全球化言說，而或明顯或潛在

地要按照已經被視為真理的西方話語模式來敘述自己關於全球化的想像。這些話語包括理

性、科學、民主、法律、權利、共識，並在這種社會建構基礎上容納倫理、交流、對話、多

元等。儘管存在這種矛盾與想像困境，但中國電影已經開始了全球化敘述，並且能在這種全

球化敘述中重構中國的社會想像，這無疑是全球化影像敘述對中國影響的積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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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希光：《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台北：捷幼出版社，1997），是書討論了美國媒體中的中國

形象。

4 薩義德（Edward W. Said），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1999），該書中詳

細地討論了西方各種話語，包括人類學、歷史學、遊記等再現形式，指出這些再現東方的方式

與其殖民主義統治之間的關係。

吳海清 北京舞蹈學院副教授

張建珍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期 2008年1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期（2008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

作者獲得許可。

 


	本地磁碟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