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1949至

1966年間，中國拍攝的少數民族影片

共有46部，寫了24個少數民族。這些

少數民族電影的深層D事結構和「軸

心原則」，或者說其D事的原動力和

意識形態訴求是甚麼，是本文所要考

察的重點。對此，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想像的共同體」無疑

會成為一個最容易想到的解釋，但筆

者最想探討的是，在新中國建立初期

就開始的建構民族國家這一工程中，

在少數民族電影這一空間中如何建立

民族國家認同的合法性和現代性？這

些影片又是採用甚麼樣的D事策略達

到其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目的？

正如李楊所指出：「民族國家的

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要求在固定的疆

域內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建立一個

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貫徹至國境內各個

角落和社會各個階層的行政體系，並

且要求國民對國家整體必須有忠貞不

渝的認同感。作為一種超越文化和宗

教差別的政治性組織，民族國家通過

某種程式把所有的公民聯合起來，為

所有的成員介入『公民政治』提供了有

效身份」，從而成為「抵禦國家控制力

之外的政治及其他有害的全球性影響

的一個主要裝置」1。新中國建立後

十七年（1949-1966）的少數民族電影基

本上講述了一個大D事，即在固定的

疆域內如何通過工作組和醫療隊把政

令有效地貫徹，並將各族公民聯合起

來共同抵抗國家之外的共同敵人。通

過這樣的大D事，這些電影完成了對

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

一　從邊疆到國防

現代意義上，民族國家主權的一

個最主要的特徵就是有明確的疆域意

識。十七年少數民族電影中的少數民

族地理空間從東北的朝鮮邊境到蒙古

再到天山，從雲南再到海南島，中國

的東西南北各個邊陲都形成了一個鞏

固的國防戰線。這些電影展示了黨和

國家如何通過黨的工作組和當地的少

數民族一起來保C國防戰線。如《神

秘的旅伴》（1955）中影片開始時唱的

歌詞所表徵的那樣：

少數民族電影與

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

● 史　靜

十七年少數民族電影

中的少數民族地理空

間從東北的朝鮮邊境

到蒙古再到天山，從

雲南再到海南島，中

國的東西南北各個邊

陲都形成了一個鞏固

的國防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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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防戰士英勇機智／眼睛雪亮捍

/邊疆／馬蹄沙沙響剃刀閃金光／搜

索森林巡邏山崗／不論強盜在哪H躲

藏／也逃不過我們的鐵壁銅牆／⋯⋯

我們的腳步走遍了國境／邊疆的

石頭都被我們踩亮／為了祖國社會主

義建設／為了人民幸福的生活／我們／

我們永遠捍/r邊疆

這樣的歌詞及言語在少數民族電

影中很普遍，邊疆意識意味V確立了

共同的敵人。十七年少數民族電影的

主題有解放、抗日和反特，即便是在

融合和建設的主題中，也會出現暗藏

的特務在暗中進行破壞這樣的情節，

因此影片D述的動力就是如何揭露並

最終消滅這些敵人。這樣，少數民族

電影就可以通過解放和抗日以及反特

等主題D述出共同的敵人，形成國防

意識。邊疆這一地理空間因此成為齊

澤克（Slavoj Žižek）意義上的「國家—

物件」（nation-thing），齊澤克認為它的

幻想本質是2：

物件並不直接是這些特色組成的一種

特殊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其中有「更

多的東西」，在這些特色H存在的、

通過它們顯現的東西。參與一特定

「生活方式」的社群成員相信他們的物

件，這一信仰具有與主體間的空間相

應的反應結構：「我信仰（國家的）物

件」與「我相信其他人（我的社員的成

員）信仰這一物件」相同。物件的重複

性格——它的語義上的空洞，即關於

它我們所能說的只是它是「真正的東

西」這一事實——正是建立在這一矛盾

的反省結構上。

國防的意義首先在於擁有共同的

敵人和共同的邊疆；同時，人們相信

其他人和自己擁有一樣的認識。在影

片《猛壟沙》（1960）中，人們最後說「讓

我們好好保C祖國，建設邊疆吧」；

《草原上的人們》（1953）中的主人公唱

到「我們馳騁在草原上，建設V祖國

的邊疆」，還說到「我們蒙古草原是和

祖國分不開的，共產黨給我們好生

活」；而在《山間鈴響馬幫來》（1954）

中，影片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這個故事

發生在一個國境線邊界的地方，特務

潛藏在附近，很容易潛入國境內造成

破壞。當然，影片 還有階級的壓迫

和消除窮苦等主題，但這些主題和反

抗民族國家的敵人——特務這一主題

在想像中被加以同一化，他們都是阻

礙自己幸福的生活實現的「他者」，必

須將之打倒，方才能夠保C祖國，同

時獲得個人的幸福。

少數民族影片中，真正的敵人是

威脅到民族國家主權的美蔣特務。在

《猛壟沙》中，真正的敵人不是舊權威

布亢老爺，他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

存在V被改造的可能性；真正的敵人

是美蔣特務代理人刁愛玲。通過對

「他者」（以刁愛玲代表的敵人）的確

立，漢族和各族人民聯合在一起。這

是一種特定的時間空間 的共同體的

想像，漢族／黨／毛主席／中國這一

結構被各族人民認同，這一結構是偉

大的，承認了各民族人民。這是一種

承認的政治，或者說具有現代性的認

同，不是文化上的認同，而是政治上

的認同。而電影這一傳媒要達到的功

能就是通過電影這一D事，完成在不

同的空間、不同的民族，在空洞的同

質的時間觀念中對民族想像的認同。

二　工作組和醫療隊

少數民族影片的開始或者描寫舊

時代窮苦人受壓迫的悲慘境遇，而這

種境遇的結束需要等到工作組的到

來，如《摩雅傣》（1960）和《景頗姑娘》

（1965）；或者直接描寫工作組的到

十七年少數民族電影

的主題有解放、抗日

和反特，即便是在融

合和建設的主題中，

也會出現暗藏的特務

在暗中進行破壞的情

節，因此影片{述的

動力就是如何揭露並

最終消滅這些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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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意味V新時代的開始，如《猛

壟沙》中影片開始的時候是戰爭的勝

利，但是政委卻說新的鬥爭就要開始

了。這個新的鬥爭意味V新時代的開

始，意味V新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

機器怎樣一步步建構認同的開始。

伊瓦－大C斯（Nira  Yuva l－

Davis）指出，「在民族（以及族裔）的意

識形態和界線確立和再生產的過程

中，國家官僚機構或其他國家機器起

了最重要的作用」3。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告訴我們，一切信仰建立在

儀式和行動之中4。少數民族正是在

和工作組的聯合中，在與敵人作戰、

保C自己同時也是保C邊疆的行動

中，樹立起民族國家的信仰，樹立起

漢族和少數民族心連心，都是一家人

的信仰。這種信仰牢牢地建立在儀式

和物質性機器的基礎上。信仰的物質

性基礎在這 敞露開來，讓我們可以

一窺其肌理和運作的邏輯。意識形態

國家機器已經在少數民族這一地理場

域中建立起來，因此產生的全新的意

識形態已經具有了物質性的基礎。任

何生產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都必須在

物質性中產生，需要通過法律—政治

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來保證。

當地少數民族的法律和政治機器

已經被工作組所代替。工作組的組成

成份是軍人，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的代理人，同時兼具法律的執行人

等諸種角色於一身，顯然是一種無所

不包的、有巨大功能的實體性機構；

同時，當地的意識形態機器是當地的

宗教信仰。在這 ，少數民族電影中

有一個非常巧妙的D事策略，就是通

過疾病來證明當地宗教信仰的非法

性，從而建立起一種醫學的信仰來代

替宗教的信仰。幾乎在所有的影片

中，都會出現以下內容：少數民族的

人生病了，當地的宗教根本無法治癒

疾病，而跟隨工作組進去的醫療隊則

治癒了疾病，從而也治癒了其信仰之

病。無疑，新的信仰是建立在科學的

基礎上。因此，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

建構伴隨V宗教想像共同體的解構，

這是一種現代化的過程，伴隨V啟蒙

和理性的世俗化的過程。

疾病作為一種隱喻，不僅是生理

和心理的病，同時也成為了一種政治

修辭學，它用來印證舊社會的非法性

和新社會的合法性。因為疾病涉及人

的生命，而又不是單純的生理現象，

作為一種能指，對疾病的不同文化理

解及不同的治療方法都表徵V其社

會、政治、經濟和權力的印Y。疾病

在這些影片中成為當地統治者政治壓

迫的一種工具。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等認

為，要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首先要有

「個人的成就——他是一個有魅力的領

袖」；其次是「戰略上的成就」；然後

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成就」 ，「樹立一

種許諾人民新生活的民間信仰」；緊

接V是「軍事上的成就——統一者以

一種高於對方的必勝意志鼓舞他的軍

隊，這樣，軍隊就能以他們模範的行

為戰勝敵人，瓦解敵人的鬥志和贏得

人民的支持」；同時還要具備「管理

上的成就」5。工作組代表了黨和毛主

席，因此表徵了一種個人的成就，同

時還代表了軍事上的成就，因為影片

的D事過程就是當地人民如何在工作

組的帶領下戰勝了敵人。此外，工作

組還取得了意識形態的成就。工作組

本身包括醫療隊，醫療隊通過治癒疾

病而完成了人們對新意識形態國家機

器的信仰。被視為只歸屬於黨和國家

的這個神秘武器對當地的宗教意識形

態進行祛魅，其過程就是另一種神聖

D事的建構過程，最終建立起民族國

家的合法性D事。

合法性是一個價值判斷的概念，

是指「任何政治系統，若具有能力形

幾乎在所有少數民族

影片中，都會出現以

下內容：少數民族的

人生病了，當地的宗

教根本無法治癒疾

病，而跟隨工作組進

去的醫療隊則治癒了

疾病，從而也治癒了

其信仰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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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並維護一種使其成員確信現行政治

制度對於該社會最為適當的信念，即

具有統治的合法性」6。中華人民共和

國這一國家理念的合法性，就是需要

通過少數民族和漢族樹立起共同的敵

人，從而建構起一種共同的整體利

益，並通過工作組和醫療隊來證明當

地行政組織和信仰組織的非法性，從

而建立起自己的現代性和合法性。

雖然少數民族在少數民族電影中

如有些論者所說「總是被表現為民族

國家的順從群體」7，但筆者認為這更

是一種積極的認同。拋棄迷信，認同

於醫療隊，協同工作組保C國防，共

同打擊敵人，工作組和醫療隊通過和

敵人的鬥法過程（敵人是屢戰屢敗，

工作組是屢戰屢勝）樹立起自己的權

威，這種權威被輻射到每個個體，除

了國家的敵人以外，所有人都積極認

同於這一新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機

器的權威，一個新時代自然就開始

了。如果我們用格雷馬斯（Algirdas J.

Greimas）的矩陣分析這些電影的D事

模式8，也許這種認同的建構過程會

更加清晰：

主體 ⋯⋯⋯ 工作組、醫療隊

客體 ⋯⋯⋯ 在當地建立自己的權威

發出者 ⋯⋯ 黨／民族國家

接受者 ⋯⋯ 少數民族

反對者 ⋯⋯ 美蔣特務／當地特權人

　　　　　  物（土司等）

輔助者 ⋯⋯ 少數民族地區的窮人／

　　　　　 受壓迫之人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組和醫療隊

要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自己的權威，

對這一行動，有堅決的輔助者（這往

往是電影的主人公，如《猛壟沙》中的

梅恩和帥恩）；但同時也有不堅決的

輔助者，在工作組和醫療隊遇到困難

的時候，就變為反對者；當工作組最

終勝利時，這些人就轉變了立場，堅

決地信服這種權威的國家機器和意識

形態機器。這種D事策略的意識形態

功能就是要再次證明自己的真理般的

合法性。而在這一行動的反對者中，

美蔣特務是徹底的敵人，而當地原來

的權威（如土司等）也存在V一個由敵

人的角色到被工作組最終改造的過

程，這一過程同樣表徵V新的意識形

態的訴求，把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團

結起來，從而動員他們來共同打擊民

族國家主權的敵人。

例如在影片《草原風暴》（1960）

中，合作社 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

中間人物，仍然相信活佛，處在搖擺

期；一部分是新人，堅定地走革命之

路。在這場鬥爭中，D事完成的過程

就是新人的立場被賦予合法性，中間

人物被改造和教育，而敵人的陰謀被

發現並被殲滅。影片中的歌詞唱到

「你的恩情賽過了親娘」，「共產黨領導

我們勤勞的牧民，走上幸福的道路，

親愛的共產黨，引導我們進天堂」。

可見救贖的過程就是樹立權威的過

程，完成了費正清等所講的要建立新

的制度所必需的五個方面的成就。

三　新的時間開始了

在影片《猛壟沙》中，舊權威布亢

老爺作出了「共產黨是河水，而我們是

河水下的石子，河水是會流走的，而

石子則還在那 」的隱喻。老百姓不敢

言說的原因就是害怕共產黨走了，一

切又回到了從前，布亢老爺會變本加厲

地實行報復，這就是所謂的「變天」。

整部影片通過戲劇性的鬥爭D事，完

成的是對這種觀念進行祛魅的過程。

從此，斷裂產生，過去作為一個苦難

的、受壓迫的能指被拋棄，斬斷了人

們鄉愁的道路。隨V影片線性D述的

歷史時間，被壓迫的人民一步步走向

工作組和醫療隊要在

少數民族地區建立自

己的權威，對這一行

動，有堅決的輔助者；

但同時也有不堅決的

輔助者，在工作組和

醫療隊遇到困難的時

候，就變為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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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這是一種新的神話，建立在對

以往迴圈的時間觀的祛魅過程中。

有些研究少數民族電影的論者認

為，這些電影表現出一種漢族中心主

義，少數民族在這些電影中永遠都是

一個客體，是一個不充分和不說話的

主體。然而弔詭的是，在這些影片

中，有一種D述策略尤其需要引起我

們的注意——屬下／被壓迫的人開口

訴苦和言說。《農奴》（1963）寫了一個

舊社會的啞巴奴隸在新社會成為主人

並開口說話的故事；《猛壟沙》寫到當

地農民有苦不能向工作組訴說，因為

當地的舊權威布亢老爺對農民進行威

脅，而工作組通過自己和農民一起勞

動並和敵人「智鬥」的過程，使人民認

識到了工作組的力量，並使他們開口

訴苦。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有句

名言：「屬下能說話嗎？」9《猛壟沙》

中「屬下開口說話」是為了反對舊權威

布亢老爺，就是在這種開口訴苦和言

說的過程中，少數民族人民確立起自

己的主體身份意識。他們是和其他各

民族人民永遠在一起的，他們是和毛

主席、人民解放軍以及工作組永遠在

一起的，這樣就把自己從舊有的社會

結構和社會關係中抽離出來，在新的

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中確立起自己的

新身份和新地位，而這也同時意味V

一種新的時間的開始。

時間的劃分從來都不是自然的。

薩義德（Edward W. Said）說：「我們對

『很久以前』、『開端』、『結尾』這樣的

時間表達所產生的聯想，甚至我們對

這些事件劃分的認識本身，也是詩性

的：也就是說，具有人為的色彩。」bk

這些影片的開始，都是主人公們受苦

受難，在受到工作組的天啟式的感召

後，迅速成長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所需要的新人，協助工作組在目的論

的過程中從失敗走向勝利，一方面完

成了對其他處於中間狀態的人們的改

造，另一方面堅決地、成功地消滅了

敵人，從而建構起新的民族國家起源

的神話。這個神話講述民族（主要是

指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包括

政治和文化差異）被超越，在階級的

立場上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在新中

國的建設中，正是通過這個階級的共

同體達成一種國家共同體的想像。

此外，這個民族國家起源的神話

還建基於平等的公民身份。個體是作

為國家行政機構的公民身份存在的，

享有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和義務。

《猛壟沙》中翻身的梅恩和帥恩參加了

工作，成為猛壟沙糧站的店員；《摩雅

傣》中依萊汗當上了醫生，也成為國家

的公民，並回到地方治癒當地的疾病。

因此，張英進頗有見地地認識到：

「在《劉三姐》中，在受到地主的壓迫

和必須團結起來反抗階級敵人這兩點

上，壯族被表現為與漢族有V相同的

命運；在《五朵金花》中，少數民族被

塑造成熱情地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

『勞動模範』。少數民族和漢族這種意

識形態同一性，確保了維持漢族在整

個國家中的文化領導權的國家話語的

必要性和合法性。」bl《劉三姐》（1960）

表徵了階級認同的D事策略，而《五

朵金花》（1959）則表徵了平等的公民

身份認同的國家起源的神話。新／舊

時代的人不同命運的對比，表徵V新

時間的開始和新民族國家起源的神

話。在這個新的國家，人民通過開口

言說建立起自身的身份認同，這種身

份認同於其他各民族和民族國家。張

英進同時認為bm：

在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時代，“nation-

hood”這個概念越來越多地與「民族國

家」（nation-state）聯繫在一起。通過意

識形態機器，「國家」借助“ethnicity”

作為其建構計劃中的一個關鍵範疇。

在開口訴苦和言說的

過程中，少數民族人

民把自己從舊有的社

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中

抽離出來，在新的社

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中

確立起自己的新身份

和新地位，意味í一

種新的時間的開始。



少數民族電影 111
與民族國家

人們可以設想勒南所想像的民族概念

最終在社會主義中國出現了——「一

個體現了最高層次的團結一致，由那

種歷史所造就同時未來人們將繼續造

就的奉獻感構造的民族」。確切地

說，正是由於這種由分享經驗而獲取

的團結，少數民族電影才逐漸在50年

代後期被劃定為一個單獨的門類。

四　女性被拯救

十七年少數民族電影中的主人公

有許多是女性。《摩雅傣》通過依萊汗

母女（秦怡一人扮演母女兩個角色）二

人在新舊社會的不同命運，表現出女

性在舊社會命運悲慘，而在新社會當

家做主人，翻身得解放；《景頗姑娘》

和《邊寨烽火》（1957）等也是如此。

《劉三姐》和《阿詩瑪》（1964）則巧妙地

把劉三姐和阿詩瑪塑造成為政治民族

英雄。《冰雪金達萊》（1963）和《金玉

姬》（1959）D述的是戰爭歲月中少數

民族女性如何成長為革命女性和黨的

女兒的過程，以及其後如何領導鬥爭

直至革命勝利的故事。《天山的紅花》

（1964）、《五朵金花》等歌頌的則是社

會主義建設中的新女性。

在《摩雅傣》這類影片中，女性被

想像為少數民族中最受壓迫的人，因

此影片中描述這些女性的壓迫地位得

到推翻，並成長為社會主義的新人，

帶領V當地人民推翻現有的統治，才

能產生更強大的D事效果，如此才能

完美地完成其政治意識形態訴求——

證明代表黨和國家的工作組的合法性

及其無邊威力。《摩雅傣》中依萊汗的

母親因被誣為疫癘化身的「琵琶鬼」而

進入森林，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而致

死；依萊汗長大後，也被誣衊為「琵琶

鬼」，是當地疾病的禍因，她在投水後

被救起，後來成了一名摩雅傣（醫生）。

這一D事既對當地的迷信進行祛魅，

同時也賦予這一女人新的權力——她

在舊社會被迫要成為鬼，在新社會則

成為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醫生。當地

少數民族人民自己可以踐行醫療隊的

功能，這表徵了少數民族已經在無意

識中認可了新的國家機器。

同樣，《景頗姑娘》描寫的是一個

更為原始和自然的民族——景頗族。

影片一開始出現的畫面就是景頗姑娘

磨斷繩索逃跑被醫療隊所救的過程，

並協同醫療隊和工作組完成了對景頗

族的政治意義上的承認，宣告了舊時

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從而再次

抒寫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

把鬼變成人」的政治主題。

少數民族電影的主角多為女性，

一方面是出於一種D事經濟學的考

慮，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地方和國家的

權力關係的想像性建構。女性的被拯

救象徵V這個民族的被拯救，並作為

民族國家的合法代言人成為本民族的

卡里斯瑪（charisma）型人物。她的力

量和魅力不是來自於個人，而是來自

於民族國家；正是這種力量的來源，

賦予這一柔弱的個體以不畏各種千難

少數民族影片中描述

女性的壓迫地位得

到推翻並成長為社會

主義的新人，帶領當

地人民推翻現有的統

治，這樣才能完美地

完成政治意識形態訴

求——證明代表黨和

國家的工作組的合法

性及其無邊威力。

《阿詩瑪》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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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險的崇高道德魅力和拆穿敵人各種

陰謀詭計的火眼真金。而《金玉姬》和

《冰雪金達萊》 的在戰爭歲月中成長

起來的女英雄既有女性的氣質——美

麗、溫柔，同時又有革命者的英勇無

畏，從而在另外一個方面補充了非少

數民族電影中女性英雄柔性的不足。

《戰鬥中的青春》（1959）中，高山這一

女英雄就直接女扮男裝，以男性的身

份出現在影片中，直到影片結尾時才

暴露其真實的性別身份。

《阿詩瑪》和《劉三姐》這樣的關於

本民族反抗的英雄神話，更是被賦予

了現代的內容。它們都是由民間傳說

改編而來，在祛除民間傳說的混雜性

的過程中，確立了這些影片中階級鬥

爭的D事，並塑造了女主人公不畏強

暴的精神。有評論認為這是民間傳說

劉三姐的新形象，「作者根據民間傳說

把劉三姐寫成了一個以民歌當武器，

敢於向反動統治階級正面挑戰的正面

的叛逆的女性。新的劉三姐具有一種

勇敢、聰明、樂觀和倔強的性格」bn。

五　結語

對少數民族民間女性神話的現代

改寫，無疑敞露了民族國家建構中所

要完成的對少數民族歷史的書寫，這

種書寫是以已經被證明為合法的革命

意識形態為價值標準所進行的一項工

程，這項工程反過來又對民族國家和

少數民族關係的再生產起到了重要作

用。它告訴我們，從少數民族的起源

D事到少數民族的戰爭D事，再到少

數民族的建設D事，是一個目的論的

過程，是和其他所有的民族共同要完

成的一個宏大D事。

這種後設的D事一度成為自然的

D事，我們今天研究的目的也許就是

要讓這種自然的D事看起來不那麼自

然，從而揭開民族國家借少數民族電

影這個隱身衣所遮蔽住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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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詩瑪》和《劉三姐》

這樣的神話，更是被

賦予了現代的內容。

它們都是由民間傳說

改編而來，在祛除民

間傳說的混雜性的過

程中，確立了這些影

片中階級鬥爭的{

事，並塑造了女主人

公不畏強暴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