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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人类学 界 的 学 者 多 尝 试 着 定 义 人 类 学 片 的 属 性 ， 用 以 作 为 区 分 人 类 学 片 和 非 人 类

学片的标准。不过， 截至今天， 人类学片对人类学界和人类学片属性的各种定义仍然没有获得广
泛认同。然而， 如果放弃对人类学片属性的依赖， 我们将有一个更好的标准， 那就是人类学片， 以
及影视人类学自身的功能与意义。人类学片不仅在抢救人类文化遗产方面， 而且在促进文化的传
播与交流， 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民众素质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艺术价
值和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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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人类学界的学者多尝试着定义人类学片的属性， 用以作为区分人类
学片和非人类学片的标准。不过遗憾的是， 截至今天， 人类学界对人类学片属性的
各种定义仍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比如被很多人类学家认同的“真实性”到现在还
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因为影片作为一种表达形式， 可以“真实的阐述”， 也可以“真实
的反映”。前者是对现实的一种纪录， 而后者却可以是一种艺术创作。只要反映的百
分之百是真实， 你也就很难说它不具备“真实性”了。实际上， 卡尔·海德就曾经把一
些优秀的商业片或者艺术片当作人类学片。更不要说， 现在影视技术发达， 数字技
术甚至可以完全制作出一些再也拍摄不到的人类学现象。比如， 有一天， 我们完全
可能利用数字技术制作某些少数民族的祭祀活动现场， 假如制作出来的作品被亲
身参加过这类活动的人认为完全反映了真实， 那么， 我们能否理直气壮地说， 这些
影片不具有真实性呢？ 我认为是不能的。同时我还认为， 这样的影片所包含的人类
学信息对将来的研究者以及观众很有用处， 是不能简单的将其从人类学片中剔除
【
〇
四
八

出去的。
如果放弃对属性的依赖， 我们将有一个更好的， 更具有包容性而且不失之于偏

】

［ 收稿日期 ］ ２００７－０１－１６
［ 作者简介 ］ 黄凤兰（ １９５５－ ） ， 女， 河北武邑县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副主任， 评奖办
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民俗学、影视人类学。

黄凤兰： 影视人类学及其作品的意义与功能

颇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人类学片以及影视人类学自身的功能与意义。对这一点，
我想， 不管是过去， 还是现在， 抑或是将来， 人类学家都可以达成一致的意见。这种
意见，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人类学片是反映人类学研究内容的影片， 而影视人类学
是为研究人类学片， 以及其自身的一门学科。如果我们以这一标准来收集人类学片
的话， 我相信， 会有更多的影片被容纳到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一、抢救人类文化遗产
人类文化遗产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大部分。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地面上
的建筑， 如古罗马的格斗场、中国的长城等著名的世界古迹和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种
种古董。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也极为丰富， 人类学所研究的民风民俗、民间艺术都属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现在也随
着社会的变更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曾指出过：“ 历史在我们这
个时代正在迅速消失， 每一分钟都有一批文化消失”， 因此，“ 抢救的使命就非常
大”。
人类学片虽然无法阻止文化遗产的消失， 但是， 在抢救人类文化遗产方面还是
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如果说人类学片的诞生还不是因为要抢救人类文化遗产的话，
那么最起码， 人类学片摄制的第一次高潮是与人类学家对抢救人类文化遗产的呼
吁不无关系的。
冯骥才先生曾将人类学片的抢救意义定位为：“ 它 不是一种伤 感的， 也不 完
全是一种惋惜的， 它是给后人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出发 ，“ 是站在明天 的角度
拍现在， 为明天留下现在的一种文化形态”。文化的消失， 是社会新陈代谢的必然
结果， 因此， 对其消失， 我们无须伤感， 文明毕竟是向前发展。纪录这些文化现象，
不但可以给子孙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 还能为后 世的人类学 家的学术 研究提供
第一手素材。
对抢救文化遗产， 人类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大声疾呼， 再到今天的理智的过
程。上世纪 ９０ 年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对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措施； 在新千年的第一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公布了首批认定的“口头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一系列举动表示， 我们已经开始正式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抢救工作。
【

基于这一目的拍摄的人类学片中， 有不少的精品。我国的人类学影视工作者也

〇
四
如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所组织拍摄的《搬家》、
《满春曼的春天》、
《蘑菇房》、
《独龙 九

为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拍摄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作品。

可以这样说， 任何一部人类学片， 不管有无其他作用， 首先应该具备保存文化

】

族》等影片， 就真实纪录了少数民族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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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功能。在影视技术诞生之前， 人类文化遗产同样存在消失的现象， 这些消失
的文化有些被文字记载下来了， 有些则已成为传说， 还有些已经不可稽考。影视技
术诞生之后， 这种状况就得到了改变。不管如何， 我们今天具备了用摄像机来抢救
文化遗产的功能。我们的子孙后代， 也可以通过这些影片了解到在他们时代已经不
复存在的文化现象。

二、文化传播与交流
我国曾经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自我封闭的过程， 导致许多外国人对我们并
不了解。后来， 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拍摄的艺术片中加入了很多中国民俗
的内容， 这些内容令西方世界的观众耳目一新。他们从这些影片中了解到了一部分
中国文化， 从而改变了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与艺术片、故事片相比较， 专业的
人类学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更为丰富， 可信度也更高， 在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能发
挥的作用也更为突出。
在这方面， 我国的影视人类学家张江华、李德君等人曾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述。
这几位学者认为， 人类学片的文化传递与交流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递人类文化遗产。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 能够“了解、获得在各民族
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传统文化知识， 并有助于使之代代传
承下去。而且， 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作用会更为明显。当今世界经济、科技、文
化的高速发展， 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在受到
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在此情况下， 充分运用好人类学片的传递功能， 对于一个
民族继承保持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 从而促进民族自身发展是很重要的。”
二、交流民族文化。“人类学片能够将某一民族的文化信息提供介绍给另一民
族， 使不同文化类型民族的人们通过影片了解彼此的文化， 并相互学习可供借鉴、
吸收的文化知识、经验、技能。
文化交流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方面需要继承和弘扬
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 否则将失去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要不断借鉴、吸
收外来的优秀文化， 否则， 长期稳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将会愈趋封闭、保守， 失去发展
的活力。而文化交流则使一个民族的文化能不断接触新的文化因素， 经过不断筛选、
吸收营养， 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在这方面， 人类学片是大有可为的。”
【

三、人类学片的研究价值

】

〇
在很多情况下， 一幅画的作用可以胜过一本书。因为即使我们的文字描述能力
五
〇 再高超， 我们还是无法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我们所描述的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
影像的作用明显要比文字重要。人类学片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以影像的形式
反映人类学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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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人类学片称为“全息民族志”， 这种称呼的准确性有待商榷， 但是在一
定的程度上， 人类学片确实类似于“全息民族志”。因为随着技术的成熟， 人类学片
不但能够录制影像， 还能录制现场声音。我们从影片中可以获得大量直观的第一手
信息， 这些信息的真实性、直观性都是文字信息所无法比拟的。
人类学片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人类学学科本身的
研究价值； 另一方面是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价值。
首先， 看看人类学片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价值。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文化
的学科， 它的研究材料， 主要来源于田野调查。田野调查， 主要是人类学工作者亲自
到调查对象中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从中了解他们的历史和现状， 加以记录和整
理， 从而占有生动而详尽的资料， 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打下基础。
将人类学片应用于田野工作， 能够大大提高人类学观察记录的质量。第一， 由
于影视拥有的记录功能， 相当于人的眼、耳， 能够把人类学家观察到的视听形象完
整地记录下来， 并做到视与听、声与画的同步。这种电影笔记资料， 既可以与文字记
录相辅相成， 使调查材料更为充实， 又可编辑制作成一套完整、形象化的民族学调
查资料。第二， 它有优于眼耳的功能， 能够观察记录下常常被调查者忽略或用语言
文字难以准确表达的一些视听信息。第三， 如果是电子录像还能够在现场及时重
放， 从而为研究记录者当场检验录像效果提供了便利。同时还可以请被摄录对象一
同观看， 通过他们的参与， 实现信息反馈， 对错误及时修改， 对遗漏的在可能情况下
进行补拍， 使现场观察记录得到的信息资料更加准确完善。
人类学研究不仅要对每个具体的文化现象做记录、描述， 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将
各种文化进行对比、综合研究， 从而发现和总结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实现这一由
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 仅仅有文字材料显然是不够的。然而通过观看人类学
片， 则会使观众得到直观生动的形象认识， 从而加深理解、促进研究。
其次， 人类学片对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历史学
研究方面， 人类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 但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 并
且由于时代的限制， 文献资料有的挂一漏万， 给历史研究带来困难。特别是我国 ５０
多个民族中有文字的民族才十几个， 无文字的民族占大多数， 后者历史多依靠汉文
文献记载， 考古和文物资料也不很多， 且是“死东西”， 见不到活动的形象。总之， 这
些史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我国五六十年代拍摄的许多人类学片能向研究者提
供这些民族当时仍存在或正在消失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状态和传统文化的形象化资
【

料， 史学家们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材料， 结合这些形象资料去研究古代历史， 不仅

】

使研究获得更有力的证据， 而且将会笔下生辉， 使读者喜闻乐见， 这是文献考古资 〇
五
料难以与之相比的。
一
此外， 人类学片中记录下来的古代文化的物质遗存和生活习俗， 如生产工具、
住宅、民间宗教信仰、婚姻遗风、民间文学艺术等等， 这些都可为农业史、宗教史、婚
姻史、艺术史等专史的研究提供宝贵的形象化实证资料。总之， 人类学片以其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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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形象化的特征， 在学术研究领域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
究的深入， 它的这些价值将愈加得到充分发挥。

四、人类学片的教育功能
人类学片的教育功能有大众科普教育和人类学专业教育两个层次。普及科学
知识， 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所包含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其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
普及历史知识， 使人们了解社会发展规律， 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人类学片在
这方面具有它独到的直观教育的作用。如人们通过观看我国摄制的《苦聪人》、
《凉
山彝族》、
《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等分别反映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等不
同社会形态的影片， 可以看见书本上见不到的“活化石”， 犹如学习了一部人类社会
发展历史， 从而加深了对已经消失了的古代社会的理解。
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民族构成的， 世界上相当一些国家也是多民族组成
的。为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 大力开展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很有必
要， 这也是大众科普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类学片在这方面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人类学片以科学的态度记录和研究各民族的活动和文化， 它能够体现各民族对祖
国文化的贡献， 对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作出科学的解释； 另一方面， 由于电影
的形象、具体、生动的特点， 又为观众的理解提供了很大便利。通过观看人类学片，
各民族的观众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 能够深切理解少数民族适应于各
自具体环境创造的本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以及他们对丰富中华民族灿烂
文化所做的贡献， 从而激发各民族观众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
心。总之， 人类学片以其科学性、形象性， 在宣传普及民族知识方面能够发挥其他手
段难以起到的作用。
人类学片在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 教学中的作 用也是很明 显的。人类 学是
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 需要培养专业人才， 这种人才的培养主要 通过学校教 育
来完成。但人类学与历史学不同， 它主要通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来进行科学研
究。所以， 学生仅从课堂、书本上是难以学好这门课程的， 还必须深入到民族地区
去进行实践， 尤其是调查方法的学习训练就更需要如此。当然这不是说其他学科
学习就不需要深入实践 ， 但相比之下， 人类学研究的实践性则更强。因此， 许多人
类学的系科都设田野调查实践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深入民族地区实践的机会
和时间并不很多， 在此情况下， 将人类学片带进课堂， 通过观看这些影片 ， 使学生
【

获得感性认识， 犹如进行了身临其境的田野实地观察， 是一种很 有效的专业 知识
〇 培养和训练。
五
二
五、人类学片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

】

人类学片是否有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不过对于学术界来
说， 长期以来更关心人类学片的学术意义， 讨论较多， 而对其艺术价值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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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较少， 自然也不深入。应该明确， 艺术和社会科学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 而且都
要积极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 这是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点。但是两者又明
显存在不同的方面， 最基本区别之一在于艺术必须用具体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
而社会科学主要是用抽象的概念反映社会生活。毫无疑问， 人类学片不是艺术创
作， 而是科学研究行为和方法。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研究， 因为它主要不是采
用抽象概念， 而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 以影视手法——
—形象语言， 包括运用影视
艺术技巧， 来记录研究对象的活动和文化， 再现和传递人类学信息， 表达学术观点。
因此， 形象直观地记录与表述， 是人类学片的重要特征， 并由此使它的记录与表述
在获得科学价值的同时具有了艺术和审美的价值。
美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 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人类学片以直观形象性记
录了大量的生活美， 给人以美的享受。
《鄂伦春人》一片展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狩猎
文化， 影片中有这样一组组镜头： 为了狩猎生产的需要， 猎人们常年累月迁徙游动；
自制扎枪、鱼叉等刺杀野兽和捕鱼工具； 冬季， 在雪海茫茫的大兴安岭森林中跟踪
追捕猎物， 夜晚， 围着篝火钻进狍皮被里送走严寒； 妇女将桦树皮刻上各种花纹图
案， 涂上红或黑色颜料， 制作成美观的盆、盒、箱等日用器皿。这些记录， 不仅使观众
了解鄂伦春的狩猎生活， 同时展现了他们不畏艰辛、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人
们对这样一个民族表示钦佩、赞美， 同时也感受到生活锤炼人的坚强意志， 培养人
的智慧和创造精神， 让人领悟着生活之美。
人类学片记录和展示了自然之美， 给人以美的享受。自然美是指自然事物的
美， 例如朝霞的绚丽、月光的皎洁、高山的雄伟、海洋的辽阔等等。人类的生存与活
动， 不能脱离自然界， 自然界作为人的生活环境而出现， 或者是为人类提供生活资
料的来源。正是由于自然和人的这种广泛密切的联系， 人们才会对自然有所感受和
热爱。这是自然界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最主要原因。
人类学片记录和展现了艺术之美， 更是集中表现了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创造
精神， 给人以美感。我国各民族创造的艺术作品极其丰富多彩。如纳西族的绘画、赫
哲族的桦皮雕、苗族妇女的头饰等， 这些民间艺术具有实用性很强的特点； 朝鲜族
的舞蹈、回族的“花儿”、藏族的藏戏等， 都久负盛名，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类学
片把这些记录并展示出来， 从而使观众得到民族艺术美的享受。
在人类学片的摄制过程中， 常常会遇到如何正确对待艺术性与科学性、学术性
关系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对艺术作用的关心超过了对人类学价值的要求， 在表现手
【

法上向艺术片靠拢； 另一种倾向认为人类学片可以不关心影片的美学价值。我们认

】

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人类学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成果， 像学术著作、论文 〇
一样， 既要有学术价值， 又是要提供给人们使用观看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在坚持 五
三
科学性的前提下， 充分运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 只要无损于人类学研究的学术
性， 并有助于揭示人类学内涵， 一切影视手段都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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