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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文以三部华人题材的德语故事片为样本，分析了三部影片的内容及其与德媒涉华报

道之关联、三部影片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以及德国人关于华人和中国的刻板印象。分析显示，影片都设
定有与其主题相应的、关于中国和华人群体的总体性认识框架，在该框架下影片将德国社会关于中国
和华人的各种具体认知融合在一起，这些框架包括中国经济崛起框架、对华政治偏见框架、华人非法
移民框架等。华人题材的德语影片对于中国形象和华人形象的建构，一方面与德国媒体涉华报道之间
存在紧密的关联，另一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人题材电影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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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群体是中国国际形象传播的一个重要窗口。他国民众关于当地华人的认知，总是与其
如何看待中国密不可分。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数量的增长，华人在海外居住国范围越来越广，华
人群体对于中国形象在海外传播的意义也越来越大。华人形象研究成为中国形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研究华人群体在他国的形象，在宏观层面，有助于我国在对外文化传播领域，有的放矢地针对
对象国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在中观层面，对于我国政治文化机构、中资企业等更好地在对象国开
展工作和业务，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华人作为个体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中国和德国互为彼此在亚洲和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德两国也积极促进双边人文交
流。同时，德国华人数量大幅增长，成为在德亚洲移民中最大的族裔群体。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
新发布的统计结果，2015 年，德国华人 A总数达到 14 万之多，比 2014 年增长了近 3 万。［1］
目前国内关于海外华人形象研究的成果中，以涉及美国华人的成果占绝对多数，关于欧洲华人
形象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关于德国华人形象的则更是稀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主题词“德国
华人”，得到相关论文仅 260 篇左右。这些论文的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德国华人历史研究
（德国城市的华人史或留学史、华人移民历史演变与构成）；二是现当代德国中国移民群体研究（技
术移民、华人跨国身份认同）；三是旅德华人作家作品分析以及对当地华文媒体的观察。［2］目前国内
公开出版的研究德国华人群体的专著也是屈指可数，主要涉及华人在德国的社会整合与分化以及跨
文化交流情况。［3］200 多篇论文中，聚焦或部分涉及德国华人群体形象研究的论文不足 20 篇。B这
些研究成果，视角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自我形象层面，即从中国视角观察华人。而像《2007 年德
国“黄色间谍”案解析》［4］在他形象层面观察德国人如何看待华人的，则数量更少。而华人群体的
他形象研究，对于我国国际形象的海外传播，恰恰不可或缺。
这种相关研究成果不足、视角单一的现象，无论与在德华人数量、德国在欧盟乃至世界上的重
要性，还是与中德经贸往来以及人文交流的强度和深度，都是极其不匹配的。德国学界也鲜有关于
华人群体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德国学者称德国华人群体为“不显眼的少数群体”。［5］德国华人群体形
象研究可谓学术研究迫切需要的一个重要课题。
华人题材的德语影视作品是研究德国人眼中的华人群体形象的重要平台。电影和媒体是反映文
化现象的重要渠道，形塑了人们对于政治、文化、历史、身份等各种问题的看法。［6］电影作为独特
的媒介形式，不仅提供消遣和娱乐，也具有传播社会价值的功能。尤其是高收视率的影视作品，因
其传播范围广，能够影响德国公众如何看待华人和中国；另一方面，影视作品是以德国社会关于华
人和中国的现有认识为基础，通过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和戏剧化操作而形成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
些影片集成式地凝缩了德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和华人形象的一个或多个侧面。
本文选取在德国具有高收视率和影响力的三部华人题材的电视电影故事片，即《死亡的中国
男 人 》（Der Tote Chinese，2008）、
《 中 国 公 主 》（Die Chinesische Prinzessin，2013） 和《 酸 甜 邻 居 》
（Nachbarn Süß-sauer，2014），依托跨文化交流领域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影片中集中呈现的关于
华人和中国的具体刻板印象以及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框架性认识进行分析和提炼，进而获
悉德国公众眼中的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三部影片内容及其与德媒涉华报道之关联
德国媒体基于议程设置功能，在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建构方面，对于德国公众具有很大的影响
力，因为媒体是德国公众获得有关中国和华人信息的重要渠道。这里说的德国媒体既包括新闻媒体，
A 为了行文简便，除非特别注明，本文用“华人”统称在德国的华侨、华人及出于旅游、学习、工作等目
的在德国短期居留的中国人。此做法与相关德语影片中关于拥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的称谓是相一致的，无论影
片中的华人角色是否具有中国国籍，他们在影片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定位，即德语词“Chinesen”—中国人。
B 该数据获得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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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影视媒介。研究表明，这两种媒介所建构的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即
华人题材的影片与德国媒体涉华报道之间关联密切。

（一）《死亡的中国男人》与华人偷渡问题
《死亡的中国男人》属于德国知名侦破系列片《案发现场》（Tatort），讲述的是法兰克福机场酒
店发生的一起与偷渡有关的谋杀案。死者是一名秘密从事人口走私交易的华人。酒店的华人女翻译
因获知其父母的死亡与死者的蛇头生意相关，蓄意报复谋杀。在德国刑警开展侦破工作的过程中，
来自中国的大批偷渡者逐渐浮出水面，他们过着隐匿的地下生活，居住和工作环境恶劣，为了偿还
亏欠蛇头组织的巨额费用，日日在工头的监督下辛苦工作，或者在中国同乡带领下非法打工，并且
时刻担心被德国警察发现。
该片的内容设置以及对华人群体形象的塑造，与德国新闻媒体中的华人形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媒体报道中一再出现的诸多内容，如德国 / 欧洲境内有不少非法偷渡过去的华人、蛇头组织生意兴
隆、偷渡客在偷渡途中丧命、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像奴隶一样拼命干活……这些关于华人群体的刻
板印象，在该影片中都有所体现。此处以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和《时代》周报的报道为例。
据《明镜》周刊《不死的中国》一文报道：
“长居签证的数量常年稳定不变。没有人来，没有人
走，没有人死去。现在又有新人来了，但依然没有人死亡。”该文的主题是罗马华人社群的“不死之
谜”：探究当地华人死亡之后尸体的去向，起因在于当地有很多可怕的传言，比如“埋在工厂边的花
园里”或者“被餐馆拿来做汤”。［7］
《时代》则称：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华人在布达佩斯走完他们的人生历程。十几年来，不管
是自然死亡还是被谋杀，这些人的尸体都不见踪迹。据警察所知，当地没有华人墓地。死了就消失
得无影无踪。……只是死者生前用的护照会由另一个中国移民继续使用。”［8］
《明镜》的另一篇报道讲述的是中国偷渡客的情况：
“58 名来自中国的偷渡者闷死在前往英国的
途中。如今欧洲各国应该加大力度联合打击高度专业化的蛇头组织。”［9］“那些在偷渡前只能支付部
分费用的人，到达目的地之后需得靠打工偿还余款。”［10］
《死亡的中国男人》中甚至出现直接照搬《不死的中国》一文的内容，足见德国影视媒体所建构
的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与德国新闻媒体涉华报道之间的关联程度之高。影片女主角主动和德国刑警
谈起这个话题：
“都说罗马的中国人是不死的。这说的其实不只是生活在罗马的华人，而是所有中国
境外的华人……三十年来我们大约有 2 万名同胞在罗马生活，但却一次葬礼都没有。没有人死亡……
人口数量稳定不变。”对方问及老去的华人到底去哪儿了，女主角回答说：
“很简单，年轻的取代年老
的。”这与《不死的中国》一文的猜测完全一致—没有任何证据的猜测。
影片表现的中国非法移民的生活，与媒体报道的内容也完全一致：不是劳动奴隶就是非法劳工，
过着隐匿的地下生活。该影片的结尾设计是，德国刑警解救出集装箱中的中国偷渡客。这与曾经在
德国引发轰动的新闻事件存在关联— 58 名中国偷渡客在前往英国的途中闷死在货车的货箱中。［11］
这些刻板印象存在于多部华人题材的德国影片和欧洲其他国家制作的影片中。它们通过这种方
式一再被重复和证实，进而顽固地流传于德国 / 欧洲社会中，想要消解它们是极其困难的，所需时间
自然也相当漫长。这也是我国在实行对外文化宣传和国家形象传播时面临的实际困难之一。

（二）《中国公主》与对中国的政治偏见
同属《案发现场》系列的《中国公主》，围绕一名女性华人艺术家被谋杀的案件展开。她是一
名异见分子，因拥有皇室血统被称为中国公主。德国警方起初怀疑中国国安人员是凶手，动机是中
国内政原因，因为女主人公死前欲召开记者招待会，要将所谓与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证据公之于众。
结果真凶是她的华人助理，因为当地的华人黑帮组织“三合会”也想得到这些证据，为此对相关人
员展开追杀。该华人助理为了保护怀孕的未婚妻，应允帮助三合会拿到“证据”从而杀害女主人公。
《中国公主》和德媒涉华报道之间同样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影片的配角之一是一名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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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那摩监狱释放的维吾尔族青年。而相关事件在德国曾一度成为热点新闻，并引发规模较大的讨论。
影片设计这一角色出现，显然是受到新闻事件的影响。
在德媒涉华报道中，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并且相关报道中充斥着对中国
的各种政治偏见。从影片角色设定可以看出，
《中国公主》的故事同样是在对华政治偏见框架中展开
的：持不同政见的华人艺术家、从关塔那摩监狱释放的维族青年、持外交官身份的中国国安人员等。
对华政治偏见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德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影片的另一情节也反映出这种政治偏
见：中国国安人员为了让德国商人配合其工作，利诱和威逼兼施。相似内容在《明镜》2007 年刊登
的《沙粒原理》一文中曾有出现，该报道称欧洲境内有很多华人受中国国安指使从事间谍工作。［12］
该文的发表对德国华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影片中还出现了华人黑社会组织“三合会”。研究表明，在美国电影中，邪恶残忍的黑社会组织
也是华人群体形象的特征之一。［13］可见，西方不同国家的华人群体形象有一定的共性。“华人黑社
会”在德国媒体涉及华人群体的报道中经常会出现，比如称华人聚居区处于黑社会统治之下，或称
黑帮是华人群体犯罪行为的幕后推手—德国媒体多次质疑那些客流量低的中餐馆和店铺是华人黑
社会组织洗钱的渠道。［14］

（三）《酸甜邻居》与“中国威胁论”
《酸甜邻居》是极少的专门以中德人际互动为内容的影视作品。该片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
威胁论”和德国人对中国的恐惧心理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刚刚移居德国的中国四口之家，在工作
和学习等各方面都胜出其德国邻居一筹，进而引发两家矛盾的故事。
剧中中国家庭的父亲在光伏行业工作，刚入职就取代德国邻居兼同事布吕克先生被任命为经理；
中国家庭的母亲在德国高校任教授，而德国母亲是一家小花店老板，并且前者成功吸引德国邻居们
一同饮茶、打太极，其中也包括德国母亲的闺蜜们；中国家庭的两个孩子在各方面完胜德国邻居的
孩子，他们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中国儿子取代德国儿子成为篮球队队长，中国女儿抢走了德国女
儿的男朋友。鉴此种种，德国家庭的成员一致认为受到来自中国邻居的威胁，并奋起迎战。影片塑
造的中德两个家庭的邻里关系和矛盾，折射出德国社会对于中德两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展变化
的观察。影片情节设计与德媒中长期存在的“中国威胁论”高度相符。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崛起，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始终居于德国媒体涉华报道议程列表上。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报道密集度也越来越高。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在德
国媒体中成为重要议题，起初德媒质疑中国光伏工业的创新能力，后逐渐变为认可中国在光伏领域
达到世界领先技术水平，对中国这个同行业竞争对手既敬重又忌惮。这一议题以及对中国企业的态
度转变，在《酸甜邻居》中也有所反映：企业管理层认为，对于公司发展而言，新来的中国同事远
比为公司服务多年且做出过贡献的德国员工更重要，因此将之前内定的经理职位交给中国父亲。
对三部影片的横向分析表明，一方面，德国媒体在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建构方面具有强大的影
响力和议程设置功能；另一方面，影视制作团队很了解德国新闻媒体涉华报道议程和德国社会广泛
流传的有关中国和华人群体的各种刻板印象。制作方在影片中使用这些元素，可以迎合德国受众的
现有认识、品味和期待。而与中国和华人相关的新闻热点事件在影片中成为母题或者背景因素，能
够依托新闻事件的轰动效应，获得受众更高的关注度和现实感；关于中国和华人的众多议题或者刻
板印象在影片中聚集出现，则可以取得更好的戏剧化艺术效果，使影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更强。
从纵向对比看，三部影片所建构的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除了诸多共同存在的刻板印象之外，
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影片中华人主角的身份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非法偷渡的移民、流亡艺术家，
到在事业和学业方面都成功和自信的旅德华人；与此相应，影片所呈现的对中国的整体认识框架也
在发生变化，即越发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并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的国力发展和国际地
位提升，德国电影对于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建构的这种变化，未来势必会继续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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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部影片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分析
这三部影片以华人在德生活为题材，涉及到德国社会关
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因而都包含多项被德国人视为典型的中
国文化元素。
根 据 特 姆 彭 纳 斯（Trompenaars） 的 文 化 洋 葱 模 型（ 见
图 1），文化像洋葱一样是分层次的，外围层面是人们能直接
感知到的文化元素，是相对显性的；而处于文化内部的是价
值观等隐性元素，是无法直接感知的。位于最外层的是人造
物品（比如语言、服装、建筑、食物等可直接感知的物化符
号），中间层是规范与价值（比如关于“好”与“坏”，
“对”
与“错”的集体界定和区分），核心层是绝对预设（关于人类
生存问题的基本预设）。［15］
依据文化洋葱模型，可将影片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分层归
类如下：

（一）人造物品层面的中国文化元素

图1

文化洋葱模型

图表来源：
《跨越文化浪潮》，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1 页。

三部影片都植入了众多的中国元素，其功能在于突出影片中华人生活环境的中式特点。这些元
素多为德国公众熟知、往往被视作具备典型的中式特征，比如《酸甜邻居》中的中国家庭生活中到
处都有中式烙印，包括家具（中国古典风格）、灯具（龙纹图案）、茶具（青花瓷）、着装（旗袍和唐
装）、食品（汉字包装）等等。《中国公主》中，
“三合会”的办公场所和仓库里满眼都是中国式物件，
比如龙形状的饰物、红灯笼、京剧脸谱以及中国食品。《死亡的中国男人》中也有拼贴中国元素的
场景设计：中国偷渡客的孩子在玩游戏时，手里提着红灯笼或者写有“福”字的灯笼，并且有孩子
穿着演出服玩舞狮。这些被视作具有典型特征的中国元素会使大多数德国民众联想到中国。华人题
材德语影片中的中式元素的集合，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或华人形象的物化
图谱。
位于文化最外层的这些中式元素，对于中国文化圈之外的人而言，是中国文化中最易直接感知
到的元素。根据所属范畴不同，又可分为四类。
1. 饮食类：比如白酒、茶、月饼、动物内脏类食物、米饭、被视作典型中餐味道的酸甜口味。
2. 语言和文字（包括普通话和中国地方方言）：影片中说汉语的不仅是华人角色，也有德国人模
仿说中文的桥段。汉字也经常作为中国元素出现。
3. 传统中国元素如红灯笼、龙、舞狮、太极拳、武术、旗袍，以及历史人物孔子、孙子。
4. 源自中国的植物：竹子在两部影片中都作为典型的中国元素出现。在《中国公主》中，挂
满屋子的竹杆和红灯笼是展会现场最醒目的装饰；在《酸甜邻居》中，竹子被塑造成中国文化的代
表—对抗代表德国家庭园艺文化的苹果树。

（二）规范与价值层面的中国文化元素
1. 中国人姓氏置前的行为规范
影片都涉及到中国人将姓氏置于名字之前的行为规范。德国的人名规则是名在前、姓在后。有
的影片有意识地将这个文化差异设计成戏剧冲突：
《酸甜邻居》中，当德国男主人获悉中国姓氏置前
规则时，便改以这种方式向中国邻居介绍自己和家人。相比之下，
《中国公主》中对华人角色的称谓
是非常混乱的。比如德国警察多次称呼华人助手为“玉堂（音 yu tang）先生”—“玉堂”是名，而
非姓。德语基本规则是对于关系较近者直呼其名，而对于关系较远者则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 / 女士，
即“姓氏 + 先生 / 女士”。所以这位警察称其为“玉堂先生”，应是误将“玉堂”当做姓氏。但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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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界定，这到底是因电影制作方不了解中国姓氏置前的规则所致，还是其为了突出中德文化差异
有意设计的戏剧冲突。
2.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影片都强调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表现之一。《死亡的中国男人》中，男主
人公一心想去美国看望妻儿，因此不惜非法偷渡，不惜偷走死者的护照和机票，欲冒名顶替飞往美
国。《中国公主》的男主人公则为了保护怀孕的未婚妻，铤而走险犯下谋杀罪行。《酸甜邻居》中的
中国家庭为了陪伴老人，一再推迟赴德行程，直至老人离世，并将老人骨灰带到德国。
3. 高权力距离
三部影片都或多或少都突出中国文化的高权力距离特征。权力距离指社会成员对于权力不平等
分配的接受程度。［16］具有高权力距离特征的文化更倾向于接受等级化的制度结构。《死亡的中国男
人》中，当德国刑警欲在酒店吸烟被前台劝阻时，说了一句“我跟您打赌，中国警察肯定不管在哪
儿都是想抽就抽！”《酸甜邻居》中，在秩序管理局人员执法时，中国父亲强调自己身居要职，期待
借此得到特殊照顾。工作人员予以拒绝，称其职业身份在中国或许会令他享有特殊地位，但在德国
绝无可能，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德国人关于华人和中国的刻板印象
因艺术创作的需要，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迎合德国受众的欣赏口味和预判，这些影视作品中都充
斥大量关于华人和中国的刻板印象。这里说的刻板印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他定型看法，即德
国人关于中国和华人的刻板印象；第二类是自定型看法，即在涉及中国和华人的方面，德国人关于
自己的刻板印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刻板印象。
（一）中国有很多人、全世界有很多中国人。A比如，
《酸甜邻居》的场景：德国家庭讨论新邻居
是哪国人，儿子坚称新邻居是中国人，理由是全世界有 13 亿中国人，因此新邻居来自中国的几率极
高。《死亡的中国男人》中也有类似的场景：德国刑警表示，这起中国人死亡案件对于他和同事而言
简直就是噩梦，因为仅在中国生活的就有十多亿中国人，所以想要弄清楚死者的身份难度极高。
（二）中国人 / 亚洲人作为个体对于德国人而言毫无辨识度。《死亡的中国男人》中多次出现此类
论断：德国刑警需要传唤与会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和酒店经理都无法通过面孔辨识传唤对象，于是
不得不求助于中文翻译；男主人公偷了死者的机票和护照，并且由于语言不通根本无法与机场工作
人员交流，但却可以顺利办理登机手续，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实际上，在影片之外，德国人也经
常表示他们没有能力识别个体亚洲人，换言之，亚洲人对他们而言长得都是一个样。
区分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人，对德国人而言也是一个难题。在《酸甜邻居》中，中国父亲一再
被迫为其中国人身份抗争：他不是被当成日本人，就是被说成是越南人。在《死亡的中国男人》和
《中国公主》中，德国警察在侦破工作初始时，都强调死者是亚洲人，因为他们不能确定是不是中国
人。德国人认为自己无法区分亚洲各国人的自定型看法，从影片中饰演“华人”角色的演员并非都
是中国人，而只是亚洲人—越南人、日本人、泰国人等等，亦可见一斑。比如有位驻德记者如此
描述他参演德国电影的经历：
“亚洲工厂写进剧本，中国人不够越南人凑。”［17］
（三）中国人不会发舌颤音“R”。三部影片中都可以观察到该刻板印象，其中尤以《中国公主》
最为突出：女主人公称呼姓“Borne”的德国医生为“Boene 教授”，比正确的发音少了一个“R”。医
生指出其发音错误，并补充说他的全名中有好几处舌颤音。制作方为了迎合德国公众关于中国人不
会发舌颤音的刻板印象，通过情节设计使其凸显出来。该片中的其他华人角色也大多不会发舌颤音，

A 本章节所涉刻板印象除了最后一点关于华人黑社会组织之外，都并非仅仅涉及海外华人群体，而是也涉
及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因此，本章节使用“中国人”统称生活在中国境内和海外的所有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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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华人助手和中国外交官员。《死亡的中国男人》中的男主人公和死者也都不会发舌颤音。
这个刻板印象在德国社会传播很广，甚至德国还流传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个中国人把自己会发
舌颤音当成马戏节目销售。［18］需要指出的是，影片中也有德语地道、会发舌颤音的华人角色。
（四）中国人喝白酒、中国人什么都吃。德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能喝酒，因为身体里缺少代谢酒
精的酶。《酸甜邻居》的情节凸显出该刻板印象：中德两个家庭一起饮酒，两位中国父母一饮而尽，
而德国母亲被中国白酒之烈吓了一跳，同时她此前关于中国人不能喝酒的认知也受到了挑战。《死
亡的中国男人》中，影片开头就是死者生前和几位华人在酒店喝白酒谈生意，而后又和另一位客人
一起喝白酒。
在德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什么都吃。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天上飞的，除了飞机，
其他的中国人都敢吃。关于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刻板印象，在华人题材的影片中几乎是必选情节。《酸
甜邻居》中，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中德饮食文化差异，是一个重要话题：德国邻居不仅谈及中国人
有怪异的饮食习惯，比如吃狗肉、蛇和老鼠，而且还怀疑中国邻居送的饭菜是用自家宠物狗的肉做
的，因此两家矛盾激化，大打出手。《中国公主》中有这样一幕：德国医生在“三合会”的仓库发现
冰箱里有大肠。而现代德国社会一般是不食用动物内脏的。
（五）眯缝眼和大鼻子。影片中多次出现“眯缝眼”（Schlitzaugen）一词，该词反映了德国社会
关于中国人相貌特征的刻板印象之一。多年来，眯缝眼、长辫子、头带越南式斗笠等元素构成德国
漫画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的基本特征（来源于满清时期的中国人形象）。这种漫画形象被广泛接受和
使用，在德国新闻媒体中也可以见到。现今依然有中餐馆使用该漫画形象做食品外包装的图案。与
之相对应，德国人称自己为“大鼻子”（Langnasen），这是他们对自己在中国人眼中的外貌特征的定
位，属于自定型看法。需要强调的是，
“眯缝眼”一词是贬义的、甚至带有歧视色彩。
（六）中文是天书。德语中有一句俗语叫“Ich verstehe nur Chinesisch”
，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我
只懂中文”，但实际表达的是“我一句都听不懂”。言下之意，中文像天书一样，是无法理解的。在
三部影片中，中文都被说成是陌生的、有异域色彩的、极其难学的语言。比如，
《死亡的中国男人》
中有一个场景：当一名德国刑警说话没有得到任何同事的回应时，他说道：
“难道我说的是中文吗？”
从德语中将中文等同于天书的这种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已经不难想象，中文长久以来在德国人眼
中是何等难懂和陌生。
在《死亡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公主》中，侦破工作都因为涉及中国人，语言沟通受阻，而被
视作有额外难度。两部影片中，德国警察都很难找到中文翻译协助他们工作；而且中国人的名字也
让德国人头疼：不知道怎么读，也很难记住。
影片中还有德国人模仿说中文的桥段。《酸甜邻居》中，一名德国学生即兴模仿成龙电影里关于
北京烤鸭的一段台词，不过他表示并不知晓是什么意思。《中国公主》中，德国医生说了一段中文，
并且还出现女主人公教其练习四声的情节。实际上，德国流传一种小游戏：使用没有任何含义的象
声词“Tsching Tschang Tschung”（音：青呛穷），假装在说中文。《中国公主》中，德国刑警记不起涉
案中国外交官的名字时，气恼地用“Tsching Tschang Tschung”来替代。
（七）勤奋的中国人。德国新闻媒体建构的“中国人勤奋”的刻板印象，在影片中也有所体现。
《酸甜邻居》中，中国家庭的孩子学习刻苦，周末要上多个兴趣班，而德国孩子甚至上课时也不认
真。中国父母搬入新家不足 24 小时便已进入工作状态，而同一时段德国父亲在看电视，母亲在观察
中国邻居。《死亡的中国男人》中，中国偷渡客们像奴隶一样辛苦劳作，以偿还亏欠蛇头的费用。
（八）华人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德媒关于华人社群的报道中，屡屡出现华人黑社会组织：质疑客
流量小但坚持开门营业的中餐馆和店铺是黑社会洗钱的渠道；将中餐馆和华人聚居区发生的犯罪行
为与黑社会联系起来。2007 年德国小镇齐藤森（Sittensen）的一家中餐馆发生谋杀案，未等德国警方
发布任何信息，德媒便纷纷猜测是华人黑帮所为。《明镜》这样写道：
“大家都在猜测凶手的身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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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有组织的犯罪，会不会是中国犯罪团伙‘三合会’呢？”［19］《汉堡晚报》称：
“三合会、华人
黑帮组织、强制收取保护费：齐藤森的中餐馆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七重谋杀案之后，这些词一下成了
高频词汇……猜测疑凶是华人黑社会组织的声音越来越高。”［20］
《中国公主》中“三合会”作为重要的角色出现，足以证明德媒所建构的有关华人黑社会组织的
刻板印象在德国社会传播之广以及两种媒介之间的高度关联性。

四、结语
华人题材的影视作品是集中反映德国公众如何看待华人群体及其母国中国的重要媒介。这些影
片中密集地展示了德国社会关于华人和中国的多重刻板印象。影片为了突出与华人相关的中国文化
特色，拼贴式植入一系列对于德国人而言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文化元素，其中那些属于人造物品层
面的文化元素集合，可以视作德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和华人形象的物化图谱。通过华人题材的影
视作品，这些中国文化元素和关于中国和华人的刻板印象，以集成式、形象化和娱乐化的方式，一
再被重复、证实和传播，进而影响德国受众对于中国和华人形象的感知与建构。因此，想要消解顽
固存在的关于中国和华人的刻板印象，实非易事。不过，国家形象和族裔形象并非铁板一块，近年
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德国公众眼中的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这从前面所分析三部影片的纵向对比中可见一斑。
华人群体形象是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符号建构。塑造传播全面的积极的华人形象，有助于维护
良好的中国形象。为此，我国须在海外传播方面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尽量延伸到目标受众群体中去。
针对德国社会关于华人和中国的顽固刻板印象，我国媒体可加强在德国影视领域的存在，根据德国
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推出中国视角下的中德跨文化交际题材作品，讲述华人在德国遭遇这
些刻板印象的故事，或者向德国受众介绍他们身边的优秀华人事迹，从感性层面推动德国社会重新
感知华人和中国。同时，鉴于新媒体的强劲势头和得天独厚的海外传播优势，可以利用海外社交平
台设置专门交流议题，有的放矢地引导德国受众讨论并修正关于华人和中国的刻板印象。
建构良好的华人群体形象，当然更需要华人尊重当地习俗，注重文明修养，优化自身行为。在
德华人应主动了解德国社会关于华人和中国的刻板印象，避免违背德国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行为，
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在个体行为优化之外，华人社群组织、中餐
馆、中资企业等也应发挥组织作用和行业力量，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事务和建设，为当地发展做出
贡献；另一方面各司所长，协同消解华人和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这不仅有益
于提升我国在德形象，也是华人在德长期生存发展的需要。
［注释］
［1］Statistisches Bundesamt，Bevölkerung und Erwerbstätigkeit. Bevölkerung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 Ergebn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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