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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中国电影的态度看中华文化�
在海外华人中的传播 *

—对英国华裔青少年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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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英国华裔青少年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中国电影在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接收

情况，探讨了电影对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侨华人中传播的作用和效果。论文认为中国电影是华侨华人接

触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认知渴求，希望从中国电影中获取关于

中国“言”、“象”、“意”的多层次、多元认知，他们对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情况并重，对中国电影的解

读体现出其文化间性。电影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窗口，应该增加其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摆

脱题材的单一性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用中国的话语讲好世界的故事，以摆脱文化弱势的处境，彰显

中华文化的魅力，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被华侨华人和世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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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research�took�young�overseas�Chinese�in�the�UK�as�an�example.�Using�questionnaires,�it�

aims�to�study�the�reception�of�Chinese�movies�by�overseas�Chinese�and�the�effectiveness�of�Chinese�movies�

in�spreading�Chinese�culture.�The�research�results�indicate�that�Chinese�movies�are�important�channels�for�

overseas�Chinese�to�get�in�touch�with�Chinese�culture.�There�is�a�great�demand�among�overseas�Chinese�

to�have�more�knowledge�of�Chinese�culture.�They�expect� to�obtain�a� three-dimensional�of�“words”�,�

“image”,�and�“idea”�,�multifaceted�understanding�of�China,�both�in�history�and�the�contemporary�society.�

Their�reception�of�Chinese�movies�reflected�their�dual�cultural�identity.�To�introduce�Chinese�culture�more�

effectively�to�overseas�audience,�Chinese�movies�need�to�have�more�diversity�in�terms�of�the�stories�they�

tell�and�how�they�tell.�Instead�of�presenting�stereotyped�images�of�China,�Chinese�movies�should�wor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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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ng�universal�stories�in�the�Chinese�discourse�to�show�the�strength�and�charm�of�Chinese�culture,�and�to�

create�a�better�acceptance�from�overseas�Chinese�and�the�world.�

作为受众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大众媒体之一，电影不仅具有娱乐功能和商业价值，也承担着重

要的文化功能。电影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

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从 2003 年中国电影进行全面的产业化改革以来，我国电影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

展。电影产量稳步增长，电影产品日益丰富。2012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 170 多亿元，超越日本成

为紧随北美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随着国内电影的繁荣，我国开始加快国际推广的步伐，实

施电影“走出去”工程，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政策。中国电影的对外输出和推广进入了“历史上最好

的黄金期”，［1］电影海外发行从数量、类型、国别区域到票房成绩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明显提升。电影

成为宣传中华文化、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华侨华人A是中国电影海外受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电影在海外市场有 6000 多万华人的庞大

观影人群基础。华狮电影发行公司的调查显示，在海外市场，每场中国电影的观众当中，有 90% 左

右是华人。［2］中国电影是海外华人接触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一方面，通过观看中国电影，华人获

得关于中国的信息，从不同侧面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另一方面，在观影的过程中，他们基于自己

的生活经历、认知体系、价值取向，对电影和电影所传播的文化形成认识和判断。研究海外华人对

中国电影的接受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电影这一重要媒体形式对于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中传播的

作用和效果，同时认识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认知与传承的现状。

随着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步伐加快，研究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文献也明显增多。按传播环

节中的要素来看，目前相关文献中，一部分学者从传播的主体出发，剖析中国电影产业现状，从产

业格局、政策、策略角度探讨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路径；［3］一部分学者侧重电影内容本身，分析导

演、演员、故事、制作、表现方式等元素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过程中的特点和作用；［4］一部分学者关

注院线发展、媒体策略等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渠道环节；［5］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观众角度，分析中国

电影海外受众的特征和对中国电影的接受情况。［6］这些研究都把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对象设定为海

外非华人观众，而作为目前中国电影最主要的海外受众群体，还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电影在海外华人

中传播情况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分析海外华人对中国电影的接受情况，从观影视角折射当代海外华

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传承，为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在海外华人中的传播力以及如何更好传播中华文

化提供策略参考。

一、调查背景

本研究选取英国华裔青少年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他们对中国电影的接受情况。英国华人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第一批永久定居于英国的华人是以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踏上英伦岛

的中国水手。而第一次大的英国华人移民潮出现在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当时的移民主流是来自香

港及广东省的农民，他们作为低廉的劳动力来填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劳动力短缺的状况。随着

1962 年《英联邦移民法案》的出台及后来几届政府不断紧缩的移民政策，华人移民增速放缓，但直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华人移民到英国，有些是已经定居华人的亲属，有些则是有资

质的技术工人。最近十多年来，到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断攀升，英国已成为接纳中国高中和大

学本科毕业生最多的国家。［7］目前，在英华人约达 65 万人，其中 70％来自香港，还有相当一部分其

祖辈是从以前的英国海外领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移民到英国。近年

来，来自大陆的新移民迅速增长，在英国华人中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很多人同第二、三代移民共

A 为行文简洁，后文中“华侨华人”统称为“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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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成了新一代华人群体。多年来华人大多处于英国社会的中下层，总体参政议政意识不强，在公

共生活中，华人显得“沉默”而“隐蔽”，融入主流文化的整体进程可以说相当缓慢。英国《卫报》

的一个调查显示，尽管华人群体是英国人口增速最快的少数族群，但融入程度是三大少数族裔中最

低的。［8］随着新一代华人的成长及改革开放后大批大陆新移民的到来，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华人开始进入英国社会的会计、医学、法律等行业，并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及各

类社会活动中，华人在英国社会的可见度和活跃度不断提高。

英国华人在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经历着祖籍文化与居住地文化间的冲撞、摩擦、适应与

融合。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环境下居住地文化的耳濡目染和融入主流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是血浓于

水的祖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英国华人在两种文化情感的拉扯中寻找支点和平衡。祖籍文化与居住

地文化资源的实力强弱是影响移民文化适应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政治

地位的不断提升，英国华人在逐步融入英国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华文化表现出更强的认同、自

信与渴望，并更加主动地以不同方式对中华文化在英国社会加以传播，改变白人群体对中国社会的

刻板印象。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英国华人，他们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更稳定、富裕的生活条件，享

受了相对更为宽容和接纳的生存环境，社会融入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与父辈相比，华裔青少年有

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取向，对中华文化的接触方式、认知和态度也有差别。

本调查将样本的选择集中在16～24岁的英国华人大学生和高中生，A同时还选取了在英国的成年

（24 岁以上正式参加工作的）华人作为参照对象，以比较分析青少年与成年华人对中国电影接受情况

的异同，从而更清晰地考察华裔青少年接受中国电影的特点和中华文化在他们中的传播与传承情况。

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于 2017 年 2 月至 3 月对位于华人聚居的英国主要城市伦敦、曼切斯特、伯明

翰、利物浦、爱丁堡、谢菲尔德、纽卡斯尔、牛津、剑桥、利兹、诺丁汉、卡迪夫、贝尔法斯特的

华人，通过网络问卷方式进行。问卷提供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由受访者自行选择一种语言作答。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人口信息，第二部分是关于他们对中国电影看法的 11 个问题。

根据张秀明依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华侨华人的界定，［9］问卷通过过滤问题，将样本限定在拥有英国

国籍或已取得英国永久居留权或未取得永久居留权但定居英国 5 年以上的华人人群。调查共收回 214

份问卷，有效问卷 206 份，合格率为 96%。参与问卷的样本中，青少年 104 人，占 50.5%；其中高中

生 49 人，大学生 55 人；成年人 102 人，占 49.5%。男性 118 人，占 56.3%；女性 90 人，占 43.7%。

二、调查结果和数据分析

受访者对问卷中关于中国电影的问题回答情况统计如下。

（一）观看中国电影的数量
从观看中国电影的数量来看，英国华裔青少年在过去一年里只观看过 1～5 部电影的人数相对最

多，占 34%，而在成年人中的比例更高，为 38%。这说明中国电影在英国的总体推广情况并不乐观，

由于传播渠道不畅和上映院线数量和时间有限等因素，观众接触到中国电影的数量与每年上映的电

影总量相比还非常有限。观看过 5 部以上电影的人数明显减少。然而，观看 20 部以上电影的青少年

人数却反而增加，占 24%。这主要是由于这一类群体或基于自己的华人身份，会对中国电影给予特

殊的关注。这种倾向在成年人中表现更为明显，占比为 32%，他们对中国电影的选择体现了对祖籍

文化的强烈依恋。在 6～20 部这个区间，青少年人数的占比明显高于成年人。换句话说，华裔青少

年观看中国电影的人数两头大、中间小的情况要好于成年人。完全没有看过中国电影的青少年人数

比例也远低于成年人。这些情况反映了英国华人青少年总体比成年人更多地接触中国电影，这与他

A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青年指15～24岁的人群，而16岁是英国国民义务教育的年龄上限。而年龄更小的

人群由于年龄、经济、时间等条件的限制，接触电影的数量和类型都相对有限，未作为本次调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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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接触媒体的机会更多、总体对电影观赏的热情更高和受教育程度更高都有关系。

图 1　受访者观看中国电影的数量情况

（二）选择观看中国电影的原因（至多两项）

图 2　受访者选择观看中国电影的原因

由图 2 可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是英国华裔青少年观看中国电影的首要原因，有 39% 的受访

者提到了这个因素。中国电影是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社会和历史的重要途径。好的电影故事

和制作及朋友推荐是紧随其后影响华人选择观看中国电影的重要因素，这在青少年中表现尤为明显

（好的电影故事和制作为 27%，朋友推荐为 26%）。可见，在文化因素之外，在电影产品极大丰富的

市场竞争中，精良的作品是赢得华人观众的关键。相比而言，导演比演员是成年华人选择电影更重

要的因素。成年华人对中国导演的熟悉和忠实程度要高于青少年。这与中国电影近年来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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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之前中国电影的海外推广还没有成熟的商业运作，主要是依赖导演的个人号召力，特别是如

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知名导演。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更多商业电影被推向海

外，电影的类型和导演数量有很大突破。随着合拍电影和受邀参演国际电影的机会增多，具有国际

知名度的中国演员也不断增加。因电影是获奖影片和广告宣传而观看电影的人数比重较低，这与近

两年中国电影获奖以非主流电影为主以及中国电影海外商业宣传还不到位有关，相比之下，朋友间

的口碑和推荐比广告更为有效。

（三）观看中国电影的主要方式

图 3　受访者观看中国电影的主要方式

由图 3 可知，青少年和成年英国华人观看中国电影的方式没有明显区别。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

展和各类电影和视频网站的推出，网络已成为华人观看中国影片的最主要途径。特别是在青少年中，

以网络作为主要观看电影方式的人数占 36%，比成人（29%）的比例更高。青少年去电影院和看影碟

的人数要低于通过电视收看电影的人数。各种电影频道，特别是互联网与电视网的融合，大大提高

了观众选择电视来观看电影的收视率。而在成年人中，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数占比更大，高于看影

碟和通过电视收看电影的人数，后两者比例在青少年中相同。这与成年人的经济实力和观影习惯有

关，他们更愿意选择传统的观影方式。

（四）喜欢的中国电影的类型和希望将来可以看到的中国电影类型

图 4　受访者喜欢的中国电影类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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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受访者希望将来可以看到的中国电影类型情况

由图 4 可知，在喜欢的中国电影类型中，动作片占绝对多数。45% 的青少年和 43% 的成年华人

在他们喜欢的中国电影类型中选择了动作片。这与中国电影中以功夫电影为代表的动作片在海外的

推广和运作最为成功有关。排在其后的是喜剧片、剧情片和历史片。特别是选择历史片的青少年人

数比例为 16%，高于成年人（13%）。历史片在各类中国影片中的总占比较小。相比之下，历史片是

吸引英国华裔青少年的重要影片类型。可见，通过电影了解中国历史是他们观看中国电影的重要原

因之一。与成年人相比，华裔青少年喜欢冒险片、奇幻片、爱情片、科幻片和惊悚片的比例要高于

成年人；而喜欢传记片、纪录片、家庭片和战争片的比例要低于成年人。这样的电影类型偏好反映

了不同年龄层观影偏好的普遍规律。而动画片和音乐片的比例在两组人群中都很低，这主要是由于

这两个类型的中国影片在海外推出的数量都十分有限。由图 5 可知，从受访者希望今后可以看到的

中国电影类型来看，动作片的比例仍然很高，但与其他类型电影的差距明显减小，甚至低于喜剧片，

而各种类型电影的比例总体而言比较平均，说明英国华人希望看到更多不同类型的中国电影。

（五）对中国电影中文化符号的兴趣度

图 6　受访者对中国电影中文化符号的兴趣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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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可知，从英国华裔青少年对电影中最感兴趣的中华文化符号来看，中国功夫的占比最高，

为 32%，明显高于成年人的 22%。这与年轻人喜欢功夫这类比较激烈、刺激的元素和中国功夫片在

海外的成功有关。他们对中国建筑（18%）、自然景观（15%）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化元素

不像饮食、风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接触到，电影是他们体验中国建筑和中国风光的重要

途径。与这类显性文化符号相比，华裔青少年还对中国历史（26%）、社会（19%）、哲学（11%）这

些深层次的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历史，占比紧排在中国功夫之后，说明英国华裔青少年

非常渴望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入、全面的学习和了解。但他们对中国音乐（6%）和服装（5%）的兴趣

并不太大。电影是展示一个民族和国家音乐、服饰文化的重要和有效途径，比如印度的歌舞片对印

度的音乐、韩国的电影对韩国流行时尚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电影在这方面还做

得非常不够。

（六）理解中国电影的主要障碍

图 7　影响受访者理解中国电影的主要障碍

由图 7 可知，在阻碍英国华裔青少年理解中国电影的各种因素中，字幕翻译是明显高于其他因

素的首要因素。有 38% 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字幕翻译的质量不够高，严重

阻碍了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电影语言涉及文化内涵的不同层面，包括表达方式、话

语语境、思维模式、逻辑等等，很难实现完全翻译，外加受到画面时间、字幕长度等的限制，很多

内容会漏翻、损失甚至引起歧义和误读。与此相关的是，故事逻辑（18%）和对白（14%）是影响英

国华裔青少年理解中国电影的重要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夫电影这种语言少、更多依靠动作画

面表达的电影更容易在海外被理解接受而获得成功。而像冯小刚、徐峥等导演的当代都市喜剧电影，

虽然在国内很受欢迎，但因为有大量台词并且涉及深层文化逻辑，在海外却遇到瓶颈，很难推广。

选择文化差异的受访者占比较低，只有 8%，在成年人中的比例更低，只有 6%。

（七）从中国电影中了解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由图 8 可知，英国华裔青少年从中国电影中解读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与成年人有较大的区别。其

中占比最高的分别是真、善、美（27%）和英雄主义（25%）；而在成年人中占比最高的是家庭社

会责任（30%）与和谐（25%）。爱国主义和忠诚的占比较低，特别是爱国主义在青少年中的占比

（10%）比成年人（17%）更低。这反映出电影表达、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在观众中会产生不尽相同的

理解和解读，观众往往会融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电影中中华文化价值的解

读反映出他们受西方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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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受访者从中国电影中了解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情况

（八）中国电影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

图 9　中国电影对受访者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

由图 9 可知，通过观看中国电影，英国华裔青少年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中，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

经历巨大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最高，为 28%，还有 1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富裕国家，只

有 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同时有 19% 的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

这一比例也相对较高，认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比例很低（只有 7%）。这反映出虽然随着中国经

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英国华裔青少年中已经发生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

逐步富裕的国家；但在他们眼中，中国社会文明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成年华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神

秘国家的比例比青少年要低，分别为 7% 和 11%，而认为中国是一种特别的不一样文化国家的比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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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青少年，分别为 20% 和 16%。可见，成年华人对祖籍文化的熟悉程度和认同感高于青少年，对

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区别有更明显深刻的认知和体会。

（九）今后希望通过电影了解的中国文化类型

图 10　受访者今后希望通过电影了解的中国文化类型情况

由图 10 可知，在今后希望通过电影了解的中国文化类型中，40% 的英国青少年和 42% 的成年华

人，希望可以通过中国电影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这在各种文化类型中占有最突出的位

置。可见华人非常渴望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华裔青少年对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也很有兴趣，有

25% 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项。其次是民间文化，占比为 12%。

（十）中国电影对传播中华文化作用的评价

图 11　受访者对中国电影对传播中华文化作用的评价情况

由图 11 可知，60% 的英国青少年和 57% 的成年华人认为，中国电影对传播中华文化有重要作

用。25% 的华裔青少年认为中国电影对传播中华文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电影是华裔青少年学

习、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

三、结论和思考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电影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电影是向海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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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展示中国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的重要窗口。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英国

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对中国电影的接受有以下特点：

（一）对中华文化强烈的认知渴求。英国华裔青少年展现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好奇和浓厚兴趣，

对中华文化充满了认知的渴求。他们观看中国电影不仅是出于视听的愉悦享受，更是把中国电影作

为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

（二）对中华文化的多元认知。功夫动作电影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敲门砖，也是在海外推广最

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其展示的中华文化集中在侠义文化，是相对单一的文化体现。英国华裔青少年

对中华文化认知的多元性，一是表现在对功夫动作电影侠义文化价值的扩充上，由单一的忠诚、义

气的文化价值解读延伸到英雄主义、爱国、不妥协等不同的价值观；二是从侠义文化扩展到对其他

中华文化的认知，他们对不同类型的中国电影和中华文化包括都市文化、乡村文化、民俗文化、历

史、政治、哲学等不同方面都显示了浓厚的兴趣。而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

更多了解中国不同侧面的机会，但相对于功夫动作电影，其他类型的电影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劣势。

（三）对中华文化的多层次认知。电影作品是一个包含多层结构的有机整体，包括从最表层的

“言”，即影片的声音、画面、语言、色彩等，到中间的“象”，即影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故事情

节、题材结构，到深层的“意”，即影片的意蕴、所达到的对人和世界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三者互

相呈现、层层递进。［10］英国华裔青少年观看中国电影不仅注重欣赏电影声效画面的精良制作和有趣

的故事剧情，也关注电影所表达的深层蕴意。他们对中国电影中所展现的中国自然风光、建筑风格、

饮食风俗等显性文化充满兴趣，更希望从中国电影中学习中国社会文化的内核，了解中国社会结构、

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的深层内涵。但观影过程中，从表层的语言对白到中层的故事逻辑都给他们理

解中国电影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层理解有困难，由于思维

模式、价值观念的差异还不能对电影体现的文化蕴意深入体会。

（四）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历史与现实并重。英国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

兴趣。由于英国学校正规教育提供学习中国历史的机会十分有限，电影成为英国华裔青少年了解中

国历史的重要媒介之一。同时，英国华裔青少年还对中国的现状表现了更为强烈的好奇。他们十分

渴望从中国电影中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的

变化和发展。

（五）文化间性。文化间性是指“不同文化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在过程中，凸显了每一种文化引起

多方关注的间性特质，对方获得了由原文化的间性特质变异或意义重新生成而来的新的文化意义”。

也就是一种文化 A 与他者文化 B 交互关联，发生意义重组，这个二者关联的间性特质 C 产生出一种

新的文化意义。［11］英国华裔青少年在自己特殊的成长过程中吸收了英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华文化

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相对的异质文化，两种文化的碰撞、冲击是他们生活成长中的常态。两种文化在

他们中间相互关联、交锋、吸收、融合，形成了属于他们特有的新的文化特质。这种新的文化特质

既与两种元文化高度相关又不尽相同，构成了大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英国华裔青少

年对中国电影的解读正是两种文化对话，形成这种文化间性过程的体现。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

们在两种元文化间不断调整，形成新的平衡。

中国电影对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英国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电影的接

受情况也为我们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应该提供更加多元化、立体化的展现中华文

化的机会。让海外华人可以从更多不同侧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制作、推出更多优质的

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中国电影。我们应该提供对中华文化更深层的介绍和展示。帮助华裔青少年

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避免误读与错解。目前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还是以宣传中国历史和传统

文化为主，应该更加重视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介绍传播，避免形成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

如果说之前的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主要是依赖于用世界（西方）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那么，



54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用中国的话语讲好世界（普世）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彰显中

华文化的魅力，摆脱文化弱势的处境，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被华裔青少年和世界所接受。同时，我

们还需要聆听华裔青少年的心声，了解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知需求。他们是连接中国与世界

的重要桥梁，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读懂华裔青少年，更有效地向他们传播中华文化，

他们才会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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