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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

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
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广告

网络社交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欺凌的防治
■文/陈又华

生态与经济的融合:
旅游类电影中风景呈现的经济价值

■文/吴养学

■文/皇甫尚华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趋于多

元化，第三产业与服务性新兴产业的蓬

勃发展带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兴起，也令

电影中产生了许多相应反映旅游故事的

影片。中国旅游类电影的旅途足迹遍布

全国乃至世界，途中景色千幻万变，在移

步换形间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生态与人文

特征。这些影片基于本土文化的视角通

过风景呈现导入生态问题，在展现生态

之美的同时探讨中国电影的生态意识。

我国旅游类电影基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

析旅游电影中生态命题与经济命题的交

叉点，进而展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生态发展道路。

一、文化生态融合发展，将生态

环境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是旅游类电影

中最为基本的元素，多种多样的自然风光

与由现代工业催生出的理性的城市中心

景观形成鲜明对比，而旅游者涉入的正是

二者向对方延展出的边缘化地理空间。

旅游不仅是文化扩张的路径，不同生存样

态之间连接的纽带，也是都市人群想要暂

离现实生活的可行去处。电影作为一种

高清晰度的媒介，在表现和建构地理空间

样式，挖掘生态环境的文化价值，利用生

态优势打造特色产业，还原真实的风景与

生态空间并将两者联系在价值转化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风光音乐艺术纪录片《天风海涛鼓

浪屿》便在和缓的钢琴弹奏、温柔和煦的

阳光与烟雨朦胧的幻景中带领观众进入

厦门鼓浪屿的文化与历史世界，这是一

部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影片完全以鼓

浪屿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景为主角，观

众视角跟随一位穿着民国学生装、拎着

提琴盒的少女缓缓穿行在鼓浪屿静谧的

历史街区中。她从岛上的欧式建筑里开

始，入黄荣远堂、八卦楼，经怡园，过日光

岩、鼓浪石，再到黄氏四落。古厝婚礼中

的红盖头揭起，画面也一步从民国跨进

现代。

风光旅游电影中使用配乐不足为

奇，但《天风海涛鼓浪屿》中的音乐就不

仅仅是电影的一种构成要素，而是构筑

其地理空间必不可少的媒介。岛上新建

的公园、学校与音乐厅呼应着具有浓郁

地域特色的钢琴博物馆和风琴博物馆，

在历史与现代的一体中显现出这座历史

文化艺术名岛特有的魅力。影片很好地

将鼓浪屿的文化与生态融合一体，厦门

市树凤凰木绿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以浓绿的特写占据了整个银幕；海风吹

开绿叶，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鼓浪屿岛

上的“万国建筑博览”、“海上花园”之美，

各种风格的洋楼瓦屋鱼贯而来，在历尽

沧桑的斑驳墙影间与郁郁葱葱的植物有

机融为一体，述说着往昔无尽的风华。

事实上，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

一体的鼓浪屿是久负盛名的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它在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着力转型升级，从空间布局、产业模

式、艺术培养、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方

面协同发力，修复和整治老建筑，维护凭

借旅游经济发展振兴的历史街区；聚焦

生态人文旅游资源，培育岛上的本土植

物花卉，发展海洋经济。目前，鼓浪屿仍

在开发多元化生态人文旅游路线，将生

态环境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着力

提升鼓浪屿旅游品质。

二、推动旅游业同生态保护深入

协同，引发相关产业链转型升级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原生态地区，生

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与经济发展方式密

切相关。脱贫致富攻坚战要与生态保护

及治理攻坚战一起打，全面提高生态资源

的利用效率，通过发展旅游业提升经济产

业质量和现代性，以生态旅游业为引导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随着现

代社会生产以及消费的速度加快，人们逐

渐感受到城市生存与精神空间的获窄，到

人迹罕至的未开发地区旅游便成为当代

人的热门选择。对此，一部分旅游类电影

也积极展现了祖国广大西部地区的旅游

开发与生态保护内容。

故事片《转山》讲述了 24 岁的台湾

青年张书豪为了帮助哥哥完成遗愿，从

丽江出发独自骑行穿越“高原之路”滇

藏公路的历程。他在层峦叠嶂、白云流

转的风景中独自骑行，感悟人生，磨练自

我，在严酷而美丽的生存环境中得到生

命的净化。《转山》中的骑行之路不仅是

一段惊心动魄却余味悠长的冒险旅程，

也是电影媒介对西藏自然生态的极致展

示，芒康到左贡路途上澄澈的蓝天与安

静流转的白云，拉萨市晚霞中的布达拉

宫流光溢彩，米拉山口中赤红的经幡迎

风飞舞美不胜收。

《转山》中的经济与生态以旅游者的

视角展开，影片中的藏族居民依托青藏

高原良好的生态本底资源，在不破坏自

然风景的前提下通过旅游业发展了当地

特色产业集群，揭示了文化与生态的内

在机理和辩证关系，为我们推动文化旅

游同生态经济深入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路。

三、在生态领域推广应用数字技

术，改造提升既有文化传播渠道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

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

经济形态。凭借新一代信息网络与全

要素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数字技术在

生态保护领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数据和知

识的溢出效应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生态领域

的结合正日益成为引领生态经济社会

发展、重组自然与人文要素资源、重塑

自然生态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电影

作为一种受众广泛的数字娱乐产品，在

建设现代化数字生态经济体系、驱动引

领生态文明社会发展方面进行了强有

力的文化支撑。

纪录片《公共王国的旅行》记录了

P.K.14 乐队一次全国巡演的历程。在

摄影机跟随着乐队转辗于火车、汽车、

货车、出租车、手推车等交通工具的同

时，观众也再次进入镜头下中国的现

在，穿过城市和乡村。这次巡演过程是

引领观众进入后朋克乐队生活与中国

社会的一扇窗口，其中大数据、互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各个角落生

根发芽，改变了音乐与文化的传播形

态。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产品

和生态保障，促进让数字经济在绿色低

碳轨道上运行。这支乐队在各种场景

中表演他们的音乐，其中也包括了通过

网络进行的直播表演；远离城市的村镇

中，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在文化传

播方面的作用愈加明显。讲述中国姑

娘开车 5 个月穿越欧亚大陆的《我走我

留》也展现出了数字网络的巨大作用，

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信息网络赋

予了传统旅游与文化交流以新的应用

场景，数字技术在文化传播产业、生态

文化经济体系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网

络与数字技术成为智慧农业、智慧乡

村，推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

效助力。

结语

中国旅游类电影努力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视听艺术的手

法不断推动新时代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共进共赢，具有鲜明的时代意

义。这些影片从不同的角度与地域出

发，以电影媒介塑造流动性景观见证了

新时代营造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努力，为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和成功经验。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

学院讲师）

交际文化包括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

言交际文化两方面。语言交际是指人们

通过言语完成的一系列交际行为，如人们

在日常交往中相互间的社交称谓、问候、

告别、礼貌用语、道歉行为等。非言语交

际主要表现在说话时的身势、表情、手势、

体距（交谈时的身体距离）、眼神、微笑、体

触、语调、语气、语速、服饰等。非言语交

际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不同国家、民族

对非言语行为的社会规范也极为不同，有

时甚至完全相反。由于文化不同，英汉的

非言语交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中西方

文化背景不同，使得英汉交际文化存在明

显的差异，在电影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之

一，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

期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形态。每一个国

家的电影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民族文

化中主流价值形态的色彩，并在一定的

时期和范围内鲜明地展现着一个社会不

同文化群体独有的特点。

英汉语言中的表情

表情语指的是通过脸部活动所体现

出来的态度、情绪等。脸部的所有活动都

可以归为表情语，其中以目光最为敏感。

中西方在面部表情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人通常习惯控制自己的表情流露，其

真实的情感通常并不表现出来，该高兴时

不会“喜形于色”，该拒绝时“模棱两可”。

与之相反，西方人的面部表情十分丰富，

他们的喜怒哀乐通常会溢于言表。需要

注意的一点是，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实际

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表情达意时都会或多

或少地运用表情语，只是展示方式存在差

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不同民

族在展示表情方面的差异。

在交际中，目光可以说是表情的核

心。不同的文化中，对目光注视的对象、

方式、时间、方向的“规定”是不同的。在

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人们在交谈时

应尽量避免长时间注视对方，因为他们

认为呆滞的目光会给人带来灾祸。尤其

是在希腊，人们不习惯长久注视对方，这

几乎成为一项不成文的法律。而在英国

和美国社会中，在谈话的时候，听话人通

常要注视着说话人的眼睛或脸。如果听

话人同意说话人的看法，可以微笑或点

点头：如果不同意或有所保留，则可以把

目光移开或侧一下头。可见，在英国和

美国文化中，在交际中注视对方、看着对

方的眼睛说话是一种有教养的体现。

英汉语言中的身势语

身势语主要是指人体的姿势和动

作。同语言一样，身势语也是文化的组

成部分。因此，英汉身势语也就必然有

所不同。

英汉身势语中，尽管有些动作相同，

却表示不同的意义。例如，拍别人的脑

袋在英语中的意义是安慰、鼓励、钟爱；

在汉语中这种行为表示成年人对孩子的

疼爱，但较为少见，通常同龄人之间的这

种行为会被理解为是侮辱人的动作，会

引起对方的反感。再如，跺脚在英语中

表示不耐烦的意义，但其汉语意义是悔

恨、气愤、灰心等。不同的动作表示相同

的意义也是英汉身势语差异的一种表

现。例如，在表示“我吃饱了”时，美国人

常用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头上，手指伸

开，手心朝下，同时说“到这了”；而中国

人则习惯用手轻拍自己的肚子。英汉身

势语的差异还体现在有些动作只见于美

国文化中，汉语文化中是没有的。例如，

美国人把胳膊放在胸前，紧握拳头，拇指

向下摆动几次，表示反对某一建议、设想

或某人；咂指甲则表示担心，不知所措。

英汉语言中的交往距离

交往距离是指交往中交际各方彼此

之间的间隔距离，包括人情距离、社会距

离和公众距离。对于交往距离，不同的

民族有不同的观念。

由于中国人长期处于人口稠密所造

成的拥挤环境中，因此中国人能够适应

比较拥挤的环境，而且中国向来有“人多

力量大”的观念，所以中国人对交往中的

体距问题也就要求不高。但西方人常年

生活在地广人稀的环境中，习惯于宽松

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们很惧怕拥挤，在与

人交往中也总是将自身范围扩展到身体

以外，与他人保持一定的体距。通常情

况下，南美、阿拉伯、非洲、东欧、中欧等

地区的近体度较小，而美、英、德、澳、日

等国家的近体度较大。例如，在与对方

进行交谈时，英国人习惯于保留一个很

大的身体缓冲带，而许多亚洲国家的人

则倾向于彼此靠得很近；在公共场合，德

国人总是自觉地依次排队，而阿拉伯人

则倾向于一窝蜂地向前拥挤。

英汉语言中的身体接触文化

不同文化背景对身体接触的对象、

范围、形式场合等的规定也是不同的。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微妙领域

的恰当处理，否则容易造成尴尬，引起

误解。

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不同，

对身体接触的社会规范也有所不同。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在公众场合很少发

生身体接触，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接触更

少。在公开场合，拥抱接吻的现象并不

多见，近年来处于恋爱中的男女青年

牵手走路等高亲昵接触十分常见，但

是这种现象在农村仍然不多。值得提

及的一点是，在中国，年轻的同性之间

在走路时手牵手，甚至勾肩搭背是很

正常的现象；而西方国家则将两个青

年男子或女子手牵手走路视为一种同

性恋的行为，但若这种行为出现在异

性之间则被看作是自然的。再如，在

中国，人们经常触摸小孩以示亲昵，如

果是朋友或邻居的孩子，可以摸摸孩

子的头，或抱起来亲吻，这些行为被视

为是友好的；然而在西方，人们只对家

庭成员或关系极为亲密的朋友触摸或

亲吻。在牵手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也

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西方国家，男子之

间握手时，通常要伸出张开的手掌，握

住对方的手，稍稍用力地垂直摇动一两

次就马上松开，同时还应看着对方的

脸，保持视线接触；男子与女子握手时，

如果女子坐着，可以不用站起来。中国

人可能会感觉与西方的男子握手时对

方太过用力，而西方国家的人则把中国

人握手时手劲较轻视为不诚恳。此外，

在中国，有时两人先握一下手，并不立

即松开，有时甚至会互相拉住不放，这

在中国只是一种礼节动作，而英语国家

的人则十分不习惯，他们一般将其视为

禁忌。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各国之间

密切往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

切。跨文化交流对人们来说不再陌生。

不同的非语言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所表示的内含不尽相同，跨文化交际中

的非语言交际的冲突也日益显露。英文

电影内容生动、情景直观，真实反映了英

语语言国家的社会状况、生活情景、文化

教育，可以很好地让学生逐渐熟悉和适

应这些差异，有效弥补英语课堂教学的

不足，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教学途径学习的英语和英美日常生

活中使用的英语有一些差别，这主要体

现在语音、语调、非语言交际手段的使用

等方面。这些差异会在跨文化交际中引

起一些交际困难或失误。英语电影可以

让英语学习者熟悉和适应这些差异，弥

补课堂教学的不足。通过观赏电影来提

升语言能力、语用能力、非语言交际能力

以及感受目标语民族的价值观是电影渗

透作用的具体体现。

（作者系黄河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讲师）

随着网络媒体在当代社会的广泛

普及，运用互联网这一载体进行人际

交往的网络社交成为当代大众最主要

的社交形式，与此同时，传统的校园欺

凌现象也随之从线下蔓延至线上网络

空间，产生了“网络欺凌”问题。“网络

欺凌”，是指个体或群体有目的的通过

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备在互联网平

台上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等方式对他

人或群体进行反复的恶意攻击和故意

诋毁诽谤，对他人生活、名誉、心理健

康等方面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

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社交媒介的主

要受众，其信息传递共享、精神情感交

流都愈发依赖网络社交媒介，便捷高

效、有趣多元的网络社交形式和渠道

极大丰富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情

感。但同时，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开放

性、隐蔽性，大学生情感价值观的不成

熟不稳定等因素也导致了大学生网络

欺凌现象的层出不穷，大学生群体成

为网络欺凌问题的重灾区。因此当下

对 大 学 生 网 络 欺 凌 问 题 防 治 迫 在

眉睫。

一、当下大学生网络欺凌现

象的成因

在大学生网络欺凌这一问题中，

无论是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受害者，其

行为态度和心理观念都暴露了当下我

国高等教育中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价值观塑造、网络安全教育以及我国

当下网络社交平台和相关法律制度存

在的一系列问题。

大学生网络欺凌现象是社会、校

园、家庭和个体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首先，大学生群体的自身局

限性为网络欺凌创造了主观条件。其

一，大学生思想的不成熟和知识眼界

的局限性导致其还不具备正确处理和

客观看待问题的能力，在处理问题上

较为冲动和草率，宣泄情绪的方式更

直接大胆，缺乏理性思考和责任心，这

种不成熟的思想价值观会导致该群体

更倾向于用便捷开放的网络平台发泄

情绪和表达不满，最终沦为校园网络

欺凌的施暴者。其二，大学生网络欺

凌现象中旁观者的人云亦云和随波逐

流也是导致网络欺凌危害不断扩大的

重要原因之一。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中因为各种形式的校园欺凌引发的悲

剧中，人云亦云的旁观者责无旁贷。

当代大学生一般缺乏丰富的社会阅

历，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处于塑

造和完善阶段，同时缺乏独立思考能

力，不能坚持主见，因此容易被社交网

络上的言论所影响，从而沦为网络欺

凌的推波助澜者。其三，大学生心理

素质还有待加强，难以做到不受外界

虚假信息干扰，始终保持积极自信的

人生态度。同时弱势群体缺乏家庭和

学校的足够关注和关爱，自我价值认

同感不够高，容易被网络暴力者散布

的虚假信息所影响，且处于孤立无援

的环境中，从而极易产生消极抑郁悲

观的心理和情绪。比如电影《少年的

你》中无论是施暴者魏莱和受害者陈

念，都缺乏足够的家庭关爱因而存在

心理和性格上的缺陷，最终引发悲

剧。

其次，社交网络平台自身特点和

缺陷也导致大学生网络欺凌现象频

发，得不到有效规制。社交网络平台

匿名制发言使得网民网络发言具有隐

蔽性和便捷性，在这种隐秘性掩护下，

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再如现实

生活中那般拘束和克制，容易由畅所

欲言演变为肆无忌惮的言语攻击。而

对于不良网络社交行为，相关平台的

监管力度不足，缺乏有效审查和规制，

相应的惩戒措施也不完善，没有起到

对网络欺凌施暴者的震慑作用。

最后，目前我国网络暴力相关法

律法规还不完善，缺乏专门具体的法

条规定和规范性文件，在处理网络欺

凌相关纠纷时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法

律依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大

学生网络欺凌风气。

二、大学生网络欺凌问题的

防治对策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网络欺凌案

例屡见不鲜，大约20%的大学生都遭受

过网络欺凌，而网络欺凌施暴者所占

比例更大，部分大学生同时作为网络

施暴者和受害者存在。大学生网络欺

凌现象的表现主要有网上言论攻击诋

毁、隐私披露、网上孤立等形式，而受

害者遭遇了网络欺凌之后往往缺乏正

确的救济途径，导致问题发展为燎原

之势。这反映了当下大学生素质教

育、网络安全和法治教育、学生家庭教

育、社交网络环境建设和法制建设等

存在的各种隐患。因此，有效防治大

学 生 网 络 欺 凌 问 题 需 要 引 起 足 够

重视。

大学生网络欺凌问题的防治要同

时做到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理规制。首

先，大学生群体要自觉提高自身综合

修养，内外兼修。一来，大学生作为成

年人要严于律己，有底线、有原则，自

觉提升道德修养和知识素养，开拓眼

界，独立自主，从而提高处理人际关系

和看待问题的能力，做到不人云亦云，

拒绝成为网络欺凌的施暴者和推波助

澜者。二来，大学生要不断提升自我

价值，具备自我肯定和认同感，树立乐

观自信的人生态度，不因网络上的不

实言论而轻易怀疑自我，在日常生活

中也要加强个人隐私保护防范意识，

遭遇网络欺凌之后也要勇敢积极地进

行举报维权。

其次，高校要加强管理和教育。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和《少年的你》中

我们能够看到，对于学生所遭受的校

园暴力和网络欺凌，校方所发挥的作

用是微乎其微的，缺乏对责任人的及

时制止和对受害人的关爱帮助。因此

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大学生网络安全教

育、法制教育和素质教育，定期向学生

普及网络安全相关知识信息和基本法

律知识，提高学生的隐私保护意识、法

制意识和道德水平，预防部分学生因

为缺乏相关法律常识和不成熟的三观

而成为网络欺凌施暴者。同时，网络

服务提供者要完善信息审查机制和处

理机制。网络社交平台运营者要不断

提升信息筛查等相关技术，及时发现

和阻断侮辱性信息和隐私信息的传

输，勿让网络技术成为校园欺凌的利

器。并且对于发表不当言论的行为进

行明令禁止，明确相关行为的处罚规

定。当出现了网络欺凌现象，相关网

站运营者要做到及时阻断和删除不良

信息，最大程度上降低影响，自觉担负

起肃清网络社交环境，保障网络服务

安全的社会责任。比如美国Facebook

规定大学生用户注册必须在指定大学

的IP地址范围内。最后，明确网络欺

凌的法律界定和责任归属，明确网络

欺凌受害者的救济权利。这是从法律

上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进行有效防治。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欺凌问

题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发生问题之后

无法明确责任归属和处罚措施，导致

法律无法对大学生网络欺凌问题起到

有力震慑作用。

另外，对于大学生网络欺凌问题，

相关学校教师及学生家长也应当担负

起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情感呵护的

责任，大学生网络欺凌，不只是一个校

园现象，更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社会

问题。要有效防治大学生网络欺凌，

为大学生群体塑造一个干净、安全、和

谐的网络环境，必须做到教育、管控、

保障三位一体。

（作者系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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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电影中的非语言交际文化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