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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Macao'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 image reconstruction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 One belt, one road, is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industrial advantages. In 
the light of the short board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we will build Macao into a "propaganda platform" for ASEAN and Africa, and will 
be able to rely on the "East Asian movie" and "movie power"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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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视产业有助于回归后的澳门进行城市经济转型和城市形象再造，发展潜力巨大。以电

影为桥梁加强与葡语国家的交流和联系，充分发挥产业优势，针对短板调整发展策略，在“一
带一路”背景下，乘着“电影外交”“电影强国”的东风，将澳门打造成背靠祖国、面向葡语国家，

并辐射东盟、非洲的“对外宣传平台”。 

关键词：电影产业；对外传播；电影外交；澳门；葡语国家 

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期间莅临澳门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主席高度

关心澳门经济健康发展，期盼澳门加快经济多元化步伐。行政长官贺一诚在施政报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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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往历史悠久的优势，加快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

合作基地，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横琴36将

推动影视产业及相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挖掘和展示澳门历史悠久的中西融合文化”。 

长期以来，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多个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影视产业得以逐步发展，

摄制的影视作品数量有所增加，各类影展活动更是丰富多彩37，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澳

门虽为弹丸之地，但电影产业源远流长，可上溯至1893年“影画戏”（又称“映画戏”）的放映，

百年载浮载沉，终未成气候。如今影视产业有助于回归后的澳门进行城市经济转型和城市形象

再造，拥有夯实的政策、经济、文化、技术和教育基础，发展潜力巨大。然而，目前澳门影视

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起步较晚、投融资能力弱、发行渠道少等困难，澳门特区应当充分发挥优

势，针对短板调整发展策略，努力打造成为中国对葡语国家的影视外宣平台。  

     

1 澳门电影产业发展的基础 

1.1 政策基础 

                                                

36 横琴新区位于珠海市横琴岛所在区域，2009年8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

展规划》，将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要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
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横琴始终把深化对港澳合作，特别是对澳合作作为首要任务，在基

建对接、通关便利、产业合作、服务一体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截止到2018年10月，在横琴注

册的澳门企业达1327家。 

37 左图为第二届中国与葡语国家电影展视觉海报；中图为第四届澳门国际影展本土影片《澳门

之年》宣传海报；右图为第三届澳门国际影展最佳华语电影奖《火山》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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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制度下澳门影视产业与内地展开多层次合作交流。“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等国家

领导人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在尊重港澳台地区原有制度基础的前提下，为保证港澳台和平过

渡和健康发展提出的和平解决方式。“一国两制”是澳门回归后社会稳健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基

础。在“一国两制”政策下，中央政府推动回归后的澳门与内地各省市深入开展各个层次、各个

领域的合作项目，目前已形成澳门与横琴、澳门与珠海、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38、澳门与广东

省以及澳门与整个内地五个层次、涉及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关系[1]。国家电影局还出台了包

括港澳参与内地电影制作不作数量限制、对内地与港澳合拍片演员数量不作限制、取消内地与

港澳合拍片立项申报费用等多项措施，使得澳门影视与中国影视具有密不可分、唇齿相依的关

系。 

澳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影视文化交流的纽带。“一带一路”为中国和

葡语国家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机遇，巴西、葡萄牙、安哥拉等葡语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重要市场。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施家伦在提案中建议“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六届

部长级会议中，加强影视文化交流、影视作品互换互播的合作安排，大力推动以影视为媒介的

文化交流活动。”基于相似的文化历史传统，澳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通过人才市

场互通等方式，为双方深入各领域合作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影视产业迎来新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澳门时指出：“当
前，特别要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为澳门长远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注入新动力”。
2019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澳门新的历史使命，纲要有49项内容直接关

系澳门，将澳门列为大湾区发展建设的4个中心城市之一，使其具有核心引擎的地位，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中联办副主任姚坚在“‘湾区儿女再出发’澳门影视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对澳门影视产业的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也表示，适当的措施将对

澳门电影制作，人才培训以及内地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电影合作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澳门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机会。 

1.2 经济基础 

影视产业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安定、和谐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还需托庇于繁荣、自由的经济

环境。博彩业、旅游业、会展业是澳门目前的经济支柱产业，影视产业与上述产业有着深刻的

内在联系，澳门目前的经济产业都依赖于外来游客，无疑需要加强对外的宣传推广，而电影作

为全球化的大众媒介则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电影《扑克王》（古天乐主演）、

《澳门风云》（谢霆锋主演）都有体现澳门的赌场文化，将澳门塑造成世界博彩之都的形象，

加之主演的明星效应光环，极大程度的反哺了澳门博彩业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国两制”的政

策下，澳门可以同内地和香港展开密切合作，内地迅猛发展的影视市场和香港已趋成熟的影视

                                                

38 《中国语境下的澳门影视产业》一书中原文为“目前已形成澳门与珠海市、澳门与广东省、

澳门与珠江三角洲、澳门与泛珠江三角洲以及澳门与整个内地五个层次、涉及各个领域的全方

位合作关系”。该书出版于2012年，“珠三角”概念为1994年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泛
珠三角”概念为2003年在国内提出，即“9+2经济地区”概念，“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为2015年广东
“十三五”规划提出，此处修改为“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更为符合当下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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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机制都能成为澳门发展本土影视产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曾长期在葡萄牙政府管

理下的澳门，与诸多葡语国家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例如当时满载东方货物的商船从澳门驶

向葡萄牙的途中，经常会选择在巴西港口停留进行补给，由此澳门与巴西在经贸上就有了联系；

又例如当时和澳门同一个总督管理的东帝汶，很多澳门华人很早就去东帝汶打拼。这些联系使

澳门的影视作品在进入葡语国家时具备先天优势，使澳门能够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影视产业

合作中的桥梁，成为中国对葡语国家的外宣平台。 

1.3 文化基础 

影视作为综合性的文化艺术形式，离不开其他文化形式的滋养。澳门深厚且富有特色的文

化底蕴是其发展影视产业的最大文化资本，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是其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季

羡林先生曾在其著作中表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

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

门。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中介，以岭南文化、妈祖文化、葡萄牙文化、中国文化等多

元文化为其文化特征”。[2]香港大学郑炜明教授所著的《澳门文学史》探讨了近百年来澳门文

学的创作，华文文学（包括汉语戏剧）、土生文学（土生剧场）、葡语文学与其他外语文学混

杂共存。[3]本地文学作品的创作始终具有活跃性，并且具有转化为高质量电影（IP）属性的巨

大潜力，许多伟大的佳作都被改编成电影，例如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爱

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廖子馨的《奥戈的幻觉世界》等。 

澳门城市大学学者张志国将电影中澳门的城市形象总结为跨文化爱情圣地之澳门、情义江

湖之澳门、休闲娱乐之澳门、亲情疗养之澳门、“童年不变、怀旧小城”之澳门、坚强女性之澳

门六种美学特征。[4]澳门虽然地域狭小，但是拥有着诸多影视所需的文化资源。澳门的建筑资

源，便是影视拍摄与制作得天独厚的优势。澳门的建筑风格多达十余种，包括西方古典式、葡

萄牙古典式、折衷主义风格、新古典式、罗马风式、哥特式、巴洛克风格、伊斯兰建筑风格、

印度建筑风格、葡萄牙殖民式、葡萄牙别墅式、欧洲乡土风格、装饰艺术风格、早期现代式、

现代式、澳门传统民居风格、中国传统庙宇风格、苏州古典园林风格等。[5]澳门的大三巴、威

尼斯人等标志性建筑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电影《孙中山传》曾在澳督府等地拍摄，电影《游

龙戏凤》中刘德华与舒淇的荧幕初吻也发生在澳门东望洋灯塔前。赌场建筑与赌场文化更是澳

门影视产业发展特有的文化基础，电影《情迷大话王》（黎明、张柏芝主演）、《花田囍事》

（张国荣，关之琳主演）、《胭脂扣》（张国荣、梅艳芳主演）等均有在澳门取景拍摄，而电

影《激战》（张家辉、彭于晏等人主演）、《蓝烟火》（许志安、梁咏琪主演）、《大丈夫》

（曾志伟、陈小春等人主演）等作品则都体现出“赌文化”。[6]39 

                                                

39 从左至右依次为电影《澳门风云3》《非常幸运》《2046》《妈阁是座城》《又见莲花》《十

月初五的月光》的宣传海报，以上影片中均有片段在澳门取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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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基础 

电影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电影院的发展，改善了视觉享受，并直接转变了澳门本地的影视产

业。在1990年代后期，“电视机的普及”“娱乐选择多”“港产片质素下降”以及“录像带、LD（镭

射）影碟和VCD影碟的初现”等几个主要问题阻碍了澳门本地电影的经营和发展。在60年代最

繁荣最成功的时候，澳门有域多利、清平等15家电影院。2000年，只有市政厅、永乐和回力

UA三家电影院（后来关闭）。在暗淡的趋势下，旅游塔电影院（Tourist Tower Cinema）于2001
年开业，永乐电影院和人民大会堂电影院支撑了整个电影市场。后来，2011年10月引入了数字

3D技术来改善电影的放映效果。2011年12月，银河UA电影院投入运营，除了进行3D数字放映

外，还提供VIP服务，进一步提升了观看电影的乐趣。随着世界各地电影拍摄、放映的技术和

服务逐步发展，电影可以提供其他娱乐无法实现的娱乐形式，当地的商业电影业慢慢扭转。另

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在线视频网站的繁荣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传统电

影院、电视网络、平面媒体和在线网站互相结合可以共同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近年来，传统

的电视网络和平面媒体在新媒体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澳门日报》与澳门广播电视股份

有限公司（TDM）以手机程序（APP）为观众提供最新的资讯，影视公司大多比较依赖政府网

站和社交媒体，例如官方微信公众号或Facebook帐户等。此外，在线电影和电视服务已成倍增

长，iTunes、Netflix、TVBANWhere和YouTube已提供付费（单片订阅或每月订阅）和免费电

影观看服务。[7] 

1.5 教育基础 

相关的教育支持为澳门的影视产业培养专业人才。目前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圣若瑟

大学等高校均开设影视传媒人才培养的课程。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唐嘉乐就人才培养表示，近

年来澳门科技大学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多部影视作品的创作，包括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的《澳门二十年》。除了产业、市场等因素，相关人才的培养是影视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

此，澳门科技大学于2015年依托人文艺术学院成立了电影学院，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影视教学、

研究、制作、产学研结合等方面的投入，积极探索与社会各界多种形式的合作，共同推动澳门

和大湾区影视业发展，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推动人文湾区建设。同时，澳门科技大

学、澳门城市大学等高校还聘请了谢飞40、冯小刚41、尹鸿42、司若43、胡智锋44、熊澄宇45、

                                                

40 中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代表作《香魂女》《黑骏

马》《日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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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惠林46、常江47等影视传媒领域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丰厚理论知识的导演、学者担任教师，

强大的师资阵容为影视传媒人才培养提供保障。 

毗邻澳门的广东、香港、海南等地区也大力展开影视人才的培养。暨南大学于2018年筹建

珠江电影学院，广东财经大学于2020年成立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大湾区高校相继成立专门的影

视学院，培养对接影视创作前期、中期、后期各环节的人才，形成完备的人才输出体系。海南

与湾区多个城市相邻，经贸、旅游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紧密联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海口经济学院好莱坞华都影视学院均开设戏剧影视文学、广播

电视编导、表演、摄影等影视相关专业，海口经济学院于2020年成立南海电影学院，经教育部

批准新筹建的海南电影学院也将于2022年招生，弥补了华南地区没有影视传播专门院校的空

白。广东、香港、海南等高校影视人才的培养，也对澳门的影视产业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相关

的高校可以为澳门的人才培养提供经验，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也活跃在大湾区，为湾区影视产业

发展做出贡献。48 

                                                                                                                                                              

41 中国著名导演、编剧、演员，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代表作《夜宴》《芳华》《老

炮儿》等。 

42 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43 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香港浸会大

学博士。 

44 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博导，北京师范大

学博士。 

45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杨百翰

大学博士。 

46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博

士。 

47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博

士。 

48 左图为暨南大学与中国电影家协会、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博

纳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暨南大学珠江电影学院框架协议》；右图为佛山市委宣传部、

广东财经大学共建湾区影视产业学院签约仪式，图片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官方新闻客户

端（南方+、南方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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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门与部分葡语国家的电影产业发展现状 

2.1 澳门的电影产业发展现状 

自澳门回归以来的二十余年内，传统华人文化、葡萄牙等葡语国家文化、“土生葡人”文化

在以电影为媒介形式的制作、放映、传播中相互影响、博弈与整合。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

普查局2019年第二季“市民参与文化活动调查报告”显示，本地居民参与最多的文化活动是去电

影院看电影，其中学生的参与率较2018年上升4.6个百分点至81.4％，曾观看本地制作的电影或

短片的本地居民共3.22万人，比2018年增加7.7％，占去电影院看电影居民的19.4％，上升1.3
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说明目前的澳门电影制作业与放映业虽然不甚发达，但“看电影”还是一项

非常受本地市民欢迎的文娱消费活动。 

在世界电影史中涉及到澳门地区的影像表达时，充满了以“赌城”“东方拉斯维加斯”为符号
代表的各类“他者”视角下的异质化单一想象，这也与澳门本地居民的个人情感表达多年来受到

忽视、本地电影创作者的选择性创作空白等因素有关。近年来，随着澳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

政策扶持与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等专门教学机构的设立，澳门本地电影人和本土作品越来越

多。如澳门本地导演徐欣羡拍摄的作品《骨妹》与葡裔导演范思澳（Ivo M. Ferreira）拍摄的

作品《帝皇酒店》，其制作与传播都立足于澳门本土，在剧作创意上也都涉及到了葡人与本地

华人之间的融合与互动，意在表现回归以后的澳门人（包括各族裔群体）在社会变局之中的身

份焦虑与文化的和谐融合。又如2009年张驰导演的电影作品《奥戈》，导演通过以“澳门土生

葡人”的主人公视角切入，表现了澳门回归祖国后，“土生葡人”族裔面对着与葡萄牙里斯本互

为镜面反射的澳门，产生了迷茫、漂泊、离乡的身份焦虑，也从影像美学的意义上表现出了“回
归”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所带来的叙事张力，和“土生葡人”这一特殊族裔在荧屏上的身份

构建。澳门当代电影产业的发展，不仅要继续依赖于培养本地居民的长期观影习惯，还要逐步

解决与葡语国家电影产业合作较少、本地银幕数量不足、放映权过于依靠香港、创作类型单一、

票价与影片制作成本过高等问题。 

2.2 巴西的电影产业发展现状 

自1898年巴西的首部电影《瓜纳巴拉海湾风光》算起，电影艺术在巴西已经存在并发展了

122年。在这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产生了如20世纪60年代时借鉴并模仿了“意大利新现实主

义”的“新巴西电影”，产生了如1998年拍摄并在全球范围内斩获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众多大

奖的本土电影《中央车站》。至21世纪后，随着巴西经济活力与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其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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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与放映业也在不断地进步。目前，巴西年产故事片80-90部，每十万人拥有1.4块银幕（中

国为每十万人拥有1.8块银幕，美国为每十万人拥有12.7块银幕）。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对巴

西进行访问时，随行将国产电视剧《北京青年》等影视剧作为国礼赠送给巴西人民，还针对两

国的影视产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与建议。2018年，“金砖国家电影节”中的巴西影片《尼斯：

疯狂的心》在中国大陆院线上映，是中国大陆院线上映的第一部巴西电影。但巴西影视业与同

为金砖国家的中国相比，还是稍显落后，虽然在2007年巴西也出产过《精英部队》（Tropa de 
Elite）系列的“爆款”电影产品（该系列为近年来巴西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根据日

本著名学者岩渊功（Koichi Iwabuchi） 关于“文化气息”（cultural odor）的理论述说可知，《精

英部队》《上帝之城》等此类通过描述贫民窟社区、贩毒、黑帮火拼等“所指”的巴西电影，可

以间接地关注、反映巴西国内贫富差距、阶级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巴西电影在类型探索上太

过单一与局限的状况，依然使得上述的“爆款”电影在更深远的历史长河中只可被称为是昙花一

现。 

在目前的巴西电影放映业中，美国好莱坞电影占据着全国年总票房的80％以上。巴西电影

传播的问题不在于其影院终端的缺乏，而在于多渠道发行与后产品市场开发的整合探索能力较

低，如以美国等电影业强国为基准，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的收入只有四分之一来自传统票房分

账，而其余的四分之三都来自后产品市场的开发盈利功能。对比前者，巴西的文化管理部门几

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忽视这二者的协同盈利及开发功能。所以，对于还在成长中的巴西电影

业来说，要加强电影创作的多元类型探索，更要加强电影产业链中制片、发行、后产品市场开

发等环节的完善与整合。 

2.3 葡萄牙的电影产业发展现状 

葡萄牙作为16世纪强大的海洋国家，它曾经在全球范围内缔造了许多殖民地。虽然这些殖

民地在20世纪内纷纷宣布独立，但葡萄牙与这些曾经被殖民的地区无法立即割断联系，在电影

业中，葡萄牙与曾经被殖民地国家/地区的合拍片范畴内，反映两国/地区有关殖民文化的题材

影片越来越多。比如，“近年来，随着像米格尔·戈麦斯（Miguel Gomes）、佩德罗·科斯塔（Pedro 
Costa）这样的中生代导演的出现，葡萄牙电影走向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道路，它没有鲜明的

国家或区域特征，而是跨越了边境的限制，成为同步于世界的现代性电影潮流的一部分。”[8]“佩
德罗·科斯塔的影片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在《维塔利娜·瓦雷拉》（Vitalina Varela）中，摄影

机仿佛是一个幽灵，以旁观者的身份呈现了一群现实生活的‘死者’试图求生的故事。”[9]其中，

由著名葡萄牙导演佩德罗·科斯塔所摄制的作品《维塔利娜·瓦雷拉》中，主人公薇塔莉娜

（Vitalina）来自非洲的佛得角共和国，她为了追求丈夫曾给她允诺过的幸福生活，独自一人

非法偷渡至曾殖民佛得角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可是观众跟着佩德罗·科斯塔冷峻的镜头看到

的只有薇塔莉娜丈夫的墓碑，伤心欲绝的女主人公只得依据渺茫的线索寻着丈夫的死因，在四

处寻求帮助无果后，她不得不迷茫地想方设法在这冷酷陌生的“宗主国”像只蚂蚁一样地生存下

去。可见，近些年来所映现出的部分涉及到“后殖民话语”的电影影像正在试图摆脱“后殖民主

义”的负面倾向，导演与创作者也在尽可能地从个人情感与“宗主-仆从”的“二律背反”关系中解

构甚至重构葡语国家与前殖民地的殖民记忆。 

从葡萄牙整个国家的电影产业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来看，其体量与电影制作能力还是较小、

较弱的。根据葡萄牙电影产业2010-2019年的调研结果显示，葡萄牙本土电影产量最多一年不

超过45部，电影年总票房不超过8500万欧元，其中本土电影票房最多只占其中的6％，其余的

大部分票房几乎均被好莱坞电影垄断。而葡萄牙的文化部门近年来也推出振兴本土电影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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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其一方面积极引入国际资金，推进跨国合作合拍（如目前已开展合作的摩洛哥和以

色列），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各电影强国的交流合作，努力推广本土影片进军海外市场。但因

葡萄牙电影产业发展经验、国民观影习惯、银幕数量等因素的制约，目前葡萄牙本土的电影制

作能力和电影市场成熟度仍有较广阔的发挥空间，这需要葡萄牙电影人在发展思路与电影类型

探索中继续进行文化深耕。 

3 澳门电影产业的发展策略 

3.1 设立政府管理部门并配套影视产业发展资金 

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效仿香港设立专业的影视产业机构。通关查阅澳门特区政府官方网站，

在政府部门架构中没有设立影视产业相关的部门。澳门特区政府可以设立如下相关机构：一是

战略机构，人员构成应以专业人士为主，负责就澳门影视产业发展战略向政府提出建议；二是

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各个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影视领域的力量，将影视产业战略落到实处。这两

个机构主要履行以下职能：搜集影视产业相关信息，建立新媒体发布和服务平台；管理影视发

展基金；组织影视推广活动，提高澳门影视知名度；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影视专业人才引进；负

责澳门影视行业相关职称评定工作等等。 

澳门特区政府还可以效仿其他国家地区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通常做法——从财政收入中

拨付部分款项设立发展基金，交由专业的部门管理。这笔基金可以用来扶持澳门本地影视制作

公司制作相关作品，设立激励措施吸引外地影视公司来澳门拍摄取景，可以资助“电影节”等澳

门影视文化推广活动，以及资助澳门影视学科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课题项目研究。 

澳门特区政府也可以参考内地设立影视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影视领域群众协会。影视学

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可以针对高校的影视学科进行指导引领，参与教学改革和师资培训，进行学

科专业评估，制定教材规划与教材评审等工作，为影视产业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影视领域的群众协会，则可以联合从业者的力量对澳门影视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目前已经有澳

门影视传播协进会、澳门影视制作文化协会、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协会、澳门影视产业发展促进

会等群众组织，应当加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3.2 建立具有影视特色高校专业并完善培养体系 

目前澳门的高校中，仅有澳门科技大学（影视制作）、圣若瑟大学（数码电影）等少数学

校开设培养影视传播人才的课程，而且还包括传播学、文化产业管理、跨领域艺术等专业只是

部分课程涉及影视方向。澳门高等教育并未建立系统的影视传播人才培训机构和体系，电影产

业人力资源供求不足，资历尚浅，相关方面技术经验不足，从而导致业界圈子窄，影片产量低，
[10]本地专业人才的匮乏将是限制澳门影视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相关高校还可以开设非学历

教育49的影视培训班，支持澳门本地人员开展和参与影视文化创作，提升澳门影视文化水平，

                                                

49 非学历教育是指各种培训、进修、研修课程班等，参加非学历教育的学员完成学业，考核合

格，由学校或培训单位发给培训结业证明，但非学历教育培训不得颁发毕业证书以及和学历教

育相混淆的证书和文凭。“非学历教育”是内地惯用的说法，澳门则一般称之为“持续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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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兴趣的人员构建学习、交流、实践的平台，并积极培育澳门本地优秀影视工作者，向外推

广澳门影视文化，推动澳门文化产业发展。 

表1  澳门高等学校开设影视传播相关的专业课程 

高校 学士 硕士 博士 

澳门大学* 传播学 传播与新媒体 传播学 

澳门科技大学* 
新闻传播学、数字媒体

艺术、影视制作、表演

艺术 

传播学、电影管理、电

影制作、互动媒体艺术 
传播学、电影管

理 

澳门城市大学* -- 文化产业管理 文化产业研究 

圣若瑟大学 传播与媒体、数码电影 -- -- 

澳门理工学院* -- 跨领域艺术 -- 

澳门旅游学院* -- -- --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 -- -- 

澳门管理学院 -- -- -- 

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

校 -- -- -- 

中西创新学院 -- -- -- 

注：表格仅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授予权的澳门高等

学校名单》，其中*号6所高校具有教育部认可的硕士、博士授予权（以上课程统计截止到2020
年8月） 

3.3 加强内地香港电影产业合作并打造外宣平台 

提升与内地影视产业的合作。中国内地蓬勃发展的影视市场、不断壮大的影视传播人才队

伍和日益国际化的影视企业将为澳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外部机遇。一是可以利用其与

广东省尤其是珠海市在地理、语言、文化上相近的优势，展开影视产业领域的广泛合作。二是

利用高校交流学习的机会，进行影视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选送一些澳门当地相关专业的学生

前往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影视领域顶尖高校交流学习，积极鼓励澳门大学生参加北

京大学生电影节、广州大学生电影节等竞赛活动。 

加强向香港影视产业的学习。近年来，澳门和内地及香港合作制作了《红海行动》《扫毒》

《杀破狼》《湄公河行动》等电影，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绩。未来，澳门的电影产业

发展，肯定离不开与内地及香港的合作。澳门与香港影视产业的合作由来已久，但仍可进一步

提升。一是澳门可以学习香港引进在内地无法上映的国外影视作品，吸引内地受众，增强澳门

影视产业的影响力。二是效仿香港发展影视旅游业，可以向香港学习建设和管理影视游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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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例如将澳门威尼斯人打造成澳门的“迪士尼乐园”。基于旅游业作为澳门支柱产业的现

状，澳门将影视产业与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将会产生1+1>2的效果。 

努力打造对葡国家外宣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电影便作为“铁盒里的大使”担负
着外交职能，从周恩来总理提出“电影外交”，到千禧年之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

的进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到国际关系、各国外交、文化政策等各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国

家高度重视提升国家软实力，积极支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11]澳门可以利用自身开放、自

由的经济环境优势，通过举办贸易洽谈会等活动，在中国影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进程

中，将自身打造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尤其是走向葡语国家的平台，助力中国电影“扬帆出海”，
为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变作出贡献。 

3.4 搭建内地和与葡语国家电影文化交流的桥梁 

如今澳门官方语言仍包括葡萄牙语，澳门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与葡语国家有着紧密

的联系，并有特殊的机会加强与葡语电影的交流。葡萄牙语国家散布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

丁美洲，总人口约2.5亿。其中，巴西的电影销量在2013年就已经增长到了世界第十位，电影

观看总数为1.495亿，收入总额为17.53亿。在巴西发行的自制电影的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29
部，其中十个拥有超过100万的观众的电影。电影业是一个永远希望与众不同的行业，澳门可

以充当中文电影和葡萄牙语电影的桥梁，而电影则是电影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工具。澳门

可以通过搭建内地与葡语国家电影交流的桥梁，促进澳门电影产业的发展，努力打造成为中国

对葡语国家的影视外宣平台。根据统计，2016年-2019年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中，本土影

片共计39部，其中葡语影片仅有3部，大部分为广东话（粤语）、普通话（国语）和英语，可

见澳门葡语电影还有广阔发展空间。[12] 

表2  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历年澳门本土葡语影片统计表 

年份 类型 片名 时长 评级 导演 语言 

2017 纪 录

片 
《新华大旅店 -
幕后》 

37’50
” B Vanessa Pimentel、Yves Etienne 

Solnolet 

广东话 普
通话 英语  

葡语 

2018 剧 情
片 《帝皇酒店》 82’ C Ivo M. Ferreira （范思澳） 

广东话 普
通话 英语  

葡语 

2019 剧 情
片 《澳门之年》 110’ B 

朱佑人、欧阳永锋、 Ant ó nio  
Caetano de Faria、 周巨宏、陈雅

莉、林键均、Maxim Bessmertny 
（贝马善）、黄小雅、杜健康 

广东话 英
语  

葡语 

4 澳门与葡语国家的交流和传播 

4.1 澳门与葡语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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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澳门学界目前的普遍看法，澳门的社会文化在人口划分中在当代被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传统中国文化、第二类是葡萄牙等葡语国家文化、第三类是土生葡人文化（居住在澳门的葡

萄牙人的后裔，以及葡萄牙人与其他种族通婚并在澳门繁衍的混血后代）。而研究中国文化的

著名学者申小龙曾在《中国文化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被描述为一部各民族各

社团交际接触以及各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社会语言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其特点

是通过种族、语言、 文化三个纲目来研究人的社会存在形态 , 其高度重视语言变异中的社会文

化因素 , 尤其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异。很明显，这种作为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异不仅体现在

汉语与葡萄牙语的传播及运用上，它还充分地体现在了这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及

社会的子系统上。 

早在十七世纪1618年-164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这场

推动了欧洲近代史开端的战争也被称为“宗教战争”，是历史上的首次全欧洲大混战。这场持续

三十年的战争使得欧洲大地偶然地掀起了Chinioserie的浪潮，这股“中国风”的浪潮一直持续了

一百多年，当时的中国理学思想对欧洲的启蒙运动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文学上，澳门流

寓文学（包括澳门的葡萄牙文学和澳门的中国文学）可以追溯到葡萄牙诗人路易·德·卡蒙斯（Lu
ís de Camões），他一生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和剧作，因他较高的文学成就被后人称为葡萄牙

国父，但纵览他的一生，他最著名的作品《葡国魂》还是在1556年寓居于澳门的时候写下的。

除文学之外，澳门还是中国西方音乐的最早发源地，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等从西方来到澳门的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很多西方乐器，当时的中国音乐家把这些

西方的乐器用中国化的名称来命名，并把它们融入到中国传统古典音乐的演奏中。 

而同样被葡萄牙侵占的东南亚岛国东帝汶，当时被葡萄牙交给澳门管理，由澳门总督兼任

东帝汶总督进行管理，《宪报》也是同处发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40年前后，

由于此前澳门与东帝汶的主流宗教同出一脉，所以经常有传教士来回奔走于葡萄牙、我国澳门、

东帝汶三地之间进行宣教活动。同时因为澳门与东帝汶之间的从属关系，很多澳门华人很早就

开始去东帝汶打拼，进行着文化传播与交流，这使澳门的影视作品在对东帝汶进行传播时具备

先天优势。 

4.2 澳门与葡语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电影交流 

“从历史上看，葡萄牙人入踞澳门的目的是寻求一个立足点以进行东西方海上贸易，因而

他们只专注于自己居住环境和教堂为中心的宗教传播基地的经营，而不把澳门作为一个具有独

立城市功能的小区来建设”，[13]所以在澳门电影制作业的制作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尝

试。如“1924 年葡国人玛利亚·博尔热斯（Maria Borges）成立 ‘澳门电影公司’，获政府批示给

予十年专营权，但半年后即宣布倒闭，无作品留世。后至 1955 年，中葡商人合资‘欧亚制片公

司’，拍摄首部故事片《长途》，本地票房失利，之后电影拷贝遗失，公司亏损倒闭告终。”[14] 

而至1995年澳门回归前夕，由蔡安安、蔡元元导演根据澳门葡萄牙籍土生作家飞历奇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本土爱情电影《大辫子的诱惑》是一部成功

的作品。这部电影巧妙地选用了西方人的西装和中国人的辫子、西方人的婚礼和中国人的满月

酒等一系列的东西方文化符号来展现当时西方人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华人的差异，表现了中国

人“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和主人公敢于冲破文化与阶级的壁垒去追求真爱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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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举办的中国与葡语国家电影展，旨在向澳门观众介绍葡语电影的同时，亦向葡语社

群展现当代中国电影，以及让大家看见当下的澳门影像力量。电影展分「经典回顾」、「中葡

新视界」及「Olá澳门」三个环节进行，展映了7部内地影片，6部来自葡萄牙、巴西、几内亚

比绍、安哥拉等葡语国家的影片，以及13部澳门本地影片。随着澳门与葡语国家的交往更为频

繁密切，越来越多的优秀电影进入到对方的市场，深受观众喜爱。 

表3  2019年中国与葡语国家电影展葡语国家电影名单 

片名 导演 时长 制片国家/地区 

《恋之岛屿》（又名《恋

爱岛》） 保罗·罗沙（ Paulo Roch） 170' 葡萄牙、日本 

《死神安东尼奥》 

（又名《职业杀手安东

尼奥》） 

罗沙 ·格劳贝尔（Rocha 
Glauber） 100' 巴西、法国、德国、美国 

《革命旦夕之间》 佛洛拉 · 高美斯（ Flora 
Gomez） 85' 几内亚比绍 

《圣爱启示录》 

（又名《超神》） 

加布里埃尔·马斯卡罗 

（Gabriel Mascaro） 
101' 巴西、乌拉圭、丹麦、挪威、

智利、瑞典 

《蛇鹫亡魂曲》 

（又名《蛇夫座》） 

卡洛斯·康塞桑 

（Carlos Conceição） 
83' 安哥拉、葡萄牙 

《菩提树下花飘零》 

（又名《葡萄牙女人》） 

 丽塔·阿齐维多·戈麦斯 

（Rita Azevedo Gomes） 
136'  葡萄牙 

4.3 内地电影的对外传播诉求 

当下的中国，拥有着参与世界多元文化构建、塑造国家良好形象、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的

梦想，对外传播能力的提升成为了国家的重要命题。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广泛参

与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电影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对外传播的重任。2018
年11月，葡萄牙议会议长罗德里格斯（Rodriguez）到访中国时对习近平说：“葡方支持‘一带一

路’倡议，愿意成为‘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枢纽”，同年，葡萄牙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
备忘录。21世纪以来，葡语国家对于中国的意义愈发重要，同时全球葡语受众群人数规模超过

2.3亿，是已然开始海外非华语市场探索的电影产业接下来攻城略地的重要方向。 

4.4 澳门的葡语外宣传播诉求 

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平台”是澳门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议题,电
影作为文化传媒产业的代表应做出对外传播的相应定位,其中葡语国家是其对外传播的重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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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过回归之后的高速发展期，澳门在探索经济发展模式的路途上正在迎接新一轮的挑战，

即转变单一的赌城形象，将自身构建为更为立体和全面的文化休闲城市。在经济发展诉求的影

响下，对一个国家和地区信息的传递、形象的塑造是大众传媒对外传播的重要功能。 

澳门传媒业的葡语印刷媒体日渐式微，作为新兴传播媒体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广东财

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莫继严教授在研究中表示，从澳门特区整个报业竞争态势看，有二十余

家香港媒体直接与澳门本地报纸进行竞争，而杂志行业态势，澳门的杂志市场则是以售卖香港

及台湾的杂志为主。[15]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梁丽娟教授的观察，澳门的葡语印

刷传媒，最畅销的报纸日销不超过2000份，基本都是入不敷出亏本经营。从历史发展来说，澳

门葡语传媒的发展是极不乐观的，因为它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窄，澳门传媒业担心葡语媒体若无

法经营，会影响澳门特区新闻业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在该情形下，电影成为澳门特区对外传播

的新形势，若能借助中央政府强大的推动力以及内地电影开拓海外葡语市场的驱动力，将澳门

特区打造成国家葡语对外传播平台，借此整合已有涉葡传媒资源，将是对保持澳门特区多元性

文化、延伸澳门特区国际化形象的一次不可或缺的有效实践。[16] 

5 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葡语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澳门特区自身所具有的历史、语

言等诸多独特优势，可以为其建成中国电影对葡传播基地提供独一无二的资源。澳门特区和安

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等葡语国家往来密切，以澳门为交流平

台，每年有一定数量符合主流价值观及市场潜力的国内影视产品和葡语国家影视产品在澳门后

期制作后，互相进入对方的市场。澳门特区应当利用优势努力打造成为背靠祖国、面向葡语国

家，并辐射东盟、非洲的“对外宣传平台”。 而届时作为平台的澳门特区，信息传播与经贸往

来比翼齐飞、循环互动，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关系也将更加水乳交融，经济文化发展也将更加日

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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