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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know,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aspect that can reflects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a nation, which can be inherited by people and can spread way of thinking, value concept, lifestyles, 

code of behavior, arts and specif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 certain country and ethnicity. Culture i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to exchange ideology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manifestation of culture can be various, however, in modern information age; culture 

is being expresse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video media at a greater extent than any era in the past which, 

therefore, embodies more meaning. There is one film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this year which was adapted 

from the cartoon called Mulan by Disney Corporation. As one of two poem masterpieces of Han Dynasty, 

Mulan Poem describes a fearless woman disguised herself as a male soldier to bravely take her father’s place 

in the imperial army and finally she risked everything out of love for her family and her country to become 

one of the greatest warriors China has ever known. Her story has been widespread in Chinese folks and was 

directed into a cartoon Mulan in 1998 by Walt Disney Pictures which was well-received and successively shot 

the series Mulan 2. It is obvious that the heroism, feminism consciousness and self-value are highly 

appreciated by Westerners and comply with their code of values. By contrast, Mulan 2020 failed to recreate 

the charm and magic of Mulan story, not only in low hit from the audience, but also receiving criticism and 

bad reviews due to the plot and disappointed performance of the actor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ze some 

reasons that account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ud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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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众所周知，文化是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精神层面的产物，是能够被传承和

传播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化以及所处的具体时代科学技

术等。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工具，是国家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交流最有效的方式。文化的表

现方式有很多种，而在现如今的网络时代，通过影视媒体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承载了更多新的时代意义。而今年电影市场上备受瞩目的就是根据迪士尼 1998 年同名动画片改编的真

人版《花木兰》。作为“乐府双壁”之一的《木兰辞》描述的了一个为了替父从军，女扮男装通过军营

中的磨练，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报效祖国的神奇女子。她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并在 1998 年被

美国迪士尼公司改编成了动画片《花木兰》，并大获好评，后来又拍了动画版《花木兰 2》，可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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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的主人公所体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女性意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是符合西方人所接受的价值观。

然而，今年刚刚上映的由迪士尼拍摄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确惨遭“滑铁卢”，不仅票房成绩惨淡，

而且观众对于故事情节的改编以及演员的表现都不是很“买账”。本文将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浅析

造成中国观众“误解”这部电影现象出现的原因。 

关键字：中西文化差异；《花木兰》；个人英雄主义；女性意识 

1. 《花木辞》创作的历史背景 

作为“乐府双壁”之一的《木兰辞》是中国北朝的

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

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做官，只求

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

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

北朝是由拓跋鲜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处于当时中国魏

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在北朝“汉化运动”的影响下，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频

繁，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追求男女平等，

参加社交活动，在选夫、离婚和再婚等方面较为自主与

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与社会舆论的认同。

因此，才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木兰辞》这

个替父从军的故事。而且诗中写道：东市买骏马，西市

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可见当初的木兰是

在父母接受的前提之下去准备参军的，并没有像电影所

描述的那样在饭桌上提议要替父从军而被其父亲怒斥。

而美国迪士尼公司在电影中描写木兰替父从军在古代

中国被认为是违背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实则是为后来木

兰的自我觉醒做铺垫。诗词开头说道：“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可见《木兰

辞》中的花木兰是一个从小接受汉人文化，温文尔雅的

传统中国女性，接受着父母从小的谆谆教诲，谨遵着三

纲五常的古训，所以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传达中国所谓

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花木兰的

父亲虽然因为曾经在战场上杀敌而受到重伤导致残疾，

但是当诗句中写道“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

大儿，木兰无长兄”的时候，可以看出在“君为臣纲”

的社会传统下，花木兰的父亲毅然将身旁的拐杖扔掉，

自豪地接过皇帝颁布的军令状。而当诗句中说道：“阿

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观众们便在电影中看到了花木兰虽身处男尊女卑的社

会中，但敢于冲破束缚，代父从军自我觉醒的一幕。虽

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父为妻纲”的社会道德束缚

着女性的自由，但是动荡的社会环境给了女性自我觉醒

的机会，而《木兰辞》这样的故事就在告诉我们女性自

我觉醒的主要体现在从婚姻束缚中解放出来，女人的价

值不在是以嫁为人妇，贤妻良母来被定义，女人的命运

可以靠自己来拯救，主动权不在是依靠自己的丈夫。对

比之下，我们看到在电影《花木兰》中，导演所描绘的

主人公花木兰是个从小淘气，喜欢“上房揭瓦”搞点小

破坏的“假小子”，是一个被古代传统婚姻代言人媒婆

定义为“家族耻辱”的人设。这与《木兰辞》中描写的

木兰就产生了差异。 

2. 从个人主义“自我觉醒”看电影《花木兰》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发展，在资产

阶级身上发展到了高峰，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欧美国

家强烈推崇的价值观。但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主义不仅

有立法上的具体权利的保护，同时中国的个人主义是科

学的，是与集体主义融合在一起并不相互矛盾的。当《木

兰辞》中出现：“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

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一个在战

场上英勇作战、率立功勋的“勇”；更看到了一个不慕

名利，保家卫国的“忠”。可见，诗中描写的是一个将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的主

人公。而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重在渲染“个人

意识自我觉醒”的木兰。当木兰将刻有“勇、忠、真”

三个字的祖传宝剑拔出剑鞘的时候，导演将镜头更多地

给了最后一个字，即“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导演

更多地想通过最后一个字来传达他想通过《花木兰》这

个电影传达的美国人所遵循的“个人主义”。因此，很

多观众在电影中便看到了很多展现“个人英雄主义”的

镜头。如：木兰被将军问道是否有事隐瞒的时候，木兰

想要说出自己的女儿身的身份，但最终没有勇气将真相

说出来；在训练场上，当将军带着将士们大声喊出“勇、

忠、真”三个字的时候，导演又再一次将镜头放大到木

兰身上，而这一次木兰仍旧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自豪的喊

出那最后一个字。可见，在影片中，“真”所体现的“个

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花木兰》这部由西方的电影导

员最能拍懂的元素，也是最能够被西方的影迷追捧和理

解的地方。然后《木兰辞》中描写的花木兰背负了太多

的文化元素，而电影中都没有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才会

造成中国的影迷在看的时候，会觉得电影表现的内容太

多单薄。即使导演努力地想呈现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中

国化”电影，但是由于文化壁垒的存在，使得最后呈现

的电影内容和情节都显得逻辑混乱。 

3．《花木兰》电影中的“气”和中国五行八卦

中的“气” 

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有一个关于“气”的设定。

而在中国，“气”往往指的是五行八卦气中的“气”。从

根本上说，“气”体现的是关于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哲学

范畴。在戴文静所写的《文心雕龙》元范畴“气”的英

译及其变异研究论文中，作者在探究《文心雕龙》中“气”

范畴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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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气”的多层含义。在他看来，“气”分为很多

类。而西方人所在电影中诠释的“气”最接近的一种表

现形式应该是指“气”的第三层含义“体气”，不同于

血气，是指生理与心理相统一的身心状态。在古代习武

过程中，习武之人所强调的身心统一的状态即我们现在

常说的核心力量。训练的时候，人们常说的“气沉丹田”

也是在告诉习武之人身体中的丹田这个部位更能够将

核心力量汇聚到一起。可见，中国武术中的气强调的是

一种平衡，就像动画版《花木兰 2》中木兰在教孩子们

习武的时候说道：“要想做个好战士，你要让一切都平

衡”。中国功夫重在身体核心的平衡，而更高的境界便

是身心平衡合二为一。因此，当我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发现美国人对“气”的理解更像是解读成了一种生

物电能，即超能力。影片中的另一个女性角色便是巩俐

扮演的仙娘，而仙娘之所以帮助花木兰觉醒和战胜匈奴，

就是因为她在花木兰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影

片中，花木兰从小就具有“天赋异禀”的气，所以她的

父亲小的时候就告诉她要隐藏自己的“能力”，因为只

有男儿身才应该拥有这些“气”，而作为女儿身的木兰

会因为这个“气”被流放，甚至给家族带来耻辱。其实

这些铺垫也是仙娘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之后被世人

抛弃的写照。所以，观众会困惑是因为《木兰辞》中所

描绘的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个女英雄，而电影中却

呈现的是任何一个天生异于常人的普通人都有可能发

生的故事。这个人可以是天生智商很高但肢体残疾的数

学家，可以是肤色与周围的白人不同但是创造世界速度

奇迹的运动员等等，但是这个人不应该是花木兰的故事。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部真人版的《花木兰》没有很好地将

《木兰辞》中那个优秀的女孩子的特别之处呈现出来，

而是将她的特别解读成了天赋异禀和拥有超能力。 

4．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和《木兰辞》中所

蕴含的女性意识 

哲学上讲，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反映，也

是感觉、思维等一系列心理过程的总和，具有计划性和

创造性。而且往往人的意识获得方式主要通过直接经验

和间接经验。古代的中国，盛行着“男尊女卑”“夫为

妻纲”等传统的已男权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从劳动主体

来看，男人承担着养家糊口，挣钱养家的责任，是家里

的主要劳动力，所以，男人从大自然到社会活动的过程

中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的女性更

多的是从小接受传统观念的教导，要学会“相夫教子”、

“三从四德”和要努力做个贤妻良母，因此，女性在社

会教化的过程中默默地接受了社会对男尊女卑的定义，

并认为只有嫁出去才能为自己的家族带来荣耀。在这种

社会文化约束背景下，女性的意识就处于一种“沉睡”

模式。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开

始重新审视自己，更注重自身的感受，并以自己独特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对社会评价标准、婚姻选择、以及内心

世界进行把握。女性意识“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

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谐意识’等等为主要标志

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

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

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1]电影《花木

兰》中，导演向观众呈现了两个女性角色，即：花木兰

和仙娘。相同点在于她们俩都是天赋异禀具有超能力，

并且作为社会边缘角色之一的女性，一个通过替父从军

释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一个通过向世人展示自己的超

能力而完成女性意识的觉醒。影片最后，木兰在仙娘的

帮助下打败了匈奴首领，救了整个中国，她们让所有男

人见识了女人拥有“气”这个超能力的时候，可以多么

的强大。最终，两人改变了皇帝的女人的看法，改变了

对女人拥有天赋异禀的能力这件事的偏见。而在《木兰

辞》中，当我们读到“旦辞爹娘去，万里赴戎机，关山

度若飞，寒光照铁衣，挥剑挽强弓，踏踏马蹄疾，将军

百战多”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环境艰苦和战斗惨烈的

战场，而花木兰面对这眼前的情形没有因为是女儿身而

被吓倒，而是通过女性意识的觉醒，完成了对自己的重

新审视，认识到了在国难民族危机面前，可以“巾帼不

让须眉”，女人可以在危难关头发挥出无限的潜能。她

的勇敢、坚强、对国家的忠诚彻底颠覆了古代女子传统

的性格特征。而诗句“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

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中可见，木兰拒绝了高官俸

禄，这一点体现了木兰可贵的品行，她愿意回归故乡，

孝敬父母，回归女性本职，在找到自我和完成意识觉醒

之后，木兰愿意回到女性的社会角色，说明木兰用自己

的行动证明了女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去生活。

更反应了女性的强大和伟大。电影的片尾曲取名为忠、

勇、真，其中有一句歌词是“who am I without my armor”，

如果没了这身盔甲我又是谁呢？这句话看似是一个疑

问，但其实她想传达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即使木兰没有

替父从军，她也会发现自己的特别之处，也会自我意识

得以觉醒。电影中也不断的突出渲染“真”这个字，都

从一定程度上在告诉我们女性的意识觉醒在全世界都

在发生着变化。如今的社会是高度文明和民主的，女人

的权利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电视剧《三十而已》等影视媒体

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在扮演好“相夫教子”的角色外，

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她们可以从家庭生活中独立出来

去有意识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说，从电影《花木

兰》到《木兰辞》以及现在的影视媒体，我们都能感受

到女性意识在不断发展。 

5. 结论 

不同的文化差异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有差异

不可怕，只要我们对差异进行学习和探究，我们就会更

好的面对影视媒体中出现的文化代沟。所以，在我们欣

赏一部外国电影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去看懂，更要

看“透”电影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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