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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6, two films focusing on the O. J. Simpson case were released: O.J.:Made in 
America and American Crime Story: The People V O.J. Simpson.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positions, both of them focus on the core event of the O. J. 
Simpson case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s media on the trial. At the same time, as a 
product of the media, these two works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audience.Therefore, in this sense, 
they actually contain a dual media effect.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changes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 on racial public opinion in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s 20 years ago 
and 20 years la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ds to the 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New Racism" in 
American films and TV 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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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影视作品中“新种族主义”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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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6年,两部聚焦“辛普森案”的影视剧上映:《辛普森:美国制造》和《美国犯罪故

事:公众与O.J.辛普森的对决》.尽管在叙事策略和立场上有诸多不同,但是这两部作品都聚焦

于“辛普森案”这一核心事件,都讨论了新闻媒体对审判的影响.同时,作为媒体的产物,这两

部作品也对观众产生了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媒介效应.本研究

尝试探讨在20年前和20年后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媒体影响种族舆论的相似性和变化,同时引出

“新种族主义”在美国影视剧中的策略运用. 

关键词：新种族主义,文化霸权,大众媒介,O.J. Simpson, 电影. 

1. 引言 

2016年,有两部聚焦“辛普森”案的影视剧上映:《辛普森:美国制造》和《美国犯罪故事:公

众与 O.J.辛普森的对决》都聚焦于著名的辛普森案.尽管在叙事策略和立场上有诸多不同,但

是两部作品全部都聚焦于辛普森案这一核心事件.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辛普森的案件有很多

戏剧性的元素,而这场世纪审判也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大量新闻媒体对此案进行了无孔不

入的报道,人们沉迷于此,甚至影响了常规的日常生活.同样,2016年的纪录片和电视节目播出

也具有重大的媒体意义,两者都讨论了新闻媒体对审判的影响.同时,作为媒体的产物,这两部

作品本身也对2016年之后观看影片的观众产生了影响.在这一层面上,它们实际上包含了双重

的媒介效应.本研究将尝试探讨在20年前和20年后的社会环境变化下,媒体对种族舆论产生影

响的相似性和变化,同时引出“新种族主义”在美国影视剧中的策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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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翼”崛起强化媒体力量 

伊斯米尔·里德在他的书《电流!》(Juice!)中批评了媒体的力量.他尤其加强了对20世纪80年

代的政治批评,因为那时,在美国政治中已经有一种明显的右翼倾向,这种倾向始于里根1980

年的崛起,后来逐渐走向极端.右翼势力的扩张使得主要新闻媒体受到企业金融资本和保守组

织的控制,不断鼓吹极右目标.当时的掌权者通过媒体改变了许多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结

构.而在辛普森的审判之前,这些矛盾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 

辛普森在一个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十分黑暗的时代长大.当时在洛杉矶,所有的警察部门几乎

都是以逮捕的形式与非裔公众进行沟通.警察仿佛是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他们使用武力迫害非

裔美国人,甚至几年之后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罪.政府用“毒品战”的借口加强社区治安的力

量——从“社区警务”到“军事警察”的转换始于1981年,当美国总统里根意图说服国会通

过执法行动的军事合作,鼓励军队给地方警务提供军事基地､情报研究､药物拦截武器和其他

设备来应对“毒品战”.而所谓的加强社区治安却是仅仅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一次次清洗.受压

迫的非裔美国人最终忍无可忍,发生了很多暴乱.警察发动了武装镇压,后来甚至直接隔离了

黑人.白人警察被拍摄到对非裔美国人使用武力,最终却可以不受指控获释.毫无疑问,非裔美

国人的权利遭到了践踏. 
这些历史背景是这场审判获得如此广泛关注的基础,也是梦之队能够打出种族牌并取得成功

的原因.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学校种族和正义研究所的查尔斯·欧格李特表示,“白人､黑人､

来自不同种族的移民､女性和男性､富人和穷人——所有人都盯着电视,”[1]这场审判不仅仅

是一条新闻,它比通常的“新闻”更加情绪化,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情节剧,每个观众都

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想法. 

纪录片和电视节目都花了大量时间来描述新闻媒体对参与审判的每个人施加的巨大压力.摄

像机进入法庭,媒体没完没了的报道,直接把辛普森案变成了一场媒体狂欢的肥皂剧.而媒体

越来越具有娱乐性和民粹主义色彩,这反过来又影响到法院.至此,此案已进入反种族主义和

窥探名人隐私的不可逆转的轨道,就连《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传统媒体也不得不与

八卦小报展开竞争,争相报道,以获取经济利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辛普森杀

了人,而媒体的力量是很大一部分.例如,著名的《时代》(Times)杂志在封面上用经过精心调整

的 O.J.辛普森的嫌疑人档案面部照片来暗示辛普森是个罪犯,更明确地使用家庭暴力记录和

现场证据来指证辛普森犯罪. 

3. “文化霸权”与“乌合之众”  的集体狂欢 

媒体对群众的操纵这一客观事实有着坚实的心理基础.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

人们在集体中有三个不同于仅作为个体存在时的特征: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传染的现象

以及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此外,他还指出,在这三者中,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是形成群众与众

不同特点的“最重要的原因”,同时也是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2] 

通过这些文本可知,人们会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做出行动上的反馈.只有少数人会思考媒体提

供的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是客观的还是煽动性的.而在辛普森案中,人们严重依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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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看意见领袖发表的评论,缺乏独立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有话语权的人(如

梦之队和洛杉矶警察局)从制度和思辨的角度,跟随大众媒体舆论的方向,从而为自己谋得更

多的有利点.新闻商人同时也在通过引起公众的注意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伊斯米尔·里德在他的书《电流》(Juice)中批评了媒体的力量.他尤其加强了对20世纪80年代

的政治批评,因为那时,在美国政治中已经有一种明显的右翼倾向,这种倾向始于里根1980年

的崛起,后来逐渐走向极端.右翼势力的扩张阻碍了政府行政的公正性,主要新闻媒体受到企

业金融资本和保守组织的控制,不断鼓吹极右目标.当时的媒体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法

律结构.(这段话跟上面的一段重复了)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表明,大众传媒作为国家的公共机构,可以用来传播和巩固政治意识形

态和压迫的主导话语.跨国公司资本控制下的媒体逐渐商业化,使媒体失去了客观的公正性,

开始相互竞争商业利益.这些构成了媒体霸权的基础——“霸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识,而共

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对于那些拥有和运营私有化媒体的人来说,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媒体带来的利润是丰厚的.同样,政治回报对私人媒体所有者也很重要,他们可以通过控制广

播领域内的信息流来制定国家公共议程.“从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和墨西哥的

阿兹卡拉戈(Azcarrago),到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默多克(Murdoch),私人媒体所拥有的政

治权力是可以证明的.”[3]媒体学者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娱乐和信息媒体已经广泛影响

了社会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也就是说,霸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依赖于一个共

识——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人在塑造我们如何被压制时做出了积极的选择,而不是成为权力

的被动受害者. 

这场世纪审判是种族分裂和集体狂欢的产物.辛普森无疑是这部荒诞戏剧的主角,但事件最终

演变成了种族对立和集体非理性的群体性狂欢,幕后推手却并不是他.他的悲剧之处在于,在

此案的审判过程中,辛普森被诸多力量一致符号化,用以承载不同人宣泄的目的与情绪.所有

参与这场悲剧的陪审员､检察官､辩护律师､审判法官以及不同种群的人都参与并且推动着事

件的发展. 

4. 纪录片在“新种族主义”表现上的变化 

这一“文化霸权”理论同样也可以用来分析纪录片《辛普森:美国制造》和2016年上映的电视

剧《美国犯罪故事:公众与 O.J.辛普森的对决》.他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传统观点认为,纪录片

和电视节目在叙事策略上有很大的不同,电视剧往往更加注重戏剧效果,而纪录片往往倾向于

真实和深入.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录片更加客观,没有情感元素.事实上,所有纪录片都有自己的

主导声音,引导观众以自己的方式观看和思考.《辛普森:美国制造》也不例外. 

在纪录片中,导演对采访对象的选择､采访演讲的剪辑､添加音乐等元素,实际上都是特定形式

的媒体在试图操纵观众.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忽略了很多可以否认辛普森是真正杀手的客观

证据:当时辛普森46岁,患有关节炎和膝关节损伤,但两个受害者都很年轻,其中一个在空手道

训练;妮可的尸检报告显示,在她的指甲缝和她身后的血滴中,有第四个人的证据,那既不属于

两名受害者,也不属于辛普森;17个指纹无法识别,同时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涉案人数不超过

一人.辩护律师提到的证据中还有一个瑕疵,但这部纪录片没有花时间解释:即在采集现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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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过程中遗失的血液.“另一个在审判中浮出水面的争论是,从辛普森身上抽取的血液用于比

对从犯罪现场采集的样本的数量无法得到证实.护士确信他抽了8cc 的血,然而当证据被送到

洛杉矶警察局时,小瓶里只有6.5cc 的辛普森的血.”[4]当面对这些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辛普森

无罪时,受访者在纪录片中使用不合理的原因(例如,人体本身就包含EDTA,但这其中也有着逻

辑漏洞,也意味着这种采集方式将是毫无意义的样本和注射),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来反驳他们

(“舍克是非常虚伪的”[5]). 
《辛普森:美国制造》和《美国犯罪故事:公众与 O.J.辛普森的对决》的立场和批评都有很多

不同.以梦之队打出种族牌为例,纪录片和电视节目都表达了使用它的争议性.事实上,如果控

方声称律师团队为了赢得陪审团的好感而夸大辛普森的黑人身份是种族牌,那么检察官提供

家庭暴力证据以激起陪审团反感的行为也可以被称为性别牌.在纪录片中给出的原因是马西

娅说的:家庭暴力的证据是谋杀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同样的逻辑,揭穿弗曼的种

族主义身份就相当于解释弗曼策划阴谋的动机,因为他的信用存在问题,这也是一种“动机”.
而在电视剧中同样的情节,演员们直接表明他们利用家庭暴力作为性别牌策略来获得女陪审

员的支持,比纪录片坦诚得多,同时承认达顿也是检方利用种族平衡陪审团的另一个证据.但

是在纪录片中,人们只是微笑着默认它.在电视节目中花费了大量时间描述了控方对达顿的态

度,以及达顿自己的目标.它使达顿成为一个成熟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一种转瞬即逝无足轻重,

耻于面对并承认用以博取非裔美国人群体好感的肮脏的方法.至此,以纪录片作为媒介载体的

创作者默许了这种20年前所利用的种族诡计,这种不公正的态度使得本身也是媒体产物的纪

录片的批评力度被大大削弱. 
虽然在纪录片的结尾,提到了辛普森不应该代表黑人的堕落,但导演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这么

做了,或者说结尾处的提及仅仅只是一种规避被指责的策略.辛普森案是一个典型的集体指责

案件,媒体将辛普森送上法庭审判,用以攻击他背后与他肤色相同非裔美国人.正如古斯塔

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众的感情表现总是“简单且夸张”､“拒绝怀疑与不确

定性”的,而一些怀疑一旦被宣布,便会变成“不可争辩的证据”.[6]纪录片结尾的《时代》

(Times)杂志印有大幅的辛普森嫌疑人档案面部照片封面就是有力的证据.就像20年前的媒体

一样,纪录片先建立起O.J.的成功故事,然后通过媒体审判重新建立了一个非裔美国人幻灭和

自我堕落的神话.在美国社会的政治解读中,O. J.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成为种族政治文化中

“黑人”的象征符号.在种族主义社会中,白人是一种隐形的社会规范,黑人肤色作为一种主

要的文化象征只能通过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来识别.这个案件是本世纪的审判,它是一场媒体闪

电战,将美国社会与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偏见的种族紧张关系联系起来.除了审判本身,媒体

继续追踪辛普森的私人生活和他的一举一动,在法庭外公开对他处以私刑.死者没有被发现,

辛普森成了媒体娱乐工具.美国媒体对辛普森的病态追捕,以及将黑人英雄变成罪犯的过程,

反映了白人主流文化通过媒介工具对黑人形象的操纵. 

这部纪录片还试图操纵观众,抛出最具煽动性的言辞.当被问及辛普森案的判决是否是非裔美

国群体对当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一案的复仇时,一位老年非裔女性(当年的陪审员一

员)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是”,并挥手.所有的残忍和狂热,简单和极端,都显示在她的手中.这

确实是群众的真实面目.然而,在那之后,导演问一个更挑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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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罗德尼·金而投票无罪)?” 

“90%,可能是90%.” 

她的话不能作为别人当时想法的证据.事实上,这种问题的目的无非是唤起观众的非理性情感,

引导他们的想法.这是没有意义的,但它的确能够被极佳地利用,只需要激发出对这一群体具

有诱惑力的形象即可.后来,导演问舍克血迹是洛杉矶警署埋下的,还是辛普森的真实证据,舍

克回答了两次,解释了律师有责任拒绝这种二元对立问题.创造一幅黑白二元对立的画面可能

更符合导演的需要,因为它更有能力激发人们不理智的情感,纪录片将会更有市场. 

5. 结论与讨论 

可见,即使在20多年后,媒体仍在传播如此多的种族成见,并融合了大量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种

族主义.媒体利用多元文化主义来装饰自己以获得非裔美国群体的支持和关注.然而,当面对需

要牺牲非裔美国群体形象才能达到的的更大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们的口号.在
《反对种族》(Against Race)中,保罗·吉尔罗伊说道:“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被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变成了商人手册,被保守派滥用为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形式.”[7]随着大众市场的转移,

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商业考虑.在目标精准营销的时代,黑人面孔和风格的吸引力不再局限

于黑人消费者,这一事实推动了它的企业生活.不同的政治利益团体试图为自己争取多元文化

主义的荣誉,但这个超负荷的､关键的概念并不是指一些容易识别的哲学或政治立场.它的意

义仍在一个广泛的､充满冲突的､目前是公开的进程中确定.这些冲突包含了文化完整性和文

化价值的问题,但却超越了这些问题,释放出一种政治能量.而如上述中以白人主导､将黑人群

体作为市场进行受众分析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俨然已经成为了新的种族主义.看似超越黑白

色系的包容,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化默从的同化.当多元文化主义被用作政治､经济和权力的

工具时,它就失去了深刻批判白人中心主义的精神力量. 

20年后,社会中的种族及族群冲突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媒体不再描绘激烈的种族冲突从而

试图将少数群体规驯成为自己的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巩固自己的话语权.事实上,就连

“人种”这一划分形式也是有利于白人的.约奇·西门特写道:“白人作为占主导的集团,他

们可以用人种话语去塑造刻板印象,进而把由人种定义的集团划归到从属地位中.”[8]在这

里,人们被社会化地进行了分类,现实中同样的分类包括但不限于:男人､女人､同性恋､异性恋

､欧洲人､亚洲人､老师､学生……但透过这些标签式的分类,即可发现,身份的归纳并不能够汇

聚享受同一身份的不同个体的特征,这些分类将多元的､私人的冲突碰撞转变成为巨型的､集

体的裂痕.在这样的情境下,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被臆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隐匿了种族间

的不平等关系,成为新种族主义施行的手段.在大众盲目和从众的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被用

来粉饰二元对立的冲突,并成为白人规驯少数族裔的工具,就像O.J.辛普森案件本身及其电视

节目和纪录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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