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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重思了“美术摄影”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还探讨了

“美术摄影”背后所蕴含的媒介属性，身份认同以及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美

术摄影”的概念本是由西方“画意摄影”翻译而来，然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美术摄

影”与“画意摄影”并不能完全等同。本文通过回顾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摄影传入中国

的过程，细致地梳理了早期摄影与绘画的关系，并且将“美术摄影”放在二十世纪

初期美术变革和大众旅游的社会语境中，探讨了中国“美术摄影”的发展某种程度

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对视觉再现的诉求。本文还通过深描的方式探讨了三个代表性的

个案，刘半农、郎静山、金石声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摄影师对美术摄影的不同态度和

实践，美术摄影的背后不仅是摄影师的审美趣味和偏好，还夹杂着多重社会身份以

及时代巨变中的个人与国家。本论文通过整理相关时期的期刊杂志、年鉴刊物和个

人影集等材料，探讨了美术摄影是如何介入文艺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也再现了不

同身份认同的建构和诉求，以及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如何走向现代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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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artistry of photography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since the corresponding 
technology has been invented. In order to make the photography to be accepted as an art, 
the pictorialism, acting as a pioneer, has established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hotography 
and painting. The concept of “meishu sheying” (art photography) in China is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with the pictorialism photography in western context. This thesis 
revisi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orialism photography” and “art photography” that 
has not been clarified yet and discusses the media attribute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contex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pictorial 
photography in China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causes,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context and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ies at that time. 
 
The thesis also review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tography after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nd examines how the art photography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s. The thesis also puts art photography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culture 
reform and mass tour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explor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photography responses to the society's demand for the visual culture at that 
time.  
 
Art photography is not only the reflection of photographers’ personal aesthetic taste and 
preference. It also represents the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purposes in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times. By studying three representative cases from Liu Bannong, 
Lang Jingshan, and Jin Shisheng with the method of thick description, the thesis also 
discusses how these differ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amateur photographers 
expressed their ambitions and expectations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with photographic 
practi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journals on photography, yearbooks, personal albums and other 
visual materials, the thesis also explore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1) how art photography 
intervenes with the production as well as consumption of fine art and mass culture; 2) how 
the amateur photographers shaped their identities and responded with the appeal of 
“modern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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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背景 

摄影与艺术的关系在摄影术发明之初就饱受争议。1837 年，法国画家达盖

尔（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 1787-1851）发明了银版摄影法（Daguerre type）。

1839 年，这项发明在法兰西学术院举行的科学院与美术院联谊会议上，正式被

命名并公众于世，自此也标志着摄影术的正式诞生。最初，摄影以其准确忠诚且

不带任何偏见的图像记录能力而颇受好评。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因为这项技术

的出现对绘画的地位产生了威胁，从而使艺术家描摹写实的能力变得不再重要。

因此，对于摄影是否僭越了绘画艺术的地位成为 19世纪批评家经常讨论的课题。

1一些批评家认可摄影为艺术和科技发展所提供的便利服务，但也仅从技术层面

肯定了其复制和再现的功能。除了批评家对摄影技术颇有微词，画家的职业发展

也受到摄影术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擅长描绘肖像的画家必须另谋出路。 

1851 年湿版火棉胶玻璃版摄影（Collodion process）发明问世，这种新型摄

影方法优点突出。之前的达盖尔法在操作时需要将铜板镀银生成感光材料，进而

再利用贡银合金在铜板上形成永久影像，成本较高且复制困难；而另一种卡罗法

（Calotype）虽然改良在纸基上成像，成本降低，但冲洗时仍有诸多不便。湿法

火棉法冲洗的照片由于利用新的感光材料和改进冲洗技术，不仅画质提高，曝光

时间大大缩短，同时还可以复制多份正片，这种便利使越来越多人可以开始尝试

摄影的创作，使得摄影术普及情况大幅度改善，关于摄影被艺术接纳的问题也迎

来了转机。 

一些对摄影有兴趣的画家愿意利用摄影术的便利来为绘画选取素材，他们会

将照片当做创作中的造型参考或背景板，或在创作绘画之前利用照片来研究阴影

对比、焦点视角和结构形态，摄影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入到绘画的创作中。还有

一些受过艺术训练的人也逐渐发掘摄影的乐趣，他们在拍摄照片时也会关注到形

 
1 关于摄影与艺术的争论参考了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rmi Rosenblum) 《世界摄影史》（北京：中
国摄影出版社，2012），页 204-238。Liz Wells《摄影批判导论》（第 4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2），页 271-234。玛丽·沃娜·玛利亚（Mary Warner Marien）《摄影与摄影批评——1839年
至 1900年间的文化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页 9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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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图以及光影的美感呈现。1862 年，《摄影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了摄影

能否作为艺术，取决于它能否带给人美感的享受。“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摄影本

身是不是艺术品，就连绘画和雕塑也不能自称就是艺术品，关键在于摄影能否进

行艺术表达，是否摄影到了真正的艺术家手里，就能深具艺术价值。”2好的摄影

作品可以媲美绘画，他们试图在摄影与绘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方式。 

在摄影发明之初，因为之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人们对于摄影术的态

度比较疏离，这种观念认为“艺术必须完全由手工创作才能显现出高雅的感官体

验和灵魂的触动，而摄影缺乏这样的精细锤炼，最多只能称为一种‘廉价艺术’。”

这种观念因为“画意摄影”运动而有所改观。“画意摄影”（Pictorialism）也称为

“绘画主义摄影”，其概念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在西方摄影领域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萌芽，八十年代勃兴的有组织的先锋艺术运动。一些美国和欧洲的摄影师在

这场运动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声望，同时也是希望为摄影争取艺术地位。然而，

这场运动到 1910 年已经式微，随着艺术界对“如画”（Pictorial）概念的争议，“画

意摄影”的概念也随之动摇。3虽然画意摄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而基本上

停滞了，但这一流派的影响则延续到之后的摄影史中。 

“画意摄影”既可以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技术。从风格上说，它借鉴了自

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风格，从而强调摄影与这些传统艺术

风格之间的相关性和美学依据。“画意摄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产生后的初级

阶段，受到绘画领域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风格的影响，曾被

称为“高雅艺术摄影”（High Art Photography）。这是一种“经过精心安排、切割的

媒介。高雅艺术照片混合了戏剧、版画、油画与摄影等元素。主角或其他演员或

各自搔首弄姿或集体摆成一幅布景（tableau vivant）。……大多数时候，这些影像

都表达出独特的概念，通常以多愁善感的绘画类型以及流行的维多利亚时代绘画

风格来描绘宗教或者道德戒律。高雅艺术摄影分享了精致艺术行之有效的教诲功

能，试图借此回避人们对这种媒介的非艺术逼真性所产生的异议。”4然而，当时

 
2 作者不详《摄影与美术的关系》（Photography in its Realtion to Fine Arts）,《摄影杂志》，第 117
期（1862年 1月 15日），页 359。转引自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rmi Rosenblum)《世界摄影史》，
页 208。 
3 John Hannavy, ed.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Routledge, 2013, pp. 1126-1130. 
4 Mary Warner Marien《高雅艺术摄影》，氏著《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至 1900年间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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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家就已经指出这种矫揉造作或试图重现历史场景的方式更加降低了摄影

的品位，拙劣的模仿反而会事与愿违。因为照片的实质总是在提醒观者，所谓历

史或名画场景的重现都是演员在戏服下的表演和伪装。5这些早期“画意摄影”

的画家从绘画作品中寻求灵感，选择一些寓言、历史人物或神话故事的绘画题材

来创制摄影，这种仿画的探索虽然也是寻求摄影与绘画的相似之处，但是因其不

够自然的特点，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摄影艺术化的进程。 

在“高雅艺术摄影”流派之后，“画意摄影”在 Peter Henry Emerson（1856-1936）

的倡导下开始走向“自然主义摄影”（Naturalistic Photography）的风格，强调拍摄

真实自然的照片，以发现自然风景的真实美感。Emerson照片所体现的“画意”所

指的是拍摄者“强调对风景敏锐的观察和欣赏，对风景的比例和透视有相当的理

解。”6因为对写实主义的提倡，Emerson 也被部分学者评价为现代摄影的先驱之

一。 

从技术上说，则有两种主流的阵营。其一是早期的代表人物 Henry Peach 

Robinson（1830-1901）试图运用“手工”制作的特点而标榜摄影与艺术的相通之处，

他的方法是在暗室中将不同的照片组合起来形成一张新的照片，并通过效仿十九

世纪早期浪漫主义的风格来处理照片以实现“如画”的效果。Robinson 在 1869 年

出版的《摄影的画意效果：给摄影师关于构图法和明暗法的提示》（Pictorial Effect 

in Photography, Being Hints on Composition and Chiaroscuro for Photographer）,他

在书中介绍了合成照片的技巧以及对传统艺术原则的尊崇。7另一派阵营是后期

前文所述的 Peter Henry Emerson所倡导的真实的自然，Emerson 强调图绘的摄影

效果要通过相机和拍摄手段来创造艺术，提倡使用柔焦技术来让摄影作品呈现朦

胧的效果，从而达到“如画”的目的。他认为摄影要纯粹，应尽量减少暗室的干扰。

虽然这两个阵营所崇尚的技术手段有所差异，但是其目的都是希望在摄影与绘画

之间创造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拉近两种媒介之间的距离。 

 
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页 98-102。 

5 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rmi Rosenblum)《世界摄影史》，页 300 
6 Margaret Harker. The Linked Ring: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Photography in Britain, 1892-1910. 
Heinemann, 1979, p. 27. 转引自 Liz Wells《摄影批判导论》，页 285。 
7 Henry Peach Robinson. Pictorial Effect in Photography Being Hints on Composition and Chiaro-
Oscuro for Photographers. E.L. Wilson,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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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画意摄影”阶段的推动，摄影逐渐被接纳为一门艺术。“画意摄影”

也使得摄影与艺术讨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从“摄影如何被艺术接纳”转移到了

“摄影是否只有在绘画的庇护下才具有艺术性”，这个问题将是摄影与艺术关系的

另一条路径了。 

回到摄影与绘画的较量中，无论摄影是否能够胜出，或是与绘画平起平坐，

摄影都能够独立表达创作者的思想和审美，而不再仅仅是以附庸的方式站在绘画

的身后。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所言，摄影变为艺术是“驯

化”摄影的一种方式，从而使摄影变得规矩，竭力抑制摄影的疯狂。摄影师在于

艺术家的竞争中，专注于画面的修饰和曝光方式的研究。8虽然两者在类型上得

以区别，但是其同源异脉的关系使两者的脉络始终有交叉。 

19 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在广泛讨论摄影与艺术的纠葛时，在地球另一端的

中国，对这项技术仍然抱持观望的姿态，中国人对摄影的认识还不足以延伸到艺

术领域。因为战争的关系，摄影术以一种并不友好的方式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和

生活中。1844 年 8月 15日，第一位在中国摄影的西方人是法国海关官员朱勒·埃

及尔（Jules Itier, 1802-1977）。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和西方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访华的西方摄影师络绎不绝，他们或带着猎奇心态抓拍旅行中东方风情，

或留在当地生活经营影楼。经由这些在华的西方摄影师之手，大量以中国为素材

的相册、明信片和新闻照片流布到海外，成为西方观众认识和观看中国的重要途

径。可以看出，1911 年之前中国的摄影业不少都被在华的西方摄影师包揽，而照

相机和胶卷等摄影工具也基本依赖进口。在这样的语境下，充实着“外来”元素的

摄影术无疑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以主体性的姿态去探索。 

中国的摄影接受者们试图从他们的知识架构和审美体系中重新考虑摄影与

艺术的关系。在民国初年，伴随着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国的摄影涌现出

更多的讨论和实践。“画意摄影”的概念传入中国后，被翻译为“美术摄影”。细

究美术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与西方的“画意摄影”实则有所区别，对于中国

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来说，摄影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象征，美术摄影的发展也伴

 
8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被驯化了的摄影》，氏著《明室：摄影纵横谈》（北京：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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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术革命对于写真与写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追求现代性和民族特征的时

代语境下，美术摄影也被赋予和寄托了更宏大的使命来承载本土摄影师们对未来

中国的期望。 

 

二、研究回顾 

中国摄影研究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照

片”系列出版物的流行以及随之掀起的怀旧风潮，使出版界和学界也逐渐发现了

早期摄影资料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所关注的主题属于民国时期诸多摄影

风格探索的一条途径，而二十世纪上半叶又接续了晚清民国艺坛和西方“画意摄

影”影响的双重特点。因此，研究回顾的部分将由大及小的视角推进对民国美术

摄影的关注。 

早期摄影研究主要因为几个因素导致传播和研究有限：首先是研究信息分散

在数量浩繁的早期报纸广告、杂志、旅游记录和私人日记信函等地，有些由私人

或博物馆收藏的照片也从未公开过，收集和整理较为困难。其次，一些照片因为

年代久远，在流传的过程中散佚丢失，或是因为基本信息的缺失而无法详细地判

断照片内容。一些成果的泛化论述也难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过多的参考，通过主

题式的罗列来展示大量图片，但是图像来源没有列明出处，中间也存在不少重复

和细节上的纰漏。9 

1978 年有两个突破性的展览为摄影史研究带来了突破，展览的照片也制作

成同名影集同年出版。首先是，克拉克·沃斯维克（Clark Worswick）与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基于 Asia House Gallery 的展览合编的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以 19世纪的一手文献为基础，考证了 1846 至 1912 年

间西方在华摄影师的情况。10第二本是 The face of China: As Seen by photographers 

 
9 例如曾讲来主编《崩溃的帝国：明信片中的晚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另外陈玲，
王迦南，蔡小丽所编著《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国：1898-1908年在华西方人明信片解读》（香港：中
华书局，2005）是立足于私人收藏的明信片为主的研究，可谓将零散的资料进行了有效的梳理，
然而其贡献仍限于对图片的主题分类。 
10 Clark Worswick and Jonathan D. Spence.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 Scolar, 1979. 
徐婷婷《从材料到观点——〈中国摄影史〉与〈丹青与快门〉》，
https://news.artron.net/20120919/n220566_2.html. (最后浏览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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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velers (1860-1912)，11这本出版于 1978 年的论文集是由美国汉学家傅路德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作序，Nigel Cameron撰写史料说明的

早期摄影图录。这本图录除了载有一些未知归属的照片，还包含了许多当时外国

在华摄影师的作品，例如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e, 1841–1898）, 约翰·汤

普森（John Thomson, 1837-1921）, Felice Beato（费利斯·比托, 1825-ca.1908）

等，包括这些摄影师的一些笔记信件等文本材料也与图片配合进行了整理。这两

次展览为中国早期的摄影史研究带来生机，之后陆续受到各地学者的重视。 

（一） 关于中国近现代摄影的研究： 

学界对中国近现代摄影材料的整理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近年来以研究、展览、收藏专题和时间阶段等为中心整理而成的影

集或图录。这类以图片为主的资料与其说是研究成果，其实更贴近于史料整理，

通过对特定主题照片的集结，为研究者利用图像资料提供诸多便利。但是这类影

集在使用时也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有些照片难以界定创作者的身份和拍摄时间，

进而也无法探讨其拍摄情景和创作缘由，有些即便知晓了拍摄者和收藏者的身份，

也难以厘清照片是如何跨越不同的地域，从拍摄的地点传播到收藏和展览的空间。

中间线索的断裂实际上也是早期摄影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只能单纯以图像

本身作为研究的依据，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也比较有限。 

这些整合类资料的数量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由郭伟杰（Jeffrey W. Cody）

和范德珍（Frances Terpak）所编的《丹青与影像：中国早期摄影》一书中，在附

录部分总结了 1839 至约 1911 年关于中国摄影的精选参考书目。这份资料整理了

2010 年 3 月之前的研究情况，以中文出版物为重点，包含书籍、文章及重要网

址等资料汇总后分为三个大类：摄影通史，通过照片了解历史和出版摄影收藏系

列三大主题。12内容十分翔实丰富，为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

这份资料对于本文所关注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并没有过多着墨，而是将时间截止到

1911 年。同时，其分门别类的划分标准还有待讨论，虽然已经使早期摄影资料变

 
11 Cameron, N., and L. C. Goodrich. The Face of China: As Seen by Photographers & Travelers. 
Aperture, 1978. 
12 郭伟杰（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丹青与影像：早期中国摄影》（香港：香
港大学出版社、盖瑞研究所，2012），页 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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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明晰不少，但是却没有将专论研究同图片影集区分开来，这对后续从事摄影研

究的学者来说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筛选。 

除了这份参考目录以外，Parr Martin等人主编的《中国摄影书集》则整理了

二十世纪至今大量的摄影作品合集。中国摄影书的概念既涵盖了中国摄影的作品

集，也包括非中国摄影师所拍摄的中国影像。学者顾铮在前言部分提到，无论是

否有意为之，摄影都作为一种媒介见证了现代中国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大大小小

里程碑式的变革。摄影书集也作为文化产品和物质资料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状况。13 

第二类是近现代中国摄影史通论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将摄影史作为一门学科

对待，认为摄影发展的研究同文学史、美术史等一样有其独立的发展脉络。较前

一类相比，也是学术性更强，参考价值更高的基础文献之一。 

对早期中国摄影的通论式梳理很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他对中国早期摄影的研究共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出版的是《中国摄影

史：1842-1860》，分析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早期摄影作品。14之后的《中国摄

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879》则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华的西方摄影师

的活动和作品。15《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这本书则合并了前两卷

的时间跨度，从摄影在中国的起源、发展、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考订，而且首次公

布了作者自藏的众多早期摄影师的作品。16这三卷研究虽然是通论式的梳理，但

是其对早期摄影研究的贡献很大，因为贝内特立足于一手资料，将散乱、遗漏或

未公开的诸多老旧报刊、生平档案、日记笔记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收集和整

理，是不可多得的先行成果。但是，这项研究的侧重点仍然是以十九世纪来进行

考察，虽然是所谓的中国摄影史，但因其中不少作品是由在华西方摄影师拍摄，

 
13 Martin Parr. The Chinese Photobook: from the 1900s to the Present. Aperture, 2015. 
14 Terry Bennet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Quaritch, 2009. 译作见泰瑞·贝内特
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 1842-1860》（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 
15 Terry Bennet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Quaritch, 2010. 
译作见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87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
社，2013）。 
16 Terry Bennett, Anthony Payne, and Lindsey Stewa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 Quaritch, 2013. 译作见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中国
摄影师 1844-187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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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不免带有东方主义的眼光，这与本文欲探讨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

子的主体性探索有着立场上的根本区别。同时，因通论式的摄影史要对材料进行

全面观照，大多数内容以史实为主，缺乏对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学者顾伊在一篇书评中提到虽然贝内特在资料汇总方便的贡献值得肯定，但

是也指出其论述立场存在偏差，首先太过于注重“首个”这样标志性的时间节点，

而忽略了其背后产生的逻辑，同时该书也被认为更多站在西方摄影师的视角，而

忽略了摄影活动传入中国更多的是被殖民扩张的引导，第三是提到对于当时中国

人对摄影的反应多是引用当时的西方杂志，这样引用带有立场性的媒体信息来判

断当时的事实显然不够中立。 

此外，史景迁（Spence, Jonathan）和金安平（Ann-ping Chin）所编写的中国

摄影史关注了从 1937 至 1987 这中国五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变化，其首次公开了

一些珍贵照片，并通过图像讲述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试图用摄影为海外的读者

揭示中国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但这本编年史书仍然重在以图片叙事。17Claire 

Roberts 对摄影史的通论梳理则从 1840延伸至当代的摄影图像，书中探讨了摄影

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如何从文化和科技层面被认识和理解。她更精确地指出，摄影

可以反映出物体的真实与再现如何通过镜头达成和解，中西方如何进行动态的对

话和交流。此外，她所提到的摄影在中国的本地化现象将对本文的研究多有启发，

摄影作为一种产生自西方的科技艺术结合体，如何在中国哲学和审美的概念下进

行调整适应。18然而，因为本书所关注的时间跨度超过百年，针对民国时期摄影

的发展详情关注比较有限。 

中国学者所整理的摄影史研究主要为马运增、胡志川、陈申等编著的《中国

摄影史 1840-1937》，这本著作具有十分显著的开创性意义，所牵涉的史料非常全

面，时间跨度也比较大。19陈申、徐希景编著的《中国摄影艺术史》则从 1844 至

 
17 Jonathan Spence and Ann-ping Chin. 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Random House, 1996. 
18 Claire Roberts. Photography and China. Reaktion Books, 2013. 
19 马运增，胡志川，陈申等编著《中国摄影史 1840-1937》（台湾：摄影家出版社，1991）。这类
通论类的著作还有蒋齐生等编著《中国摄影史 1937-194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伍
素心《中国摄影史话》（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宿志刚《中国摄影史略》（北京：中国
文联出版社，2009）。那日松《中国摄影批评选集 1929-2013》（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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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更大的时间跨度来回顾摄影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生态下的发展脉络，将

摄影视为反映社会变革的媒材。20同西方学者所书写的摄影史一样，其重点是进

行资料的补充和整理，这些先行成果将为专题式的研究提供基础和支持。 

通过一系列通论式的研究可以发现，十九世纪下半叶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摄

影史发展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无论是参与主体的差异，技术媒介的发展，亦或

是照片本身的主题选择和呈现风格等，都因为外部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而不断地流

动变迁。同时，也因为摄影技术的西洋基因和之前众多在华西方摄影师的持续不

断地影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摄影也无法完全独立地宣誓其自主的发展路径，

而是在一种中西混杂的变革环境中发育成长。 

第三大类是以某个特定专题进行更为细化深入的研究，这类研究主题广泛，

角度多样。例如以摄影师为中心的研究，选取有代表性的个案如西方摄影师费利

斯·比托，21约翰·汤普森22等，中国早期摄影家如邹伯奇（1819-1869）、23梁时泰

（Liang See Tay）等；24以题材为中心的研究，则包括人像、风光、或特定主题

等；25以风格为中心的研究，如纪实风格、画意风格等。 

其中对肖像照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比例。早期的人物摄影分为肖像照和生活照，

肖像照往往是像主进入到特定空间内，以人物写真的方式进行拍摄，有时会配合

相关道具或特定姿势进行摆拍。有学者指出 1844-1919 处于“照相”阶段，1919-

 
20 陈申、徐希景等编著《中国摄影艺术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 

21 关于费利斯·比托在中国摄影的研究可参 Clark Worswick and Jonathan Spence.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 Scolar, 1979, pp. 136-40. Isobel Crombie. “China, 1860: A Photographic 
Album by Felice Beato.”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 11, no. 1, 1987, pp. 25–37.  
22 除了约翰汤普森自己所撰的多本中国及东亚地区旅行笔记外，还可参看 Stephen White. John 
Thomson: A Window to the Orient.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9. Richard Ovenden. John 
Thomson (1837-1921) Photographer.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1997. James Ryan.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Reaktion Books Ltd., 2013. 约翰·汤普森著，
徐家宁译《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英国著名皇家摄影师记录的晚清帝国》（香港：香港中和出版，

2013）。 

23 关于邹伯奇的研究可参戴年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板摄影术》，《中国科技史料》，卷 21，
2000年 2号，页 25-28。Oliver Moore. “Zou Boqi on Vision and Photograph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pp. 33–54. 
24 关于梁时泰的研究参看 Edwin K. Lai (黎健强), “Liang Shitai, Chinese Court Photographer from 
Hong Kong.” Responding to Art: Form, Content, and Context, by Robert Bersson, McGraw-Hill, 2004, 
pp. 160–161. 
25  例如对火烧圆明园后的废墟景观的研究，可参看 Thiriez Régine. Barbarian Lens: 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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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处于“造像”阶段，早期人像摄影作为肖像画的延伸，受限于传统范式的影

响。人像摄影的演进同时代语境、社会思潮、审美观念以及技术进步等息息相关，

人像摄影从商业的范式逐渐也成为抒情达志的手段。26生活照有时也是摄影师所

精心设计的一种摆拍，主要是通过拍摄生活场景中的人物面貌、活动或特定瞬间

以表现类型和风俗，更突出一种人类学式的捕捉。27巫鸿曾以美国摄影师弥尔

顿·米勒（Milton Miller, 1830-1899）的人物照为例，指出早期在华西方摄影师通

过人物影像来表现中国与自我，从而创造出一种中国人肖像的普世风格，以重塑

本土的视觉传统和全球观众观看中国的经验。28这一视角突出摄影师对像主形象

塑造的至上权力，也影射出西方摄影师所隐藏的殖民主义思维。顾伊也指出早期

摄影的人像摄影风格与中国绘画的肖像画有关，她在此基础上还延伸探讨了“摄

影”这一名称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指出“摄影”词汇的演变与当时文化思潮中对

“真实”概念的理解有关。她还以 1912 年创刊的《真相画报》为例来说明当时社

会对“真实”“真相”（Truth）的追求。29这一论点在 Chia-ling Yang讨论十九世纪末

对于“真实”概念的危机时亦得到回应，与顾伊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是以上海的商

业摄影馆为中心。30肖像照是早期摄影史中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就美术摄影的

研究来说，对肖像照的关注确实有助于切入摄影如何继承绘画传统以应用到照片

上。然而肖像照的拍摄目的、使用场景和传播途径又受制于现实的多重因素，随

着小型摄影机的普及，拍摄者的视线越来越多地投在现实风景中，肖像照所承担

的功能和传递的信息也从图像本身逐渐转移到照片的流转过程。 

在对风光摄影研究中，以 Marine Cabos 的博士论文最具规模，她以大量在法

国收藏的未公开的照片为材料，探讨了中国从 1840 年代到 1930 年代风景摄影

 
26 关于人像摄影的研究可以参看沈樵《从‘照相’到‘造像’——中国人像摄影的艺术化形态流变探
析（1844-1837）》，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杨威《清末民初（1845-1949）照相馆
人物布景摄影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 

27 例如民国时期剪辫子的场景，详参巫鸿《剪辫子：民族与自我在影像中诞生》，氏著《聚焦：
摄影在中国》（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8），页 119-168。 

28 巫鸿《创造“中国式”肖像风格：以弥尔顿·米勒为例》，氏著《聚焦：摄影在中国》，页 17-59。 
29 Yi Gu. “What's in a Name? Photograph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Visual Truth in China, 1840–1911.” 
The Art Bulletin, vol. 95, no. 1, 2013, pp. 120–138. 
30 Chia-Ling Yang. “The Crisis of the Real: Portraiture and Photography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hanghai.”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by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Bjarne Thomsen,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Media, 2009, pp.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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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以及社会文化语境对这些类型的影响。她的侧重点主要是关注法国摄影

师的创作以及这些不同类型的中国风景照片在法国的传播，进而重评摄影在传播

和转变中国风景观念中的作用。31鲍昆也指出多数地方或事件的摄影研究往往难

以厘清一个清晰的界限，因事件的发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而这些地

理“空间“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又是归因于特殊事件的介入和形塑。32大多

数对风光摄影的研究都关注到风景照片并非是对地理景观作浪漫主义式的解读，

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状况紧密关联。以上这些研究往往也鲜有讨论

风景观念的形成和定义风景概念背后暗含的一种视觉政治的逻辑，特别是二十世

纪初期正是风景重新发现的时代。 

（二）关于民国时期摄影的专题研究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一百年间，因外部战争和内部变革，

中国各城市的摄影发展也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因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被迫开放的港

口，使香港、广州成为最先接触摄影技术的城市，之后随着西方势力对中国内部

的深入，北京、上海等地也逐渐出现了外国摄影师的足迹。到了民国时期，上海、

北京等知识分子聚集的大城市成为摄影发展的重镇，随之也出现了摄影社团、影

展和相关刊物的出版。例如陈申以北京的光社为例，编写了详尽的述实档案。光

社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摄影社团之一，其集合了许多摄影爱好者，其中不乏民国

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爱好摄影，并积极参与到社会其他的文化事务中。33

除了光社以北京作为发展基地以外，上海也有很多著名的摄影社团，如中华摄影

学社、中国摄影学会、黑白影社等。当时一些著名的摄影师不少来自上海，或在

上海实践了他们的摄影人生，上海的这些摄影团体也成为了早期中国摄影探索的

重要文化空间。34但是由于这些活跃社团的相关资料多已轶失，所以个案研究的

 
31 Marine Cabos. “Seeing through Landscape: French Photographic Archives of China (1840s-1930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7. 
32 关于中国近现代风光摄影的研究还可参看鲍昆《雪月风花近百年》,《艺术评论》，2004年第 6
期，页 37-45。鲍昆《历史中的风景：论中国的风光摄影》，《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 4月，21卷第 2期，页 102-108。 
33 陈申《光社纪年：中国摄影述实》（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 

34 王天平、蔡继福《上海近代摄影团体及其作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 01
期，页 51-56。李艳绒《中国 20世纪 20-30年代摄影艺术社团的历史研究》，南京林业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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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比较有限。35上海也是为数不多有学者撰写城市摄影发展史的城市，36顾铮

指出，上海在民国时期“承担着输入、吸纳、消化外来文化并尝试转化为本土文

化与物质消费的责任。”37此外，摄影术在清末民初时已经不同程度地走入各阶层

人士的生活，以上海为例，照相在当时成为一项颇为流行的消费方式，被普通市

民津津乐道，同时它也成为一项优势明显的工业技术服务于近现代城市社会。38 

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运用石印技术的《点石斋画报》创刊时，中国才真正进

入到了图像时代。39大众的兴趣被铺天盖地的印刷图像召唤出来，只有新的视觉

刺激才能进一步满足读者更多的需求。与石印技术相比，摄影更能迎合人们对写

实性的现代追求，同时也拥有更高的商业价值。因此，摄影以一种自发式的发展

热潮在都市文化中形成。例如一些研究跳脱出传统的研究框架，对摄影的关注从

其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媒介出发，指出作为媒介的照片和石印图片反映的是清末中

国工业化过程和信息交流模式的视觉呈现，例如与预期观众的反应，官方或商业

的态度等都反映在这种技术的信息网络中。40有学者还针对预期观众的反应进一

步指出，摄影作为一种新技术和新媒介，不仅以强势的渗透力和新颖的先天优势

对中国石印画报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不少由西人主办的摄影画报通过潜移默化

的视觉呈现改造着当时中国人对社会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想象。41陈学圣则以民国

期刊为例，指出摄影在传播时代的发展，展现了当时画报类期刊的蓬勃涌现促进

了摄影活动的繁盛，反之摄影在民国视觉传播的过程中也充当着不可或缺的主角。

 
35 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有胡玥《“华社”论影：中华摄影学社小史》，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4年 5月。潘万里《20世纪 30年代中国摄影艺术的现代性建构：试析上海“黑白影社”的
现代摄影创作》，《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 4期，页 155-165。 

36 黄绍芬等编著《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37 顾铮《民国上海的摄影现代性追寻》，《艺术当代》，2017年 03期，页 70-73。 

38 葛涛，石冬旭《具象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 

39 彭丽君指出晚近十九世纪的印刷文化表现出中国现代性中一个明确的视觉转向，详参彭丽君
《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页 35-75。 

40 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媒体即信息：中国早期工业照片和石印图片及其观者之比较》，
吴盛青编，《旅行的图像与文本：现代华语语境中的媒介互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页 85-110。 

41 徐沛、周丹《早期中国画报的表征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 6期，页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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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以大众为对象的画报和期刊，会将多重风格、

功用的摄影作品相互混融，专业程度较高的摄影专刊反而因受众人数有限，占据

比例较小，在大众传播的效果上有所欠缺。 

除了从社会、传媒等宏观层面展现出摄影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外，不少研

究则从细部关注摄影在个体生活中的视觉再现和情感建构。吴盛青和彭丽君等学

者从不同角度对民国时期男扮女装的照片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以文化研究的方法

探讨了摄影这种媒材对于当时松动性别话语和解放性别限制的意义。43摄影这一

多面结构在不同的摄影师眼中呈现不同的侧面，巫鸿以自摄像和二我图等类型的

来思考像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视觉空间营造的创造力。44这些研究充分扩展

了摄影作为媒介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摄影这项装置对民国视觉文化的介

入与建构。二十世纪上半叶摄影活动的流行与繁荣，也反应出摄影实践所投射出

的多元的文化生产与社会形态。 

民国时期的摄影还表现为不同的风格和题材，除了美术摄影在下文有更详细

的回顾之外，就风格而言，纪实摄影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小型相机的出现逐渐丰富。

45例如以人类学视角拍摄少数民族的庄学本（1909-1984）、46从美术摄影风格转向

现实主义的张印泉（1900-1971）、47军旅摄影师沙飞（1912-1950）等摄影师对纪

实摄影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8一些学者在肯定纪实摄影的同时却也对美术

摄影提出批判，认为这种脱离现实的风格缺少对社会时代的关怀。而纪实摄影通

过对社会问题的审视，国家命运的关注，起到了促进社会变革，推动民智开启的

 
42 可参陈学圣《摄影在传播时代——从民国期刊看摄影的发展》，《美术馆》，2009年 01期，页
68-90。 

43 吴盛青《相思之影：清末民初照相文化中的情感地图》，吴盛青编，《旅行的图像与文本：现代
华语语境中的媒介互动》，页 127-158。彭丽君《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出
版社，2013），页 76-113。 

44 巫鸿《关于摄影的摄影：金石声和他的内部空间》，氏著：《聚焦：摄影在中国》，页 171-204。 

45 孙慨《五四运动与中国摄影的风格流变》，《中国摄影家》，2009年第 7期，页 102-107。 

46 关于庄学本的研究参见吴雯《民族志记录和边疆形象——庄学本民国时期的边疆考察和摄影》，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金晶《民族的表征：庄学本摄影与三十年代西部民族形象》，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7 关于张印泉的研究参见陈璟：《“南郎北张”之思考》，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48 关于沙飞的研究参见杨健《政治、宣传与摄影——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考察》，复旦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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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特别是 1937 年之后，中国进入抗战阶段，借助大众传媒等方式，纪

实摄影以强大的感召力有效地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49 

（三）关于中国“美术摄影”和“画意摄影”的研究50 

中西学者对于中国“美术摄影”和“画意摄影”的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多

的关注，但是整体而言论述问题都较为分散概括，缺乏专题式的讨论。不少研究

已经指出画意摄影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呈现，例如以符号学的视角和艺术理论

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51对历史语境和时代思潮没有过多着墨。也有一些研究从

传统美学的视角来分析绘画理论对中国摄影的影响，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诸多思

路上的参考和铺垫。但是就“美术摄影”和美学理论的分析容易出现分而论之的

“两张皮”现象。52因此，“美术摄影”在民国时代语境中的发展面貌仍有探讨的价

值和必要。在先前的成果中，有一些研究对本文启发尤大，如龙憙祖等人从摄影

美学批评的角度，以代表人物为单位，将近代知识分子对摄影的思考和评论进行

了梳理和汇总。虽然这些专书仅限于资料的罗列，但是对于研究中国摄影先驱及

其对摄影艺术理论探索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和材料收集上的便利。53 

再如前文提到的由郭杰瑞、范德珍主编的《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国摄影》一

书将摄影与绘画看成是相互混融流动的艺术形式，当时的手工上色照片，照片上

的题字，以及摄影图式等因素来看，摄影与绘画是无法区分开来的。在 19世纪

下半叶后的历史巨变中，摄影、绘画以及其他视觉图像等多元媒材影响和形塑着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54然而，限于这本论文集的宏大立意和多元视角，对于

 
49 魏浩安《20世纪 30年代民国纪实摄影初探》，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刘慧
勇《民国纪实摄影之推手——〈良友〉画报与民国纪实摄影的发展》，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2年。 

50 美术摄影和画意摄影的概念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能并不一致，相关的概念阐释将在下文中将会
详细说明。 

51 汤霞《画意摄影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呈现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6月。 

52 严琳《意境论对中国摄影艺术的影响》，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4月。黄瑞琪《中
国传统水墨画审美意境下的摄影艺术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5月。 

53 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5）；祝帅、杨简
茹编著《民国摄影文化》（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 

54 郭伟杰，范德珍编著《丹青与影像：早期中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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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上色照片等媒材互动的现象着墨有限，本文将做进一步地探讨。 

“美术摄影”反映出城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艺术思潮受到五四新文化运

动等一系列思想变革的影响，这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多有提及。例如陈学圣的博

士论文从探讨北京和上海的摄影社团的初创，进而关注到“美术摄影”的商业化

和大众画报的传播，以及之后的纪实摄影和民族志摄影。他指出近代的美术摄影

其实是一种精英文化的延续和转化，作为业余摄影师的城市精英分子如何顺应传

统和现代两种价值，从而找到愉悦个人心灵和投入民族复兴最合适的姿态。55徐

希景则进一步指出新文化运动对“美术摄影”的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其与

中国文人画的契合及与西洋画的背离与当时对“美育”的提倡和追求民族风格也

有所关联。56他还另外强调了美术与摄影这两种同源异脉的艺术形式的跨界、融

合与碰撞。57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指出了“美术摄影”作为业余摄影师的一种文化

实践，其中暗含了精英主义的思维，笔者对这一观点深表认同。但因篇幅所限，

以上研究对一些问题的阐释往往一笔带过，首先在于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界的思

想碰撞不可简化为“破旧立新”的陈述；其次，随着个人思想和社会语境的转变，

业余摄影师们对于精英式文化壁垒的态度也变得十分多元；再次，业余摄影师所

深耕的“美术摄影”是否可以被视为商业照相馆摄影的反面也值得探讨和反思，

这些问题笔者都试图在下文中通过对个案的深描进一步厘清。 

关于“美术摄影”如何回应现代主义的问题也被一些学者所关注。柯伟勤

（Richard K. Kent）在对中国“美术摄影”的研究中指出 20世纪早期的中国“美

术摄影”具有接纳、本土化和拥抱西方这三个显著特点，并且通过对比分析了中

西方具体摄影家及作品，概括了中国早期“美术摄影”的实践主题。柯伟勤认为

当时中国的业余摄影师似乎抱有脱离世俗的浪漫主义情怀，对现代主义思潮采取

 
55 Hsueh Sheng Chen. “Art Photography in China before 1949: The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 Elite Cultu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0. 
56 徐希景《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美术摄影”》，《中国摄影家》，2007年 11期，页 68-75。又参徐
希景《“消遣”与“自我精神存在”（上）——民国时期“美术摄影”民族风格的探索》，《中国艺术时
空》，2015年第 1期，页 84-96。徐希景《“消遣”与“自我精神存在”（下）——民国时期“美术摄
影”民族风格的探索》，《中国艺术时空》，2015年第 3期，页 102-113。 

57 徐希景《画家的另一支笔：民国时期“美术摄影”的画意诗情》，《中国摄影》，2015 年 12 期，
页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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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的态度。58但徐希景持有相反的观点，他分析了民国时期“美术摄影”恰恰反

映出他们的现代性诉求，认为业余摄影师们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而忽略对社会的

关怀，反而随着中国社会时局的变化一直以摄影作为积极回应现实的方式。59 

如果把“美术摄影”的范围限定地更宽泛的话，民国时期一些实验性的摄影

作品则更直接地与现代主义进行对话。这些照片打破了固有的拍照程式，追求实

验性的新奇趣味，在实践中尝试包括蒙太奇手法、多重曝光、易装摆拍等方式，

使拍摄或冲洗照片的过程成为一种探索式的游戏。有学者指出这个过程也积极回

应了关于摄影的诸多争论，例如创作性与机械复制之争，具象与抽象之争，社会

性还是艺术性之争等。60一些“美术摄影”风格的作品，也是通过这样的尝试而

得以实现的，因此实验性影像与“美术摄影”之间存在着部分的重叠。无论是商

业照相馆还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实验性作品作为民国摄影师创造力的见证，为这

种图像形式注入新鲜的活力。除了以实验性的作品打破固有的拍照程式，人体摄

影也体现了题材上的突破。二十世纪初期，沿袭欧洲人体再现传统的人体摄影首

先随着摄影进入到商业美术的范围。而之后为了使人体摄影和绘画得以继续合理

存在，美术院校也开始提倡裸体写生，这与当时都市文化的发展也息息相关。61 

这些研究展现了“美术摄影”回应现代主义的一面，“美术摄影”绝非只是

照片以类似绘画的方式呈现，而是意味着视觉观念的转型，艺术实践的表象背后

势必要从思想观念的层面来追溯。正如顾伊在她的研究中探讨了民国时期风景观

念从认识论层面发生的深度转变，摄影、写生等现代视觉经验彻底转变了艺术家

对“真”这一概念的重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碰撞和接纳在这一时期变得异常激烈。

这一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以美术界为中心，论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风格画家对

 
58 Richard Kent.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rt Photography in China: Adopting, Domesticating, and 
Embracing the Foreign. Volume 3, Issue 2: Local Culture/Global Photography, Spring 2013. 
59 徐希景《摩登时代：民国时期“美术摄影”的现代性诉求》，《中国摄影》，2017年 11月，页 85-
90。 

60顾欣《民国摄影中的实验性探索》，《中国美术研究》，2017年第 3期，页 96-105。还可参看顾
铮《“另类”的民国表情——民国肖像摄影野史》，《书城》，2009年第 1期，页 49-57。毛卫东《骆
伯年：民国业余摄影师》，《中国摄影》，2014 年第 12 期，页 92-98。董晓安（Stephanie Tung）
《骆伯年：三种研究路径》，《中国摄影家》，2016年 08期，58-63。 

61 关于早期人体摄影的研究可参看吴方正《裸的理由——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体写生问题的讨
论》，《新史学》，2004年 6月，页 55-113。徐希景《现代都市文化与中国早期人体摄影》《福建
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 3月，页 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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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代性风景观念的接受，指出传统绘画不再是一种“心印”，而是科学化的“视

界”。62笔者还将关注那些游走于职业与兴趣之间的业余摄影师，他们的“美术摄

影”实践一方面对艺术界的观念变革有所回应，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和职业抱负

的彰显，对民族风格的渴望和努力以及不断变动的时代诉求都借助“美术摄影”

得以表现。 

 

三、研究问题 

通过上文中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语境中所使用的“美术摄

影”概念缺乏统一的共识，仍需要进一步阐释和厘清。另外，“美术摄影”背后所

投射出的中国社会所关注的本土化与现代性两个核心问题也较少有深入语境的

论述，仍有言而未尽之处。着眼于前述研究的不足，笔者将从两个层面关注“美

术摄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视觉与思想变革中是如何再现与表现的。 

李欧梵用“hybridity”来指称这一时期文化领域混杂多元的奇观，西方传入中

国的事物经由本土化情境的改造往往成为不中不西的风格。63本文想要关注的第

一个层面是“美术摄影”作为一个由西方传入的概念，它在中国是如何被接受并

尝试本土化改造的？话语选择背后所涵盖的深层次价值取向和思想也无法忽视。

在此过程中，“美术摄影”又如何处理与绘画这种媒介的关系？同时，在追求新

变的时代语境下，“美术摄影”如何同时面对和回应西方写实主义与中国的写意

传统的诱惑与威胁。 

同时，“美术摄影”的很多作品反映出对古典艺术风格的回归。诸多学者已

经指出对于五四新文化之后，传统与现代在文化上已经不能再做二分法的界定。

那么这种看似“复古”风格的倾向是否与现代化的时代进程有所违背？“复古”风

格在中国艺术发展中是一种悠久的传统，回首往昔的姿态意味着对古人的智慧和

技艺的尊崇。然而有趣的是，“复古”却常常充当先锋的思潮来反思当代的种种禁

锢。巫鸿指出“复”代表的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复古”既可以指回

 
62  Yi Gu. “Scientizing Vision in China: Photography, Outdoor Sketching, and the Reinvention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1912-1949.” Brown University, 2009. 
63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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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古代，也可以是“恢复过往”，无论是那种指涉，复古现象的背后都隐藏一个明

确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这种目的的初衷可能是受政治左右的整个王朝的集

体行为，也可能只反映的是个人的艺术诉求和文化愿景。64正如一些学者的个案

所显示的，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知识分子运用“复古”的模式来加速中国转变为

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种过程体现在古物收藏、考古和建筑中。65然而，包括“美

术摄影”在内，这些“复古”的探索都出现在五四新文化“厚今薄古”的思潮之后。

66“传统”变成了被知识分子诟病的话语，但凡带有传统意味的文化、文学和艺术

都象征着保守顽固的立场，而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彻底地构成一种二元的

对立关系。在这样的情境下，摄影再现“真实”的特性，又成为了“现代性”诉求中

充满魅惑性的标签。因此，“美术摄影”不得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斡旋。 

本文所关注的第二个层面希望通过摄影这种媒介，再现出摄影本体之外的感

知变化、身份认同以对现代性的焦虑等问题，从而打破之前线性的静态结构，尽

可能扩大影像史料的价值领域和问题的伸展空间。摄影是一种观看的装置，其背

后隐藏着如何去看与如何被看的双重问题，民国时期各个阶层是如何借助摄影来

表达他们对于“现代”的仰望和渴求？摄影师们又如何借助“现代”来实现民族复

兴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当现代性的体验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时，他们又何

以表现出拒绝与逢迎的矛盾态度，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不断回望自我的身份

认同。 

 

四、研究材料 

本文将会选取个别照片和摄影理论专集进行关注，如郎静山（1892-1995）的

《静山摄影集》《集锦照相》，刘半农（1891-1934）《半农谈影》等，还将关注这

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期刊中发表的作品和理论探索。其中，比较著名且保存较好

 
64 巫鸿《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复古’模式》,氏著：《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
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 3-30。 

65 关于王正华对民国初年故宫文物收藏的形成，胡素馨（Sarah Fraser）对安阳考古的考察。详参 
Hung Wu,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320–367. 
66 本文所指涉的“五四”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包括 1919 年 5 月 4 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和 1917
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出版社，1999），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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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期刊有《中华摄影杂志》《飞鹰》《天鹏》《摄影画报》等。根据学者统计，从

1922 年至 1937 年间，中国和外国照相器材商出版的摄影刊物总共 15 种。中国

的第一本摄影刊物《摄影杂志》是在 1922 年出版的，这本由张雨苍编辑，广州

摄影工会出版的月刊，主要是将摄影作为一种科学技术进行介绍，没有牵涉艺术

性的摄影创作。67通过这一汇总，可以看出民国摄影刊物从发行到停刊之间的时

间跨度并不算太长，因此这类刊物的种类本身并不算太多。但是各种刊有照片的

画报则数量繁多，这些画报才是照片刊发的主要媒介，例如本文所关注的《旅游

杂志》《良友》《时代画报》等。因此，虽摄影刊物种类有限，但想要全面搜集照

片也不易做到，这是本文在搜集资料时所面对的困难之一。 

本文将三位摄影师作为个案单独探讨，一方面是在于三位摄影师本身具有代

表性且照片经过专门的归档，材料更为集中且具有可信性。另一方面，也是作为

讨论上的策略，即便是在个案中，也并不仅仅分析摄影师本人的作品，包括其参

与的团体，社交网络，编纂的期刊内容也都有所涉及。这样做是为了更为清晰地

呈现多个圈层交织重合的摄影活动现状。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双重观看机制，外部

的大众阅读与消费，内在自觉与改良。 

 

五、研究方法 

近年来，对图像的讨论成为学界备受关注的显学课题。68图像材料溢出传统

的艺术史领域，试图在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中展开对话。艺术史领域对图像的分析

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形式主义分析和图像学的两大研究方向中，而是试图挖掘更

多新的阐释方式，因此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艺术史兴起。这种转向是将艺

术品作为产品或商品纳入到社会网络中，使从前那些隐而不彰的性别、阶级与族

群等议题成为艺术研究的重要考量元素。艺术史研究的这种转向使得其跨学科的

倾向日渐明显，与艺术史渊源极为深厚的“视觉文化”也因势而起。 

 
67 马运增，胡志川，陈申等编著《中国摄影史 1840-1937》，页 263-264。 

68 不同学者对图像（images）的界定范围不同。例如彼得伯克的界定“包括各种主题和内容的画
作，还包括雕塑、摄影、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可视艺

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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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的研究较社会艺术史相比更属于交叉学科的范畴，其诞生于后现

代文化纷繁的视觉经验中，主张将之前学院派分开研究的不同视觉媒体都纳入到

视觉的后现代日常生活中进行考量。“视觉文化是一种策略……它是一种流动的

阐释结构，旨在理解个人以及群体对视觉媒体的反应。……视觉文化并不取决于

图像本身，而取决于对图像或是视觉存在的现代偏好。”69援引王正华对“视觉文

化”的总结：“研究对象包括所有的图像（images）、观看器具、技术或活动，以及

与视觉有关的论述；讨论的议题如图像的复制与传播、视觉在某一文化脉络中的

位置、各式视觉表述，以及观者的凝视和角度等；所研究的研究方法可有多种，

不限于各学门的传统，在近年人文社会学界理论化的趋势中，适可与各式理论交

汇对话。”70可以看出“视觉文化”可以将触角延伸至学术领域的各个角落，因此也

难以一个统筹的概念来总结。 

图像研究除了作为艺术作品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验，还可以被视为历史证

据来帮助学者重新建构历史面貌，如提倡新文化史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

带来了“图像证史”的时代。他认为“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

据中的重要形式，它们记载了目击者所看到的行动。”71图像所提供的证词可以与

文字档案进行补充和印证。他认为未来历史学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为“图像文

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images）或“图像的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images）,即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重构制约观众接受和解释图像的规则或惯

例，也就是深入挖掘社会对某种艺术风格接受的原因。72可以说，新文化史的图

像转向和新艺术史所提倡的社会艺术史似乎都有一种相同的趋向和诉求，那就是

将图像放入社会脉络中去思考。让图像可以成为反应社会现实的媒介，也就意味

着它变成了一种可以传达信息的符号系统，图像不再是艺术史家曲高和寡的幽闭

空间，而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对话场域。 

 
69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视觉文化导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页 1-39。 

70 王正华《艺术史与文化史的交界：关于视觉文化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 32 期，
2001年 9月，页 76-89。 

71 彼得·波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 9。 

72 彼得·波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页 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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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文学界为例，图像材料的重新挖掘更是在近年来被不少学者提及。葛兆

光就以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为例，指出之前对图像文献的研究不够重视。“既然

图像也是历史中人们创造的，那么它必然蕴含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

而有意识的选择、设计与构想之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无论是它对主题的偏爱，

对色彩的选择、对形象的想象、对图像的设计还是对比例的安排，特别是在临摹

图像时的有意变形，更掺入了想象，而在那些看似无意或随意的想象背后，恰恰

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于是在这里就有思想史所需要研究的内容。”73他所主

张的是在图像分析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延伸，进入到民族、宗教、观念和意识形

态等宏观的思想史领域。与新艺术史稍有区别的是，其关注的并非是艺术家等精

英或少数人的灵感乍现的创作，而是下放或扩散到那些在普遍观念下由“无名者”

制造的套路式图像，然而葛兆光也承认这种区别在逐渐的混融和淡化。但是在一

个理念上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图像及其所在语境的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有待

解读的“文本”，至于是做艺术风格的诠释还是思想观念的解析就是学科间各守边

界的问题了。74 

近年来，衣师若芬就以图像作为“文本”的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创发“文图

学”的原理，强调对图像“文本”的解读。“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分析“文

本”(text)和“图像”(image)。文本是人们自我表达(情绪、欲望、讯息元、思想)、彼

此沟通、记录和连结的行动单元；图像是文本的表现形态之一。因此，文图学谈

的“文本”和“图像”不必强加区隔，要点是被直接或虚拟地观看，作为需要阐释的

文本。其中，“图像”又分为具有可视性的视觉形式，形象以及想象和意象。此外，

文图学还强调以“观看”为出发点，因“观看”而“认知”“感知”，继而有所“判断”“辨

识”，终而付诸“行动”。研究是行动的一个重要面向，其中又涵盖两层指涉，一是

文本周边脉络，例如生产机制、使用情形、社会网络、流通过程等现象。另一是

探讨文本自身，提出阐述。因此，文图学对“图像”文本的研究路径依序为视其外

观、察其类型、解其形构、论其意涵。75 

 
73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 4期，页 74-83。 

74 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读 2000年以来出版的若干艺术史著作和译著有感》，《清
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5卷，第 21期，页 26-33。 

75 衣若芬《文图学：学术升级新视界》，《当代文坛》，2018年第 4期，页 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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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近年来学界关于图像的讨论可以看出，图像材料的范围随着研究方

法的多样运用而不断扩大，图像证据的意义也随着历史语境的清晰而更具说服力。

摄影作为史料很早就已经应用到“图像证史”的方法中，因为照片对拍摄对象可以

忠实反映并呈现细节，有助于还原历史现场。目前最主流的摄影研究是在新美术

史或视觉文化研究的脉络下展开，无论是社会艺术史所主张的与时代对话的强势

思潮，还是新文化史所主张的侧重“历史真实”的建构和表述，亦或是文图学中强

调对“图像”文本的解读，都试图扩大艺术品和艺术家在时空中的投射和宏观网络

中的价值。摄影作品除了是光学层面上意义的投射，更是摄影师有意经营的视角、

主题和风格，更高的视野下则是一个社会群体对时代思潮的反射。 

本文除了将运用以上回顾中所提及的研究方法处理图像材料之外，还将运用

人物研究的方法对个案进行具体分析。本文试图突破之前过于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和其在某单一领域的贡献投入，代之以丰满立体的视角探讨个案中人物的摄影观

和摄影风格的生成。虽然之前已有个案的先行研究出现，但是并没有考虑到人物

在生平艺术贡献不同门类中的互文性和区别，因此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 

 

六、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一）文本将围绕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20世纪“美术摄影”的特点，关键词

之一就是“现代”。从“现代”（modernus）出现的传统来看，最早出现在公元 5

世纪，目的是想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

社会区分开来。因此，“现代”一词在诞生之初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

76之后，围绕“现代”也逐渐衍生出一系列词汇，“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

“现代派”等。 

“现代性”其本身的复杂性已经无需赘述。最初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术语，是

欧洲启蒙学者对未来社会的一套哲学阐释框架，是按照历史中社会变革和资本主

义的逻辑展开的。可以说，现代性是一个理性化和启蒙的过程，它借助理性的光

环随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因此，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一系列危机与困惑也随

之而来。马克思曾举出“现代性”善恶双面的本质，一方面“资产阶级在不到一

 
76 汪民安《导论》，《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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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里，已经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的生产力……它迫使一切

民族在唯恐灭亡的忧虑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乡村依赖城市，使野蛮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

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77 

一方面，“现代性”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维度，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Max 

Webber，1864-1920），再到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等思想家，都以哲学性的思辨对现代性进行了阐释。同时也反

思现代化进程对社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不断重新思考现代性对于思想理

论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马克思·韦伯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主要围绕“理性化”

展开，认为现代性的理性将会逐步引导世界脱离传统的束缚，并最终依赖理性去

认识和征服世界。然而，这一过程极大地带动了工具理性的效能。在自然科学、

法律行政以及经济生活中，这种貌似合理实为功利的理性正在不断扩大其机构统

治。工具行为讲究效益，追求利益；而价值行为不计成败，只认道德义务。78这

种对现代性的忧虑和预言不幸在现代性后期的发展中得到验证。哈贝马斯指出现

代性作为一项未完成地事业，呼吁启蒙传统的重建。针对现代性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在社会交往的实践层面展开对

现代性的修补。吉登斯与以往最为不同的是提出断裂性和两重性。断裂性是指与

传统的断裂加剧了理论的困惑和知识混乱，以及无法提供系统性的解释。两重性

是指现代变革的双刃剑效应是始料未及的，时空分离成为现代性动力的主要来源，

时空转换使社会活动和知识生产重建了一套新的抽象系统。79当然，关于“现代

性”的论说远不止以上几位思想家的研讨。不少当代学者都曾对西方“现代性”

理论的发展做过梳理，也都明确地表达出这些理论的产生和适用范围有其特殊的

社会背景，因此在使用时应保持清醒的批判。 

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已经十分含混，当它涉及到美学时，更加

剧了其中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矛盾。马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对这两种存

 
77 《马恩全集》，4卷，页 469-70。转引自赵一凡《现代性》，《外国文学》，2003年 2期，页 54-
59。 

78 赵一凡《现代性》，《外国文学》，2003年 2期，页 54-59。 

79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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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性矛盾的“现代性”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

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

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

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

解的敌意，但在他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

互影响。关于前者，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我们可以说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

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

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

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

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

到弘扬。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

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

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

它的那些积极抱负（他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

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80因此，美国汉学家胡志德

（Theodore. D. Huters）曾提到一件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学界广泛的关于现代

性的讨论中，大多都并不能直面“现代性”的问题。所谓的“翻译的现代性”“殖

民地的现代性”“未完成的现代性”“被压抑的现代性”等都是通过运用定语来避

免谈到“现代性”本身。81 

基于此，本文想要关注的，是一种通过视觉建立的现代性的经验。这种经验

包括了视觉所带来的现代的感知，也有基于感知经验的对现代性的美学批判。例

如波德莱尔将现代性概括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

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指出了现代生活的特征以及其中现代人对这种生活的

矛盾性的体验。虽然现代性在这里仅被概括为一系列感性的修辞，但这正是波德

莱尔在19世纪巴黎都市被现代生活击中的最直观的感受。82齐美尔(Georg Simmel)

 
80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2），页 48。 
81 胡志德（Theodore. D. Huters）《现代主义在 20世纪中国的曲折道路》，《文艺争鸣》2020年 6
期，页 140-144。 
82 汪民安《现代生活》，《现代性》，页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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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柏林贸易展中感受现代性对神经的刺激。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他概

括到“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

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

心理。”83同样注重都市生活的瞬间性，但与波德莱尔不同的是，他发现的是都市

变动不居和不稳定性使“现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和“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

本雅明对现代性的阐释一方面是发现游荡者对现代性的观察，同时还有他基于机

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批判。这些城市中无所事事的人，包括落魄文人、妓女、拾荒

者等，他们居无定所，被偶然事件所决定。这些现代社会中格格不入的游荡者一

方面从厌倦了城市与人生，从井然有序的生活中逃离，一方面又不乏警觉与好奇，

无时无刻不打量着现代生活。如果说从波特莱尔到本雅明，都是以城市经验来言

说和阐释现代性，那么这种充满寓言和隐喻的方式正预示着现代性可感知而不可

言说，和一直处于进行时且未完成的状态。 

目前中文学界对“现代性”的批评正如“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一样，仍

然不断地被阐释和建构，想要寻找一种适用于本土的现代性。不少学者在讨论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文化时，所叙述的“现代性”更接近一种与时空有关的“现代”

的经验。李欧梵曾这样论述到“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表现出某种明显的不同。

自从清末以来，日益增长的那种‘偏重当代’的观念（反对古代儒家那种偏重往

古的基本态度）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充满了一种‘新的’内

容：从 1898 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观念，再到五四时期新青年、

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宣言，‘新’这个词几乎伴随着旨在使中国摆脱以往的

镣铐、成为一个‘现代’的自由民族而发动的每一场社会和知识运动。因此，在

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一种向西方寻求

‘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因此，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

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的含义：进步与进步的

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

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正如史华慈教授提出的，这些自由主义价值

观念中，有一些在严复及其同代人的著作里，得到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重新

解释：对于个人的信念则与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那是出于一种着眼

 
83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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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族富强的目的。”84 

可以看出，此“现代性”经由学者以中国社会语境为基础所进行的重新阐释，

“新”被视为现代的近义词，而“新”也在直线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界定。

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形成过程中，严复及其他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翻译无疑在

这个过程中扮演中至关重要的角色，积极投身世界潮流，才能把握新世代的未来。

“现代性”含义的多重理解和争议本身也构成了这一概念的魅力和价值。不可否

认，在 20世纪初期的语境下，几乎关于“现代”的话语都是与西方相连的，“现

代”成为一种新的维度，一种将中国的过去和传统排除在外的表述。 

本文并非想要试图反思“现代性”的概念，而是希望借用“现代性”这样一

个悖论式的逻辑模型用以反思“美术摄影”这一类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

同时，因“现代性”概念本身大而广的适用性，使隐藏在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

的思维得以隐而不彰，从而成为了几乎可以被应用到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思想领

域中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发展势必引起学者的反思，也就是将“现代”作为一个

被假想出来的文化他者，在五四新文化的运作下，已经被塑造成一个与中国传统

全然不同的坐标系。然而，即便是在西方，“现在性”本身作为矛盾的主体已经

无法自救，当它来到中国，则化身为社会文化变革的曙光。虽然曙光总是象征希

望与光明，但它的下方总有一团无法撇去的阴影随行。 

（二）“美术摄影”特点的第二个关键词是身份认同。因为对现代的追求其

出发点仍是基于对主体性的认识，或者说，围绕个体“我”认同焦虑的不确定性

可以被视为一个现代性事件。身份认同由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发展而来，根植于对

个人与群体、社会，乃至世界关系的追问，之后又涉及到关于心理、意识形态、

权力、阶级等一系列复杂的批评领域。无论是关于个体的自我的认同，还是集体

的社会的认同，都离不开权力结构在其中的运作，与文化政治也总是密不可分。 

身份认同理论大致分为两个流派，其一是现代的“本质主义”的认同，这种

认同是与生俱来且客观存在。另一派是后现代的被建构出的身份认同，认为它是

流动的和不断变化的。这一论争可以说是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最大分歧。一方面，

 
8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批评评论精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0），页 235-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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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认为个人的身份认同是自然拥有或生成的，是通过个人的意志和理性获

得的，它基于人们对自身的存在有清楚的认识。本质主义的认同是内在的、同一

的、确定的、完整的、有边界的，是人们把握自我和根植于社会的基点。现代社

会的政治图景正是为这样的人安排的，这套政治制度可以成为这些人所追求的自

由平等，实现自我的正义场所。一方面，建构主义者则主要受萨特、福柯等后现

代主义的影响，认为身份认同是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知识教化机制和权力的惩罚机

制而强制建构的。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强加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

开放的。现代社会以工业化生产和科层制管理为核心的系统性强制，从根本上消

解了本质主义身份认同产生的可能性。这种身份认同强调群体的亚文化，以及个

人私域和日常生活。85 

本文所指涉的身份认同，一方面讨论了其作为主体对自我的发现，另一方面

则将之视为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被强化和建构的结果。后者将身份的确认与

“他者”相连，身份认同不仅通过“他者”增强了本体对自身问题的确认，还预

示着主体身份未来发展的困境。作为一个后现代的批评话语，解构了主体的稳定

性和统一性。对中国而言，这个“他者”更多指的是西方。萨义德在“东方主义”

的讨论中认为西方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制造出东方这样一个“他者”。

东方成为西方的一个参照物，成为欧洲文明的竞争者，使西方成为“与东方相对

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而东方则“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

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86虽然这是一套值得批判和充满霸

权主义的话语，但是把它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中可能是适用的。 

除了将“身份认同”视为是变动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将身份认同视为

一种想象的产物。他论述民族认同时指出这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是想象

的，因为即使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它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

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互相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87现代社会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要依靠共同的情感

 
85 张静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页 45-48。 
86 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页 2。 
8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3），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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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去完成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的建构。 

考虑到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是因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人”的发现，使个体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以“独立”

“自由”“个人”等的名义建构了中国知识分子新的公民身份，重新发现个人的

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以近代国家的身份又进一步加

速了现代民族认同的确立，中国要以何种面貌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成为这些知

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美术摄影”如何表现身份认同

的追认以及如何参与（而非主导）身份认同的建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摄影对

这个过程的参与表现的是一种“弱联系”，虽然本文一直强调的是摄影在表达上

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和被人忽略的自主性，但是拍摄对象的客观存在仍然是决

定照片主要内容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本文在写作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感到力不从

心之处。即便这样，“摄影”可以言说的价值也不应被忽略。 

（三）“美术摄影”的第三个关键词为媒介。摄影作为一种以视觉为内容的

媒介，更能作为一种现代经验的感知维度。可以说，现代经验通过视觉性将会得

以更好的突显。正如本雅明所描述的“游移的观察者”（ambulatory observer），“其

形成基于新兴城市空间、科技，以及影像与产品所带来的新经济和象征功能所形

成之辐辏结果——其形式包括人工照明、镜子的新应用方式、玻璃和钢筋建筑、

铁路、博物馆、庭园、摄影、流行时尚、群众等。”88本雅明以巴黎为中心，将文

字、插图、城市环境、建筑、全景和立体的公共景观以及代表时代象征物的物体，

共同视为建构 19世纪文化的媒介，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多变和分层的方法。不

少学者借助这种方法来试图阐释的“视觉现代性”，关注视觉性的历史变化，探

讨观看方式、观看者和观看工具等视觉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 

克拉里认为现代视觉出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方面是印象派和现代

主义绘画为代表的全新的非透视非写实的视觉，而另一方面同时发生的则是摄影

电影等延续文艺复兴透视法则的写实主义风格的新技术。现代视觉一个亟待解决

的核心就是“观察者”（observer）的问题。“观察主体既是 19世纪现代性的一项

产物，同时，也是其构成分子之一。大致来说，19世纪发生在观察者身上的正是

 
88 乔纳森·克拉里著，蔡佩君译《观察者的技术 : 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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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他或她得以进入新事件、新动力和新体制的星丛之中，而所

有这些新的事件、动力与体制，大致上，或许有点套套逻辑地说，可以定义为‘现

代性’。”89 

唐宏峰指出视觉现代性与媒介考古性的研究取径类似，都是以视觉为核心的

感官媒介做一种考古学式的研究。90可以大致概括为主张背离线性历史，将一种

所谓新的媒介的出现，放置于长久的旧有的媒介形式之中，认为旧的媒介并不会

消失，而是会转化、附着、再媒介化为一种新的媒介。91关注视觉性的历史变化，

将观者纳入到视觉新经验的养成，从而展示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麦克卢汉曾指

出媒介不仅是内容的载体，更决定着内容本身的性质。摄影和照片作为清末民初

视觉经验的重要表征，它创造出极其丰富甚至过剩的视觉奇观，也形成了全新的

感官经验与视觉结构，可以说是塑造中国早期视觉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 

因此，视觉文化和视觉现代性如果仅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回溯视觉的现场，

未免成为空中楼阁的风险。因此，对视觉性的关注仍需要通过历史框架的搭建从

视觉性、媒介特征和文艺思潮等角度进行分析。 

 

七、论文架构 

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论两部分以外，内文的主体将分为六个章节进行论述。这

六个部分尽可能详尽地呈现中国早期摄影的发展面貌，以及早期知识分子摄影探

索的时代背景，还有对代表性个案的深描，试图通过作品和有代表性的人物重建

这些业余摄影师的创作生态和他们背后所反映的个人与时代的诉求。 

第一章 异域、观看、想象：十九世纪中国早期摄影的发展 

第一节 异域之眼：十九世纪在华外国摄影师的“中国”再现 

 
89 同上注，页 16-17。 
90 唐宏峰《视觉性、现代性与媒介考古：视觉文化研究的界别与逻辑》，《学术研究》，2020年 6
期，页 36-43。关于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可以参看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著，唐海江译，
《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页 1-24。 
91 齐林斯基、唐宏峰《媒介考古学：概念与方法——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访谈》，《电影艺术》，

2020年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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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摄影产生标志的达盖尔银版摄影于 1839 年在法国宣布问世。鸦片

战争之后，摄影术正式传入中国。此时这项技术的主要操控者是因战争关系来到

中国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等。这些作为文化他者的业余摄影师，以异域

之眼呈现和拍摄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影像记录更多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琐碎，

以猎奇的视角突出差异性，这其中暗含了东方主义式的凝视。这一时期大多数的

摄影作品缺乏中国主体性，是一种被动的呈现和裸露。 

第二节 中国人对早期摄影的接纳与消费 

由于国门的被迫开放，中国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接触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

中国的各个阶层也都逐渐涌现出摄影的积极探索者。最早对摄影积极参与的是晚

清的贵族，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很快地接纳了摄影，并且学会利用照片作为来传达

个人心志和营造形象，甚至将之用作政治和外交的宣传工具。随着越来越多中国

本土摄影师的加入，中西方的商业摄影师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加速

了摄影在城市社会的广泛传播。摄影已经褪去了奇技淫巧的标签，逐渐在城市生

活中流行，摄影和照片作为一种现代器物正在酝酿着全新的观看方式。 

第三节 科学、真实、现代：中国人对早期摄影的三重想象 

摄影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从被动地了解逐渐变为主动接受和探索学习，只因

摄影在此时凝结着中国人关于现代、科技与真实的三重想象。摄影在中国的普及

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中国的西学东渐与格物思潮，特别是晚清的文人士

绅，往往将摄影作为寻求国家改革和探索西方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摄影术的

到来不仅是为中国社会新增一种图像的再现方式，它的出现还迎合着中国图像时

代的到来。92十九世纪中晚期，随着印刷技术的变革使得图像复制变得更为便利，

各种带有图像的报纸、手册和广告等视觉材料大量涌现在大众传媒中。除了数量

的激增，图像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不再是文字的附庸和书籍的装饰，

而是可以充当承载信息和传达观念的载体。 

第二章 “美术摄影”概念的再阐释 

 
92 中国石印时代的时间是 1884至 1920，《点石斋画报》的创刊是石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彭丽
君认为《点石斋画报》的出现使中国真正进入到了图像时代。彭丽君《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

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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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美术”、写实、真相：民初“画意摄影”产生的时代特征与思潮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美术”一词从西方经由日本翻译传入中国，这一概念

的在中国的接受和应用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中国传统艺术门类变革的诉求。同样

以“美”作为改革目标的“美育”则被赋予现代启蒙与国家复兴等更严肃的使命。摄

影与其他图像艺术形式一样，同样具有教化审美的功能。“美育”此后成为国民教

育的重要内容，并从观念和价值层面为美术的种种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美

术变革”的提出，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折衷派，都将“写实主义”视为中国美术变革

的一个核心目标，而摄影能够重现“真实”的价值正是被迫切变革的美术界所看重

的。 

第二节 绘画与摄影：二十世纪初期的视觉图像多元与混杂 

“美术摄影”同样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在中国需要适应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语

境。用“美术摄影”而不是“画意摄影”来探讨，一方面是考虑到时代语境中的使用

习惯，另一方面则关注到三十年代后期“美术摄影”与“画意摄影”逐渐从含混一致

的概念分化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绘画传统并非是建

立在写实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美术摄影”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探索独立于中国传

统绘画与西方写实主义，并且具有本土化特色和现代追求的艺术语言。 

第三节 商业、画报与展示：”美术摄影”的大众化 

“美术摄影”概念在中国的确立和接受离不开大众传媒和商业照相的参与。商

业照相馆因逐利的特质往往受到业余摄影师的排斥，但也正是这种消费的民主性

更大程度地推动了“美术摄影”的传播范围。摄影画报等刊物也并非是将推动“美

术摄影”的发展作为其主要目标，而是借助这股流行的文化为大众编织出关于现

代城市休闲生活的精英幻想。然而这种介入，也预示着后期“美术摄影”风格的同

质化与创作的泛滥，从而反思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对于摄影阶级

属性的预言。93 

第三章 “美术摄影”中的风景、认同与政治 

 
93 朱国华《阶级习性与中等品位的艺术：布迪厄的摄影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8 期，页 68-77。又参：Pierre Bourdieu and Luc Boltanski.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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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作为媒介的风景影像 

民国旅游业的兴起使摄影成为再现风景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另一方面，随

着美术界变革和“写实主义”观念的逐渐深入，中国绘画对风景的再现也从西画和

摄影中吸取养分，“写生”和“取景”等观念在美术教育和训练中备受推崇。然而，

无论这些图像再现的门类之间如何借鉴并将优势纳为己用，风景发现的背后都是

创作者审美意识和风景观念的投射，因此，风景本身即是一种媒介，在摄影与人

之间发挥着文化实践的作用。 

第二节 空间记忆的改写：风景摄影中的地方经验与感知的竞争 

民国时期的西湖经由旅游影集的改写和形塑，使凝结在此处的时空记忆也在

不断变化和更新。从历史遗迹的消逝到新的纪念景观的建立，影像替代了想象中

的诗意以中立真实的态度将西湖变成市民阶层亲自感知的一部分。影集中的西湖

作为“时代之眼”并非是摄影师个人的表述，而是时代变革中风景感知的变化与西

湖再现的重新表述。 

第三节 永恒与瞬间：黄山风景照中的画意、政治与现代性 

黄山同样作为一处具有浓厚文化积淀和历史记忆的风景在民国时期被重新

发现，在政治目的和文化宣传的驱动下，黄山作为一处“世外山”的形象逐渐褪色。

对黄山的视觉感知虽然得以依赖影像的方式来再现，但是这种感知模式本身又是

从绘画中生成的，呈现出两者媒介之间的互动转化。《黄山揽胜集》作为一本结

合了影像与文学的旅行游记，一方面再现了黄山风景所象征的永恒与不变，另一

方面，集体的认同与观看，现代与原始的旅行经验以及时间的短暂与变动都在这

一程旅行中得以呈现。 

第四章 消遣、写意与个人主义：刘半农的”美术摄影”实践 

第一节 留法归来的刘半农与北京光社 

《半农谈影》是刘半农编写的中国第一本从艺术层面讨论摄影理论的著作。

这本随笔充分肯定了摄影作为艺术的价值。刘半农在创作《半农谈影》时，他已

经从法国留学归来，思想观念也与早期新青年时期有所不同，自我觉醒和对个人

主义的关注使刘半农所提倡的摄影理念同样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以及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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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半农所在的“光社”在强调个人性的业余和消遣之余，更重要的是通过摄影为

知识分子的小众爱好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阶级壁垒。 

第二节 《半农谈影》中的写意与抒情 

刘半农在肯定摄影艺术价值的基础上，也还尝试对摄影的基本类型、技法指

导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他在《半农谈影》中也指出”美术摄影”最重要的就是写意

与抒情。刘半农所提倡的“写意”不仅是从形式上而言，他更注重从观念上溯到宋

元“文人画”中注重“载道”与“畅神”，也就是注重传达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寄

托，也就是与前文所讨论的“消遣观”相统一，而他所提倡的抒情也表现在将创作

者的视线由关注外在社会到发现自我和日常生活的美学，使摄影成为了记录自我

（Self）和现实（Moment）瞬时体验的工具。 

第三节 刘半农摄影中的光影与水墨 

刘半农将光的表现作为摄影最重要的元素，他还善于利用光影来模仿中国绘

画中的笔墨，一方面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古典主义的审美风格和造型意蕴，另一方

面，笔墨“适性”的创作观和“游戏”的姿态，正与刘半农随性的创作消遣观相一致。

然而，这也反映出刘半农对于”美术摄影”认识的局限性，虽然他多次强调其目的

是希望为摄影在艺术领域获得更多话语权，但他对于摄影艺术的独立性和本体性

仍然显得不够坚定。 

第五章 重思郎静山的身份认同、风格塑造与国际声望 

第一节 郎静山的个人经历与摄影生涯 

郎静山是中国摄影史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所创制了独特的个人

表现风格，还因为郎静山始终积极参与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摄影的探索与开创。

郎静山曾经一方面受到家庭的影响在儿时接受了传统的旧学训练，另一方面是他

到上海后的职业生涯与社交网络，都对他在摄影方面的成长有所影响，也塑造了

他对于个人身份与文化归属的认同感。 

第二节 集锦摄影对绘画语言的重新表述 

郎静山所创制的“集锦摄影”是中国”美术摄影”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对曝

光技术的巧妙运用使得画意摄影的意涵不再仅仅作为风格的指涉，而是技术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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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结合体。郎静山的集锦摄影打破了现实拍摄对象的框架和制约，将摄影最本

质的再现性解构成绘画的语言，使他得以表达理想中的美学追求和道德隐喻。集

锦摄影绝不是外界所批评的自我封闭，而是正表现出郎静山试图回应时代和现实

问题，积极寻求适用于现代性与民族性双重问题的解答。 

第三节 自我认同的确认：被观看的东方影像 

观看行为背后显然蕴藏着更加复杂的产生和加工机制，郎静山的作品中所传

达的美感与意义，不完全是由他的创作意图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观看他作品的

观众。“集锦摄影”中显著的东方风格倾向迎合了西方观众对东方的凝视，使郎静

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力图在作品中更加凸显所谓的

“东方”符号，试图使中国的摄影被世界所看到并接受。但在西方观众的视野中，

所谓“中国”与“东方”的概念本身是含混且缺乏国族意识的，“欧美各邦的称道”很

可能只是因作为一个文化的“他者”。 

第六章 多重经验下的金石声摄影与《飞鹰》的现代转向 

第一节 金石声与《飞鹰》的创办 

在上海同济大学就读期间，二十六岁的金石声（1910-2000）同蒋炳南、冯四

知（1911-1984）在冠龙照相器材行的赞助下创办了《飞鹰》这本专业的摄影杂志。

金石声不仅希望借助《飞鹰》来提高中国摄影的整体水平，而且他还呼吁中国摄

影界积极借鉴和学习西方先锋的摄影风格，试图能够使中国摄影早日与国际接轨。

因此，金石声在表现传统的美术风格外，还不断尝试以现代经验来扩充中国摄影

的边界，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强烈的影像实验和现代主义风格。 

第二节 《飞鹰》中的画意、媚俗与自我重复 

《飞鹰》是三十年代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刊物，同时，它也反映出了一些

民国时期摄影杂志所普遍存在问题。随着摄影普及画化程度的提高，”美术摄影”

从具有批判意识和先锋色彩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一种题材泛化和内容空洞的风格，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媚俗性的倾向。这显然是业余摄影师们所不愿看到的

局面。然而，摄影的展示型、消费性以及机械复制等特点，使这种装置本身无法

完全跳脱出取悦公众的宿命，也体现出先锋与媚俗本身也是不可割裂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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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革命语境下的《飞鹰》与”美术摄影” 

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和艺术思潮的转向，“艺术大众化”成为三十年代文艺界

一股强劲的主流话语，《飞鹰》也在创刊之初就提到了“艺术大众化”的目标。”美

术摄影”的意义从注重个人主义的消遣与纯粹美学上的追求，更多的开始关注社

会现实以及为大众服务的价值，所拍摄的题材也愈发表现底层苦难的同情关怀或

劳动奋斗的力量动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飞鹰》还提出“国防摄影”等

概念希望积极地参与文艺备战。然而，从它自身的实践来看，《飞鹰》距离现实

主义的转型仍然还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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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异域、观看、想象：十九世纪中国早期摄影的发展 

第一节 异域之眼：十九世纪在华外国摄影师的“中国”再现 

十九世纪下半叶，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不断吸引着西方观众的凝视。通过摄

影、速写、漫画等图像再现的方式，投射出西方观众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和想象，

世界注视下的中国也在真相与传奇的交错中不断吸引着西方摄影师来此探索的

欲望。94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活跃在中国的外国摄影师的数量不胜枚举，这些

来华人士的身份也多有不同，既有随西方使团访华的外交家，艺术家，还有想要

在中国开拓商业版图的商业摄影师或旅行家。他们的足迹最先从中国沿海口岸开

始，之后逐渐涉足内陆诸地甚至是晚清帝都，并且不同程度地参与和见证了中国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历史。 

虽然西方摄影师在华拍摄且保存下来的影像作品数量有限，可以确定拍摄者

的照片数量更少，但是通过现存的一些史料和前辈学者的研究整理，仍然可以看

出摄影术的出现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在一些开

放较早的口岸地区和外事活动较为频繁的皇都北京，西方摄影师都以十分活跃的

姿态出现。 

第一位来华的西方业余摄影师是法国海关官员朱勒·埃及尔（Jules Itier），他

于 1844 年 8月 15日抵达澳门，其主要目的是以贸易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协助法

国政府来亚洲拓展贸易和商务关系。他所拍摄的照片不仅涵盖澳门及广州的诸多

景象，还有为富商或官员所拍摄的人物肖像。现存最早中国的达盖尔银版照片便

是埃及尔于 1844 年在广州拍摄的三名中国官员（图 1.1）。95  

关于中国出现的第一位商业摄影师的问题，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96一

 
94 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已经出版了诸多详实的整理，例如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
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全 3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李红利、赵丽莎
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1891-1911)》（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黄时鉴编译《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张文献编《美国画报
上的中国（1840-19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 
95 关于这张照片可参看 http://photographyofchina.com/jules-itier.（最后浏览时间 2020 年 7 月 20
日） 
96 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1842-1860》（北京：中国摄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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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首位在华的商业摄影师是苏格兰人休·麦凯（Hugh Mackay, 

ca.1824-1857），依据是他于 1846 在香港报纸上发布的一则达盖尔银版照相馆的

广告。然而，现在学者经过详细的考证，似推翻了这样的看法。97麦凯在香港旅

居期间确实经营过一家含有达盖尔银版摄影业务的麦凯公司（Mackay & Co.），

但是，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麦凯本本人亲自操刀此公司的摄影业务。另外一种说法

是将乔治·韦斯特（Georage R. West, ca.1825-1859）看作是“首位来华的专业摄影

师”，他是一名美国的画家和摄影师。当时他以官方随团艺术家的身份跟随美国

首个访华使团来到中国，之后便以艺术家的身份在中国停留了约 6 年之久，以靠

为富人拍摄人像摄影和出售写生画作为生。在 1845 年 3月 6日香港的《德臣西

报》（China Mail）上可见他的广告，“韦斯特先生敬启维多利亚城居民：本馆从

事达盖尔银版照相，开设在距皇后大道不远处的卑利街(Peel St.)。……”这被认为

是中国最早的照相馆，韦斯特也被认为是首位来华的专业摄影师。中国的游历经

历也为韦斯特来带了财富和名望，他带着大量的作品回到美国后，以“赴华旅行

家和艺术家”的身份，把自己几百幅作品合并成一幅巨型中国全景图，在美国巡

回展览。98 

无论是休·麦凯，还是乔治·韦斯特，在华经营商业照相的摄影师都是通过先

在香港立足进而扩展到中国内地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因素和社会环境，香港和广

州也成为西方摄影师探索中国最早的试炼场。有学者已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

发之前，西方旅客很难进入到中国内地，而只可以在香港、澳门和五个通商口岸

活动。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张，广州的地方政府和人民也反对洋人

从城门进入广州。因此对于那些嗜好摄影，却难以在此施展才华的西方摄影师来

说，拍摄中国内地的日常生活和风景名胜变得难以实现。99 

上述的情况在 1857 年之后有所改变，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西方的

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等人士得以更加深入到中国内地，甚至是北京及华北平原

 
社，2011），页 16。 
97 黎健强的研究指出乔治·韦斯特的广告要早于麦凯，甚至认为麦凯可能并不是一位摄影师。详
参 Edwin Lai. “Hugh Mackay and Early Photography in Hongkong.”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 27, 
no. 3, 2003, pp. 289–293. 
98 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1842-1860》，页 9-15。 
99 郭杰伟、范德珍编《丹青与影像：早期中国摄影》，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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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苏格兰人约翰·汤姆森是当时来华的最重要摄影家之一。1862 年，汤姆森

首次来到亚洲，最初在东南亚诸国、印度和中国等地拍摄了不少作品，之后在

1866 年，将他的作品带到中国举行了亚洲摄影的展览。这次展览十分成功，促使

汤姆森在 1869 年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间摄影室，拍摄人像

同时兼售香港风景照片。之后，他又从香港启程，游览了多个内地城市并拍摄了

题材更加广泛的作品，不仅是人物肖像、风景名胜，还有社会风俗和城市面貌等。

1873 年，他将这些在中国拍摄的影像集结成四册《中国与中国人影像》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在英国出版，这部《中国与中国人》摄影

集所精选的照片多达二百幅，不少照片还配有详细的说明，包括所摄内容，拍摄

机缘和创作理念等。汤姆森曾宣称这些照片是客观与中立的，“我对这本书的设

计是展示中国与中国人的一系列图片，以便呈现出这个我曾旅行过的国家的准确

印象，同时还有中华帝国各地的艺术、风俗与习惯。因此，我用相机时刻记录下

旅行中的细节，以忠实再现我所到访过的地点，以及我曾遇见的人种类型。”100

然而，约翰汤普森的这种“忠实再现”的态度在论述香港的见闻中显露出他不够客

观的立场，他认为英国殖民政府的到来使香港贫穷落后的面貌得以改善，也加速

了其城市化的步伐。“香港和香港人在过去 25 年间都经历了惊人变化，贫瘠的岩

石上建起了壮观的城镇，被绿植覆盖的山坡不仅使此地方的风景更美观，而且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空气质量，改善了居民健康。另外，社会风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虽然可能并不那么明显，但警察机构更加高效，本地富裕和有名望的居民也

加入了制止犯罪的行列。”101与当时其他的外国摄影师相比，即便汤姆森鲜有刻

意丑化中国人面貌的作品，但是凌驾与征服的快感仍然可以从他的论述中清晰可

见，将武力的征服者视为不列颠帝国的英雄，将殖民战争粉饰成正义与文明的传

播。类似的观点还体现在他介绍完长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水运条件后，表明自身

作为英国子民的立场，“在采用各种方式敦促中国政府广修铁路之前，英国也应

该给中国当局施加压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已经存在的优质河道、湖泊资源，

促使他们开放内部的贸易，从而使大量的外国商人及其商品不受限制地在此流

通。”102汤姆森甚至还认为这样的扩张举措，不仅使附近人民免遭洪水之苦，还

 
100 John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Sampson Low, 1873. Vol. I, Introduction.  
101 Ibid, Plate II “City of Victoria, Hong Kong”, p. 15. 
102 Ibid, III, “The River Yangtze”,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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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双方政府都从获得实际的利益。然而，无论如何粉饰这种贸易的合理性，

都难以掩饰汤普森所带有的殖民主义的思维，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封闭且停

滞的落后帝国，需要在与西方的贸易中得到救赎，而西方作为世界先进文化的化

身，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目的，中国当局和人民都应将其视为文明传播的使者。 

随着中国门户的逐渐打开，外国来华摄影师的足迹也越来越广泛，拍摄的题

材也更加多样。通过整理外国摄影师所偏爱的拍摄场景，笔者将沿用巫鸿的分类

方法，简要将照片题材分为人物、地点和人的活动三大类：103 

首先是最常见的人物肖像照和中国人的影像，其中又因用途、拍摄目的和使

用场景可再细分，例如人物肖像照又分为被像主本人使用的肖像写真和纪念型的

小照，或是以其他消费者作为潜在观看对象的商业人物照。这些所拍摄的中国人

肖像并非完全忠实地展现人物面貌，而是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下，形成一种独特的

肖像风格，一方面结合了本地肖像画的构图与范式，另一方面也出于商业目的迎

合着潜在西方观众的期望或展示着摄影师展现艺术造诣的职业野心。关于东西方

肖像画的图像差别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将在第二节中通过具体实例进一步论述。 

对于中国人物肖像照的塑造，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的影响最为显著，他

曾拍摄过大量以中国人为主题的肖像照，并在此过程中对这些肖像照进行了艺术

性再创造，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肖像摄影风格。104米勒在 1861 至 1863 年期间

主要活动在中国的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在当时的商业照相界颇受欢迎。因他

所拍摄的这些照片是以自然地写实风格呈现为主，所以往往被误认为是普通的商

业肖像照，西方摄影史中认为米勒的商业肖像照打造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图像范

式，例如 Mary Warner Marien曾论述到“西方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肖像标准，被

新的富有的中国顾客所采用。奢华的家具放在幕布围起来的封闭空间里，给身着

精致衣物的人们和艺术摆设提供了背景。米勒的肖像通常拍摄的是中国的上层和

中产阶级，以及在外贸商行工作的人。”105Marien显然没有怀疑米勒所提供的关

 
103 不同学者的分类标准略有不同，详参巫鸿著《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
‘缺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 107。 
104 巫鸿《早期摄影中‘中国’式肖像风格的创造：以弥尔顿·米勒为例》，氏著《聚焦：摄影在中国》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页 17-62。 
105 玛丽·沃纳·玛利亚（Mary Warner Marien）《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1900年的文化史》，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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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像主身份的解说，然而，巫鸿观察到米勒肖像画中的人物身份是虚构的，出现

在照片中具有各色身份的人物，很可能是米勒请来的一些普通的本地人，文字说

明中对他们身份和人物关系描述，也可能是虚构的（图 1.2）。106米勒将颇具中国

特点的“祖先像”模式挪用到了人物摄影中，与当时西方摄影界对人物个性和类型

的诉求相结合，从而赋予了像主观众期待的的个性与身份。107在殖民主义的观看

结构中，这种风格又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肖像风格”迎合了世界市场对中国肖像

的想象和猎奇。肖像照同样作为一种商品，成为全球贸易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一

个片段，记录了西方科学与艺术在全球扩张的过程。 

实际上，这种“祖先像”模式的全身照也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引来众多商

业照相馆的效仿。在铺有地毯和布景的摄影棚中，像主会坐在椅子上手扶方形案

几，案几上可能摆放着各种象征主人身份的道具，包括富有寓意的盆栽或象征文

化身份的书卷等。约翰·汤普森曾以殖民主义的视角表示出对这种“中国肖像”风

格的不解，他以《香港摄影师》为题配上相关的漫画发表在当时著名的《英国摄

影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上，他语气轻蔑地论及中国人所偏好的

肖像摄影“他们全都以同样的姿势坐在一张十分方正的桌子旁，或者，桌子通常

会像精心叠起的方型骨架，就像讲堂中用来解说几何原理的器材。桌上有一个花

瓶，里面插有人造花，色彩俗艳，无非是模仿自然的滑稽装饰物。背景除单色的

布料外，还有两块布帘装饰，在被摄者上方布置成等腰三角形的一角，被摄者的

姿势好像有意在示范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见解一般。”108（图 1.3）画中的人物经过

夸张化的表现，动作显得夸张滑稽，表情也僵硬刻板，与西方当时所崇尚的自然

风格的肖像摄影相去甚远。他还指出“中国人不能接受四分之三脸的肖像照，他

们认为一定要把双眼、双耳都照全，脸型要像满月才好。同理，全身姿态也要讲

究对称，脸部不能有阴影——如果实在不能避免阴影，至少也要看上去对称。他

们认为既然阴影不属于人脸的一部分，那么就不要拍进去……”109这种观点显现

 
106 照片转引自巫鸿《早期摄影中‘中国’式肖像风格的创造：以弥尔顿·米勒为例》，页 24。 
107 巫鸿《早期摄影中‘中国’式肖像风格的创造：以弥尔顿·米勒为例》，页 17-62。 
108 John Thomson. “Hong-Kong Photographers.” 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 vol. 19, no. 656, 29 
Nov. 1872, p. 569. 照片收藏于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转引自 Yi Gu. “What's in a Name? Photograph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Visual Truth in 
China, 1840–1911.” pp. 120–138. 
109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 and Indo-China: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er, by John Thomson and Judith Balm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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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中国人肖像照的刻板认识。学者伍美华（Roberta Wue）指出当西方摄影师嘲

讽中国照相馆所拍摄的人像动作呆板怪诞时，却忽略了中国的人物肖像实际上有

意遵循了自己的美学体系，“中国摄影师的作品在空间处理上不遵循单点透视原

则：他们追求的是散点透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常忽视了空间深度。”110均匀的

布光使道具和人物都尽量保持统一的亮度，避免阴影的出现也就造成了照片看起

来缺乏立体感。实际上，作为商业摄影师来说，一方面，他们既要指导像主摆出

更适合拍照的姿势，又要一定程度上尊重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和拍摄要求，并且也

不排除即便是雇佣摄影师来拍照的像主也可能希望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111因此，

也可以看出西方的肖像风格对中国观众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四分之三的侧面

半身照在当时的商业照相馆中也逐渐流行，模特的姿势也更为灵活，从模仿祖先

相式的正面坐姿到侧偏身体或交叉腿部的侧面肖像。 

在外国摄影师所拍摄的数量众多的“中国人”照片中，除了个别上层精英人士

的照片留有姓名外，大多数中国女性和中下层的中国人影像都被进行了“类型化”

的处理。例如米勒拍摄的“妇女 Chinese woman（图 1.4）”112“上海女士 A Lady of 

Shanghai（图 1.5）”113等，作为观众其实无法从照片中来获取关于这些人物的更

多信息和照片的特性，使照片失去了个人肖像照的性质。这种“类型化”在十九世

纪的旅行摄影中极其常见，其作用往往类似于人种学图鉴。从 19世纪中叶直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西方的进化论观念和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期，这使得来华

的探险家和摄影师对人种学和地理学有着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情。他们在拍摄人

像时突出人物在生理外形上的差异，特别是面部特征成为摄影师捕捉的重点。114

这些照片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中国人影像的观看欲望，而照片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因

无关紧要则被隐匿或修改，相机“客观真实”记录的特性在此处变得极具讽刺意味。 

 
110  Roberta Wue, “Essentially Chinese: The Chinese Portrait Subject in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by Hung Wu and Katherine Tsiang,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 268. 
111 狄瑞景的研究试图从照片本身区分雇佣模特与真正消费者的区别，但是她也承认这种区分方
法确实不够可靠，详参 Regine Thiriez. “Photography and Portrai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East 
Asian History, 17/18, 1999, pp. 77–102. 
112 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编《1860-1930: 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2008），上册，页 102。 
113 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编《1860-1930: 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下册，页 107。 
114 John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on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Vol. II, Plat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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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摄影是以地点作为拍摄主体，其又可分为拍摄人文风景、自然风景和

全景照，虽然中国的山川湖海，深谷险峰等具有普遍美感的自然地理风光极具视

觉吸引力，但是西方摄影师还是更偏爱拍摄中国的历史建筑与文化古迹，从而展

现中国特有的人文环境和特色。 

西方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古代建筑，涵盖了塔、寺、阁、坊、殿、桥、园等

传统建筑类型。这些建筑从外形上往往庄严精美，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营造水平。

无论是作为风土生活的展现空间还是日常中的功能性场所，都可视为中国风光的

辨识性装置，成为符号性的点缀。这些照片对西方观众来说，首先因为与西方建

筑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极具诱惑力，然而这些象征过去，停滞和守旧的古老建筑，

有些已经失去了社会功能，甚至被视为王朝陨落的痕迹，这样很容易将西方摄影

师代入到一种中西强烈的二元模式之中，他们将中国文化作为西方世界的反面，

不自觉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认同使他们尽可能地展现与西方世界不同的中国形

象，正是他们将文明与进步将中国带进了“启蒙时代”，从而更加深了对自我文明

的自信。 

第三类照片展现了中国特有的社会面貌、街市百景等人文景观，满足了西方

观者猎奇和窥探中国社会的心态，其中上镜的中国人也多为普罗大众或穷困的体

力劳动者。通过突显原生态的面貌来加深与现代元素的对立，将东方社会塑造成

落后原始的面貌。因为对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与西方不仅是地理上

的遥远，更是文化的隔阂与好奇，中国封闭的外交策略使得正处于扩张时代的西

方国家对东方的奇风异俗和神秘历史充满了无尽的想象。有学者指出，1750 年

是西方认识中国的重要转折点，此后，西方由主张自由合作贸易的重商模式进入

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时代，从美化中国变成恶意丑化，从向往爱慕变为憎恨排斥，

“东方主义”的思潮也随之出现，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又与“停滞的帝

国”“东方专制主义”和“野蛮的中华帝国”等符号相连。115 

十九世纪的商业摄影师威廉·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 1832-1892）

所拍摄的照片极具代表性。自六十年代开始，桑德斯就曾在上海经营照相馆长达

25 年。他经营的森泰照相馆生意十分兴隆，不仅承接照片的拍摄，还出售照片成

 
115 周宁《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04期，页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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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桑德斯的不少作品都是以中国平民为拍摄对象，以此来展现中国人日常生活

的风俗风貌，并且大部分照片都是在室内布景中通过模特的装扮和表演得以完成

的。例如他拍摄的“公堂照”（图 1.6），116并非真正是在政府公堂内进行拍摄，而

是特定的场景布置，照片中坐在中间的官员和旁边的几个随从虽然都正襟危坐，

但动作神态都僵硬呆板，还有两个等待审判的人全身几乎俯爬在地面上以保持着

跪拜的姿势，表现出对公堂的畏惧，除此之外，其中堂处所挂的关公年画和楹联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以及桌案上“月光之大”四字怪异难解（图

1.7），更是坐实了这张照片的戏谑成分，也可能从侧面说明照片的拍摄者和观看

者都很可能并不能理解所示文字的含义。117学者狄瑞景（Régine Thiriez）还指出

除了桑德斯拍摄的“公堂照”之外，当时的很多照片题材都被广泛的重拍和模仿，

各个商业照相馆之前的盗印与抄袭现象以比较普遍。118 

除了“公堂照”之外，其他关于审判与惩罚的照片也特别引起西方摄影师的关

注，这其中多少投射出他们视野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政治的认知。在西方哲学家的

阐释下，中华帝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极端化典型，“十八世纪末以来，中华帝国

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不管是在‘精英哲学’还是‘大众常识’层面上，一直具有主

导性地位。”而由知识精英所创见的这套体系，又“规训”了大众化的认知，称为

大众常识或传说，例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说中国是用棍棒统

治的专制帝国，人们就收集传说各种关于中国严刑酷法的‘资料’，诸如中华帝国

官府严刑逼供和可怕的凌迟处死。”119这就解释了摄影师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西方观众对中国形象的期待，或是一个想象中的由酷刑笼罩的专制帝国。 

因此，关于刑罚的照片引起了很多西方摄影师的兴趣，例如 1900 年活动于

中国的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 1844-1929）120曾拍摄过一

 
116 狄瑞景私人收藏的“公堂照”照片详参：http://www.luminous-
lint.com/app/vexhibit/_THEME_19thc_China_01/6/32/362525100615336104831/; 
https://www.lisataofineart.com/en-GB/shop-home/chinese-court-room-shanghai-china-by-william-
saunders-c1870/prod_10378#.XdITPzIzbow.（最后浏览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117 这张照片的来源参看自狄瑞景《威廉·桑德斯镜头下的旧上海风情》，见吴盛青编《旅行的图
像与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页 119。 
118 狄瑞景《威廉·桑德斯镜头下的旧上海风情》，页 118 
119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五编，第四章，
页 601-618。 
120 James Ricalton 的作品大多被整理在 James Ricalton and Lukas Christopher. James Ricalton's 
Photographs of China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His Illustrated Travelogue of 1900. Mellen, 1990.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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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站笼，他描述到“上街示众后，他和笼子会被放在一块空地上，每天抽走一块

脚下的石头，直到被勒死……这仍然是中国发明的众多死刑中的一种。（图

1.8）”121另外一张拍摄三名罪犯的照片中，摄影师对“枷锁”进行了介绍，“带枷是

比较轻的处罚。……这些枷通常有 33磅重，如果戴几个月，任何人都会忍受不

住的。（图 1.9）”122刑具不仅是对犯人身体的约束和惩罚，还是权力压迫和暴力

的表征。在西方观众看来，这些被刑具束缚的可怜之人无疑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受

害者”，但他们作为观看权力的支配者，实际上是更残酷的观众。 

除了为东方营造出专制与惩罚的恐惧感，贫穷与暴乱也在西方摄影师的作品

中有所影射。利卡尔顿还拍摄过被美军抓获的义和团民兵，称这些人为麻烦制造

者。他们中的很多本身从事苦力工作，而参加义和团只是换取另一种谋生和养活

自己的方式。摄影师这样描述到“中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这种底层的、贫穷的苦

力阶层，黝黑的皮肤，病恹恹的样子，显得非常麻木和忧郁。……他们还不知道

明天他们将被枪决，但是，无论是被炸死，枪毙还是砍头，有个人还是决定先抽

一袋烟。（图 1.10）”123这些以群体形象出现的流民很容易因为摄影师的描述被符

号化，成为贫穷，危险甚至是罪犯的代名词。学者胡素馨（Fraser, Sarah E.）指出

“太平洋和泛亚地区对劳工（即苦力）形象的素材，是追寻西方对中国口岸地区

人民日益增长的恶意和种族歧视的窗口。”124这些被群像化和类型化的各色贫穷

的人群，包括苦力、乞丐和流离失所的底层形象。他们在面对照相机和镜头有种

难以言说的困惑与担忧，呆滞的眼神充斥着不安和焦虑。这群象征贫穷与底层的

苦力在中国绝非少数，在利卡尔顿的另一张作品中则为我们揭露出乞丐群体的更

多的面貌，他所拍摄的《广州的“垂死之地”》中（图 1.11），125这张照片中即将死

去的乞丐给了摄影师和观者极大的视觉冲击，而在这个地方，随处可以看到的都

 
的相关影集又见 James Ricalton. 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 a Journey through the Dragon Empire 
at the Time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derwood & Underwood, 1901. 中文译作对两本书进行了整理
和筛选，详参詹姆斯·利卡尔顿，徐广宇编译《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福州：附件
教育出版社，2008）。 
121 詹姆斯·利卡尔顿，徐广宇编译《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页 57。 
122 同上注，页 81。 
123 同上注，页 153。 
124 胡素馨《以中国人为主题：19世纪的摄影题材》，见郭杰伟、范德珍编《丹青与影像：早期中
国摄影》，页 91。胡素馨的这一论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相关论述。Sarah Fraser. “The Face of China: 
Photography's Role in Shaping Image, 1860—1920.” Getty Research Journal, vol. 2, 2010, pp. 39–52. 
125 詹姆斯·利卡尔顿，徐广宇编译《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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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的世界被贫穷、饥饿以及绝望所包裹。外国摄影师

流连于口岸城市、战争或冲突发生的现场，以露骨的方式记录下中国的贫穷、疾

病和死亡，也使更多阴郁、邪恶与暴力的符号渗透在关于中国的记忆、想象与论

述中，构成了西方摄影师眼中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费利斯·比托的战争摄影则更为露骨的将中国战争中的死亡气息传达给西方

的观众。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受重视的战时摄影。在来到中国之前，比

托还曾拍摄过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 年印度起义。在比托的镜头下，呈

现了圆明园被恶意烧毁后的残垣断壁，还有英法联军大沽炮台击溃清军后血肉模

糊的遍地横尸，以及强迫中国皇帝接受不平等条约等场景，作者都诚实地记录在

照片中。（图 1.12）126这些照片并非是摄影师想要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同情，而

是希望借助新闻记录的方式，让摄影在军事行动中受到重视。鉴于比托随军摄影

师的身份，他所拍摄的照片带有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而并非客观真实的记录，

照片不仅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更被视为一种阐释的媒介投射出拍摄者的文化

偏见和价值观念。这些战争影像也为比托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同时扩大了他

的国际知名度。比如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的歌泽·曼（Gother Mann）上尉曾在写

给妻子的信中也夹带着比托所拍摄的大沽炮台，并写到：“比托告诉我说，这些

是他首批印制出来的照片，他有很多的顾客，估计在军官和香港人中间就能卖出

几千幅照片。”127比托的照片显然不是销售给中国人的，而是满足了英国观众对

这场战争的关注和期待，他的战争影像也以强大的说服力强化了西方观众对中国

和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同时成为形塑英国殖民主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结： 

在这一节中，通过回顾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摄影的发展，梳理出具有代表

性的摄影师及其类型化的作品，讨论了西方摄影师通过相机对中国各个面貌的再

现。当时活跃在中国的西人外交官员、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充当着业余或商业

 
126 照片参看 David Harris and Felice Beato. 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2000. 
127 G. F. Mann to M. Mann, 9th September 1860,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Department of Western 
Manuscripts, MSS. ENG LETT d.305. Cited by David Harris and Felice Beato. 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2000, pp. 27, 40 (note 55). See note 
178 below for Elgin inspecting an album of Beato’s photographs. 转引自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
《中国摄影史：1842-1860》，页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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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的角色，他们掌握着中国照相业的主动权，将“东方主义”的视角渗透在主

题和风格上。128他们通过相机来建构和消费中国，但并不可否认，这些视觉档案

作为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也成为不少中国人了解和

学习“摄影”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种观看是双向的，当时中国的市场上出现的西方人肖像也刺激着

中国人对窥视西方的消费。这种好奇最初同样也是通过摄影来实现的，在上海附

近的集市上，一些西方人的小照片被放进魔术袋成为吸引大众的娱乐活动，在西

洋镜的巡回表演中，各种带有西方元素的图片充斥其中，甚至还有西方的色情图

片，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窥探欲望，西方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同样是充满陌生

与好奇的魔幻世界。129 

然而，十九世纪的西方正处于“殖民扩张”的时代，西方摄影师的视角与按下

快门的瞬间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殖民帝国的想象中，也加强了他们对中国固有的刻

板印象。在西方摄影师和观众眼中，中国在长期的历史流变和集体的想象中被视

为一个“停滞的帝国”，正如学者周宁所言“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

‘中国’。停滞的中国并不是现实，而是西方为了确立进步观念与西方文明在西方

化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而进行的虚构或发明。”130因此，在西方凝视中国的权

力不平等观看中，照片充当了这种建构和想象的媒介。无论是政治身份明显的随

军摄影师，还是经营照相馆的商业摄影师，其职业的自觉和集体式的价值取向都

会使得他们在对拍摄画面进行选择时，揣测潜在的西方观众心理并很大程度上考

量他们的审美偏好和窥探欲望。这些拍摄中国的照片又成为塑造东方世界和建构

中国形象的重要认知来源，中国在此过程中不得不臣服于西方摄影师的镜头。 

 
128 余英时提到的两点值得注意“萨义德的‘东方’主要指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并不包括中国。……
这是中国人引用‘东方主义’的说词时首先必须注意的重要事实。另一应注意之点事萨义德虽然主
张中东阿拉世界各族群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但他并不取狭隘

的部落观点。相反地，他认为文化认同绝不等于排斥‘非我族类’的文化。……总之，今天世界一
切文化都是混合体，都杂有异质的、高度分殊的因子，没有一个文化是单一而纯粹的。”详参余
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页 12-13。关于东方主义的视角被
认为“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于现实情境，受制于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
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即使最怪癖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详参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Said）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2007），页 257。 
129 Regine Thiriez. “Photography and Portrai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East Asian History, 17/18, 
1999, p. 87. 
130 更多关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以及中西视角的复杂关系，详参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
国形象研究》，下卷，第四编，第三章，页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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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人对早期摄影的接纳与消费 

在摄影发明之初，即便是西方的观众对摄影术也存在误解，因为对光学成像

的原理缺乏足够的了解，将照片视为魔鬼的法术。131而中国人最初对摄影的反应

同样也经历过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等的过渡阶段。普通大众对摄影术的态度更多是

恐惧和敬畏的，他们将摄影与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怪力乱神。当时，

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洋人杀人取眼，用来淬炼摄影材料的谣言。132对恐怖氛围的夸

张渲染又加速了这种谣言的传播，使得摄影与中国的种种迷信风俗紧密相连。柯

文（Paul Cohen）指出“像这样复杂又往往前后矛盾的谣言一方面无疑会加重公众

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让群众分担恐怖，并把它转化为集体愤

怒，而降低人们的精神压力。”他还指出，此类谣言往往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炼金

术，且内容在传播中不断变化。他们宣扬一套不存在的理论，即便是完全虚构，

却能让人群的盲目恐慌能有目标所指。133 

约翰汤姆森在最初游历中国各地时感慨于中国人对摄影的敌意，他曾在著作

《中国与中国人》的前言中写道“如果你对中国人和他们的迷信有所了解，就会

明白我在中国的艰难处境。在有些地方，人们从没有见过‘皮肤苍白’的外国人；

且士大夫阶层总是把我们成为‘番鬼’或‘洋鬼子’，虽有人形，但行事之顾自己利

益，且双眼可以洞察天堂与地狱之事。因此，他们总把我当危险的风水先生看待，

我的相机在他们眼里是黑色的神秘工具，能助我看穿山石，看透人心，且能用‘黑

色艺术’把人的面貌描画下来，被‘照’的人几年内就会命丧黄泉。”134他讲述了自

己作为一名外国摄影师在中国大众中的形象。在迷信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他很不

信任，并且怀有很强的敌意。 

这样的遭遇也并非普遍情况，美国旅行家奥斯曼·蒂芙尼（Osmond Tiffany, 

1823-1895）在 1844 年旅居广州时发现民众对摄影更多的是好奇。“银版照片在

当地引发了一阵轰动。在新中华街转交，一家中国店的楼上，还摆着一架相机。

 
131 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1842-1860》，页 11-13。 
132 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1842-1860》，页 13-23. 
133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7. 
134 John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Vol. I,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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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守旧的中国人对摄影术感到又震惊又迷惑，有些人觉得摄影师是巫师……”

而到了六七十年代，天津民众对于摄影的态度好奇多过恐惧，英国外科医生琼

斯·蓝普瑞（Dr. Jones Lamprey, 1824-1900） 在 1861 年 10月 23日到 11月 9日

间，蓝普瑞将自己在外旅行的经历发表在《皇家地理学会学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题为“京西北游览笔记 Notes of a Journey in the North-West 

Neighbourhood of Pekin,”“进入天津，街道仍然很狭窄。街上常有人群聚集，观看

巡回马戏团展览的立体照片——颇让人觉得意外。每次花 1元钱，男人、女人、

孩子都趋之若鹜。这真实西方文明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的奇异的一例。”135可以

看出，中国各个地区和阶层对摄影术接受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主要取

决于摄影师的所见所闻与个人经历。随着摄影术在中国从空间上的扩展和传播，

中国人对摄影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和理性化。 

在近代西物东渐的过程中，官方的接受和态度往往对于事物的推动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如果社会上层能够率先接纳并流行来开，对于大众来说就意味着一种

官方的认可和示范。清廷上层对摄影的态度显然要比普通民众要开放的多，当外

国的摄影师最初将相机带到中国时，这一神奇的小型机械便成功俘获了晚清贵族

的好奇心。然而，这些皇室成员也隐约地发现这充满游戏性的相机似乎同战争一

样具有侵略性，已经逐渐潜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官员几乎在四十年代就成为外国摄影师的拍摄对象，最早成为影中人的

清廷贵族应是时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耆英（1787-1858），他的这张半身

小象（图 1.13）很可能是在 1844 年签订《黄浦条约》时由法国摄影师 Jules Itier

拍摄的。136耆英不仅没有表现出对西人镜头的排斥，反而善于周旋，自有一套游

刃有余的外交策略，之后他还将照片分赠给外国使节以示遵循国际社交的礼仪。 

经常参与外事活动的恭亲王奕䜣（1833-1898）的第一张照片是由费利斯·比

托所抓拍的（图 1.14）。1860 年 10月 24日，27岁的恭亲王奕䜣代表清廷与外国

代表谈判。英军四灵格兰特（Hope Grant, 1808-1875）曾记载下他所目睹的一幕：

“签署仪式进行期间，孜孜不倦的比托先生……拿出器材放在大门入口处，将照

 
135 《皇家地理学刊》，1867年第 37卷，第 239-269页。转印自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
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87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页 197。 
136 胡志川，陈申编《中国旧影录——1840-191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9），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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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的大镜头对准面带愁容的恭亲王的胸部。这位亲王抬头一看吓破了胆。他表

情惊恐，面色苍白，目光先投向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 1811-1863），然后转向

我，心里以为面前的恐怖机器随时会轰掉他的头颅。我们向他解释这并非甚么恶

毒诡计，他听到只是为他拍摄肖像时，面容顿时放松。条约最终签署，过程顺利，

唯一遗憾的是比托先生的照片因为光线不足而完全失败。”137之后，比托又在 11

月 2日重新为恭亲王拍摄。138这张保留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出恭亲王的表情略带尴

尬，凝重不悦，透漏着一丝被迫与无奈，并没有享受拍摄肖像的过程，略微佝偻

的背部也显现出肢体的僵硬。因为就在一周之前，他刚刚代表清廷向英法两国政

府做出了巨大让步，《北京条约》中的条款将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这样

一个关键时刻，奕䜣也许无法在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中和颜悦色。即便奕䜣对于这

样的拍摄情境是心存拒绝的，但是他无法阻止摄影师将镜头对准自己并按下快门，

这似乎也隐喻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局势中，清廷在这种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被动

与妥协。拍照作为一种权力不对等的装置，通过镜头的凝视表现出对被摄者的占

有和控制。 

醇亲王奕譞(1840-1891)与他的兄长奕䜣相比，更加酷爱摄影。139但奕譞曾被

描绘为反对洋务和学习西方的保守派的代表。因此，他对摄影的赞助也反映出清

廷在对待西方技术时态度的复杂性，进步与保守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在二元论的框

架中能够诠释的，而是处于不断一种渴望接受，却顾虑忌惮的斡旋状态中。140 

奕譞的很多现存照片可以看出是像主自由意愿的表达，他以期通过照片表达

自己的情志寄托和塑造自我形象，同时也通过摄影传达个人意志和满足社交的需

求。奕譞曾请当时十分有名的商业摄影师梁时泰为自己拍摄并制作了一份 60页

的私人相册，相册中包括奕譞及其亲友，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141现存最早

 
137 David Harris and Felice Beato. 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2000, p. 28.  
138 两张照片见 David Harris and Felice Beato. 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2000. p. 130, p. 175. 
139 奕譞的影像较全地收录在刘北汜、徐启宪主编《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北京：紫禁城出版
社，1995），页 52-63。 
140 关于奕譞对摄影的个案探讨，更多参看 Yi Gu. “PRINCE CHUN THROUGH THE LENS: 
Negotiating the Photographic Medium in Royal Images.” Ars Orientalis, vol. 43, 2013, pp. 125–138. 李
国强《奕譞照片八帧》，《紫禁城》，1987年第 4期，页 10-12。 
141  Albumen Print. Wharton Barker Paper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32081,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仝冰雪指出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藏有一本照片册《醇亲王奕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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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张奕譞的照片可能是他在神机营任职期间，约摄于同治二年（1863 年）的一

张合影（图 1.15），时年 24岁的奕譞与他的士兵部下拍摄于军营，并在装裱时加

上了一首自题七言律诗“波面残阳耀碎金，炎光消尽觉凉侵。莫言倥偬三军事，

也得逍遥一律唫。碧草马嘶欣脱辔，清溪人坐乍开襟。云容糺縵随风布，念切油

然早作霖。晚操后步至长河作。”这首诗是奕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操练后来到长

河边逍遥放松的时刻，照片中的自己手扶腰刀，显现出年轻贵族将领的神采飞扬

的。当奕譞在怀念与纪念神机营的任职岁月时，是否也会陷入一种年少不在的自

我缅怀。三年后（1886 年），时泰又为奕譞、李鸿章（1823-1901）和善庆（1833-

1888）三人拍摄了一张合影（图 1.16），成为之后创作《巡阅北洋海防图》（又称

“渤澥乘风图”）的重要素材和肖像来源，这幅时事画不仅参与了早期视觉档案的

建构，也为早期摄影与本土绘画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和谐的结合方式。 

奕譞最为知名的肖像照应该是一张摄于 1886 年的喂鹿图。这张照片身着素

衣，手握松枝，通过符号化的象征表达对益寿延年的企盼，然而奕譞选择将两方

别具意涵的印章至于人物的两侧，分别为“皇七子和硕醇亲王：渤澥傑风”“东朝

御赐，思合符契”都象征着他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而现在的他选择一袭素衣，

与鹿为伴，表达出他功成名就后的隐退（图 1.17）。奕譞的这种对隐逸的暗示也

出现在摄于 1887 年的“妙高峰主人四十八岁像”上（图 1.18）。这张照片的形制延

续了古代肖像画的中的“行乐图”，行乐图主要是通过描绘像主所参加的休闲活动

来呈现出一种闲适状态与田园雅趣，奕譞制作这类图像的意图很可能是他在面对

虎视眈眈的权力斗争和远离政治纷争的巧妙策略。142 

这一时期，摄影在皇室之中已经十分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的趣味。作为

晚清皇室核心成员之一的慈禧（1835-1908）也积极参与着摄影的互动游戏，慈禧

对摄影术的接受也表现出社会上层对摄影术态度的转变。143 

 
及北京王府风貌》，包括 60张蛋白纸基照片，含 6张奕譞生活照，照片册封面有“天津梁时泰照
相馆寓杏花邨”字样，此相册是1888年7月16日由轮船招商局官员赠送给巴克太太（Mrs. Barker）
的。参看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页 122。 
142  Roberta Wue, “Essentially Chinese: The Chinese Portrait Subject in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p. 257. Yi Gu. “PRINCE CHUN THROUGH THE LENS Negotiating the Photographic 
Medium in Royal Images.” Ars Orientalis, vol. 43, 2013, p. 130. 
143 慈禧的照片图版参看林京《故宫藏慈禧照片》（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页 15）。林京
《慈禧摄影史话》，《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 03期，页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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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善于利用个人照片的展示来塑造自己在世界国

际中的形象。现存慈禧的照片大多是由晚清外交大臣裕庚（？-1905）之子裕勋龄

（1874-1943）拍摄的。144起初，慈禧对西方的肖像画风格十分感兴趣，并接受了

当时美国的女画家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 1865-1938）为其特别绘制的西式

肖像画。其中一幅慈禧的肖像还被带到美国圣路易城，在 1904 年的世界博览会

中被展示，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慈禧的形象进入到公共视野与舆论下，通过彰显其

“女性化”和端庄高贵的形象来突显慈禧亲善的性格，从而缓解了中国与国际世界

的关系。145同时，为了顺应西方社会流行的互赠照片的社交礼节，慈禧也曾将照

片当做纪念礼物送给外国使节，以示亲善友好，同时也隐晦地表达了清廷希望一

改往日的封闭，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1904 年 5 月，慈禧与外国使节交换

照片，成为官方机制。她希望运用摄影在国际上展示自己的端庄与威严，扭转“庚

子事变”后自己被西方媒体所塑造出的邪恶毒辣。同时，慈禧的单人肖像也夹杂

着她浓厚的权力意识，向外展现着她在清廷中手握重权的骄傲，甚至希望借助自

我肖像的展示来改善国家形象，正如学者王正华指出“慈禧通过肖像的方式塑造

成为国家代表，肖像照片这一过程最重要的中介，在新兴的公共领域中塑造公众

舆论，成为影响实际政治的视觉资源。”146 

除了这种公共领域所展现的权力意识，慈禧在一些非官方的照片中更多地表

现出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欣赏。例如她曾被拍摄过“梳妆揽镜照”等主题的照片（图

1.19），这类照片承袭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仕女画的形制，表现女性对自我容貌的

欣赏和自信。慈禧在拍照时甚至还曾挪用过两腿交叉的姿势，为这种本来充满暗

示性的姿势赋予了新的女性意识。（图 1.20）147她将这些曾经不合礼制的姿势祛

除了色情的成分，而是将其转化为女性力量的表达。通过摆在她的荣誉头衔的旗

帜的强调下，她通过相机镜头面对了男性摄影师和观众的多面凝视。148 

慈禧的肖像照片中既有个人独照，也有众星捧月式的合影，主题包含有游园、

 
144 慈禧的照片引自刘北汜、徐启宪主编《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页 28-49。 
145 王正华《走向“公开化”:慈禧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美术史研究集刊》，
2012年第三十二期, 页 283。 
146 王正华《走向“公开化”:慈禧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页 239。 
147  Ying-Chen Peng. “LINGERING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Photographic 
Portraits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Ars Orientalis, vol. 43, 2013, pp. 157-174. 
148 彭盈真《顾影自怜？——从慈禧太后的两帧照片所见》，《紫禁城》，2010年 09期，页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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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夏、赏雪、簪花等场景。此外，她还热衷拍摄变装照，观音扮相是慈禧最喜欢

的肖像主题之一（图 1.21）。然而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慈禧所扮观音的照片并非

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而是杂糅了佛教、道教和通俗戏曲的宫廷文化的缩影，

是慈禧的自我标榜与民间通俗文化杂糅式的结合。149观音形象在中国融合了慈悲

的母性光辉和崇高的美好品质，而摄影因为其再现能力使得这种角色扮演更具真

实效果，作为照片的观看者，也能够被深切地带入到慈禧即是观音“化身”的真实

中。 

如果说慈禧的肖像表现出晚清贵族女性自我权力与意识的觉醒，那么李鸿章

则通过个人肖像在国际中塑造出中国男性官员的权威性。约翰·汤普森在为李鸿

章拍摄照片时曾高度评价 “他是中华帝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因为他的政

治成就和对国家的伟大贡献使他在外国人中也颇有威望。……同时，李鸿章十分

推崇和尊重西方的科技，他是一名真正的绅士。……”（图 1.22）150一方面，李

鸿章通过与西方国家政要的合影出现在国际媒体中，在 1896 年的出访欧美的过

程中，李鸿章曾与俾斯麦（Bismarck, 1815-1898）、英王储妃以及其他贵族政要等

人合影留念或互赠小照。151无论是官方礼仪的还是私人社交，这些照片都加强了

双方的情感联系，李鸿章以权威正统的中国男性形象得以在国际视野中出现，这

种正面开明的流通方式也使清廷之前在国际中封闭自大的专制形象得以改善。 

李鸿章作为晚清的政治家和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

名度，他的个人肖像照不仅没有使他的形象沉溺于众多中国人“类型化”的群相中，

还通过个人广泛的公共影响力在国际上流传广泛。学者伍美华观察到李鸿章始终

遵循着中国传统模式的肖像摄影风格，即身体和眼神都正视拍摄的镜头，这种充

满气势和威严的坐姿也暗示着一种对“正统”性的认同和他自身“正统”身份的匹

配。（图 1.23）152李鸿章的人物肖像并不是缺乏创新性或对冲破刻板印象的无能，

而是对中国肖像模式的强化和坚持。这种肖像范式不会表现出个性，而是遵循一

 
149 彭盈真《三海遗事：慈禧太后的‘中海扮观音’拍照始末》，《紫禁城》，2012 年 06 期，页 32-
39。 
150 John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 and People Represented. Vol. IV, “Li-Hung-Chang,” plate II. p. 19.  
151 蔡尔康、林乐知编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52 胡志川，陈申编《中国旧影录——1840-1919》，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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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规范和文化身份的需要。153 

随着清廷从贵族到高官自上而下的影像示范，中国人对摄影的认识也不再陌

生排斥。为这些王公贵戚拍摄照片的，除了西方摄影师以外，还有中国商业摄影

师这一群体。通商口岸中一些本来靠绘制外销画的画师看到照片的流行，便去西

人的照相馆当助理或学徒，学习摄影术。154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经营照相馆时，往

往也需要聘请一个通晓本地语言的华人助手来帮忙处理本地沟通和经营的事宜。

双向的需要使两者很快达成互利的合作，这些本地助手在逐渐掌握了摄影技巧后，

有的也自立门户，开办照相馆。 

相较于西方摄影师的资料仍能从细枝末节之处发现梳理，中国摄影师的生平

资料几乎所剩无几，一些只言片语也缺乏连续性，为后代研究者提供的信息也比

较有限。1861 年之前，在中国从事摄影活动的几乎全部是外国人。随着中国摄影

师力量的壮大与技术的成熟，他们与西方摄影师之间在争夺消费者方面也存在较

为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大卫·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在他的评论中刻薄地

写到，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为了节约成本，常选用廉价的设备和耗材，因此，他

们低廉的要价和节俭的天性也意味着照片作品质量令人担忧。“中国人生性节俭，

即便是影室必要的支出，也舍不得花上分文。他们买东西必买便宜货，价格至少

要低于市场均价才会考虑，对他们来说，省下几分钱比追求质量更重要。因此，

在照相馆里，无论是各种陈设、设备，处处都显得简陋寒酸。外国居民很少光顾，

唯一的客源是外国船只上的水手，或是偶尔前来一试的外商书记员。”他指出，

光临中国照相馆的都是低端的客户，品位堪忧，也不追求精致的拍摄效果。这些

中国摄影师“很少于模仿他们的外国同行，学习新东西……尽管模仿的结果常常

会显得怪诞”155无论中西摄影师在技艺水准上是否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中国摄影

师都因低廉的价格抑制了不少西人照相馆的发展，因此当时不乏刻意诋毁中国摄

影师的情况。但中国摄影师反而在广告中会大肆宣扬其摄影技艺传承西法以及选

用来自欧美设备和耗材，这种宣传策略甚至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例

 
153 Roberta Wue. “THE MANDARIN AT HOME AND ABROAD: Picturing Li Hongzhang.” Ars 
Orientalis, vol. 43, 2013, pp. 140-56.  
154 关于早期摄影肖像照，参看 Car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Paintings, 
Furnishings and Exotic Curiosities.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2004, pp.35-104. 
155 《摄影在中国：格里菲斯所作三篇文章》，见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西方摄
影师 1861-1879》，附录 10，页 40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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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872 年在苏三兴照相馆开业的广告，“启者，本号照相系西人传授，其法精

工……”156宝记照相馆在广告中写到“最新欧美式美术电光照片”“由德国定来美

术照相电灯多盏”等。157宣传重心的导向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消费者对西方摄影的

信心，主体性的丧失使中国摄影师缺乏打造本土风格的勇气，而成为一种殖民主

义思维和迷恋西方的表现。因此，虽然中国摄影师以价格抢占了一部分消费市场，

但仍有顾客愿意选择价格更为高昂的西人经营的照相馆，他们认为这些照相馆的

声誉和技艺更高，也能提供更专业优质的服务。158 

到了 1970 年代初期，香港的皇后大道上已经有不少华人摄影师，这些摄影

师的技术也并不在西方摄影师之下。例如前文中提到为诸多清廷上层拍摄过肖像

的摄影师时泰便是香港人，还有十九世纪中国最成功的商业摄影师黎阿芳（或称

赖阿芳/阿芳）（Lai A Fong, ca.1839-1890）。阿芳也是太平天国时期从广东来到香

港避难的，之后在香港学习摄影术的，技术精通后便开始经营以自己的名字经营

照相馆，并在香港取得了巨大成功。159约翰·汤姆森曾经赞美阿芳的涉及技术娴

熟，拍摄角度考究，照片非常精美，与他认识的其他中国摄影师相比，阿芳的品

位和能力都令他刮目相看。160阿芳所摄现存的人物作品中，可以看出与米勒或桑

德斯的作品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摆拍的易服照，反映中国风情的风俗照等。阿

芳很善于利用中西肖像风格的文化差异，而不是因此限制了自己的发挥空间，他

会根据中西顾客的不同身份而为其设计拍摄姿势并推荐不同的照片样式，或在此

基础上结合两种风格的特点进行创新，足可见其颇为灵活的经营策略和商业头脑。

161除了香港以外，内陆的各大通商口岸也纷纷出现了一些商业照相馆和摄影师，

他们的活跃也说明了摄影作为一种消费需求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 

在现代性的推动下，照片作为展示的功能也逐渐被大众所接受。摄影成为当

时中西社交中的一个重要媒材，照片作为纪念品和时髦礼物颇受社会上层阶级的

 
156 《照相》，《申报》，1872年 12月 31日，第 6版。 
157 《中华馆西号今日开幕》，《申报》，1923年 12月 25日，第 17版。 
158 Regine Thiriez, Photography and portrai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83. 
159 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页 67。 
160 John Thomson.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1837-1921. Nabu 
Press, 2010, pp. 188–189. 
161 关于阿芳的研究参看：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页
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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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颇有意思的是，女性比男性更积极地加入到这种自我形象的观看和展示中，

特别是上海的高级妓女最早利用照片来进行自我宣传，以此吸引仰慕者和顾客。

1876 年，李默庵在《申江杂咏——照相楼》一诗中描绘当时的情境：“显微摄影

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这首竹枝词说

明了当时摄影比肖像绘画更受佳人们的欢迎，而佳人们的影像也成为男性客人竞

相购得的商品。此外，1884 年，上海刻印《申江名胜图说》石版画题“自西人有

照相之法，而镜中取影益觉活泼如生，更不必拈粉调脂，细写名花倩影也……凡

柳巷娇娃，梨园妙选，无不倩其印成小幅，贻赠所换。”1621909 年的一首竹枝词

也写到“明镜中嵌半身像，门前高挂任人观。各家都有当行物，花界名流大老

官。”163有的照相馆还会邀请名妓前来拍照，并悬挂于玻璃橱窗内，用以提高照

相馆的知名度。而这些名妓美人也愿意通过摄影定格老去的容颜，将花容月貌永

远留存在影像中。这些记录也许可以侧面反映出，拍摄娼妓的照片似乎在上海有

很大的消费市场，当时社会中甚至有收集名妓照片或插图的行为。164妓女的照片

被公开展示并广受欢迎，也可以代表她的成功，在被消费的同时也体现出她们展

示身体的消费价值，以及伴随而来的声誉、金钱和权力，可以说这些娼妓是大大

受惠于摄影及其照片传播的。165 

优伶的剧照是另一类热衷展示和自我宣传的照片类型。这些穿着剧照的戏剧

伶人成为流行的影像素材，一方面与当时中国城市的戏剧演出的火热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伶人娼妓身份的混杂性。学者指出相比较于其他戏剧角色，当

时最受欢迎的是旦角的剧照，旦角表演者的流行也可被视为娼妓文化的一个松散

的延续。但是这些旦角很多是由男性扮演的，在这复杂的性别暧昧性的观看中，

旦角的照片使女性性质脱离了肉体和非物质化，带来的是新的娱乐品位和消费，

他们的影响力不再仅限于舞台，而是置于更大的商业网络中。166 

除了迎合展示需求的照片，照片作为消闲活动的纪念影像在男性文人之间也

 
162 彭丽君《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页 83。 
163 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光绪朝卷、宣统朝卷）》（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 15397页。 
164 Regine Thiriez. “Photography and Portrai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 86. 
165 彭丽君《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页 85-89。 
166 彭丽君《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页 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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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流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市民已经开始在公园内拍摄聚会或纪念留影，

这些照片更多地被用来自我收藏而非公开展示。1888 年 4月 7日，《申报》首页

刊登了《品兰雅集图记》，记录下当时众友人一同在园林中品酒赏兰的风雅乐事，

作者“高昌寒食生”即何桂笙（1841-1894）对在雅集拍摄留影一事印象颇为深刻

“虽然此事之可记者，不在一时之雅集，而在于百世之盛名。以名园赏名花，集

名士，且各收入画图中，自此而图不磨者，名亦不磨。”1671892 年 4月 13日，何

桂笙又在《申报》上发表《徐园书画会记》，记录“鸿印轩主人”每逢初春时节便

招揽文人墨客于此雅集，品赏书画的文化盛事，其中不乏上海文化界的名人，其

中“鸿印轩主人”便带着相机器具希望记录此情此景聊以存念，于是众人皆入影中，

将难得的时刻定格于历史。“观乎此而悟人生盛衰之理。……且人生之不朽之业，

最为难得，而独法术、名画则流传永久，愈久愈珍，是真不朽之业也。主人设此

雅会，欲使在会诸君不但留其形影，而且留其翰墨，俾会中人皆得以永垂不朽，

主人之用心不亦深且远哉。”168 

小结： 

可以看出，中国的上层精英和迅速崛起的商人阶层比普通民众要更早地接受

和支持摄影术，他们消费和欣赏照片，甚至利用摄影来服务于他们的政治义务，

个人抱负和社交需求。然而，社会上层与普通大众的直接交流仍然有限，真正促

使大众对摄影改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摄影在大众娱乐中的应用。169上海等地的伶

人娼妓对摄影的兴趣和他们对于拍照的热衷，将摄影带入了更广泛和公开的展示

层面，照相馆也乐于为这些颇具话题性的公众人物拍摄，并通过出售这些名妓小

照赚取更多的关注和收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摄影在中国人的眼中已经不再陌

生。 

 

第三节 科学、真实、现代：中国人对早期摄影的三重想象 

19 世纪晚期是西学知识加速涌入中国的时期，清政府及文人精英们对西人

 
167 《申报》，1882年 4月 7日，礼拜六。 
168 高昌寒食生《徐园书画会记》，《申报》，1892年 4月 13日礼拜三，首页 
169 《伊萨克·泰勒·何德兰论摄影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见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
中国摄影师 1844-1879》,页 3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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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中国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抱有极大的热忱。摄影科学同样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和

好奇，特别是作为一项以视觉投射为原理的科学器物，摄影术被隐喻为管窥西方

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的透镜，通过摄影来获得镜像的启发，寻求自我的突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关于光学成像的记载和实验，学者黎健强在《暗箱和摄影

术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中指出墨子在《墨经·经说下》就曾记载过摄影成像的基

本原理“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

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

于光，故景㢓内也。”170之后，北宋的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和陶宗

仪（1329-ca.1412）《辍耕录》等书都曾从物理学的角度探讨过光学成像的原理。

171然而照片的产生离不开化学的进步，摄影的发明也不仅仅是物理光学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更要依赖于运用化学技术将图像固定，因此，综合了物理光学与化学

显像技术的摄影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几乎在西方摄影传入中国的同时，广东一位对近代科学十分感兴趣的传统士

绅邹伯奇于 1844 年便撰写了《摄影之器记》一文，其中具体讲解了照相机的成

像原理，器械构造，操作步骤等说明，是中国摄影史初期的重要探索。然而这本

记录并没有涉及将拍摄图像固定在支撑物上的化学步骤，而仅仅是介绍了摄影成

像的光学原则。邹伯奇可能是中国一个运用“摄影”一词的理论家。在中国，“摄

影”并不是唯一表达这种再现技术的词语，摄影还被称为“照相”“写真”“照影”“照

小像”等，甚至还有将之称为“镜说”“镜学”等。学者William Schaefer根据词汇结

构对“照相”“摄影”两个概念进行了对比，他指出“照相”中“照”的意思是再现，有

如镜子般如实反映，也可以理解为以光线照亮被拍摄物体，而“相”的意思是面容

外貌，还包括举止动作，姿容仪态；同时也可以是动词，意为观看和评价。“照

相”一词言明了这种技术是通过光线照亮以显现某些物体本身的外观，而不是强

调照片所创造的图像，表现出的是事物的内在性质。而“摄影”中“摄”的意思是吸

取，召唤，而“影”意味着是吸取光线后所留下的痕迹，而不是真实存在的。“摄

 
170 《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见 https://ctext.org/mozi/exposition-of-canon-ii/zhs.（最后浏览时间：
2020年 7月 20日） 
171 参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辨证一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36266&remap=gb. 陶
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87183&remap=gb.（最后浏览
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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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一词则将照片视为投射图像的阴影，是物体所抛出的图像，然后被光敏表面

吸收，亦或是想象成图像本身于自由浮动的状态，通过相机镜头得以捕获。172 

摄影在西方被理解为是光线对形象的刻画。在达盖尔法向公众宣称摄影术发

明之前，Joseph Niepce（1765-1833）对于日光摄影法“Heliography”已经试验了很

多年，他尝试用光线在处理过的金属板上呈现图像，是摄影术的最早开拓者。发

明“卡罗式摄影法”（Calotype）的 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将他的

方法定义为”photogenic drawing”（光绘成像）。达盖尔摄影术发明之后，这种用

光来绘制图像的方式由 John Herschel（1792-1871）正式命名为摄影（photography），

此后“摄影”这一名称被固定下来。173实际上，从摄影术的翻译也可看出使用者对

其本体论认识的差异。摄影可以理解为“捕捉图像”，通过命名，可以看出邹伯奇

与早期探索光学成像原理者的不同，他敏感地感知到摄影将会对视觉再现的认识

带来变革。邹伯奇并没有从实验理论进行探索，而是直接处理机械装置的问题，

他研制了一部木质照相箱并配有镜头，可能还用过自制的玻版照相机为自己拍摄

过照片。他将相机与画谱相类比“以木为箱，中张白纸或白色玻璃，前面开孔安

筒，筒口安镜而进退之，后面开窥孔，随意转换而观之，名曰摄影之器，此画谱

之最生活者也。”174画谱通过指导创作者步骤来完成再现世界的方式，而相机将

提供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来表现世界。邹伯奇的这层类比指出了照相为创作者提

供了更佳精确的方式看待世界，相机对于再现外部世界的能力远超过之前绘画所

涉及的知识和技巧。邹伯奇的摄影观念既展示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又宣布了对新

的世界观的欢迎和接纳，表现了晚清士绅阶层对中国古老历史的尊重和与现代性

需求结合的迫切。Oliver Moore 指出邹伯奇的成就不仅推翻了摄影作为一项全新

的新奇事物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假设，而且也开启了中国摄影更丰富的社会史。

175 

 
172 William Schaefer. Shadow Modernism: Photography, Writing, and Space in Shanghai, 1925-1937.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 
173 Yi Gu. “What's in a Name? Photograph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Visual Truth in China, 1840–1911.” 
pp. 120–138. 
174 《摄影之器记》，邹伯奇《邹徵君存稿》影印版。 
175 这一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围绕中国摄影是否独立由中国人发明产生的。实际上，邹伯奇在中国
摄影史中的地位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邹伯奇是中国摄影第一人，也有摄影史学者如赵俊毅

通过梳理认为邹伯奇的《邹征君遗书》是在他过世后经整理出版，邹伯奇为中国照相第一人的说

法存在很大争议，反驳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肯定了邹伯奇在晚清现代性的先锋地

位。Oliver Moore. “Zou Boqi on Vision and Photograph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pp. 33–54.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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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邹伯奇以外，王韬（1828-1897）也曾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过他关于摄影术

的兴趣。在 1858 年，王韬就结识了上海的法国摄影师李阁朗。咸丰八年（1858

年）九月十有九日辛卯条载：“陈萃亭、刘益斋从槜李至，来访。萃亭，予故交

也。……因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

一影，眉目毕肖，其法以圆镜极厚者嵌于方匣上，人坐于日光中，将影摄入圆镜，

而另以药制玻璃合上，即成一影。其药有百余种，味极酸烈，大约为磺强水之

类。”176两年之后，他记载了友人吴子登（1819-1885）学习《照影法》一书，未

通之处，还受到西人摄影师的指点。咸丰十年（1860 年）三月二十日甲申条：“清

晨，吴子登来访，言拟学《照影法》。其书，壬叔已译其半。照影镜已托艾君约

瑟，字迪谨，英国耶稣会士人，颇诚谨。购得，惟药未能有耳。”177同在 1860三

月二十四日戊子条：“清晨，吴子登来，同访艾君约瑟，将壬叔所译《照影法》

略询疑义。艾君颇肯指授。”178王韬多次提到的友人吴子登也是清末的外交家和

翻译家，他热心西方科技，对摆弄摄影相机更是兴趣浓厚。179 

实际上，士绅阶层中不乏对摄影感兴趣的开明人士，在约翰·汤姆森的《中国

与中国人》影集中还拍摄过一位晚清的普通士绅杨昉（1830-1894）及其家人和庭

园的照片。杨昉曾因爱好摄影与不少西方摄影师都很熟识，他也愿意将西方摄影

师引荐给感兴趣的中国官员认识。杨昉之前曾在上海读书，并接受了很多先进的

观念和西方的技术。远征中国的医生帕维尔·皮亚塞斯基（Pavel Piassetsky）也是

一名艺术爱好者，他曾写 1884 年出版的《蒙古与中国的俄国旅行者》（Russian 

Travellers in Mongolia and China）一书（两卷本）中写道“我一直很希望能结识中

国人杨方。他见识很广。……他 50 多岁，个子不高，很胖，胡子稀疏。我们闲

聊了一会，话题很快转到科学、医药、摄影和化学上……他的家里有一个摄影实

验室，还有一件小屋放满了他从欧洲买来的蒸汽引擎。”180 

 
参赵俊毅《邹伯奇是人不是神》https://www.sohu.com/a/208766512_784145. (最后浏览时间：2020
年 7月 20日) 
176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汤志钧、陈正青校订《王韬日记（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5），
页 193。 
177 同上注，页 334。 
178 同上注，页 335。 
179 顾铮《清末王韬在上海所见摄影术点滴》，http://collection.sina.com.cn/yxys/2016-01-08/doc-
ifxnkkux0973419.shtml.（最后浏览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180 Pavel Piassetsky, Russian Travellers in Mongolia and China. Chapman & Hall, 1884, vol. I, p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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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视觉观念转变的关键时期，作为较早接触西学的清代学者中的代

表，邹伯奇、王韬、吴子登、杨昉等人通过对西方科学与工业机械的深入观察，

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现代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运用中国系统中的知识来

解释日益普遍的科学话语，以适应当今这个受工业化支配的世界。这些中国传统

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捍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乐于以开放的心态更新自我

认知，纵观世界变化，进而使中国追赶上西方的节奏。王韬的日记还反映出西方

的摄影译作在早期摄影传播中的指导作用，他熟识的艾约瑟等西人传教士对于中

国知识分子对摄影术的探索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和积极的传授。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观察到，这实际上正是艾约瑟（1823-1905）等英美新教传

教士们前往中国的目的，他们很快发现将西方科技翻译成中文，帮中国人了解西

方的技术正是在中国推广基督教的绝佳机会。181 

1873 年，英国医生德贞（Dr. Dudgeon. John Hepburn, 1837-1901）编写的摄

影专著《脱影奇观》在北京出版。他 1860 年来华后担任驻华使馆医生，之后担

任京都施医院的院长和北京同文馆的医学教授，并将摄影术应用到医学上。这本

《脱影奇观》更接近一本翻译著作，其在“例言”部分就介绍了“是书之译也，为

酬友谊而设。谪其易于通晓者以便初学。”德贞医生在京都施医院工作期间，不

少友人前来向他请教摄影术或请其拍照。因此，他利用业余时间，“译出华文编

次成书，用酬友道，稍舒歉疚。”182该书介绍了西方摄影的主流方法，包括银版

法、卡罗法和湿版法等，力求让中国读者也能够了解西方摄影史的发展起源和脉

络，通晓摄影原理，破除之前的迷信观念。德贞医生还热衷于推广“幻灯机（Magic 

lantern）”，并且成功吸引了中国达官显贵的兴趣。1884 年 3月 19日，他在《北

华捷报》最高法庭和领事公报中写道（第 318页）：“西方科技发明有上百种，电

灯、摄影等等，对中国人来说都无比新奇，对统治阶层来说更是充满了吸引力。

以往的传教工作很难打入上层人群，而‘幻灯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们建立更

 
107，转引自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879》，页 282。关于杨
昉的资料，散见在西方摄影师的比较中，如 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 and Indo-
China: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er, pp. 519-21.  
181 本杰明·艾尔曼著，王红霞等译《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页 106。 
182 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879》，页 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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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的联系。”183 

德贞医生意识到中国精英阶层对西方科学知识的着迷，而新教传教士们正是

利用了这一点来为中国观众勾画出近代科学的面貌。科学知识被视为基督教的精

神财产之一，科学也被视为象征西方知识体系更加优越的符号。因此，他们向中

国人介绍现代科学和医学知识的行为，已经不仅是一种传教策略，而是一种藉此

向中国展现西方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的手段。这些来到中国的英美新教徒最先进入

的是中国政府开办的机构，如中国海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西医医院等地工作，

以顾问、教员、翻译等身份将最新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带到中国，成了沟通引领

西方的科学知识在中国推广的重要桥梁。184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申报》中有向大众介绍普及摄影术的文章，《照相法》

详细科普了火棉胶照相法的拍摄冲洗流程，还盛赞摄影令人惊叹的复制功能。185

通过与石印技术的结合，摄影术很快在保存文化遗产的领域开始发挥作用，将摄

影技术用以印制古籍与碑帖，既能精准再现书法的笔迹，又能根据出版需要缩放

图片大小，收藏或复制也变得更加便捷。“收缩较蝇头尤小，将显微镜观之，丝

毫不差。”186《申报》上也曾刊登“照本古帖”的启事，“汉西岳华山碑，世所少见。

仆前在海宁陈府觅得原本，迄今数十年来未见有二，实系珍藏之宝。现仿西法照

相，缩小三成，字迹与原本无异。”187摄影褪去奇技淫巧的外衣，开始以科学技

术的面貌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摄影术还因为高度写实以及快速成像等特点，被

公共管理、医学等专业领域接纳采用。 

中国人也开始自主编写摄影书籍，上海宝记照相馆的少主人欧阳慧锵所编写

的《摄影指南》详细地讲授和解析了拍摄不同场景的各种技巧，为摄影学习者的

操作和实践提供了可信的参考。康有为（1858-1927）在为这本手册题辞时言“自

欧人物质学兴，声光化重电之发明，以利用万民者多矣。光则摄影之用，大久行

于中国，几于人解用之。……”认为摄影作为西方技术的装置实则有必要精通并

善于利用。曾与康有为同为维新人士，时任商务印书馆监理的张元济（1871-1965）

 
183 同上注，页 55。 
184 本杰明·艾尔曼《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页 116-127。 
185 《照相法》，《申报》1876年 2月 22日，第 3版。 
186 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页 19。 
187 《申报》，1882年 10月 21日，礼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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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在序言中写道“……顾其体用理法，率皆译自西籍，习此术者，口耳传授，

未曾有专泐一书，足以启发奥妙，无他。……慧锵为摄影术，而发亦为凡，致力

于学术之途，而发吾愿服务社会者，皆以公开为主义，振互助之精神，则何术不

专，何学不立，而摄影特其一艺已耳，……”之前的摄影书籍几乎完全是译自西

文书籍，《摄影指南》虽然更多侧重拍摄技巧和图式指导，但却是中国摄影师率

先自主探索的典范。欧阳慧锵在南洋公学的同学凌鸿勋（1894-1981）在序中也表

达了将摄影视为科学研究的地位，不仅需要理论与实验相结合来进行反复琢磨钻

研，甚至提高到了学术振兴的高度，可谓极高的肯定摄影术的地位，欧阳慧锵在

自序中强调了他在编纂此书时的严谨求实的态度和抱持的学术之心。在这本摄影

手册的他序和自序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将摄影与国家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相挂钩，

这项技术不仅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消遣工具，更具有西方机械与现代社会的象征性，

寄托着中国社会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中国人的精通和掌握程度，也是对西方机械

的接受和运用程度的体现。 

20 世纪以后，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照片制版工艺的提升，照片能够直接

印制在报纸上，进而为摄影画报的问世奠定基础。1901 年，《大陆报》创刊号登

出照片 11 张，成为中国报纸刊登新闻照片的首例。1881906 年之后，中国的期刊

和画报中就以激增的速度刊登摄影照片，最初的照片大部分都是社会名流的肖像，

之后记录社会事件的照片也逐渐增多。1909 年，上海昌大质铺发生了一起失窃

案，嫌犯的照片被发布在各大报刊悬赏缉贼的启示中。1891907 年，中国专业的摄

影画报《世界》创刊。《世界》画报为季刊，每期刊登的摄影图片有数幅之多，

内容包括反映世界各地风光、科技、生活、时事等照片。画报图文并茂，制作精

良，在印刷上最大程度上还原了照片的真实性特征。之后，一些传统的图画画报

也开始纷纷效仿《世界》刊登照片，摄影画报逐渐取代了石印画报。 

摄影画报的出现实际上是当时社会追求写实主义的投射，对真实的欲望支配

着大众读物尽可能地呈现真实和细节。以“写真”命名的摄影丛刊专辑曾一度被习

惯性地代替“摄影”和“照相”，在 1911 出版的诸多摄影书中随处可见，例如上海

 
188 王跃年《从〈真相〉到〈良友〉：1912-1937年中国摄影画报简论》,《民国档案》，2004年 03
期，页 66-69。 
189 《申报》，1909年 3月 25日，第 3张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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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在 1911 至 1912 年间发行的《大革命写真画》，中国红十字会在 1912

年编印的《红十字会战地写真集》，上海中华书局在 1915 至 1916 年编印的《欧

战写真集》等，这些摄影书都是突出“真实”的特性来再现和还原历史现场，“真”

的特性连同战争所带来的疼痛观感共同植入了民初大众的视觉体验中。 

同样将“真实”赋予隐喻意味的还有 1912 年由高剑父（1879-1951）、高奇峰

（1889-1933）兄弟所创办的《真相画报》（The Ture Record）。《真相画报》为 16

开本的旬刊，封面彩印，是石印过渡到铜锌版印刷的最早画报。190《真相画报》

中的照片不仅有重要的新闻时事，还包括风景摄影和人物专题等，这些照片的目

的也不仅是为大众提供真实的诉求，更多的是凸显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其“发

刊词”中可以看出《真相画报》的创办初衷，“今日而我国民不欲得良政府也，则

亦已矣。否则舍实行监督之外，决难为功，然非洞明政府之真相，则监督亦无从

措手。此本报之设，所以真相名也。”《真相画报》设立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媒体

的力量，对政府行为起到监督曝光的作用，以达到为民众还原事实真相之效果。

正如学者陈阳指出《真相画报》中的照片确实是以“真相”“监督”的方式达到了“真

实记录”和“形象直观”的效果，当时的大众尽信照片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摄

影作为全新的视觉表现方式不仅拓宽了观者的视野，为其辨明事实真相提供了证

据，还使照片成为获取新知和思想启蒙的工具。191 

 

小结 

本章通过回顾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语境，探讨了

这种全新的媒介逐渐被中国社会所接受的过程，同时摄影所投射出的也是中西文

化交流史的一部分，中国与西方利用各自的话语来诠释想象中的异域，特别是西

方摄影师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凝视，使照片中所呈现的是一个被“筛选”过的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摄影师也呈现异军突起之势，他们同西人摄影师在各个通商

口岸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并试图塑造中国品位的摄影风格。随着摄影术的普

及，中国人对于摄影的态度也呈现着显著不同，从奇技淫巧的标签变成从西方传

 
190 阿英《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良友》，1940年 1月 150期。 
191 陈阳《真相的正反合：民初视觉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页 53。 



 

 64 

来的科学技术，扩展着中国人观念中的视觉再现的边界。 

在摄影传入中国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照片的生产与消费见证着中国技术与

媒介发生的巨大转变。摄影的出现也将生活经验引向现代性，它将中国对现代性

的想象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具象成一台相机，一张照片或一本摄影指南。“科

学”与“真实”等话语对于中国精英来说是具有魅惑性的，它联结着了解世界和对

科学知识运筹帷幄的想象。摄影借助“科学”与“真实”的欲望编制出了一套对世界

“真实”的建构，它的操控者从最初的西人，到传统的文人士绅，再到更具现代观

念的留学知识分子，通过摄影术来记录、挖掘、呈现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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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术摄影”概念的再阐释 

第一节 “美术”、写实、真相：民初“画意摄影”产生的时代特征与思潮 

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界的各个领域就开始经历着剧烈的思想激荡，

西方思潮不断冲撞着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在自觉与使命的召唤下也在

不断反思着全球语境与中国现状的关系。绘画领域在这一时期的变革不仅是风格

技法上的演进转型，而是开始借用全新的语汇来适用于更加多元的艺术类型与方

法，或诠释更具时代性的文化生产。“美术”即是一个在此语境下形成的舶来语汇，

在复杂的本土化过程中，逐渐深入到艺术领域，经过学者的层层阐释，确立了其

最终的指代范围。 

在“美术”一词出现之前，中国本土所常用“绘事”“画事”往往仅指代与绘画相

关的概念。“美术”原本来源于西语中的 ART，“狭义的美术专指建筑、造像、图

画与工艺美术等，广义上，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等。”192

而中国所接受的“美术”则是通过日本的转译结合本土的改造诠释而来的。这一过

程最初可追溯到 1871 年 11月由日本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日本官方将德语文件的

Kunst用汉字写作“美术”二字，其在阐释“美术”时“在西洋是指音乐、画图以及诗

学等内容。”1921 年，大村西崖（1867-1927）在《文人画之复兴》中指出“美术”

为“因参与奥国维也纳博览会之报告书而有美术二字之新译语。”193之后，“美术”

在日本社会被普遍接受，但是其指涉范围与今天所指的“美术”仍有所区别，首先，

明治时期的“美术”涵盖音乐、戏剧、文学等方面，更接近于当今“艺术”之意。其

次，即便在“美术”仅指涉绘画的情况下，也不包括以水墨为表现的南画类型，而

是多指油画、素描、水彩等西洋技法。194之后经由留日中国学生的推广和使用，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也开始广泛使用“美术”。 

然而，“美术”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要早于 20 世纪初，在清人的东游日

记中已多处可见，将“美术会”来指代展览会、艺术馆等，而在泰西游纪中，则用

 
192 《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页 118。 

193 大村西崖，陈师曾译《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页 8。 
194 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2003年第 4期，页 60-71。
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续）——“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2004 年第 1 期，页 1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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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会”“画院”“画楼”等指代书画的展览场所或机构。195例如 1880 年 5 月 25 日，

清人李筱圃在日本同友人共同参观上野博物馆所述“上野博物馆又名美术会，有

绢本山水思大幅”。此处的“美术”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与艺术绘事的“美术”含义

相似，196而非中国古籍中曾零星出现的其他意涵的“美术”。到了九十年代末，“美

术”概念甚至已经出现在报纸上，在 1897 年 11月 5日的上海《实学报》上就已

刊登了此词。197 

最早一批在中国集中使用“美术”一词的有王国维（1877-1927）、刘师培（1884-

1919）、鲁迅（1881-1936）、李叔同（1880-1942）等，他们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

同时也对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各个领域有着杰出贡献。也正是因为其所擅长领域各

异，他们对美术的理解也有所差异。学者陈振濂在研究中指出王国维可以被视为

使用“美术”概念的先行者和主要推动者，他在 1904 年之前的文章中就多次使用

“美术”一词，这与他在当时热衷于哲学研究有关，在王国维看来，美术并不是技

法层面的，而是哲学和美学等学术层面的。因此“美术”一词可以指涉多项丰富的

含义，其中一种即是沿用了西方 Art 的内容，“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

点。”指的是艺术表现或艺术形式，“美术”有时也指代“美学”，指美学的经验等。

除了习惯于“美术”一词外，《红楼梦评论》中还偶尔出现“艺术”一词，例如“艺术

之美所有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然而，“艺术”一词

在中国不少书册记录中都曾出现过，其语义的范围指涉也甚为广泛多样，既有与

今意相似之用法，也有指涉“格致”“工艺”等与现今有所差别的情况。然而，王国

维也并未解释“艺术”与“美术”的区别，这种意涵重叠与混用的情况呈现出早期译

语在接受过程中的不稳定状态，由此也可发现，中国学者在早期的使用阶段对“美

术”阐释，并非特指与绘画相关的技艺，而是臻于哲学层面的思考。 

王国维之后，刘师培是将“美术”引入中国脉络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他不同于

王国维对“美术”进行西方美学式的阐释，而是将中国的书学、画学、文学等多方

实用艺术纳入到美术类型中，范围更加集中，并向当代“美术”概念逐渐接近。他

 
195 王韬《漫游随录》，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
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 84，页 113，页 224。 
196 李筱圃《日本纪游》，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页 174，页 177。 
197 郑工《失范与重建：关于当前美术学科整改的两个问题》，《中国美术教育》，2000 年 04 期，
页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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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美术”观点应用到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中，将诗书画印、金石碑帖等古典文化

艺术的内容涵盖在“美术”中。鲁迅可以说是“美术”概念的一个总结者和确立者。

鲁迅在 1913 年 2月《教育部编纂出月刊》第一卷第 1册中以《拟播布美术意见

书》一文中指出“美术”的定义、范围和类别等。首先他指出“美术”要包含艺术思

想，匠人之气所造的工艺美术不涵盖在内。鲁迅也明确表明“美术为词，中国古

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爱忒云者，原出希腊，其谊

为艺……顾在金兹，则词中函有美丽之意，凡是者不当以美术称。”与王国维相

比，鲁迅所阐释的美术更注重“对象”的实体存在，并提出了“美术品”“收藏”“陈列”

等现代概念，也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感觉到存在、从精神到物质、从意义到形

式”的转化。198 

1909 年，中国官方首次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南洋劝业博览会”，无论是名称还

是形式，也都或多或少参照了日本展览会的形式，在诸多陈列品类中，“美术馆”

便位列其中。这也使“美术”概念从精英走向平民的视野中，为“美术”概念的社会

接纳提供了传播基础。1912 年，上海图画美术院在周湘（1871-1933）、丁悚（1891-

1969）、刘海粟（1896-1994）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立，“美术”已经被确立为专业

教育的范围中。与此同时，以“美术”冠名的艺术学校、社团、协会等也陆续成立，

当时的美术学校主要以教授绘画为主，包括中国画和西洋画。1913 年，由邓实

（1877-1951）、黄宾虹（1865-1955）编纂出版的《美术丛书》更是将“美术”成就

纳入到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之中。《美术丛书》共计 120册，内容涵盖书画翰墨、

金石雕刻、文房珍玩，还包括词曲传奇、印刷手工等品类，仍以书画为主，绘画

尤多。从《美术丛书》的内容也侧面反映出邓实、黄宾虹等人认为“美术”涵义仍

是以绘画为主。随着“美术”逐渐渗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中，“美术”的范围和定

位也逐渐确立和清晰。1922 年，梁启超（1873-1929）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所作

的《美术与生活》演讲中指出“美术中最主要的一派，是描写自然之美……一幅

名画在此，看一回便复现一回，这画存在，我的趣味便永远存在……这是美术给

我们趣味的第一件。”“美术”在此已经从其他的艺术门类中分离出来，显现出作

为造型艺术的独立性。199 

 
198 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2003年第 4期，页 60-71。 
199 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续）——“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2004年第 1期，页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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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一词的使用离不开其背后的时代思潮和文化助力，也侧面反映出绘画

及艺术领域在时代发展中的比重。“美术”以及对“美”的整体诉求投射出二十世纪

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复兴民族文化的渴望，从而使对“美育”事业的展开也被视为

现代启蒙和国民教育的关键。蔡元培（1868-1940）是美术教育观念的坚定拥护者

和推动者，他认为“美育”是“教育救国”的基础，美育重在提升人的道德修养，陶

冶艺术情操，从而开启民智，重塑社会风气。他在担任首位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

就将“美育”列为国民教育方针五项内容之一。1917 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还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一方面汲取席勒（Schiller, 

1759-1805）等人完善人格以达到精神世界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联系到中国现实

的诸多因素将“振兴民族”看做是美育的终极目标，这与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家

国使命感密不可分。其中，“美术”是他“美育”观念中的一项核心的实践方式，但

两者的指涉范围有显著不同。“只有美育可以代宗教，美术不能代宗教……美育

是广义的，而美术则意义太窄。”200美育思想比美术范围要更广，“我所说的美育，

并不能易作美术……盖欧洲人所谓美术，恒以建筑、雕刻、图画与其他工艺美术

为限；而所谓美育，则不仅包括音乐、文学等，而且自然现象、名人言行、都市

建设，社会文化，凡合于美学的条件而足以感人的，都包括在内，所以不能改为

美术。”201在蔡元培看来，“美术”并不特指绘画，而是包括建筑、雕刻、音乐、工

艺、绘画等。1918 年 2月 22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创立之

初有陈师曾（1876-1923）、徐悲鸿（1895-1953）、汤定之（1878-1948）和胡佩衡

（1892-1962）等人组成，旨趣为“研究画意、培养人材、倡导美育。”1918 年 10

月 22日，蔡元培在画法研究会上发表了美术中继承传统的重要。同年，他还参

与创办并大力支持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发展，邀请鲁迅讲授“美术略论”。他提倡

以科学研究的精神来对待美术，这种思想也贯穿在他整个的“美育”体系中。“昔

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抹，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科学之

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

以入美术。”202“科学之方法”所指的可能是西方绘画中常用的明暗透视等尊重客

 
200 《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北京神州学会演讲词》，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83），页 68-73。 
201 《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北京神州学会演讲词》，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页 68-73。 
202 《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原载于《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 10月 25日。见蔡元
培《蔡元培美学文选》，页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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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真实的制图技法，这也说明了蔡元培早已注意到以写实方法贯彻在中国绘画中

的必要。因为，他对于摄影与美术的关系也有着客观中立的评价。 

1921 年，蔡元培引用维泰绥克（Witask）的观点，肯定摄影作为艺术的美学

价值，“我们在大自然接触大和强的印象，如大海的无涯，非雷雨的横暴，都杂

有非美学的分子，就是纯粹的美景，也有两种美术上的关系：（一）片断的，如

山势，如树状等，与美术上单纯的印象、色彩、形势一样。（二）统一的，如风

景可摄影可入画的，我们也已经用美术的条件印证一过，已经看作美术品了。”203

之后，随着美术摄影的发展，蔡元培又将摄影称作“本为科学上致用的工具，而

取景传神，参与美术家意匠者，乃与图画相等。欧洲此风渐盛，我国亦有可记

者。”204肯定了美术对摄影的改造，认可摄影在应用技艺方面的艺术可能性，“摄

影”可以与“图画”等同。 

当“美术”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方向，也意味着美术将以更加民主

化的方式参与到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蔡元培是从伦理和教育的层面对

美术的重要性奠定思想基础，那么“美术革命”则是结合政治形势将“美术”领域的

改革变成更为迫切的诉求。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不断更迭，中国美术的发展经历

了自我觉醒到彷徨成长的阶段，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术与政治甚至出现互相扶

持，复合交错的情况。中国知识分子将“美术革命”与启蒙、救亡等社会需求相结

合，使得艺术的转型在传递艺术精神与风格变革的同时，也不断彰显出其自身的

政治底色。 

陈独秀（1879-1942）和吕澂（1896-1989）首先在《新青年》上掀起了关于

“美术革命”的讨论，企图将“美术变革”作为文化变革甚至政治变革的先锋。从反

对晚清以四王为主导的画坛风气，到追溯的宋元的文人画源头，传统绘画被视为

中国缺乏写实精神的源头和美术发展的弊病，亟待批判和改革。吕澂在《美术革

命》中率先提出“美术”改革之必要，他指出美术与文学一样，都是发表思想与感

情的重要方式，而当时美术界乱象横生，庸俗趋利的现状，亟待匡正风气，为新

 
203 《美学的研究方法》，原载于 1921年 2月 21日，《北京大学日刊》，龙憙祖编《中国近代摄影
艺术美学文集》，页 57。 
204 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原载《寰球中国学生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31年 5月，
《蔡元培美学文选》，页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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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他所要求的改革内容除了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外，

还有自唐以来中国绘画雕塑建筑的源流理法，以及欧美美术的发展变迁以及发展

现状都值得关注。从而使中西美术能够求其归宿，发扬美术的社会效用。205吕澂

“美术革命”的内容相对温和，特别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而未见对传统绘

画的过多批判。 

而陈独秀在同期《美术革命——答吕澂》中更简明地将“美术”直接理解为绘

画。“若想把中国画改革，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

洋画写实的精神。……譬如文学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

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抄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画家也必须用写实

主义, 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 ,画自己的画 ,不落古人的窠臼。”206相较于吕澂，

陈独秀破旧立新的诉求更为强烈，他所提倡的“美术革命”不仅要输入洋画的写实

主义，还要摒除中国传统绘画“临摹仿抚”等“恶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

物，陈独秀崇尚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去改革文化，他提倡要美术家的目光从凝视

古人的作品中移开，转向以科学的视角来再现外在世界。打破对传统的迷信以及

对名家大师的光环的禁锢，并不意味着要向“洋画”崇拜，所强调的“洋画的写实

精神”也无非是为了解放“自我”“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回归到中国

艺术的风格与路径。可以说陈独秀所提倡的“美术革命”更像是为思想变革准备的

服务手段，其背后有他对社会变革更深刻的政治意图。 

康有为也是“美术革命”的关键人物，虽然他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与前者存在很

多巧合式的雷同，但是两人的政治出发点和文化诉求则是各自有别的。1918 年

10月，他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发表于由上海中国美术专门学校主办的《中华美

术报》上，认为“若夫传神阿堵，象形之迫肖云尔，非取神即可弃形, 更非写意即

可记形也。遍览百国作画皆同,故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今特矫正之，

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 

而以院体为画正法，庶救五百年来偏谬之画论,而中国之画乃可医而有进取也。

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此则鄙人藏画论画之意，‘以复古为

 
205 吕澂《美术革命》，原载于《新青年》1917年第六卷第一号，转引自沈鹏、陈履生选编《美术

论集》，第 4辑，《中国画讨论专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页 8-9。 
206 《新青年》1917年第六卷第一号，转引自沈鹏、陈履生选编的《美术论集》第 4辑《中国画
讨论专辑》，页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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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海内识者，当不河汉斯言耶。”207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方案既没有否定重

写意而轻写实的文人画，也没有对以写实见长的院体画批判的一无是处，而是提

倡“以复古为更新”，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让步。他重视写实主义，还从工业文明

与美术风格相关联的观点，指出写实主义甚至将影响实业强国的进程，因此不得

不加以重视，但这也反映出康有为将“美术”视为器物之学的附庸。“绘画之学, 为

各学之本,中国人视为无用之物。岂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以发明之。

工商之品, 实利之用资也；文明之具,虚声之所动也。若画不精,则工品拙劣,难于

销流,而理财无从治矣。文明之具,亦立国所同竞,而不可以质野立于新世互争之时

者也。故画学不可不致精也。”208康有为这里为了通过“复古”来表达对典律传统

的尊重以实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理想诉求，从而服务于维新变革的文化

主张。 

无论“美术革命”所倡导的打倒四王的反传统主张是否切中了中国画改革的

要害，从此造成了以写意为主的传统绘画风格的式微，“科学的写实主义”成为中

国近代美术的重要一脉，从而也影响了后期脱胎于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但是，

“美术革命”暗含着强烈的中西对比的思维框架，国画与洋画，写实与写意，守旧

与进步是互不相容的，而这种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美术的发展，使

中国现代美术一直在二元的张力中发展前行。这与西方艺术的进化观有关，使中

国美术的探索者将两者中国与西方的艺术比照来审视两者的差异，在这种“先进

——落后”的逻辑框架下，中国旧有的传统将被全盘否定为“先进”洋化的障碍。

209 

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折衷派，都有着对传统中国画改革的诉求，此处的“写实”

成为一个被知识分子借用来继承科学务实精神，与写意传统与古典美学相对应的

绘画词汇。但是两者是基于不同的初衷，革命派所诉求的改革是要求彻底改变传

统的旧习，破陈布新，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写实主义”。“在启蒙主义者看来，以

‘写实主义’挽救中国画，可视为以‘科学’挽救国家的政治隐喻——这就是‘写实主

 
207  《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北京：荣宝斋，2011），页 114 
208 《物质救国论》（上海：广智书局，1908），页 78-79。 
209 颜勇《以艺术进化论为名：美术入华语境中的中国画论》，《文艺研究》，2011年 12期，页 12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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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美术革命’的层面上为推崇的根本原因。”210而折衷派则是希望从历史中寻

求改革的依据，使他们所认可的传统得以延续，他们对传统中国画的评价较为客

观，而不是一味地全盘否定。因此，作为折衷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即便是对于摄

影这种机械复制的图像机器，也注重其在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绘画特质的保留

和体现，在下一节中将会详细阐释。 

小结 

在探讨“美术摄影”之前，本节首先关注了“美术”作为一个舶来概念的发展脉

络。随着“美术”观念的确立以及对“美育”的崇尚，“美术”与美术教育被寄托上民

族振兴和教育救国的重任。而“美术”的引入也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绘画领域改

造和重新诠释的渴望，“美术革命”成为社会变革的缓和手段，也表达出写实主义

和科学态度的追求。在这场迫切的思想变革中，“摄影”被视为“科学的工具”，而

“美术摄影”也被迫消解了其本身作为消遣的娱乐性，成为艺术变革实践的一部分。 

 

第二节 绘画与摄影：二十世纪初期的视觉图像多元与混杂 

摄影与绘画是一对同根异脉的孪生艺术，摄影术在传入中国之初，曾因其纪

实和机械复制的特征而被排斥在艺术殿堂之外。但是随着“美术革命”对写实主义

的提倡，对摄影纪实特点的讨论也进一步开始关注摄影如何创造艺术性的“写实”。

随着摄影题材的丰富，摄影与绘画也有了更多的交织互动，多元化的摄影实践所

显现的绘画特质不断挑战着媒介的边界，两者也从不断较量的排斥碰撞到互相接

受与对话。 

在摄影自西方发明之初，便是从模仿绘画的过程中汲取养分的，英国的摄影

家 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早在 1844 年至 1846 年以连载的方式出版了《The 

Pencil of Nature》一书，211书中附有 24 张照片图版，模仿素描效果来制作照片负

片，连照片中的线条也类似于铅笔的笔触效果，这些照片被深深烙印上了绘画的

痕迹。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上繁忙的外销画市场也将照片与绘画进行互

 
210 张晓凌《美术革命与 20世纪中国美术》，《美术》，2018年 4月，页 6-12。 
211 此书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见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67022. (最
后浏览日期：2020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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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式的生产，这些外销画匠人将西方人带到中国的照片制作成水彩或油画，并逐

渐摸索照片与绘画相通的特点。可以说，中国人最早对摄影媒介的认识即是在绘

画的框架下辅助完成的。 

词汇的使用往往反映出使用者的立场和观念差异，虽然影像的机械原理与绘

画纯粹依靠技艺的呈现全不相涉，但是同样作为图像再现的方式，中国人最初对

摄影的描述时常借助绘画，甚至与“画”的概念含混在一起。例如周寿昌（1814-

1884）日记中曾用“画”来描述“拍摄”这一行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

一镜，术人从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

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212王韬也曾称照相为“画影”,“晨同小异、王

叔、若汀如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佑，

粤人，曾为前任道台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西人得受西法画，影价不甚昂，而眉目

清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朗多矣。”213在大众传媒中，照片也可用“画”来替

代，例如《真相画报》中的“地势写真画”虽名曰“画”，实则指代全景照片，当时

的报纸上也有将“风景照片”称为“风景画片”的情况。 214可以看出，“画”的概念并

不是严格指涉笔墨效果或是用绘笔描绘的图像，而是泛指为图像。特别是十九世

纪以“画”代“影”的用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摄影技术以往的怪奇印象，使社会大

众更易于接受这种较新的图像形式。 

从早期的摄影照片中也能够看到借用绘画的技法，对照片加以修饰和处理的

制作过程，手工上色照片即是将绘画与摄影两种媒材结合的一种图像。描彩上色

并不仅仅是绘画的特权，在民国时期，对黑白照片进行手工上色在商业照相馆和

业余摄影师间都非常流行，当时的摄影报刊中亦有针对这种技术的教学和原理讲

解。因早期照相的技术所限，照片大都是黑白色，即便是成功制作出的彩色照片，

色彩效果也不尽人意。《摄影画报》曾报道一则逸事来说明上色照片比天然彩照

更受欢迎：“洞庭山人叶君，曾一度在小花园，发明五彩照相，可照原穿衣服摄

成，无须摄后着色。”但“无如其艺虽精、往摄者以反不若着色之从心所欲，可以

增其美丽，乃致生涯不能发展，未几即行收闭。”215因此，用油彩、水彩和铅笔

 
212 《广东杂述》，周寿昌撰，李军政标点《思益堂日札》（长沙：岳麓书社，1985），卷九，页 254。 
213 《王韬日记（增订本）》，页 267。 
214 《英明照相馆扩设分馆》，《申报》，1923年 3月 9日，第 17版。 
215 佩珍《摄影画报》，1935年第 11卷第 30期，页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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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颜料上色后的照片不仅色彩鲜丽，吸睛亮眼，而且能够根据个人喜好对显影效

果进行修饰增改，因此手工上色照片比直印彩片更为盛行。 

手工上色的照片也更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一方面对人物肖像照来说，大众对

彩色照片的接受度更高。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和人物肖像图式的影响，大众普遍

认为黑白色调的人像触犯了民间的禁忌，被视之为不祥的预兆。而那些风景名胜

等明信片或照片来说，明亮的色彩更加接近视觉中的真实世界，逼真的效果也更

受消费者的欢迎。 

这种手工上色后的照片与设色绘画在表现上有多少差异，实则不易界定，为

照片上色“只有用人工把颜色渲染上去，这是一种近乎绘画的技术，但比较绘画

要容易得多，因为片上已有着黑白的画面，只须细心耐性地依照景物所需要和对

应的颜色，一层一层描绘上去，到适当的浓淡度为止。”216在 1919 年和 1920 年

苏州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界美术画赛会上，照相着色与油画、水彩等其他绘画形

式并列展出。217上色工艺还通过宣扬“西法”特色而吸引消费者，并且指出“类如

善手画出，不似照出之影也。”218这种追求的效果与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悖论关

系，以摄影为手段却追求“不似照”之目的，可见摄影与绘画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

等的层级关系，处于弱势地位的摄影对大众来说仍然是具有新奇和陌生感的“西

洋景”。 

除了手工上色照片，依照相片制作成绘画的情况也不是个例，通过一些技术

手段为照片加上与绘画配套的细节装饰，例如添加闲章钤印，题写寄兴诗文等，

这种实验不仅是一些业余摄影师进行影像实验的一部分，还满足了更加多样的消

费需求。在前文中就也可以看到，中国贵族的肖像照自十九世纪便已经开始了这

种实践，随着摄影向市民阶层普及，商业照相馆也开始将之作为宣传卖点。例如

杭州水镜轩照相馆，“傍水依石，随人所欲，风台月榭，有目皆知”，把照片印制

在绢上，“装璜携带，或可效少文之卧游，未始非雅人深致也。”219不仅可以根据

顾客的需求设置拍摄背景，还可以选择相纸的材质，增加照片赏玩的趣味。何桂

 
216 王月白《照片着色》，《中国摄影》，1946年第 13期。 
217 《苏州美术画会续志》，《申报》，1919年 1月 4日第 7版。 
218 《油色绘事之法》，《脱影奇观》影印版，1873刊。 
219 《申报》，1889年 6月 12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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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就以别号高昌寒食生的名义在报上发表关于将照片印于白绫上的技术的惊叹，

“买丝止合绣平原，韦布如何妄自尊。多谢三毫添颊上，好从镜里认诗魂。”220宝

记照相馆的欧阳石芝还将李白（701-762）《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印于相纸之上

披图共赏，“或作横披，或绘回屏，或绘册页，中堂、手卷均可补图，讵不令雅

士佳人增文房之慧眼乎？”221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奇创意可以看出摄影与绘画的关

系仍然处于一种比较胶着的状态，商业照片馆的宣传策略实际上投射出大众的摄

影品位和消费的诉求。 

早期摄影除了对照片进行手工上色以外，还会对照片进行修改、剪裁、遮涂

等“二次加工”，既可以修底板，根据构图需要剪裁成合适的尺寸比例，也可以修

改定影前的成片，对瑕疵之处进行微调。其中最常见的即“涂红法”，即在显影前

将毛笔蘸取红汞将舍弃部分涂染，这种方法人像和风景都普遍使用。此外，还有

“遮蔽法”，即在暗房冲洗时，将相纸感光用黑纸剪裁成所需形状对光线进行隔断。

对于微小细节的修补，一般是使用铅笔或刮刀修改照片中的瑕疵，去除花点等，

这种方法在人像照片中较为常见。这实际上正是削弱摄影属性的做法，本以细节

性和真实性著称的摄影，变得可以改动剪裁。222 

随着摄影在社会各界的普及和西方“画意摄影”运动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

代的中国摄影界已经不再混用“画”与“影”概念，特别是在一些业余摄影师的理论

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拒绝将两种概念相互含混。从之前钱玄同（1887-1939）等

人认为摄影与绘画高下有别的论调，“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摄影太容易了：

无论何人，五分钟之内保可学会……五分钟之内可以学得会的东西，当然进不得

艺术之宫。”223到更多的业余摄影师认识到摄影具有不同于绘画所具备的独立特

征，例如，刘半农就认为“画是画，照相是照相，虽然两者间有声息相通的地方，

都各有各的特点，并不能彼此模仿。若说照相的目的在于仿画，还不如索性学画

干脆些。”1928 年，胡伯翔（1896-1989）在《美术摄影谈》中也提出不能将摄影

与美术可以等而视之的观点。“摄影与绘画作品，虽略有相近之趣味，然于技能

 
220 《自题绫照》《申报》，1889年 10月 8日，第 4版 
221 《宝记自制中国画画纸印相法》，《申报》1892年 2月 29日，第 4版。 
222 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页 175-182。 
223 刘半农《半农谈影·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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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则完全不同。因摄影之事，求象真易求美好难也。”224将两者混淆使用反

而意味着对其各自独立性的消解。 

还有一些业余摄影师提出注重摄影的独特成像属性来与绘画相区别，曾致力

于摄影多年的业余摄影师高维祥在《照片与图画有何区别》肯定摄影瞬间记录的

特征以及近乎冷酷的客观性是绘画无法取代的。“‘图画是一幅凭着主观意志去描

写景物平均的状态，照片便是此景物一刹那间客观的综合的表现。’明乎此，则

吾人进而研究摄影学术，以及电影技术便有相当的把握了。何以言之呢？盖摄影

景物之速度，可快可慢，自一秒之几千分至几十分钟，均可。……因此照片乃在

摄取期间，景物之‘平均的表现’是也，所异者照片为客观地、实体的，图画为主

观的，造作的表现耳。”225王洁之在《像与不像》中讲述自己曾拍摄的一帧照片

的经历，“家人所见的我，并非一个时期的突见，乃是相处很久，看见我的数千

万个动作中，收集了一个‘我’的概念。”“照片是片刻的动作。”“美术摄影的最要

法则，是能在万象变化的数千万个一刹那中，取出其最美的一刹那。”王洁之就

所关注到的“最美的一刹那”虽然比法国摄影理论家布列松（Henri Bresson，1908-

2004）在 1952 年提出的“决定性瞬间”（the decisive moment）的概念要简化得多，

但两者分别是从被摄者和拍摄者的不同视角加以阐述。王洁之、高维祥等人所提

到的“片刻”与“最美的一刹那”等概念确实在当时超前地指出了摄影与绘画真正

相区别的特性，这个被相机镜头抓住的瞬间是对现场无可替代式的捕捉，照片也

因为融合了被摄者的情感、动作以及摄影师的想象而使得影像中更具鲜活的生命

特征。 

虽然“画”与“影”已经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

认了摄影的艺术性。早在 1921 年，蔡元培在《美学的研究方法》中就将“摄影”

表述为“美术家”所创造的“美术品”的一种。丰子恺（1898-1975）对“美术照相”的

精准概括明确了“画”与“影”的关系，“象绘画的照相，我名之曰‘美术的照相’……

美术的照相，其实就是照相的画化。”226之后，无论是陈万里《大风集》中的“摄

 
224 胡伯翔《美术摄影谈》，参见龙憙祖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页 210-211。 

225 高维祥《照片与图画有何区别》，原载于《玲珑》1931年第 9期，第 11期，见祝帅，杨简茹
编著《民国摄影文论》（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页 85-86。 
226 丰子恺《美术的照相——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见龙憙祖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

集》，页 15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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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艺术化”还是刘半农所倡导的“美术照相”，摄影作为艺术表现之媒介已经广泛

被专业领域所接受。 

除了“美术照相”，还出现了“摄影之画意”等说法来回应西方摄影界曾流行的

Pictorial Photography。然而“画意摄影”的使用情境并不如“美术照相”普及，以“画

意”形容照相最早可见 1923 年康有为在《摄影指南》中为照片所做的点评，此处

的“画意”没有特定风格，而是作为“画片”（照片）意义的点评。例如《夕阳》一

幅“上则层云堆叠，下则波光万道，极画片之奇观”（图 2.1），毫不避讳照片远胜

于绘画的光影再现能力。他也十分推崇照片的瞬间捕捉能力，认为拍摄必须抓住

正确的时机，才能收获想要的动态效果。例如《江湾飞机》一例，评“有倦鸟归

巢之势（飞机着地则失去画意矣）。”（图 2.2）其中，《天竺进香》一帧，康有为

评为“画中神品”。（图 2.3）但实际上，康有为并非将这幅照片视为绘画的代替品，

而是赞扬照片的艺术品质。此幅作品黑白疏淡，光影表现恰当得宜，从香炉中升

起的烟气的走向，可知微风从画面左侧轻拂而来，两位身着改良袄裙的仕女在虔

诚地进香拜谒。当天“薄雾遮日”，遂远山依稀朦胧，与佛寺飞檐形成参差交错的

美感。其中，无论是焚香的浮动烟气，还是影调的鲜明层次感，这些特质都几乎

不见于当时中国的绘画中。 

“画意摄影”的另一种使用情境则是指涉摄影中的布置模仿的是绘画之意境，

笔名为苍的作者在评价李珊菲女士所攝的一幅照片时提到“摄影不难，惟欲求其

有美的画意，则大难。而画意之蕴蓄，尤在配景之得宜。此图不特有青松秀草，

云山平湖，互相配合，且复有一叶轻舟，随风飘荡，幼童见画而指，渔夫特纶垂

钓，其画意之清高，有足多者，诚乱世中之桃源也。”227作者所论的“画意”大体指

的是中国绘画中的意境，例如云山平湖，轻舟摇曳，渔父垂钓，乱世桃源等情境，

将“画意”摄影的范围限定在以中国传统绘画为标榜的摄影类型中，也投射出所谓

“画意”照片的产出需处处以绘画之标准为准绳，因此，“画意摄影”概念本身即包

含一种缺乏主体性的悖论。 

此外，王劳生（1908-1961）在《取景是摄影成功的关键》中提到自己在冲洗

商处见到有顾客冲洗的软片“全卷内露光测距正确的已很难得，如欲求取景合宜

 
227《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第 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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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意摄影，Pictorial Photography 更是渺乎远矣。”228由此可知，他并没有将“画

意摄影”和 Pictorial photography看做是可以置换的等同词语，因此也无法断定王

劳生所使用的“画意摄影”的含义。陈望道（1891-1977）在评价“沙飞先生的摄影

极富画意”所指的“画意”并没有特指中国绘画中“写意”的特色，甚至是“意境”的

传达，而是称赞沙飞摄影的拍摄视角和写实性，“我们在他的影片中不但见到形

的影，还见到影的影，形影相得，……影中人在动，景也在动，人景都在动，非

常活泼，非常流走。”229 

可以看出，对于不同摄影师来说，“画意”的标准和范围是含糊且缺乏共识的。

而当时“画意摄影”和“美术摄影”并没有人将之进行严格的界定与区分。因此，后

世学者在研究中国摄影界对“pictorial photography”（如画的/像绘画效果的摄影）

的接受时常直接以“画意摄影”来指代。 

然而，这种直接挪用的后果不免造成了中国“画意摄影”的发展问题显得过于

简化。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对西方“画意摄影”的接受本身就是滞后的，甚至受

到“画意摄影”发展后期，现代摄影之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 

1864-1946）所倡导的“摄影分离运动”（Photo-Secession）的影响，开始探索独立

于绘画的摄影语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摄影与绘画之间缺少一种延续性。西方

绘画自文艺复兴时期就是建立在写生基础上的，即便是后来“直接摄影”所要求的

脱离绘画风格的束缚，但依然无法与写实的特征相分离。然而，中国的传统绘画

所讲求的诗情画意，所注重的写意与笔墨在表现上本身就与摄影有明显的区别，

它并非是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之上，反而往往将写实视为是辅助性的，甚至是有意

避免的。因此，中国的“美术摄影”并不能像西方一样将本土传统的绘画风格与

结构直接顺延到摄影中，而是面对着来自中西方两种互为对立面的绘画传统。 

从当时的语境来考虑，“画意摄影”显然没有“美术摄影”的使用更加广泛，且

“画意摄影”的指涉不够明确。同时，“美术摄影”的概念在不断被阐释的过程中，

所指代的风格甚至可以涵盖“摄影分离运动”之后的作品。因此，对于二十世纪上

 
228 王劳生《取景是摄影成功的关键》，《晨风选集》，1936 年 5 月，见龙憙祖编《中国近代摄影
艺术美学文集》，页 353-357。 
229 陈望道《沙飞先生的摄影极富画意》，原载于《沙飞摄影展览会专刊》，1936年 6月，见龙憙
祖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集》，页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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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叶用“美术摄影”来指代中国摄影所承袭的西方“pictorial photography”的风格以

及表达摄影艺术性的诉求更为合理。 

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美术摄影”已经从“画意摄影”的概念中分离，不再追

求杂糅含混。“画意摄影”的概念变成了专指步欧美名家之后尘，缺乏对现实生活

的关怀，内容乏味空洞的类型照片。而“美术摄影”即具有艺术性的摄影，无论

这种艺术性所指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还是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与时

俱进的审美，都涵盖在更大范围的“美术摄影”中。 

 

第三节 商业、画报与展示：“美术摄影”的大众化 

“美术摄影”概念逐渐在中国确立除了离不开摄影业余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商

业照相馆、画报和影展的推动使“美术摄影”大众化提供了平台，也是其概念确立

和扩大影响力的途径。在摄影机尚属昂贵器材的时代，大众对“美术摄影”的体验

往往不是摆弄相机，而是观看照片。这些照片构成了民国时期新的消费文化与视

觉经验。 

虽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业余摄影师对商业照相馆俗套的模式和逐利的态度

不以为然，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业照相馆已经不再是刻板印象中匠气浓厚，

唯利是图的形象，甚至开始讲求“职业的艺术化”，鼓励商业摄影师视常怀艺术钻

研之心，“照相为艺术之一，所照之相，应有美术观念，具美术化，此乃理之当

也。……照相器是机械的，虽有精粗之判，而可以改换。技师是活动的，不可拘

于成法而不变，必须心灵意会，刻刻以研究艺术为本怀，以能美术化照相为乐事，

则工作之兴趣可增，营业之发达可期，而照相人多满意之好感矣。此之谓职业的

艺术化，幸业是业者之存见于此也。”230如同前文所提到编写《摄影指南》的欧

阳慧锵等人，商业摄影师也不再桎梏于士人——匠人的二元模式的框架中，他们

对于推动摄影的大众化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人物肖像照一直是早期摄影最主要的类型，这主要归因于随着“画意摄影”在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最初流行，商业照相馆深知公众对于这种兼具“摩登化和美术

 
230 陆振玉《照相一得》，《申报》1926年 12月 19日，第 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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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照片类型的需求，231便从拍摄美术风格的肖像照作为营销的重点。众多商业

照相馆都通过广告大肆宣传自家拍摄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美术摄影”效果的期待。

为提高拍摄效果，从光线、造型、布景等做了与时俱进的改造，从而使拍摄出的

照片光线柔和，典雅庄重，符合西画中人物肖像的风格。例如 1926 年，宝记照

相馆的广告中可见“另辟优雅美术照相室，专摄美术照相，并由德国定来美术照

相电灯多盏。”232留美学生郭叔良与欧炎廷合作创办的中华照相馆西号“拍照玻璃

棚之装置，及摄影机之设配，均表现美术之观念。”233打光是“美术摄影”效果的

一个重要程序，合适的光线既可以规避掉杂乱繁缛的背景，突出中心位置的人物

形象，同时还可以达到修饰人物的面部五官的目的，使拍摄对象更加婉约自然。

经过改造后的灯光，不仅可以“随意增灭”，还有各种的灯光形式，例如“阴阳

光”“三角光”“半逆光”“全逆光”等来塑造人物照的质感。同生照相馆还推出了最

新式的弧光美术摄影法，“根据光学原理，特别各种最新式之器械，以发射种种

之光线。……光线集于何点，黑白施于何处，而色容柔丽，过化存神，尤巨涌美

术观感。”234除了人物肖像照以外，商业照相馆还会销售一些“美术摄影”风格

的风景照片或制作风景影集，这些风景影集也参与着新的视觉经验的建构，具体

将会在第三章详细论述。 

与商业照相相比，业余摄影师对摄影画报的接受度要高得多，即便这些画报

缺乏摄影专门刊物的专业度，有时所选刊的作品也有失水准，但是作为普及度最

高的读物，摄影画报对于“美术摄影”的推动中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良友》

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和畅销的杂志之一，曾积极推动“美术摄影”的传播，并颇

有效率地将“美术摄影”的观念带入了大众视野。《良友》不仅曾刊登过全国摄影

大赛的作品，还选登中外摄影师的佳作。在 1927 年，梁得所（1905-1938）出任

《良友》主编后，235作为摄影爱好者的他还将“美术摄影”开辟为常设板块，积极

推动“美术摄影”的公开展示。 

《良友》的第一期封面，就选取了“美术摄影”风格的女明星胡蝶（1908-

 
231 《雪怀照相室》，《申报》1932年 5月 14日第 21版。 
232 《宝记照相馆》，《申报》，1926年 6月 27日，第 24版。 
233 《中华馆西号今日开幕》，《申报》，1923年 12月 25日第 17版。 
234 《顺天时报》，1926年 2月 6日第 1版。 
235 梁得所从 1927年 3月第 13期接替周瘦鹃开始担任良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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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的肖像照，取名“胡蜨恋花图”。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一期都有一版关于

“美术摄影”的风景照片。第二期所刊载的北京风景照片，包括颐和园、天坛、

西苑和北京古塔，颇具风景画的效果，虽然摄影师的身份被隐匿了，但编者在此

特别注明了“摄影难，摄影时取个好景更难。”取景得宜意味着摄影构图的成熟，

已实属不易，但编者尚未表明取景与“美术摄影”的距离。到了第五期欧阳璞拍

摄的三幅作品“枯树冬溪”“秋郊闲步”“板桥倩影”（图 2.4），编者所注“摄影难，摄

影取景更难，摄影取景而有画意者更难。”已经很明确的指出摄影具有画意即如

画的效果是摄影水准的最高标准。这三张照片的画意效果都类似于 19世纪巴比

松派乡村主题的油画，但是其意境又体现出东方美学的意蕴，例如萧瑟的冬景，

独行的远去背影以及枯溪木桥等都是中国艺术范式中常见的意象和符号。 

第五期除了欧阳璞的三张照片，还有张珍侯所拍摄的“山明水媚之富春江”六

幅。第六期是黄梅生摄的“良辰美景”，第七期“广州景社之杰作”的“画意诗情”，

第八期中美璋照相馆所赠送的“幽静”四幅等，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照片所具有

的美术风格，这些业余摄影师或社团发表的具有主题性的照片可以视为个人化的

小型影展，无论是拍摄明媚秀丽的风景照片，还是从日常中发现生活中的情趣，

都是《良友》为早期的“美术摄影”提供了一处开放自由的展示空间，高效且集

中地推进“美术摄影”的大众化。 

1927 年 10月，在《良友》的第 20 期报道了“天马会美术展览之摄影杰作”。

包括了郎静山、张珍侯、丁悚、黄梅生等摄影师的作品，内容包括肖像、风景、

静物等 13 张照片。236天马会为上海研究美术团体之一，由上海美专的教员发起

组织而成立，其举办展览的目的亦有向大众宣传美术观念的企图。作为专业的美

术团体，在第八届规模盛大的天马会展览中将摄影纳入为展览门类，无疑是对“美

术摄影”类型的认可和支持。从 25 期开始，《良友》就发表了“华社摄影展览会

出品”的郎静山的《试马》，1928 年 4 月，《良友》又在第 26 期中刊登了第一届

“华社”影展的照片。此后，“华社”举办了四次影展，《良友》都进行了宣传。除了

“华社”以外，中国摄影学会、黑白影社的展览的精选照片也出现在《良友》中。

在《良友》第 14 期“摄影美术”专栏中（图 2.5），237刊登了两张中国摄影学会的

 
236 《良友》，1927年 10月第 20期。 
237 《良友》，1927年 4月第 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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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和两位日本摄影师片岗南遥和宫田良一的作品，还有上海光艺照相馆所作的

傅彦远先生像。这些照片显然未从传统的“美术摄影”出发来展现中国绘画中常

见的意境和符号，而是突出未来派、几何形式以及现代主义的特色。例如中国摄

影学会所拍摄的《画意》，抓拍了画家正在以一名裸体模特为对象进行艺术创作，

光线从右边摄入画面增强了照片的对比度，使观众无法辨识画室杂乱的背景和画

家的面容，唯可见模特身体的曲线和光影，形式和风格都体现出摄影师现代前卫

的视角。 

在第 36 期的《良友》中再一次刊登国外知名外国摄影师的作品（图 2.6），
238将日裔美国摄影师昇都（T.K. Shindo, 1890-1974）和加拿大摄影师墨加斐（Bruce 

Metcalfe, active 1920s-1930s）与中国的两位摄影师分别置于同一页面，编者还特

别注明了 T.K. Shindo 和 Bruce Metcalfe“世界摄影杰作之一”的身份。Shindo 和

Metcalfe 都是当时国际知名的优秀摄影师，虽然，中国的两位摄影师尚未得到如

此称号，但编者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彰显中国摄影师与国际同行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和展示平台。元父《波光树影》与昇都所摄的《果盘》并置，黄英《力》与墨加

斐摄《硬领》并置，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明显承袭了西方“画意摄影”倾向，通过降

低对比度来增加柔焦效果，《波光树影》中水面与河岸将画面切割成几乎对称的

两半，一条无人的小舟停靠在码头旁，有“野渡无人舟自横”之意境。然而照片的

构图又过于刻板，占据视觉中心的树木缺乏与周边景物的互动，地平线与码头的

条线因部分重叠也造成了观者视线的混淆。另一幅中国摄影师黄英的《力》虽然

在主题上比《波光树影》更有新意，但在表现人物的肌肉线条和光线的运用上显

得柔焦过度，视觉表现过于平淡，仍然不如两位西方摄影师对线条和几何图形的

表现成熟自如。编者显然不是希望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突出这两组摄影作品的差异

性，正如学者 Timothy J. Shea 指出的 Shindo 和 Metcalfe作为摄影实践的先锋本

来是用来批判作为风格的画意摄影的倾向，但在此处，《良友》编辑试图将之视

为“美术摄影”的成功范例。239 

1933 至 1934 年间，《良友》特地出版了八周年纪念刊，这本特刊也是《良

 
238 《良友》，1929年的 3月第 36期 
239 Timothy Shea, “Re-Framing the Ordinary: The Place and Time of ‘Art Photography’ in Liangyou.” 
Liangyou: Kaleidoscopic Modernity and the Shanghai Global Metropolis, 1926-1945, by Paul Pickowicz 
et al., Brill, 2013, pp. 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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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美术摄影”专集。编者在开卷部分提到《良友》“一向都以美术为主——即

以图片为介绍及促进文化的工具。……因此，被作为《良友》特刊的，当不能越

出这范围之外。“美术摄影”的本身就是一张图片，又以它最近在我国的被注意

和它因此而得的显著的进步，所以我们便毫不犹豫地把它选为第一次特刊的题

材。”其中，不乏上海摄影界的知名的摄影师，如郎静山、张印泉、卢施福（1898-

1983）等，也有来自南京美社的国民党要员曾仲鸣（1896-1939）和傅秉常（1896-

1965）等社会名流。此次特刊中所选照片，皆可看出技巧、题材或构图的巧妙之

处，与最初的“美术摄影”相比也已经有长足的进步，每张照片的旁边除了题目

和拍摄者外，没有特别的介绍和说明，可见大众对“美术摄影”已经具有了较高

的接受度，甚至已经具备独立的“美术摄影”的鉴赏能力。 

1930 年，良友图书公司还出版了甘乃光（1897-1956）所翻译的法国摄影师

罗伯古德沙尔（Robert Demachy, 1859-1936）所著的《美术摄影大纲》（Les procédés 

d’art en photographie/ The Processes of Art in Photography）一书，这本书也是时任

《良友》主编的梁得所的积极促成和鼓励下完成的。原著中的插图本身刊载的是

西方摄影师的作品，甘乃光在编写时还将插图换成了华社成员的作品。与早期中

国的摄影译作不同的是，这本书不再讲究摄影的成像原理，而是专注于摄影与艺

术的关系，探讨“美术摄影”的意义，甚至还有作者对具体题材的经验和建议。

这本书在强调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之外，不仅满足了广大美术摄影爱好者对提升技

能的渴望，还通过译作的形式介绍了西方“美术摄影”的历史和现状，使大众对

西方“美术摄影”的学习不再被精英的壁垒所阻拦。胡伯翔在序中提到：“……

将寻常摄影方法的迷，从此说破，使不谙外国文字的人，亦有研究摄影的机会，

开玩好摄影家方便的门。译书对于学术上的功劳的确很大。”240甘乃光在自序中

也说“至到译本书的动机，就是因为时下从事“美术摄影”的人们日渐增加，惜

坊间尚无专门讨论“美术摄影”的著述。……我希望自从这本书出版之后，中国

幼稚的美术摄影界，或者可以得到较有系统的叙述，使初学者得所阶梯，使这种

在艺术中还是幼稚的玩意，确立其在国际艺术界之基础。”241此书在出版后大受

欢迎，良友图书馆公司在 1931 年初又再版发行，之后还印制了第三版，以满足

 
240 胡序《美术摄影大纲》影印版，1930年刊，页 3。 
241 译者序《美术摄影大纲》影印版，1930年刊，页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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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市场需求。 

除了《良友》之外，《时代画报》也是推动“美术摄影”的高水准画报。因为担

任编辑的叶浅予（1907-1995），张光宇（1900-1965）、张振宇兄弟都是摄影的爱

好者。与《良友》在推广“美术摄影”时采取了相同的策略，《时代画报》也曾

开辟“美术摄影”专栏，并对当时上海的摄影社团和摄影展进行积极报道，《时

代画报》第八期报道了天马会第九届美术展，“此次天马会陈列的范围，有国画、

洋画、摄影、图案、雕刻，五部，国画最多，洋画次之，摄影又次之，图案与雕

刻不过数件。……”242在全部四大版面的报道中，摄影占据两个版面共计 11幅照

片，也可以看出《时代画报》编者对于摄影的重视。 

《时代画报》甚至比《良友》更加更加前卫的选材视角，根据学者陈学圣的

研究，编辑叶浅予、张光宇曾一同从西方的期刊中撷取照片，收集美国的画报杂

志，并受到西方前卫摄影的影响。243因此，1933 年《时代画报》第 4 卷第 1 期

的封面摄影（图 2.7），244便采用了一张蒙太奇的照片，照片中一位打扮入时的摩

登女郎抱膝坐在一座大厦的顶部，背景也是高大密集的摩天大楼。一改往日多情

婉约的女性形象，摩登女郎以夸张失衡的比例使读者产生视觉冲击。蒙太奇这种

新奇的感官刺激，城市文明对人的异化以及拼贴剪辑的视觉效果都是现代性的隐

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的印刷文化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对“美术摄影”概

念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良友》《时代画报》等大众画报以更日

常的方式将“美术摄影”带入到大众视野和生活中，还将“美术摄影”与新闻摄影、

绘画艺术等图像类型的并置，提高了“美术摄影”在大众视野中的曝光度。作为

视觉作品来说，除了图像本身的表现风格，展示的承载媒介也会影响观看的体验。

画报编辑通过对西方“美术摄影”的关注和译介，展现出能够实现中西艺术对话

的愿景。 

实际上，《良友》等大众画报定义是在另外一种“美术摄影”，这种“美术摄影”

 
242 《时代画报》，1928年 6月 9日。 
243 陈学圣《摄影在传播时代——从民国期刊看摄影的发展》，《美术馆》，2009年 01期，页 68-
90。 
244 《时代》，1933年第 4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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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将摄影的审美特质放在首位，也并不关心“美术摄影”的批判精神与思想深

度，而是传媒和印刷业为大众所制造的一起流行文化，利用“美术摄影”的滤镜为

大众编织出关于现代城市休闲生活的精英幻想。大众的照片阅读更多是获取一种

新奇的体验。按照本雅明的观点，照片是一种新奇的意象，通过不断翻新出的新

花样保持着源源不断的视觉吸引力。而刊载着照片的大众画报，则更是通过目不

暇接的图像使读者可以暂别现实中的痛苦和彷徨，在丰富新奇的环境中自我陶醉。

本雅明指出“新奇”正是一种被现代经验营造出的快感。“新奇是一种独立于商

品使用价值之外的品质。它是一种虚幻意象的根源——这种虚幻意象完全属于由

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意象。”245“美术摄影”是借助一种虚幻与真实意象叠加，来

制造一种具有新奇感的视觉消费。然而，当这种机械复制的图像过量地产出，成

为充实着视觉的景观时。这场由商业文化、城市氛围和现代经验共同作用完成了

对大众视觉的驯化。然而，而照相无时无刻不试图保持着这样一种新奇，新奇只

是一种表象，新奇背后则是启蒙精神的暗沉消解。 

 

小结 

摄影是民国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式的视觉再现所呈现的风格表

现或美学思想又与当时的绘画发展盘根错节，裹挟较量。回顾二十世纪初期的中

国美术画坛，“写实”、“写意”和“折衷”等多重力量和思潮正在经历着激烈的对抗，

各方都试图展现更多的依据为自身的发现寻求合理性和必要性。“美术”则成为知

识分子在这种较量中所利用的话语，他们希望借此来完成社会变革中所诉求的现

代启蒙与民族复兴。 

“美术摄影”一方面展现着与绘画交织依赖，始终在寻求独立于绘画的艺术

语言，另一方面，摄影中手工上色、剪裁以及集锦拼贴等形式也呈现出“真实”与

“非真实”的张力，亦消解了绘画与摄影的差异性。这正是民国初期媒介间的场域

交织与话语争夺。然而，无论是“影”还是“画”，其概念都因为大众传媒的介入以

及印刷术的进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传统意义上依靠画师或画家手工制作的

“画”通过印刷方式泛化为“图像”“画片”“图片”的概念，照片并没有因为其本质特

 
245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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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从“画”的范围中分离出来。摄影既可以利用纪实的特征与注重实用性质的完成

替代以客观著称的“图”，也可以通过艺术性的表现与“画”接近艺术的属性，从而

消解了自明代就分化的“图”与“画”的概念。因此，如果说绘画其自身存在分裂的

特征，那么同样作为图像的摄影也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阐释，两者同样作为

图像的再现和艺术的表现方式都无法逃避相互裹挟的命运。 

中西方有所不同的是，立足于写实主义的西方绘画与同样以写实特点著称的

摄影在争夺“写实”战场，双方最初呈现的是一种争夺领地的状态，摄影的出现使

得画家陷入恐慌与危机中，之后，也呼应着西方绘画向象征主义的转向。而对中

国的美术界来说，摄影的出现正迎合了社会中“真实性”的诉求，“真实”既吸引眼

球又具有象征性，成为知识分子最乐于拥抱的一门技术。与其说，摄影的真实性

对绘画中的写实特征提供了挑战，不如说中国正需要借用这阵“真实”的西风来迎

接改革。因此，“美术摄影”不仅是以摄影师为主体的一种创作变革，也是整个

社会审美品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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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术摄影”中的风景、认同与政治 

第一节 作为媒介的风景影像 

1900 年，柯达公司发行了便携式普及型相机白朗尼（BROWNIE），并且刊

出诱人的广告语：“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你只管按下快门，剩下的

事情交给我们。）”同时，在柯达公司出版的《柯达摄影术：日常摄影必备之参考

书》中写到“吾人之日常生活，名胜旅行，亲友晤叙，一切稍纵即逝之情景，往

往绘画所不能描写，笔墨所不能形容者，均可藉摄影留作日后之回忆，而资永久

之欣赏。”246小型便携相机大大降低了大众使用相机的成本和不便性，使人们在

旅行中可以随时拍摄令人动人的风景，广告语也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运用

手中的相机，以记录下这个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时代。 

随着 1923 年，银行家陈光甫（1881-1976）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中国旅行社，

旅行在中产阶级中越来越流行，摄影也成为旅行中的必备活动和记录工具。这些

旅行爱好者组织旅行团，将足迹遍布中国各地，糅合了影像和文学的旅行游记也

成为大众阅读中的一个重要版块，吸引着更多急于寻求身份认同的新兴市民阶级

加入到旅游的活动中。本章将会以风景摄影为核心，探讨早期摄影中风景照片的

形成、再现及其意义，从而揭示风景摄影如何投射空间感知的结构，以及如何被

利用为权力和文化实践的工具。 

在西语中，“风景”一词源于德语的 Landschaft，意思是指与城镇毗邻并隶属

于城镇的土地，语源的含义也说明了风景概念的产生与城市密不可分，两者之间

始终存在相互对立又彼此依赖的关系。到了十七世纪，自然风景作为一种独立的

绘画题材进入到西方画史。247而中国的“风景”早在魏晋时期的文学文本中就已出

现，并非是从西方舶来的语汇，但是这一词汇却不曾被视为重要的绘画门类，而

是多指代与个人风神品性相关的气质与精神，或是用作描述环境的光风气氛，即

light and atmosphere 的意义。248而之后中国文化中对风景的发现，则与唐宋时期

山水画的形成有关，对风景的观看都是以诗歌和山水画的框架来把握和品赏的，

 
246 《柯达摄影术：日常摄影必备之参考书》，上海：柯达公司，年代不详。 
247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张翔译《风景与西方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4），页 192。 
248 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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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中国诗歌与绘画的审美意趣的才能将之称之为风景。249到了十

九世纪，西方率先发明和使用摄影术后，风景则因容易捕捉和随处可见的优越性

率先成为摄影师实验和拍摄的素材。虽然，风景通常被视为自然风光的客观存在，

但是其远非透明中性的介质，在被呈现、观赏或寄情的过程中，暗含视觉竞争、

建构形塑与文化认同。 

在民国时期，美术界曾将“风景”一词视为与“山水”充满纠葛又有所对抗的话

语，暗含着民族主义与本位思想。诚然，“风景”与“山水”无论是作为绘画题材还

是表现对象，其意义、尺度还是风格都有所交叉，然而随着民族问题的日益加剧，

这种剑拔弩张的话语权争夺也蔓延到了美术界，“风景”与“山水”的背后更多地被

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民族立场的表征。 

1926 年林风眠（1900-1991）发表《东西艺术之前途》，在对中西绘画的比较

中已经使用“风景”来替代“山水”一词，指出“西方的风景画是对象的描写，东方风

景画是印象的重现，在无意之中发现一种表现自然界平面之方法；同时又能表现

自然界之侧面。”250表面上看，林风眠是将“山水”与“风景”概念合流，实际上是想

通过话语的等同地位表现中国风景绘画具有独立完备的表现体系。同样是一场以

谋取民族艺术复兴为目的的讨论，在 1935 年《国画月刊》的《中西山水画思想》

的专号中，编者团体在二元的历史比较框架和“中国本位”的论述视角中来比较中

西艺术的差异，其中对“西方绘画”的认识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或者是一些作者有

意在强化的一种刻板的“西画”印象，特别是关于中西方艺术的“写实”与“写意”问

题上显得有些武断，甚至一度出现“西画趋向于中国”的说法。“山水”和“风景”两

个概念所各自投射的中/西立场的对立显然是被时代裹挟的结果。当代学者李伟

铭指出中国在实现其现代性追求的过程中必将会碰到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

就是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某种概念或价值形态是否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中互相

诠释和转化，精确地阐释和理解这些概念的意涵也是语言在互相转换的必要前提。

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两个使用语境的概念是很难完全的置换和化约，更

大的可能还是会在转化的过程中出现本源意义的流失。251正如前文所探讨的从

 
249 衣若芬《观看·叙述·审美：唐宋题画文学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 
250 林风眠《东西艺术之前途》，《东方杂志》，1926年 5月 25日，第 23卷第 10号，页 104。 
251 李伟铭《近代语境中的“山水”与“风景”——以〈国画月刊〉“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为中心》，
《文艺研究》，2006年 01期，页 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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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orial Photography 到“美术摄影”的翻译转化的过程。归根结底，“山水”和“风

景”只是作为文化表述的表象，实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美术变革的思想论辩，

虽然两者因技法和传统等因素始终存在一条难以抹平的裂痕，但是都需要根据时

代语境的要求将两者捏合重塑，从而谋求中国艺术的复兴与变革。 

这个时代语境的具体要求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于“真实”的信仰和“山水”

如何写实的问题。作为新派山水画代表人物的黄宾虹（1865-1955）曾主张利用摄

影术来提高山水画的写实性。在《真相画报》第二期的叙言中，黄宾虹鼓励他的

后辈画家借助摄影为传统绘画注入活力。“尝拟偕诸同志，遍历海岳奇险之区，

携摄景器具，收其真相，远法古人，近师造物，图于楮素。足迹所经，渐有属豪，

而人事卒卒，未能毕愿，深以为憾。”252正如黄宾虹所言，摄影为“师法自然”提供

了经验，民国时期的诸多山水画画家会携带相机去自然中拍摄取景，摄影作为一

种取景工具也改变了自然对视觉的反馈，从而使摄影成为再现自然，表现自然，

想象自然的一个转译的装置。 

黄宾虹的友人蔡哲夫（1879-1941）曾多次提到自己通过对摄影作品的临摹

来作画，题于 1906 年的《扬子江马当山炮垒图》，跋：“扬子江马当山炮垒图，

丙午冬 12 月拟摄影，成城子哲夫。”253还有《蜀中山水》一幅“临蜀中摄影，我

用我法，不求似谁家笔意。哲夫志于海角寓。”254临摹照片的行为更侧重风景自

然属性的表达，将真实世界中的知识、细节和经验试图通过画笔得以准确再现。

“我用我法，不求似谁家笔意”体现出蔡哲夫对科学精神的理性追求，试图从迷信

古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虽然他没有刻意规避传统的线条笔法，仍可以看出源自

石涛（1642-1707）的风格样式的痕迹，但是以摄影代替古本的临摹已经预示着蔡

氏试图对绘画中的笔法偏差进行修正的意图。255黄宾虹和蔡哲夫都试图探索出一

种激活方法来重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活力，实现画学中兴，就如同黄宾虹所得

出的“欧云墨雨，西化东渐，缋采之丽，妍丽夺眸，窃怪山光水色，层折显晦之

 
252 黄宾虹《真相画报叙》，《真相画报》，1912年 6月 21日第 2期。 
253 《时事画报》，1906年第三十三期。 
254 《时事画报》，1906年第三十四期。 
255 李伟铭《中国画变革的语言资源——本世纪初叶的一些证例考析》，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
景展执行委员会编《现代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页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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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其与北宗诸画尤相印合。”256的结论，虽然指出了北宗诸画与西方绘画的相

似之处，但仍然难以跳脱将西方风景绘画视为参照坐标的框架，以此搜寻中国画

学渊源中能够匹配的步调。摄影作为一种尽可能公允的方式，在转换视觉经验的

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遵循科学的法则来再现自然，但是照片中所谓“山光水

色”“显晦之妙”等景象已经是对风景的对象化，黄、蔡等人倡导的视觉经验不再

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天人合一”的山水自然观，而是将人逐渐从自然中分化，补充

以“科学”“写实”等多重象征意义的再现对象。 

黄宾虹和蔡哲夫所提倡的“近师造物”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自然进行“写生”的

过程。“写生”观念早在晚清师范学堂中就已经被采纳，自二十世纪初期后才得到

广泛提倡，其与中国传统绘画所讲求的“外师造化”“师法自然”相比，更多的是强

调观念上的转变，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审美问题，而并非是对传统写实绘画技法和

经验的颠覆。“写生”作为美术师生的学习实践和教学要求成为民国艺术教育的必

备经验。刘海粟（1896-1994）在 1913办学之初就带领学生外出写生，1918 年成

立野外写生团。他在《西画钩玄》中提到“注重写生为学画入手之必要。”257丰子

恺“无论何种，必以写生为基本练习，且必以忠实写生为基本练习……故有志真

正之美术者，必当以忠实写生为要务。”2581918 年，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

演说词》中提到“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实写”可以被理解为实物

写生。他在比较了中西绘画的差异后，仍将重点回到了中国画家的实践宗旨“余

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故望中国画家，亦须

采用西洋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259室内写生主要以静物、

石膏雕像或人物模特为对象，户外写生则是先通过速写的方法完成画稿，之后再

完成细节性的表现。即便照片作为临摹的范本为风景绘画注入了科学的基准，但

是“写生”仍然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习画方式成为美术变革的必要实践。 

写生虽然备受提倡，但是对于美术不甚了解的大众来说仍然比较陌生，甚至

是各大报界将之作为社会新鲜事来报道。在《西湖旅行写生纪略》中提到上海图

 
256 黄宾虹《真相画报叙》，《真相画报》，1912年 6月 21日第 2期。 
257 吴梦非《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段》，《美术研究》，1959年 03期，页 46-50。 
258 丰子恺《忠实之写生》，《美育》，1920年 02期。 
259 《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原载于《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 10月 25日。见蔡元培《蔡
元培美学文选》，页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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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美术学校在赴杭州西湖写生之事，“赴杭之翌日，沪上各报，均纪录此事。到

校之第四日，浙江新闻报，之江日报，亦有此项记载，均含有奖借语。”260美术

学校在春假时都会举办“远足会”等短期旅行，首选富有游览价值且距离上海较近

的旅游胜地前往写生。吴梦非（1893-1979）在回忆自己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跟随

李叔同（1880-1942）学习绘画的经历时提到要先练习“写生”，除了在室内对石膏、

静物进行写生外，还经常到户外进行风景写生，“当时的西湖，可说是我们户外

写生的教室。学校还特地制备了两只小船，以供我们在湖上作画、观赏之用。”261

倪贻德（1901-1970）在记载《上海美术学校春季旅行写生记》中提到，“自然是

艺术的宝藏和艺术乡，艺术家正应该走尽名山大川，去发现自然的秘密，因此要

去写生、表现，最好要往那去。”262根据学者统计，在 1918 年 1935 年期间上海

美术专科学校曾六次赴西湖牺牲，申报的报道就多达十次。263这些写生活动既包

括绘画速写，也有摄影写生。 

“写生”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取景，“取景”即收取图画（Take Picture）, 264本

指通过相机取景器（Viewfinder）来对风景进行筛选和构图，至少在 1911 年，林

泽民就探讨了“摄影应注意取景”的问题，指出取景差异是造成照片趣味的主要因

素。265到了二十年代，“取景”已经从摄影延伸到绘画领域，作为一种术语在户外

写生的讨论中应用。《上海美术学校春季旅行写生记》中提到金资甫在评价学生

写生水平有所进步时提到“取景的选择较为精彩”，能否“取景得宜”得以从摄影的

标准变成了绘画的标准。266虽然取景框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去协调人眼与自然

的关系，但摄影师和画家一直希望以艺术方式调教和改造“取景”这种感知风景的

方式。 

同样，为了演示绘画中“如何取景”的问题，户外素描的倡导者常常呼吁通过

 
260 刘海粟《西湖旅行写生纪略》，原载于《美术》，1918 年 10 月创刊号，又见《艺术学研究》，
2012年 03期，195-196。 
261 吴梦非《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段》，《美术研究》，1959年 03期，页 46-50。 
262 倪贻德《上海美术学校春季旅行写生记》，《美术》，1921年第 3卷第 1期，页 95-102。又见
《艺术学研究》,2012年 03期，页 257-261。 
263 林佩佩《上海美专旅杭写生研究》，《美与时代（下旬）》，2010年 01期，页 119-120。 
264 欧阳慧锵编著《摄影指南》（上海：宝记照相馆，1923），页 101。 
265 《摄影周刊》，1911年第 1卷第 2期。 
266 倪贻德《上海美术学校春季旅行写生记》，《美术》，1921年第 3卷第 1期，页 95-102。 



 

 92 

相机取景器来丰富“取景”构图的经验。汪亚尘（1894-1983）在《风景写生的便利

方法》中提到画家“在户外写生摘取一部分自然的时候，可以用一种取景圈”，也

就是自制一个长方形的袖珍画框，这个画框在使用时需要与所取风景保持一定的

距离，“用此圈拿到垂直的手中，就可以看出自然的风景，看时要景色的范围小，

只要手臂伸长一点，如果要范围大，只要将此圈近着眼睛一点，使用时候的适度，

全在手臂的伸缩上做主。”267这个自制的取景圈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类似相机镜头

的装置。汪亚尘之后，余琦在《写生第一简便法》中提到另一种装置来帮助取景，

“写生画之基础是在轮廓线，轮廓线的正确不正确，是关系画理，就是远近法、

位置法的讲究。”所谓的“写生简易法”，就是用一块大小得宜的透明的玻璃片，

写生的时候把玻璃片插在画架上和地面成垂直，和画者的眼睛成正面等高的位置。

268虽然诸如此类的辅助方法会造成绘画者对工具的依赖，但也反映出摄影的成像

方式有助于现代美术的学习者更快地达成“写实”的目标和要求。 

为了进一步满足对真实性和“写实”的诉求，绘画还试图借助摄影的光学特性

来再现风景。除了遵循透视的法则，照片对光影变幻，空气质感的记录亦是其他

媒介所难以取代的。石守谦也曾观察到，当时不少山水画家为了提高画作的真实

感，曾采用摄影照片作为山水画的“画本”，并指出了“新派”山水画家陶冷月

（1895-1985）的实践是采用这种方法最突出的回应。269陶冷月所擅长的的月光

山水画曾被评价“以国粹之笔，运欧西之墨，既臻宋元之神韵，复刻胜景之真相”，
270他也被视为“新中国画”的创始人。蔡元培曾赞誉“冷月先生，夙精绘事，先民

榘矱，海外见闻，分别研练，各还其是。进一步互取所长，结构神韵，悉守国粹。

传光透视，特采欧风。苦心融会，尽心町畦。生面别开，知音非寡。”271陶冷月

早年学习西画，之后善于将中国的审美意蕴与西方重光影表现的风格相结合，一

改中国画中被长期诟病的不擅处理造型和明暗表现的问题，“力求综合古人之长

和吸收西画光影明暗和透视之法”。陶冷月在 1923 年开始摄影时就曾使用一台德

国的蔡司相机来拍摄虎丘、灵岩、天平山等姑苏风景作为绘画素材，之后他曾在

 
267 汪亚尘《风景写生的便利方法》，《美术》，第二卷第三号，1920年 8月 30日。又见《汪亚尘

艺术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页 288-291。 
268《美育》，1922年第 4期，38-40页。 
269 石守谦《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台北：石头出版社，2017），页 350。 
270 《冷月画评》，陶为衍编著《陶冷月（下）》，（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页 457-483。 
271 陶为衍《蔡元培美学思想对陶冷月的影响》，陶为衍编著，《陶冷月（下）》，页 53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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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前往雁荡山避暑。在行旅过程中，还多次利用相机为绘画选取素材与捕

捉美感瞬间，例如其山水画作《雁荡湖南潭》便是模仿自他本人的摄影作品《湖

南络丝潭》而来的。272从构图和取景可以看出画作与摄影照片几乎完全相似，除

了画作中的瀑布山崖处，画家有意添画了一个观瀑者，273似是山水世界中的隐逸

高士，亦使画面内容更加丰富。 

陶冷月并非只是借摄影来辅助绘画，而是借助再现工具来发现风景。1915 年，

陶冷月曾作过一幅《苏州瑞光塔》的铅笔淡彩速写（图 3.1），2741923 年，陶冷月

又来到瑞光塔处进行过一次拍摄（图 3.2），比较两幅作品可以看出拍摄视角和取

景位置完全不同，所呈现的风格和氛围也全不相涉。早期的彩铅速写通过设色构

图被陶冷月营造出一片清新盎然的生机，而后期所拍摄的照片则可以看出塔檐已

残旧不堪，木梁横斜，一片破败萧条之景。其间的差异并非是由于瑞光塔地景面

貌的变化，从 Hulme Oliver 所收藏的一幅老照片即可看出陶冷月在创作速写时

瑞光塔已然受到破坏（图 3.3）。在这张拍摄于约 1905 至 1915 的照片中，一位身

着西装的青年似是经过瑞光塔并特此摄影留念，塔檐的破败与陶冷月在二十年代

所拍摄的景象并无二致。275陶冷月二次拍摄瑞光塔的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两

次跨媒介的实践可以说明，无论是摄影与绘画作为媒介都有其不可忽略的视觉局

限，而感知风景本身才是摄影与绘画对风景再现的意义。 

陶冷月在四川旅行的途中，曾“一路速写、摄影，留有速写稿 160 帧，及所

绘江轮途径之地图和摄影照片。”2761941 年作《川江四景》的第一景中的帆船组

合（图 3.4）取自照片《马平山》（图 3.5），277第四景中的渔船（图 3.6）明显参

考了 1933 年拍摄的《宜昌南潘关渔舟》（图 3.7）以及 1932 年的《新堤江边渔

者》（图 3.8）。陶冷月企图将摄影视为绘画的取景框，通过真实地理特征的细节

呈现牵引出生动的游览记忆，他曾言“照照片画是画匠，看照片是回到当时出游

的意境。”特别是摄影对光影质感的真实记录，使得线性的时间感清晰地标记在

 
272 照片取自陶为衍编著《陶冷月（下）》，页 438，页 525。 
273 石守谦《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页 353。 
274 图片取自陶为衍编《光风霁月：陶冷月画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页 23，页 389。 
275 https://www.hpcbristol.net/visual/oh01-032.（最后浏览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276 陶为衍编著《陶冷月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页 186。 
277 图片取自陶为衍编《光风霁月：陶冷月画集》，页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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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某个瞬间，这种具有沉浸感的场景不仅还原的是一幅被框定的自然风景，

而是一种复合了声音、气息、温度、颜色的综合的环境体验。因此，某种程度上

来说，作为不完美影像的“写真”较近乎完美的绘画更富有体验的张力。这正是风

景照片的现代性所在，一方面作为一种瞬间性的证据被留存，另一方面是希望保

持自然的永恒性。 

“取景”一词本身就暗含着一种特定视角的观看，朱寿仁在《中华摄影杂志》

第二期上发表了一幅名为《取景（Picture Taking）》的抓拍照片（图 3.9），278这幅

照片利用“景中景”的方式巧妙地将多重空间串联起来，两个站在水畔旁打算拍摄

远山古塔或浅滩渔舟的摄影者在选取风景的同时，也成为朱寿仁取景框中的风景，

这张照片又经过了冲洗剪裁，再次成为照片观看者视线中的风景，风景已不再是

视觉性的，而是概念化的。“早在风景变成绘画表现主题之前，在它被欣赏的那

一刻，它就已经是一种人工品了。”279也就是说，风景之所以能够“成为”风景被

欣赏，其本身已经迎合了观者的审美与偏好，因为“被观看”这种行为，风景成为

一种氛围与美感的综合体，进而发挥能动，触发情感以及成为文化建构的一部分。 

构图可以说是另一种方式的取景，Peter Galassi曾指出在创作一幅图画时，

构图与视角的紧密关系，“任何一幅包含透视效果的图画都是经过画家三重的选

择，首先，画家必须选择合适的客体和恰当的时机来表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象，

其次，他还需要选择一个恰当的观察地点，最后，是需要选择一个视角的范围，

也就是确立绘画的边界。这三个选择便构成了构图的基础。”280这种构图的原理

同样适用于摄影，风景照实则是将某一处风景从自然中剪裁出后得以生成的。在

修饰的过程中，亦潜藏着对于风景观看的审美心理与视角选择。正如“风景在进

入艺术之前就已经被编码了。由土地、石头、植被、水、天空等有形的物质形式

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能唤起人们审美感觉的自然对象，也是包含文化信息的编码

系统，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281 

 
278 《中华摄影杂志》，1932年第 2期，页 73。 
279 W.J.T. 米切尔（W.J.T. Michelle）编, 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页 15。 
280 Peter Galassi, Before Photography: Painting and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1, p. 16. 
281 W.J.T. 米切尔编, 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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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6 年第 9 期的《良友》中（图 3.10），马超驹拍摄了四张风景照片来展

示“香江四景”，每一景都配有诗句来突显这一景点的欣赏要领和文化旨趣。“松

树垂水面，山影亲云光。”“落日透树梢，波光耀云影。”“松枝低首指归帆。”“树

叶随风送夕阳。”中国风景自古讲究站在特定位置来观赏风景摄影，因此得以有

“西湖十景”“潇湘八景”等地景组合的形成，这种特定的欣赏范式延续到了摄影的

“取景”中。但是“香江四景”的照片很明显并非是通过特定视角来欣赏香江的特定

时空的景观，而几乎都是通过松枝位置的变化来搭配香江平静开阔的水面。虽然

作为自然主义摄影的“香江四景”与“像绘画的照片”效果仍有一段距离，但摄影家

在此处强调了构图的重要性，丰子恺就十分推崇这种对自然风景的精心捕捉，他

认为“美术的照相” “最重要的是构图，就是照相里面所收容人物风景的形状位置

的讲究。”282对“取景”(Framing)的巧思在于冲破日常生活中的平淡无奇，“……照

相的难处在从极不美的境界中照成它美。……如淡烟寒日荻花秋是在南下洼子照

的，大风起兮是在顺治门内大街照的，寂静是在望海楼的院子里照的。”283“取景”

不仅体现了现代美术注重“写实”的观念转型，亦是借助相机的取景框对日常生活

审美的一种发现。现代生活中短暂却美丽的瞬间不再只是令人回味但逐渐暗淡的

记忆，而是可以通过摄影机轻松摄取。那些细碎的，片段化的和平淡的日常生活，

都通过“取景”变得精致美好且富有意义，“取景”也成为表现现代性的一种装置。 

根据仝冰雪收藏的一组照片可以看出“取景”对照片效果带来的影响，284比较

温州永嘉江心屿二图，虽然拍摄对象相同，但是由于拍摄目的和审美视角不同，

所呈现的照片效果也有所不同。温州本地的爱吾照相馆于 1924 年所拍摄的照片

（图 3.11）不仅为这幅远景山水的四周添加了装裱边框以增强装饰效果，使之更

便于展示和摆放，同时感光度的降低也使得远处的高塔茂林呈现剪影的效果，而

更远处的连绵群山也因此突显了出来。整个画面看起来萧瑟孤远，符合中国绘画

中空阔寂寥的意境。而另一幅以同样景物为对象的照片则是由英国首任驻英领事

阿查理（Chaloner Alabaster, 1838-1898）所拍摄的（图 3.12），这种照片在构图上

 
282 丰子恺《美术的照相——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见龙憙祖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集》，

页 154-165。 
283 顾颉刚《〈大风集〉序言：从极不美的境界中照成它美》，见龙憙祖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

学文集》，页 131-135。 
284 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页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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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景突兀的树丛而突显纪实性的效果，照片左下角出现的不和谐的石块可以猜

测这是在旅行中随意抓拍且未经冲洗时的剪裁与修饰。远处的湖心岛虽然因对焦

而呈现清晰的细节，但也因曝光过多而使远山的剪影效果消失。 

类似的例子在绘画中亦可加以佐证，在对英国温特湖的风景进行描绘时，中

国画家蒋彝（1903-1977）与英国的无名氏画家显然因图式系统的不同而有所差

异，贡布里希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固定的中国传统词汇是怎

样像筛子一样只允许已有的图式的那些特征进入画面。艺术家会被可以用他的管

用手法去描绘的那些母题所吸引。他审视风景时，那些能够成功地跟他也已掌握

的图式相匹配的景象就会跃然而出，成为注意的中心。风格跟手段一样，也创造

了一种心理定向，使得艺术家在四周的景色中寻求一些他能够描绘的方向。绘画

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285

所以画家是以其观念来发现风景，并再创作成风景画，摄影师亦然。风景的表现

实则是观看和思考世界方式的一种体验，文化语境和观看方式在风景概念形成时

就已然存在。中西摄影师视角的差异反映出取景背后挥之不去的政治性，正如米

歇尔把风景视为“一种媒介，一个巨大的文化密码网络，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绘画

类型。”286这种动态的媒介在文化实践中不仅是一种再现，其本身也是被形塑的，

虽然风景照以“真实的再现自然”著称，但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对取景

视角的驯化。 

另一方面，风景不仅是再现自然的场所，其本身也提供了一个流通互动的空

间，尤擅风景绘画的上海决澜社创始人倪贻德认为“人们对主观风景的大声疾呼

实际深受西方自我观念和主体性的影响，‘哲学者笛卡尔，发现了我思故我在的

一种真理。由这样的思想，近代的精神，就受了大的变化。在艺术上，也看出了

强烈的自我的发动。……在现代，当取材‘自然’的时候，‘自然’倒在其次，最重要

的却是对于‘自然’的‘艺术家的态度’了。”287无论是哪种取景剪裁的方式，风景照

片都是摄影师视线的投射，并在其间加入了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滤镜，但最终，

 
285 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页 101-
102。 
286 W.J.T. 米切尔编, 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页 14。 
287 倪贻德《风景画之描写与构图》，《青年界》，1935年第 7卷第 1期，页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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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再现中的风景并非真实的风景，而是摄影师的文化印象和视觉记忆。 

 

小结：作为媒介的风景 

麦克卢汉（Mcluhan）的著名论断“媒介即是信息”指出，“任何媒介（即人的

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

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机器的意义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人们用机器所做的事情。”288换言之，不仅个人

的生活会随着某一媒介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乃至人类社会的长期变迁和生活方式

都会因媒介而有所改变。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介传入中国后，已然改变了对风景

的认识和互动方式，更为美术变革提供一种助力。摄影借助“风景”这种媒介完成

了与绘画艺术的交涉，风景便不再只是作为一种观看对象，而是米歇尔所说的一

个动词，“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

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进而追问“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如

何起作用。”289从摄影中发现风景，预示着民国时期对真实性和视觉现代性的追

求，以及对时间观念的敏锐感知。风景看似通过国家地理的形式象征一种自然的

永恒，然而在不同介质和场域的观看下，永恒与刹那之间又是多重权力的博弈。 

 

第二节 空间记忆的改写：风景摄影中的地方经验与感知的竞争 

楼外楼头雨似酥， 

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 

堤柳而今尚姓苏。 

郁达夫（1896-1945）这首《咏西子湖》写于 1935 年，诗意指出文人的介入

对风景确立与名胜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

 
288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页 33。 
289 W.J.T. 米切尔编, 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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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文化所构成的西湖的历史记忆，更多的游客亲自参与到现代风景的形塑中，

同时，视觉再现中的风景也通过种种策略改变了游客对往日风景的感知。 

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指出“由于照片使人们假想拥有一个并非

真实的过去，因此照片也帮助人们拥有他们在其中感到不安的空间。是以，摄影

与一种最典型的现代活动——旅游——并肩发展。”290前文已经提及民初是“风景”

发现的关键时期，这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旅游业的蓬勃繁兴有关，首先旅行的推

广得益于铁路与公路等公共交通设施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大大缩短了远程出行的

时间成本，使大众的旅行方式得以进化。其次，铺天盖地的旅游杂志和游览指南

也不断挑动着公众对于遥远风景的想象和陌生景观的好奇心，记录观览体验的旅

行游纪诱导着城市中的有闲阶级逃离城市，逃离世俗，利用周末短暂的碎片时间

回归自然与乡土。 

旅游的发展促使风景图像的生产和需求数量激增，风景不再仅仅存在于大众

的想象中，而是以一个十分具象的状态出现在期刊杂志、明信卡片或名胜的宣传

手册中。同时，风景也成为一种商品和文化资本，可以用来交易、占有和展示。

照片中的风景不仅可以批量地无限复制，也可以折叠携带，在旅行过程中随时的

欣赏，参考和对照。本节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读当时与风景旅行相关的影集，从

而探讨中国“如画”风景的构成，这些影像背后所反映出的现代性的风景感知。 

实际上，追求“如画的”（picturesque）风景是由十八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旅

游活动所兴起的，最初，这一语汇并未特指风景，而是指某种景色或人类活动适

合入画。291“如画”的审美涵盖多元的维度，无论是崇高优美，还是颓废伤感，或

是以平淡质朴所表现的日常生活，只需要满足能够吸引观者的视线，引发丰富的

联想和情绪共鸣的条件，而“如画”这一概念如同通用货币一般，逐渐在全世界的

旅游界通用。292《牛津英语词典》在定义 Picturesque 一词时，指出其中一个定义

与 poetical fancy (诗性的想象力)同义“指出语言、叙述等方面……异常形象或生

 
290《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见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2010），页 9。 
291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著，张箭飞、韦照周译《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

学与旅游，1760-1800》（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页 2 
292 同上注，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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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时候也暗含着为了力求这种效果而会罔顾事实的意思。”293因此，“如画”

概念的形成其中一个因素便是对风景的诗意化，从对现实的追求转而诉诸于想象。

如画美的理论家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 1724-1804）在探讨“画境游”时指出

“主要乐趣不是科学地分析美景（尽管这样做亦能使人乐在其中），而是非理性反

应（irrational response）:当一处壮观的美景出现在眼前，强烈地撞击着我们，超

过思想力之时，我们的愉悦之情达到高峰，……思维活动暂停了，我们在感觉，

而非观察。294因此，如画美的风景并非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利用理性去定义的风

格，而是更依赖于个人色彩和主观情感，依托感知经验且难以琢磨的风景意识。 

虽然“如画”对风景旅游来讲是一种通用语言，但中西方对“如画”风景的感知

显然有所不同，前文已讨论过“山水”与“风景”概念使用的差异性的脉络，中国“如

画”的风景观念和艺术实践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在中国的艺术传统中，以实景入

画自六朝时期就已滥觞，自宋元的成熟发展后一直延续到明代实景山水的多元与

繁盛，之后在清代则逐渐呈现式微之态，中国传统中的“实景”入画所涵盖了名山

大川、古迹名胜和园林宅院等题材，特别是明代的纪游图和清代的胜景图已经具

有现代旅游手册的特征，这些明清时期的实景绘画不仅具有浪漫的文人色彩，其

所描绘的具体景色甚至可以真实地再现该地的地理特征。 

巫鸿曾精细地描述中西方“入画”风景的取景差异，“西方手法在表现中国风

景时常常重视表现自然。风景照中通常没有建筑物，无论拍的是雾中竹林、岩间

瀑布，或峡谷日落，它们表达了摄影师个人对自然美的体会。与这样的主观创作

不同，中国摄影师追求的是传统的‘入画’和‘景’的概念，以及平正的构图。因此，

他们在拍摄风景时，如同创作山水画一样，画面中必须要有山、水这两个基本视

觉要素，且辅以轻舟或小茅屋，以传达一种抒情、宁静的感觉；在拍摄名园、名

山这样的‘标志性景物’时，则会遵从既有的表现方法，画面中既有自然景色，也

有人工建筑。当摄影师为名园、名山拍照并编排影集时，每页照片都是一‘景’，

一段视觉旅程，让人畅游其中。”295可以看出，西方摄影师所营造的往往是一处

自然情境中的感受，而中国摄影师则更加关注“景”这一概念，无论是人工雕琢还

 
293 同上注，页 112。 
294 同上注，页 60。 
295 郭杰伟、范德珍编《丹青与影像：早期中国摄影》，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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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然塑造，都将“景”视为一种观看和形塑的客体，而相机作为人眼的延伸，会

因认知中对风景的既定印象去寻找所谓“景”的存在，风景在形成本身更多的体现

的人为而非天然的因素。 

西湖是实景山水画的一个重要题材，其丰富的人文价值和悠久历史也赋予了

西湖“如画”风景的特质。西湖风景最先以写景诗的形式出现在唐诗中，在宋代则

兴起了“十景图”这种以绘画来品赏风景的方式，之后，诸多风景名胜都逐渐发展

和形成了自成体系和风格的系列风景，例如“潇湘八景”“燕京八景”“黄山十景”等。

虽然鲁迅曾将之称为中国人的“十景病”，但不可否认十景模式已经成为不少风景

空间记忆的一部分，承袭着百年的历史发展和现代的重新诠释。“西湖十景”经历

了漫长的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断桥残雪”“三潭印月”“雷锋夕照”“苏堤春晓”“南

屏晚钟”“柳浪闻莺”“双峰插云”“平湖秋月”“曲院风荷”“花港观鱼”这十景，最后的

鼎盛期应为清帝康乾南巡时对西湖十景的临幸和游览。可以看出，“西湖十景”的

绝大多数景点都是根据特定时序和指定的观赏地点所设置的，这些景致很难在一

次随机的观览行程中得以全部完成。这对古代的观众来说，并不会影响他们对“西

湖十景”的期待，因为“西湖十景”本身即是通过图绘或传说所形塑出的一处整体

的概念性风景，他们对于“十景”的感知除了想象之外，还享受着在虚构与真实之

间的愉悦感和好奇心。而对于现代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更希望以旅游实践的方式

来达成游览的目标，求证个人的想象，将虚拟的西湖变成现实中西湖，“十景”对

他们来说是旅行的目标和想象的求证，但显然，对“西湖十景”的期待无法在一次

的游览中带给他们满足的经验。因此，当对风景的实际感知和观览体验发生了变

化，西湖对现代旅行者的吸引已经不再是通过“西湖十景”的游览模式。 

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湖十景”，西湖的风景也不会以具象化的方式来吸

引游览者在此怀旧，咏叹和纪念。就连上海来到西湖写生的美术学生们，也难以

无视“西湖十景”对视界的侵占。正如前文所言，西湖的“如画”特质使这一景点成

为沪上美术师生写生的一个常驻地，然而丁衍庸（1902-1978）曾批评到“他们到

了湖边，个个都画牌坊，大佛，不是湖心亭，就是三潭印月，他们把描写风景的

意义完全弄错了。都以为写生旅行是描写古迹名胜来做纪念品的，不是研究艺术

的。我……下了一个很严厉的命令，不许他们再去选择那种纪念式的题材，教他

们去寻找水边的情趣，和自然美妙的风景。从那次起，他们的思想和作风，被改



 

 101 

变了不少。”296汪亚尘也提到“写生旅行和寻常旅行不同，画家所取对象，不限于

要名胜，有名的地方，反而得不着画材。像西湖的十景，如果指定了哪景去画，

倒觉得平淡无味，那些不过属于历史上的纪念物而已。”297画家如此排斥以“西湖

十景”作为写生目标，是因为旅行与写生的目的恰恰构成了一对对立的关系，与

西湖的历史文化传统相比，写生的画家更看重的是“如画”风景的自然属性，作为

文化古迹典型的“西湖十景”，从命名到观赏方式无一不充斥着价值取向与人为的

修饰，而那些新发现的情趣和景致使未经开垦的风景具有原始的吸引力和神秘感，

而旅行的过程就对这些风景的发现，阐释和建构。 

20 世纪初期，西湖的影像最初在商业照相馆以及宣传旅行的影集中十分流

行，例如杭州的二我轩照相馆在 1910 年出版的《西湖风景》，杭州的月溪照相馆

制作的《杭州西湖胜景》，杭州顾影照相馆制作的《西湖风景》等。此外，由商

务印书馆制作的《西湖风景画》摄影集在 1910 年就已印制成初版。商务印书馆

在后续又出版了三集的《杭州西湖》，作为《中国名胜》系列丛书影集的第四种。

1929 年，舒新城（1893-1960）出版了《西湖百景》包含了百余张西湖风景的照

片，在序言中他提到“西湖风景不能说是最佳的，但交通便利紧靠都会的风景，

不能不说西湖是最佳的。她的佳处第一是有山水错综的自然美趣，第二是有两千

年历史的古迹点缀。”298舒新城在序言中还提到为了编纂全面完整的西湖百景，

他特地去市面上购得因时令及景目关系而为现在所不易摄得者，如雷峰夕照，浙

江潮等照片，重新剪裁加工以完善百景。在这些被重新排列组合的西湖风景影像

中，除了保留了“西湖十景”部分内容外，还纳入了更多地标式的景点照片来重塑

西湖风景的合集。景点成为旅程中的一个个标记的符号，游客在进行风景的鉴赏

前，往往已经在绘画、手册或记忆中具有了一个形象，旅途经验是对既定形象的

一种检验。 

在西湖风景的影像中，山和水作为基本的视觉要素以符号性的方式呈现，在

月溪照相馆出版的《西湖风景》的影集中，数张照片都是通过平远视角来展现水

面与岸上风景的二分画面，水中的倒影使照片“如画”的特征十分明显。例如，西

 
296 自述，《艺术旬刊（第 1卷）》，1937年第 7期。 
297 王震、荣君立编《汪亚尘的艺术世界》（北京：民主和建设出版社，1995），页 183。 
298 舒新城《西湖百景》（北京：中华书局 ,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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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桥的题识“……当斜阳影里舣櫂入桥，掠孤山下暮岚笼翠，碧水如油，景色澄

幽，恣人赏恋，此真如赵孟坚所谓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笔也。”（图 3.13）编摄

者援引了赵孟坚（1199-1264）对西泠桥风景的绝叹，荆浩（ca.850-911）、董源（？

-ca.962）作为五代山水画的名家，虽然各自擅长北方和江南的山水画题和风格，

但他们对山水趣味和精髓的把握都是精准细腻的。正如西冷桥与此时的气氛情境

的组合，才得以完成了从景观到“如画”风景的升华。诚然，影像最终以平远视角

来呈现西湖山水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西湖周边平阔的拍摄场地，摄影师并不能完全

按照心中所设想的图像来为风景设定透视的效果，因此，与其说摄影师是按照山

水画的图式来传递宁静悠远的画面感，不如说中国的风景本身即是通过山水画来

定义和划归的。 

这种对“如画”的追求也会因影像的呈现和描绘而有所动摇。以“雷峰夕照”为

例，这一景观本是通过雷峰塔在夕霞漫天之时同西湖水面交相璀璨，清辉掩映的

情境。正如月溪照相馆出版的影集中“每当夕阳西下，金碧照耀，清辉入望，洵

奇观也，故雷锋夕照入西湖十景之目。”同时期的杭州活佛照相馆制作于 1924 年

影集中，“雷峰夕照”一景与月溪照片如出一辙，并且引用清代《西湖志》盛赞此

景“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

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月溪影楼（图 3.14）

和活佛照相馆“雷锋夕照”虽并非尽情表现“雷峰夕照”奇观性的一面（图 3.15），

而是利用了平远视角和湖光塔影使“雷峰夕照”颇具“如画”的特征，然而作为同一

景致，在舒新城所拍摄的《西湖百景》中（图 3.16），“雷锋夕照”已经变成了昔

日残景，舒新城标记到“甲子民国十三年九月，塔忽倾圮，发见经卷甚多，转土

一堆，十景已缺其一。”这幅照片应是舒新城在雷峰塔倒塌之前拍摄的，因为在

远处仍可见塔身轮廓，这张照片打破了之前远山塔影的结构，更像是路过雷峰塔

时随意取舍的结果，近景中两位正在劳作的农人侵占了视觉的聚焦点，如果没有

文字注明，读者可能未能注意到远处被杂乱前景掩盖的雷峰塔。正在专注劳作的

农人也消解了“雷峰夕照”的传奇与诗意，形成一种回归日常和琐碎的遗憾。 

对于雷峰塔这样的木构建筑来说，因年久失修而不复往昔的现象十分普遍。

历朝历代每一次对历史景观的翻修既被视为国家政治业绩的和经济实力的展现，

也是将景观重新推向观赏舞台的辉煌时刻。雷峰塔作为古迹的意义也并非是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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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从它初建于十世纪后，到明代焚于大火，再到清代“白蛇故事”的浪漫

传奇，历代的苦心经营使它的历史意义也绵延不绝地持续和永恒。舒新城对于“十

景”中因“雷峰夕照”的缺失而难掩惋惜之情，但也侧面陈述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

事实，现代的西湖风景已经不再是“西湖十景”原始地理景观的重现，“雷峰夕照”

变成了一处唯有记忆留存的风景空间。 

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1911 年所拍摄的《西湖风景》中，为“雷峰夕照”增加了

写实特征（图 3.17），以及象征观者游于其中的示意。湖中轻舟上的一对男女游

客虽不能辨析其身份特征，但可以看出他们所身着的西方服饰的装扮和闲逸的状

态，正在享受着水上西湖之旅。这对游人出现在“雷峰夕照”的景致中并非偶然，

从这本影集的其他景观中，例如“双峰插云”“苏堤春晓”“曲院荷风”等景观多处可

见这一对乘舟赏玩的游人踪影。而让他们慕名而来的“双峰插云”，南北高峰的对

峙并不突出，“曲院荷风”中的荷花也已经开败，唯有“泛舟”成为这些风景照的表

现重点。水上泛舟的缓慢行进显然是缺乏现代性的，平静的水面与悠闲的意境象

征着时间历史也随之停摆，象征着一切如旧的西湖，等待游客的寻访。然而这种

怀旧式的游览体验，又是一种现代性的审美心理，从而投射出现代性内在的矛盾

与冲突。 

实际上，不只是“雷峰夕照”，汪悦进的研究已经指出二十世纪初期，辛亥革

命和社会变革不仅改变了风景，还改变了观看风景的眼睛。黄培炎（1878-1965）

等革命者以影集编者的身份为西湖风景赋予一种新的观看方式，通过将革命精神

融于各种媒介的风景表征，塑造和鼓舞着公众对于西湖风景的感知方式。299实际

上，汪氏所选取的四位身份迥异的游客对西湖风景的感知存在差异，不仅与他们

的身份与经历有关，还包括游记形成中的偶然性。此外，黄培炎影集中的一些影

像的安排也并非在辛亥革命后的刻意所为，从出版时间早于黄氏摄影集的 1910

年二我轩影集中就来看，两本影集及其之后的各版本《西湖影集》存在很多相似

之处，因此，很难将黄培炎所编摄影集的特殊性全部归因于其辛亥革命者的身份

特征上。 

实际上，从宣统二年（1910 年）出版的二我轩版本的《西湖风景》中，就已

 
299 汪悦进著，唐宏峰译《变化的感知，感知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后作为视觉競争的西湖风景》，

《中国文化》，2011年 02期，页 12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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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将秋瑾风雨亭、徐锡麟墓等景观列为“西湖风景”之一，徐烈士墓“在孤山艺术

院（罗苑）对面，烈士名锡麟（1873-1907），浙之绍兴人，清光绪末，学于日本，

倡种族革命，以刺安徽巡抚恩铭被难，与同难之陈伯平，马子畦二人葬于此。”

秋瑾风雨亭是“当时秋瑾埋骨于此，今已他迁，惟风雨亭尚存，亭名风雨，取秋

临刑时所作‘秋雨秋风愁煞人’诗意，秋瑾（1875-1907）系绍兴革命女子。清光绪

末年，因徐锡麟案，株连受诬被诛。”在辛亥革命正式爆发之前，徐锡麟和秋瑾

的墓冢就被视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存在并印制在商业照相馆发行的旅游影集中，这

些景观的表述将惨烈的历史记忆重启，为本是诗情画意代表的西湖叠加了一段凝

重的历史。除此之外，明代名臣于谦（1398-1457），明初革命者陶成章（1878-1912）

等忠义之士的墓冢也被二我轩选入“西湖风景”中，作为一种纪念景观被展示，西

湖的风景也被重新建构。而纪念碑的意义不在于建筑，而在于人本身，“不是通

过可见可触的建筑残骸来引发观者心灵或情感的激荡：在这里，凝结着历史记忆

的不是荒废的建筑，而是一个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现场’（site）。因此，‘墟’不是由

外部特征得到识别的，而是被赋予了一种主观的实在（subjective reality）:激发情

思的是观者对这个空间的记忆和领悟。”300 

根据成书于明代的《新镌海内奇观》中所刊的《湖山一览图》就可看出（图

3.18），301西湖北山脚下早已集中了众多纪念碑祠和坟冢，岳飞墓便在其中。正如

汪悦进所指出的，岳飞（1103-1142）的故事在民国时期被反复诉说和追忆，他作

为民族英雄的形象再次受到革命将领的崇拜和标榜，还常与秋瑾之事迹互通比较，

这些都是作为服务反清的修辞目的。302但岳飞墓影像的安排并非出于辛亥革命前

后出现的安排，因为在 1910 年二我轩版本的《西湖风景》中，岳王墓景观反而

是缺席的，而之后几乎所有的影像版本都将其收入其中。舒新城《西湖百景》中

将岳王庙（图 3.19）和岳鄂王墓（岳坟）利用正视图的视角来表达建筑的庄严感

（图 3.20），将岳王庙的宏丽庄严以及挺立苍劲的“精忠柏”表现得崇高肃穆。而

月溪版本的照片则是拍摄者以游览者的视角所拍摄的近景（图 3.21），没有利用

 
300 巫鸿著，肖铁译《废墟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 24。 
301 明杨尔曾撰，钱塘陈一贯绘， 新安汪忠信镌《湖山一览图》，《新镌海内奇观》，卷三，明万

历三十七年（1609）夷白堂刊本。 
302 汪悦进著，唐宏峰译《变化的感知，感知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后作为视觉競争的西湖风景》，

《中国文化》，2011年 02期，页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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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视角和景深来虚化背景中杂横无章的树枝，通过真实环境下还原了一种苍凉

感。月溪影集中为岳王坟所注文字为“岳武穆精忠大节，为宋南渡第一人，改葬

今墓，继历朝褒树，典礼益崇，地当湖山胜处，清波掩带，庙貌翬翼，瞻仰咸兴，

令人咏叹。”其突出的真实感的呈现方式也有助于唤起对历史的沉思，激发更强

烈的怀古情绪。 

岳飞墓这座建于南宋的墓冢与辛亥革命等革命者的陵墓相比，具有更悠久的

历史感和时间的沉淀，后世数次的修缮并没有消磨掉墓碑的历史意义，反而加重

了其缅怀过去和找寻历史记忆的色彩。游览者对它的感知更倾向于作为西湖怀古

的一部分，巫鸿曾针对中国传统中怀古的美学指出，“更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美

学体验：凝视（和思考）着一座废弃的城市或宫殿的残垣断壁，或是面对着历史

的消磨所留下的沉默的空无，观者会感到自己直面往昔，既与它丝丝相连，却又

无情地和它分离。怀古之情因此必然为历史的残迹及其磨灭所激发，它的性格特

征包括内省的目光（introspective gaze）、时间的断裂，以及消逝和记忆。”303正如

黄培炎在《西湖一集》的弁言中自言“余于丙午六月尝一至西湖，同游七八人，

宿孤山读书楼七日，比者，既纵览赣之庐山，皖之黄山，泛新安江，顺流而东，

遂至杭州，荏苒八年之间，景物一变，滨湖四望，若公园，若图书馆，若南京阵

亡将士祠，若陶烈士祠，若徐陈马三士墓，若鉴湖秋女祠，皆巍巍新建筑，丰碑

画栋，气象万千，而有清功臣祠宇，与其诗歌联语之留题，虽欲求零墨残缣而不

可得，更寻所谓读书楼者，檑纱蚀雨，楹帖封尘，渺焉几不复可识矣。俯仰陈迹，

结想方来，人物代兴，湖山无恙，摄而记之，敬告读者，此西湖者乃中华民国三

年五月之西湖也。黄培炎并识。”从这段文字中，黄培炎所表达的怀古的意味显

然要超越了他对于辛亥革命的拥护和政治诉求的隐晦表达。辛亥革命作为一种集

体记忆，唤起了游览者关于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命运的遐想，无论是憧憬光明

还是缅怀过去，历史真实都成为记忆的碎片，消逝在永恒的湖山风景中。 

墓冢和祠堂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建筑更能表达怀古的忧思，这些建筑通过不断

地重修使历史记忆得到强化。“祠”本身即是为纪念而修，纪念既是一种仪式，也

是一种怀旧。而作为“墓”的景观更因为地下的亡灵具有一种不可变动的永恒意义，

因此，墓冢也被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古迹。祠和墓以建筑的形式作为一种历史印

 
303 巫鸿著，肖铁译《废墟的故事》，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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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成为地表标记，在空间和时间中留在痕迹。无论是祠堂还是坟冢，这种景观比

最初的“西湖十景”更象征着对不变和永恒的追求。人们无法通过旅行回到过去，

但是却可以通过这些永久的标记被不断的激发关于过去的想象和再现。无论是怀

古还是怀旧，都是一种现代性的心态，意味着对时间逝去的一种失落感，回望过

去，延续记忆与传统，对当下状况进行反思。现代性的短暂性和不确定性使人们

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他们更加渴望从这些永恒的风景中寻求稳定与不变。对这

些历史遗迹的反复观看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怀旧。特别是对新兴中产阶级来

说，当他们在城市中感到身份的异化和分裂，就越渴望在风景中回归简单，致敬

传统。 

现代的西湖的风景较之前更注重公共性，如果说“西湖十景”是精英和皇室基

于自身游览经历所塑造的，那么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湖则是为城市市民重新建构

的游览套餐。公园的影像几乎出现在每本“西湖风景”的摄影集中，在舒新城的《西

湖百景》影集中，第一张和第二张照片分别就是“湖滨公园”和“公众运动场”。陈

平原曾指出公园在晚清画报中就备受欢迎的原因“既具备一定的娱乐性，又有利

于思想启蒙，还能允许普通民众参与这样的公共活动，……作为地理学以及文化

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园’的出现意义非凡。”304将皇室苑囿改造成公共场所更加

强了这种民主化的效果，例如西湖孤山旁的公园就是根据清帝南巡时的行宫而建

的，公园内景致“石磴盘旋，花木毓茂，亭廊曲折，随处可憩，升高而望，众山

若环，平湖如镜，远吞江濑，近接城尘，景物浩渺，胸襟为旷。”如此优美的景

致从之前帝王贵胄的专享改造成了提供公众游览的场所。从舒新城的版本中可以

得知“公园”在 1927 年被定名为“中山公园”。这与当时全国民众对孙中山的纪念

有关，也反映出公园被视为民族主义动员的公共空间，凝结着大众对公共性的一

种想象。305在月溪影集中，除了公园以外，位于孤山的图书馆也是一处新开辟的

公共空间，被选入新的西湖风景中。图书馆“在孤山西南故行宫之右，崇楼杰阁，

建筑宏敞，中储旧藏文渊阁之四库全书并经史子集各丛书，灿乎大备，灵秀所钟，

国华所粹，方之东观图书，洵足媲美古今，为湖山生色。”这座现代建筑也由清

代行宫改造，重新被赋予的社会功能不仅使它具有启迪大众心智的象征意义，其

 
304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8），页 374-385。 
305 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 年
01期，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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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藏的众多来自不同于朝代、空间的古籍丛书成为被封存的历史的化身，使图

书馆成为一处古今记忆交织的纪念碑建筑。 

小结： 

本文以民国时期关于西湖的摄影集为中心，探讨西湖风景在图像出版与编辑

的过程中被不断建构和形塑的过程。西湖从一处文学记忆中的风景，变成把玩在

手的真实影像，无论是革命印迹还是英雄悲壮，都随着风景观念的被发现和现代

旅游活动的兴起，变成日常生活深切感知的一部分。风景的建构已经不再只有文

化名人来把舵和塑造，市民阶层亦参与到亲身感知风景和表达体验的群体中。 

从地理面貌上来看，西湖风景的变化确实存在，包括十景的破败与消逝，新

的纪念碑建筑的兴建与重修等。但这种变化更多层面上是对风景的感知和期待的

变化，市民阶层从西湖风景中寻找一种“真实”的风景，公共的日常体验以及对时

间的怀旧。 

摄影作为民主和公共性很强的一种装置，反映出西湖在当时社会感知中的形

象。摄影机也会预设阅读观众，从选片到制作来考虑他们对于图像文本的接受和

理解。因此，景点选择或摄影技巧，在此处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因素，风景变成一

个包含主观层面的概念化的审美，不再只是站在观赏的对立面，其风景“如画”的

审美框架也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美术摄影”发展中。 

正如桑塔格曾提出“摄影影像提供了人们了解过去的面貌和现代情况的大部

分知识。对一个人或一次事件的描写，无非是一种解释，……摄影影像似乎并不

是用于表现世界的作品，而是世界本身的片段，它们是现实的缩影，任何人都可

以制造或获取。”306西湖的几本摄影集与其说是摄影师个人的一种阐释和表达，

不如说是关于西湖群体性感知的一种再现和观看。通过“时代之眼”（period eye），

西湖风景在这种群体感知中重新被形塑，其既有别于“西湖十景”所表现的盛世胜

景，也不完全符合西湖宁静悠远的风景性格，而是暗潮汹涌，死亡与生机，革命

与浪漫，古旧与更新等元素成为新西湖风景的另一种表述。 

 

 
306 《在柏拉图的洞穴》，见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黄灿然译《论摄影》，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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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永恒与瞬间：黄山风景照中的画意、政治与现代性 

王安石（1021-1086）在《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二首》中有诗云“寻奇出后径，

览胜倚前檐。”揽胜在诗中本指观赏胜景或游览胜地，“揽”意味着视线焦点的自

由移动和跳跃，从自然中揽胜寻幽以获得最佳观赏体验的方式。然而“揽胜”的重

点不仅是观赏，而是对胜迹的铭记，赞叹和验证。因为胜迹往往并非是指单一的

定点景观，而是一处自成体系又长期占有人类视觉的空间场所。巫鸿将“胜迹”定

义为，“并不是某个单一的‘迹’，而是一个永恒的‘所’（place），吸引着一代代游

客的咏叹，……胜迹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吸引着追溯往昔的目光，而是从属于一个

永恒不息的现在。……胜迹不是一种个人的表达，而是由无数层次的人类经验积

累构成。”307 

黄山作为一处胜迹，是民国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揽胜寻幽的场所，其险

秀奇骏的地理形态不仅是造化自然的灵感来源，浓厚的文化积淀也使黄山成为国

家地理的象征，在历史感怀与国家危亡的交织下，无数的作家、画家和摄影家屡

次齐上黄山登临游览，使黄山被寄托上饱满的家国意识和民族认同。赵君豪

（1900-？）在《旅行杂志》的《编辑室十年记》中提到“游记的三个条件：能文、

能画、能摄影。”308因此，在现代游记中，对“胜迹”的再现从传统的诗画转为对影

像的依赖，即便媒材的更迭看似呈现出一种进步的假设，然而影像再现又不得不

依赖绘画的模式，特别是影像如何转化传统山水画的感知模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政治紧密挂钩，1935 年出版的《东

南揽胜》（“Searching Out Scenic Sites in the Southeast”）即是通过游记和旅行摄影

来宣传东南五省的风景名胜，以响应国民政府意在推动的“东南基础设施之旅”的

号召，通过扩建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江西东南五省的公路建设，从而增强

军事部署、公共安全和政治稳定。309虽然这次“东南基础设施之旅”最终因为自然

灾害的原因未能实现，但是在项目被取消之前，数以百计的作家、画家和摄影师

在政府经费的资助下完成了这趟跨省旅行并拍摄了丰富的风景照片。310 

 
307 巫鸿著，肖铁译《废墟的故事》，页 80-81。 
308 赵君豪《编辑室十年记》，《旅行杂志》，1936年第 10卷第 1期，页 197-200。 
309 东南交通周览会宣传组编《东南揽胜》，1935年。 
310  Juliane Noth. “Landscape Photography, Infrastructure, and Armed Conflict in a Chinese Travel 
Anthology from 1935: The Case of Dongnan Lansheng.” Trans-Asia Photography Review, vol. 8,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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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山的开发也是为了响应开发东南交通政策的号召，时任国民党中央赈济

委员会委员长的许世英（1873-1964）对开放和建设黄山贡献卓著，作为皖人的他

在 1934 年亲自筹建“黄山建设委员会”并担任主任。此外，郎静山、黄宾虹以及

张善孖（1882-1940）、张大千（1899-1983）兄弟等人还组织了“黄社”，他们还以

“黄社”的名义筹办“黄山胜景书画摄影展览会”等书画摄影文艺活动。311《申报》

曾对“黄社”的展览展开报道“浙江建设厅主办之东南周展览会，对于五省建设风

景名胜种种均极注意，曾于今年春间，邀请文艺界名流，前往观览，以资宣扬。

而歙之黄山，为自古名迹……风景之奇绝，直若仙境。本年五月，沪各大日报各

大杂志摄影界叶浅予、钟山隐、马国亮、郎静山、陈万里、徐天章、罗谷荪、邵

禹襄等，应浙建厅之邀，往黄山游览，爰由叶君等发起黄社，藉以提倡艺术、宣

传黄山名胜……”312足可见当时政府与民间对开发黄山风景投入了巨大的时间精

力，希望借此发扬国光，传播文化，甚至服务于政治统治。 

张大千作为黄山建设委员会和“黄社”的成员，曾四上黄山并拍摄过诸多黄山

的照片。1927 年，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孖首上黄山，在抗战爆发之前，至少又曾三

次登临黄山游览。1934 年 12月，张大千还参加了沪上举办的《黄山胜景书画摄

影展览》，他将其所拍摄的《蓬莱三岛》照片参加了 1935 年的比利时万国博览会

影展并获奖。张大千、张善孖曾在 1931 年出版过《黄山画景》摄影集（图 3.22），

此影集共含十二张照片，一图一跋，记录了张氏兄弟的黄山游记，他们以“画家

之眼”视风景摄影为“师法自然”的证词。大风堂弟子慕凌飞（1913-1997）晚年回

忆同两位老师同游黄山的经历，“在黄山期间，二老师（笔者按：张善孖）和八

老师（张大千）整日忙个不停。他们忙着爬山观景、写生、照相，还常常给我们

几个学生讲黄山古迹的掌故，评壁上前人题书的优劣，还谈到哪些景色可以入画，

告诉我们如何观察，如何选景，写景用什么手法表现较佳等等。”313 

张氏兄弟几乎将黄山的所有景点都找到了所对应的绘画风格和笔墨特色。张

大千在所拍摄的景点如： 

 
2018, pp. 1–17. 
311 《黄社美展一斑》,《良友》，1935年 1月第 101期。 
312《黄社将开展览会》，《申报》，1934年 12月 7日。 
313 汪毅编《张大千的世界研究》（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 2009），页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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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后奇峰》：“神似云林，仿荆浩。笔秀劲处，虽大癡犹有不逮。”314 

《清凉台畔》：“疏处似渐江，密处如石涛，可知古人得山林真妙。” 

《平天矼栗树》：“枝干似王若水，圆劲绝伦。恽正叔虽从此法下功，已落

松懈，无此稳秀也。” 

《石笋矼》：“此幅虽似含糊，细观峰峦重复，极类南宋李嵩等笔。” 

《莲花峰飞龙松》：“此松繁枝密叶，非顾瑟如、陈载东辈不易为之。” 

…… 

张大千的兄长张善孖将所拍摄的西海门山坳的一处奇石“达摩渡海”称为“赵

文度、沈子居有此淹润，无此雄奇，当仍是夏禹玉专长之作。”所拍摄的“狮子林

诸松”题识“狮子林诸松夭矫雄奇，非石涛、瞿山莫辨。”将“仙掌峰”视为“此等峰

峦树石，杜东原多为之。”等等。石涛、梅清（1623-1697）等黄山画派以“搜尽奇

峰打草稿”为艺术主旨，主张从自然中获取绘画的灵感，而张氏兄弟则更进一步

直接将黄山的地貌特征看做是笔墨皴法的一种现实的演绎，将各山水名家的笔墨

在黄山诸峰中找到了各自的对应，把黄山的奇峰怪石，云海沧松看做是天然的画

本。张氏兄弟借助的，正是摄影这种现代性的装置，利用现代性的镜头所呈现出

的一种致敬古典的风景，这一视角本身已经暗含了风景在阐释中媒介之间的权力

关系。如同 Michelle所论证的“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

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或表现自己）。”315 

同时，这种对“如画（picturesque）”风景的对照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已然经

过了审美经验的筛选，就像贡布里希（Gombrich）所指出的，“如画”的风景实际

上并非是因风景的优美给画家以灵感，而是因为画家所在的艺术传统已然对风景

中山石岩峭等视觉符号做好了铺垫，使艺术家从自然中选择了符合艺术图式的自

然。316图式（schema）本是心理学的认知概念，根据心理学家对图式的解释，一

方面它会根据现有的价值观念去理解新的认识事物，另一方面也会根据新事物去

 
314 关于影像的题识摘自张大千、张善孖《黄山画景摄影集》（上海：坦社印行，1931） 
315 W.J.T. 米切尔编, 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页 2 
316 贡布里希（Gombrich）著，范景中等译《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杭州：浙江

摄影出版社，1987），页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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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修正之前的观念，从而建构出新的自我图式。而贡布里希从艺术史家的角度

将图式解释为艺术家的作品是源自心灵和概念性的，而非是对世界的反应，也并

非世界本身。视觉记录的出发点并不是知识，而是由习惯和传统所决定的一个猜

测，因此，视觉是主观性的，而图式是受经验支配的，它“并不是忠诚地记录一

个视觉经验，而是忠实地构成一个关系模型。”317因此，研究者早已发现所谓“画

境游”的愉悦和激动主要来源于“认出和追溯艺术和自然之间的相似度”。“当我们

对‘原初事物激发出来的理念’和‘再现原初事物的雕像、图画、文字、声音激发出

发的理念’进行比较时，我们尤其感到愉快。基于这个原理，‘我们发现大自然的

作品越使人愉悦，它与艺术就越相似。’……生活碰巧模仿了艺术——这就是如

画美给人的最纯粹的愉悦。”318张大千在黄山的特定景观中寻找到特殊的风格和

笔墨特色，黄山风景不仅带给他一种想象的美感，还验证了他先前的艺术经验。 

黄山在文化传统中的形象一直是一座“世外山”，它曾被视为仙界联结人间的

神秘之境，也是鼎革之际遗民们远离家国仇恨的避世道场。因此，黄山并不是一

处具有典型现代意义的景观，其特有的地貌特征反而容易引发行旅者对过去时间

和虚构世界的遐想，黄山与世隔绝的形象消除了都市人群中的现代焦虑，但也正

是通过这种现代旅行的方式来重返黄山的过程，改变了游客在黄山中的风景感知。 

如果说张氏兄弟的影像实践是艺术家个人的审美经验，那么《黄山揽胜集》

则是一群文化精英的集体书写和观看。《黄山揽胜集》是民国二十三年，许世英

所编的一本黄山旅行游记，记录了许世英同友人共游黄山长达十天的旅程。其中

收录了黄山各个景点的风景影像，邵禹襄、罗谷荪，叶浅予、马国亮、陈万里、

郎静山等作品也都被收录在这本游记中。《黄山揽胜集》不仅反映出风景如何协

调旅行与背后出版目的的张力，编排的细节还体现出编辑所希望塑造出的认同感

和集体记忆。 

许世英在《始游黄山日记》中提到之前的黄山“道阻难行，劳人草草，复鲜

暇晷，屡议屡废，蓄愿于兹，殆十数年矣。自蒋委员长介石开发东南交通以来，

杭徽公路筑成，汽车可自杭州直达歙县。皖省府适有建设黄山之议，组设委员会，

 
317 同上注，页 100-108。 
318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著，张箭飞、韦照周译《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
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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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开发，俾山水之奇观，未致于终閟。挽余与其事，并邀往游览观察。乃于春

末夏初，窃间一行。以时方长中央振务委员会，职责所在，分电乞假。”从政府

的层面考虑，开发黄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军事部署和文化宣传，但在此过程中，

国家大力修建的公路、铁路等现代工业设施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黄山作为“世

外山”的形象和游客的感知，变成了一处被人类征服和权力规训下的自然。然而

许世英并未注意到风景背后的政治意义，反而将之视为使黄山盛名得以传承的基

础，他在自序中提到“今兹交通畅达，若不为阐扬启发，公之于世。则不独坐失

建筑之机缘，亦无以慰乡邦父老殷殷之望。……倘荷于游览之余，更共致力于建

设大业，则名山胜境，得人以传，尤余所馨香祝祷愿附骥尾者矣。” 虽然这些影

集的出版有着更加强烈的政治与军事目的，但其目的仍在于激发对旅行活动的兴

趣本身。因为旅游过程中所拍摄的风景影像不仅能够唤起人们对地方的记忆，从

地方中凝结国家意识，从而创造出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 

许世英的身份使他在黄山旅行的过程中不仅盛赞皖境的山路设计精巧，他还

十分关心黄山地区的民情民生，“西北七里至潜口，村内小市尘，商店近百，惟

交易稀少。而洋布充斥，竞减价倾售，国际经济之压迫，乃真及于荒僻之乡村，

不特手工纺织者失其谋生之具，金钱之耗竭，尤使农民无自取偿，大可痛心。……

风景逾进逾奇，山地逾进逾瘠，人民生活更不堪闻问矣。”319许世英在此表达出

企图拨款资助黄山荒僻乡村的决心。当作者结束旅程抵达上海时，感慨到“红尘

万丈，嚣声震耳欲聋。适来仙窟，据堕尘寰，可胜慨叹！且也内地人民，连年灾

侵，本不聊生。兼之五谷茶叶，价值低落；外货倾销，手工业完全崩溃。穷困流

离之状，与都市豪华，又不可同日而语。诚不知孰为真孰为幻已。”320如果说，

上海声色犬马的红尘喧嚣正是许世英想要躲避的现代生活，那么黄山的仙窟奇岭

和远离尘嚣的贫瘠则象征着现代性的反面，但是他所开发的旅游活动正恰恰是以

现代性的方式试图占领黄山的风景。好在登揽黄山的过程仍然是一趟纯粹依赖脚

力来完成的旅行，因游客在到达黄山后，不再能依赖和享受现代设施为旅途提供

的种种便利。这种艰难谨慎的心态和竹杖芒鞋的装备使旅者往往能够与古人的旅

行体验建立某种共鸣，因而也更能借助黄山想象着短暂的避世与穿越。 

 
319 《始游黄山日记》，许世英《黄山揽胜集》，1934年版，页 43-93。 
320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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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旅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兴盛首先得益于杭徽公路的筑成，汽车可自杭州

直达安徽歙县。现代引擎和基础设施工程使风景不再变得触不可及，特别是像黄

山这样远离城市，且地理状况险峻的名胜来说，更要极大地依赖现代交通的辅助

才能使旅程得以顺利完成。有学者曾指出在民国风景名胜的游记中，铁路和机动

旅行的美学潜力被大大忽视。321新建的铁路和公路塑造了现代化的休闲旅行，但

它们显然与当地的观光旅程断开了联系，特别是在风景照片中，现代引擎的痕迹

被悄无声息地抹除。 

实际上，旅途中的风景并没有被真正的忽略，而是一种新的风景的发现，特

别是以此来象征国家建设的现代化，或是借助国家基建来表现政治的统治力和疆

界。对黄山旅途中风景的关注在民国二十三（1934）出版的《中华景象：全国摄

影总集》（China as She is）中可以看出显著的对比，在浙江省篇章中的名胜将莫

干山、会稽山、五洩山、普陀山、雪窦山、雁荡山等大小众多景点作为浙江风景

的展示，而在紧接着安徽省篇章的名胜中，久负盛名的黄山却意外地缺席了这次

安徽名胜的展示。取而代之的是，是徽州（歙县）和杭徽公路的沿途风景（图 3.23）。

《中华景象》由伍联德（1900-1972）主编，良友公司发行，这本影集除了满足出

版市场与大众的双向需求外，还试图借助风景摄影来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从“发

刊旨趣”和“编者序言”中可以看出编辑团队渲染的浓厚的国族意识。“人患不自知，

国族亦然，方今中华命脉之危，不绝如线，然通达国情，深知民瘼者，几何人

矣？……即民族决心之唤起，亦未易言也。”322这本画册以当时全国各旅游胜地

作为拍摄目标，行程数万里，费时八个月，收录照片近千张，最后完成这本“空

前的全国摄影总集”，编辑团队的决心是不言自明的。 

《黄山揽胜集》中的照片出自同游的友人，虽然每张照片都可以追溯出作者，

但作为一种群体的旅行经验，这些照片反映出的是一群艺术家集体的凝视，这个

集体被冠以精英、艺术家和文化领袖等标签的，通过援引古代的诗歌来说明编者

所希望制造出的一种文化阶级的辨识度和修养。风景不再是一种再现具体对象的

视觉表现，而被视为一种文化工具。当然，大众的风景观念也是在这一过程由精

 
321  Juliane Noth. “Landscape Photography, Infrastructure, and Armed Conflict in a Chinese Travel 
Anthology from 1935: The Case of Dongnan Lansheng.” pp. 1–17. 
322 《发刊旨趣》，伍联德主编《中华景象：全国摄影总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4）。 



 

 114 

英所塑造的。这趟旅行团队的合影照片也影集中出现了多次，编者将之作为一种

阶级认同的展示。 

桑塔格指出，“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

也即仅仅把经验局限于寻找适合拍摄的对象，把经验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

品。旅行变成积累照片的一种战略。”323当摄影师在黄山风景中寻找笔墨的踪影

时，也可能忽略了现实中不断变动的风景空间。有明一代学者曾概括“黄山以‘变’

胜，云霞有无，一瞬万变，观不可穷。”324黄山的这种变化特别体现在“云海奇观”

中，以《黄山揽胜集》中所援引的明代许启洪的描述“我观黄山奇峰三十六，非

关天巧神仙筑。神仙乐山復乐水，变山为海仍在谷。忽然白气石罅起，荡漾波光

一缕始：頃之便是江幻河，山水平分尚可指。倏而水天变，一色，幻海於山疾如

矢。药谷有白龙，掷钵有九子，岂尽腾云驾雾来，吐出黃河天上水？……斯時晴

光散民空，露出山椒如螺如髻如花蕊。久而视之空明玄澹上海下天真如华严楞严

倾泻琉璃世界差可擬。至若云气浮沉，灭没风行水上编珠貫玉容与乎海与蛟宫，

松风撼云作声……忽而神迁观看倦，海又变山……”（图 3.24）Hubert Damisch注

意到中国风景中云、水的“软性”功能是连接，通过聚散等作用串连成不同的形态

或构成，“它是一个风景，一个准则，根据它聚集，还是分散，在它的‘不可捕捉

的虚空’中，成为它在隐蔽的同时突出了的风景的‘山皴’与‘水法’的纽带。”325黄山

的风景具有移步换景的特色，云即是黄山风景中的变量（图 3.25）。黄山云海不

仅具有流动性，还有深浅浓淡的缥缈感，作为一种空间组合的语法，承接着连接

和观照的作用。云海的转瞬变化和偶然性的捕捉象征着风景如同现代的时间一般

短暂易逝和难以把握。被瞬间筛选出的风景变成一段被截取的记忆，观者能够进

入的只有他需要躬身前往感受的真实风景，而黄山中的云海已经在曝光的刹那成

为不可回返的瞬间，这也就是旅行照片无法替代真实体验的原因之一。 

诚然，风景照片无法比拟动态影像的连续性，而是将风景切割成静止的片段，

在不同的场景调度下，呈现出不确切的时间感和运动经验。但编者许世英仍在尽

力通过“过渡”的照片来弥补这种不连续的叙事，他多次将“山路”“山径”以及“途

 
323 《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见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黄灿然译《论摄影》，页 9 
324 《黄山志编委会》，见《黄山志》（合肥：黄山书社，1986），页 6。 
325 于贝尔•达米施（Hubert Damisch）著，董强译《云的理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史》（南

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页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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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照片来串连，例如“紫云庵至慈光寺山径”（图 3.26）“文殊院至百步云梯道

中”（图 3.27）“云谷寺前竹径”“至老人峰途中”等，在这些前往景点的途中，往往

还会偶遇一些惊喜的旅行体验，在桃花溪的涧石森列中偶遇落英，看到脂蓄粉凝

的难得景象，在天门坎恰逢“杜鹃盛放”，在丞相源道中所见“荒径”“溪涧”等。这

显然不同于前现代的地志游记中景观图像的再现重点，《黄山揽胜集》中的影像

将注视的目光由古迹名胜转移到行旅道中，也随着山路小径的运动轨迹串联成流

动的叙事效果。波德莱尔将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而另一半是永恒和

不变。326黄山曾因它不朽的地理景观和历史形塑被视为永恒的象征，甚至成为文

化想象中仙山形象的再现。然而，相机再现下的黄山风景则在有意无意间将这种

永恒的象征逐渐消解。照片本身即是一种消解永恒与瞬间，混淆时间概念的装置。

旅行者正是在这种时空的交错中体验着现代性。 

 

小结 

二十世纪初期是文艺界对风景重新发现的时期，无论是文学、美术、电影等

领域都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人与风景的关系。风景作为摄影与绘画的再现主题，不

仅将外在的具象世界转译成各自的艺术语言，而且作为一个被观看和阅读的文本，

发挥着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作用。然而，这些通过媒介再造的风景已然成为一

种“拟像的风景”，是再造的自然和机械复制的人工产物。媒介再现中风景的形象

早已充满了价值取向和被赋予的意义，而摄影也正是通过一种真实再现的特质将

这种目的掩盖的悄无声息。 

同时，风景本身也作为一个动态的媒介，“我们在其中‘生活、活动、实现自

身之存在’”，同时它本身也从一个地方或者时间移动到另外一个时间或地方。327。

对风景的感知亦会随着照片和影像的方式得以呈现，通过“时代之眼”投射在作为

大众读物的视觉文本中，风景的地理表征和空间记忆都在不断被改写和重塑。昔

日“如画”的风景成新兴阶级加入精英想象的序列中，也掩饰着观赏者怀旧的情绪，

构成了新的风景记忆的流动。风景同时成为权力运作的一种工具在文化实践中起

 
326《现代生活的画家》，见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页 430-440。 
327 W.J.T. 米切尔编, 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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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虽然风景的空间形式未曾改变，但是风景的再现和体验已然变成了一种现

代性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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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遣、写意与个人主义：刘半农的“美术摄影”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下，“复古”与“前卫”成为一对相互裹挟又彼此对立的

文化思潮，长期占据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诸多讨论中。这对关系也常常被替换

为“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变革”等与之有所关联但意识形态各异的话语。二

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摄影已经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虽然文化界对摄影

的讨论和重视程度远不如文学、戏剧、绘画等门类，但是摄影对他们来说并不陌

生，因为这已经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消遣方式和休闲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正是这

样一个边缘性的艺术门类，从侧面提供给现代学者重新认识民国知识分子的图像

素材以及所映射出的思想倾向、情感诉求和文化认同。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他对于推动白话文学改革和语言学研究有

着卓越的贡献。同时，刘半农也是一名摄影业余爱好者，他编写了中国第一本从

艺术层面讨论摄影理论的《半农谈影》，同时也是中国早期摄影组织光社的重要

成员和领导者。本文将会以《半农谈影》为例，结合刘半农在光社时期发表的摄

影作品，探讨这位民国知识分子在摄影中体现的传统观念与先锋意识，从而展现

出刘半农试图以嫁接和改造的方式使摄影术更加贴合当时中国的历史语境，利用

摄影来回应传统的余响和现代的呼唤，同时契合他对于摄影民族化的诉求。 

目前学界就刘半农在摄影领域的贡献已经有所关注，328不过从研究成果来看

仍然比较偏向一种整合式的初期整理，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例如对刘半农

的认识偏重于脸谱化的分析，忽略了在特定时期内刘半农的思想倾向和身份转变。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也往往因为这层身份而背负了诸多赞誉或贬损，

但作为一个不断转变自身认同和具有丰富人生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他的思

想观念要复杂的多。加入光社及创作《半农谈影》时的刘半农已经与《新青年》

时期的他有所不同，这是以往学者在讨论刘半农的摄影贡献时鲜有注意的。对刘

半农摄影贡献的进一步关注和诠释，应将他的思想转变放在一个经历过巨变的时

代背景中，从而以立体的视角重现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中的态度、回应和选

 
328 关于刘半农的摄影进行过专门研究的有徐希景《摄影文化先驱刘半农和_半农谈影（上）》，《中

国艺术时空》，2016年 04期，页 80-89；徐希景《摄影文化先驱刘半农和_半农谈影（下）》《中

国艺术时空》，2016年 05期，页 50-57；徐希景《摄影艺术民族风格的确立——刘半农的摄影创

作及理论探索》，《海峡影艺，2017年 2期，页 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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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还有一些研究则关注到刘半农摄影中的民族化风格和与“文人画”相似的写意

特色，但尚未过多展开分析，同时，“文人画”是一个复杂的形塑过程和绘画理念，

绝不是一个符号性的标签，更不能将之扁平化为一种形式和风格。因此，笔者试

图就之前研究的言而未尽之处更进一步。 

 

第一节 留法归来的刘半农与北京光社 

1927 年，36岁的刘半农完成了《半农谈影》序言的写作。329当时他自 1925

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后在北大任教已经两年有余，他仍保持着对摄影的钟爱，闲来

无事时喜欢摆弄镜箱，拍摄日常生活。刘半农自言从十七八岁时就开始玩摄影，

将年少时对摄影的痴迷比作是“暗红光中的蜜吻”。之后，在负笈巴黎求学期间，

又重拾摄影爱好，排遣压力。在巴黎时，刘半农参与了不少当地的摄影展览会，

阅读摄影书报。330从他的摄影实践中，也可看出他对西方诸多摄影流派的选择、

偏爱和改造。 

因为摄影对刘半农来说是一项出于兴趣的业余消遣，因此，他在摄影问题上

的主张也多反映出以个人为出发点的纯粹体验。这种出于主观的自发性所孵化出

的艺术理念与他在上海工作时期以及加入《新青年》后的创作时期存在着很大区

别。有学者曾指出 1927 至 1934 年是刘半农的“岗位时期”，他离开《新青年》后

专注于自己语言学和古文献的研究工作。331也恰恰是这一阶段，摄影成为刘半农

业余生活的重要寄托，再现出他在这一阶段的心灵图景。刘半农在上海期间，他

曾坚守的是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使命和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同时他也站在

这样的道德高地批判上海腐化堕落的文化风气。在 1917 年到达北京后，刘半农

于 1918 开始正式担任《新青年》的编辑，与钱玄同合作的一出“双簧戏”将《新

 
329 《半农谈影》的出版曾一波三折。1927年 9月，刘半农完成了《半农谈影》序言的写作，本

来委托他的朋友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印刷发行。但是 1927年 10月，张作霖查封了北新书局，

李小峰为避文祸逃往上海，刘半农也与周作人一同躲进日本友人家中。这使得《半农谈影》的出

版事务被迫中途搁浅，因此，刘半农将其最初的版本以“北京真光摄影社”的名义自费印刷出版并
放在北大附件的“真光摄影社”中寄售。到了 1928年，刘半农在上海与李小峰再次会面，才使得

《半农谈影》得以在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发行。到了 1930年 4月，已经印刷第三版。陈申《光社
纪事》（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页 133-134。 
330 刘半农《半农谈影·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页 1。 
331 邵栋《刘半农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页 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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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推上了知识界讨论的风口浪尖。他自己也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完成了一次自

我的思想启蒙，改变了他在上海时的一些文艺主张和创作风格，并要与上海时期

的自己划清界限。刘半农甚至提出要洗刷掉之前自我思想中的保守或受传统文化

影响的部分，“即如我，国学虽少研究，在 1917 年以前，心中何尝不想做古文家，

遇到几位前辈先生，何尝不以古文家相助；先生试取《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比

较参观之，即可得其改变之轨辙。——故现在自己冲刷自己之外，还要替一般同

受此毒者洗刷，更要大大的用些加波力克酸，把未受毒的清白脑筋好好预防，不

使毒菌侵害进去。”332然而，这次的转型似乎没有将刘半农固定在新文化的阵营

中，在 1925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他开始逐渐摆脱曾经革命的文学观，将那种对

自我的质疑转移到对新文学的质疑和对《新青年》群体的逃离。在 1928 年初，

刘半农与鲁迅分道扬镳，退出了《语丝》撰稿人群体，也标志着他彻底放弃了启

蒙的立场，从激进的现实转向关注内在的自由。333正是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向，使

刘半农的摄影观念充满个人主义的色彩。 

因为爱好摄影，刘半农在 1927 年加入了北京当时最大的摄影团体——光社。

光社 1923 年成立时最初命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334是由一群摄影爱好者在北

京大学校园内自发成立的。“写真”一词虽然早在唐代文献中就已出现，但当时主

要指的是人物肖像，以“写真”来指代“摄影”是受日本的影响。早在 1907 年，同

样以艺术摄影著称的“东京写真研究会”（東京写真研究会）已经在日本成立，1921

年，“写真艺术社”（写真芸術社）也成立并开始发行同名出版物。然而，“艺术写

真研究会”在最初并不是具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反而非常松散业余。既没有规定

活动章程条例，也不广泛招收会员扩充队伍。这些以北京大学为活动圆心的成员，

因对摄影的爱好而自发形成志趣相投的团体，他们的身份大多是在诸多领域各有

建树的知识分子，关系网络也多为乡族里党，同行同事等。 

“艺术写真研究会”一直到 1924 年改组光社后，才开始在固定时间活动和筹

 
332 《刘半农与钱玄同》（1917年 10月 16日），载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

出版社，2011），页 109。 
333 邵栋《刘半农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页 15-68。 
334 陈申在研究中指出“光社”成立的正式时间仍然存在争议。一说是“艺术写真研究会”成立于
1923年底，1924年后改名为“光社”。另一种说法是 1926年正式成立于东斜街汪孟舒寓所。详参

陈申《光社纪事》，页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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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公开展览，并准备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世。335然而，即便名字改为“社”，但社团

的性质也没有经历很大的转变。336从黄振玉发表于 1929 年 1 月 12 日《北京画

报》“光社摄影专号”中提到《光社摄影专号的使命》中亦可看出“北平光社，为精

于光学之摄影家二十余人组合而成。已具有数年之历史。社员悉为一时知名之士。

每岁各选其得意作品三五帧，开会展览一次，以资互相砥砺，非藉展览而猎虚名

也。社员入会之始，审查极为严格，从未有滥竽其间者，与其他取迅博主义，来

而不拒之展览会，不可同日语也。……”337黄振玉强调了光社的入会门槛之高，

并非随意接纳新会员，社员中不乏社会名流，也暗示了其社团的精英化性质。这

一点在《半农谈影》与刘半农为《光社年鉴》所撰的序言中也曾多次得到强调，

可见光社一直严格遵循着这一不言自明的入会标准，那就是教育背景和精英阶层

的条件。同时，《光社年鉴》作为光社向社会展示成果的公开出版物，以出版物

的形式流通到社会后，阅读者也会从外部形成对光社这一组织及其成员的身份认

知，从而固化社团的文化特权和阶级上的排他性。 

其实，摄影在当时也并非普通百姓在经济上所能负担的一项消遣，将摄影作

为消遣趣味也在收入和财力方面设置了门槛。在民国初年，大学讲员的工资按照

不同等级是 50 至 600 元不等。根据学者的调查，1918 年的“国立北京大学职业

履历表”可以查到“职务文预科教授刘复，28岁，籍贯江苏江阴，历充上海中华书

局编译员，中华铁路学校中等实业学校教员，俸给 200元。”338而 1925 年，重新

回到北大任职教授的刘半农，俸给可能翻倍甚至更多，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

平均工资为十几到二十几元，这个收入是普通工人收入的数十倍，因此，除了少

数特权阶级外，这些在大学工作的知识分子是毫无疑问的高收入群体。339 

 
335 陈万里《北京光社年鉴 小言》，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北京：中国民族摄影

艺术出版社，2015），页 115-122。 
336 虽然以“研究会”或“社”来命名，但是“艺术写真研究会”或“光社”与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研究
会”或文社有很大的区别。“社”往往翻译为“club”或“society”，指定期的组织良好的集体集会，休

闲往往是这些传统的文人社团的一个重要并最初的目的，但在后期的发展中，其中也会逐渐加入

一些政治目的、道德倾向、社会关怀、个人野心等多重复杂因素，从而交织出一个文人社会间的

复杂网络。因此，这也使得民国时期诸多文学社团开始变得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和专业

化(specialization)。详参贺麦晓（Michel Hockx）《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团体与文学杂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37 转引自陈申《光社纪事》，页 47。 
338 陈申《光社纪事》，页 122。 
339 慈鸿飞《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近代史研究》，1994年 03期，285-
291。陈育红《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状况考察》，《史学月刊》，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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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上指出了光社的精英性质以外，刘半农认为还应

从摄影作品本身来表现知识分子的照相与商业照相馆所拍摄作品不同。他明确表

明“幸而我们虽照相而不开照相馆，犹得自命清高，窃附于长衫朋友之林。”340强

调了其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及其自身的阶级认同。1927 年《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

中刘半农撰写的序，“光社是个非职业的社员同志所结合的团体”“非职业的

（Amateur）”，“必须所作所为完全处于兴起，而有始终不跳出兴趣的范围以外

的，才是真正的 amateur。……我们在一件特别嗜好的实物上用工夫，无论做得

好也罢，坏也罢其目的只在求得自己得快乐；我们只是利用自己剩余的精神，做

一点可以回头安慰我们自己得精神的事；我们非但不把这种的事当做职业，而且

不敢籍着这种的事有所希求。”341刘半农及光社成员并没有担心因为太过强调“业

余性”而有损自身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在中国艺术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重

道轻技”的传统，其围绕的无非是自古以来所讨论的“技”（technique）与“艺”的区

别，强调“业余性”的原因在于摆脱以工巧著称的匠气和复制模仿的制作方式，而

应以意趣和开创性取胜。罗兰巴特曾经界定“业余爱好者的定义是‘不成熟的艺术

家’：一个不能——或不愿——掌握一门专业的人。但是，在摄影活动领域里却相

反，是业余爱好者达到了专业的顶峰：因为离摄影真谛最近的，正是这种业余爱

好者。”342对刘半农和光社成员来说，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称自己为摄影的专业人

士，并不是因为不能或不愿掌握摄影技术，甚至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对摄影技巧

的把握很可能超越了不少商业照相馆或专业的新闻摄影师。 

丰子恺曾评论照相馆里的摄影师只能说“工人”，甚至连“匠人”都称不上，因

为“写意”作为一种艺术效果，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构图形式表现的，而图式又是一

种得以模仿或可以习得的，而并非艺术的创造。“构图的一种知识，其实只是巧

运匠心于空间的一种技巧（Technique）一种匠人之事，并非何等深奥的艺术上的

事。这种技巧，是可以学得会的，不是象艺术天才的不可学得的。他们都没有受

过这种教育，没有经过这种技巧的磨练，所以只能说是照相工人。”丰子恺的观

点确实道出了二十世纪初期“美术摄影”的一个现状，即无法通过照片本身来断

 
页 63-73。 
340 刘半农《半农谈影》，页 7。 
341 刘半农《北京光社年鉴 第一册序》，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页 197。 
342 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页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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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拍摄者的专业水准，技术能力和艺术修养是脱钩的。 

除了强调“业余”与商业照相馆的区别，刘半农还主张自己及其光社成员对于

摄影的纯粹性和他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摄影观。“真正的 amateur,乃是纯粹的

‘为己者’，也可以说是最要不得的 selfish者。光社并无别种特殊处，所有的只是

这一点为己的精神。”343陈万里也曾在一篇纪念刘半农摄影贡献的文章中这样评

价，“他（刘半农）只是为自己快乐，他是要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做些可以安慰他

自己精神的事，所以他的摄影完全是为消遣，在他自己本身职业之外，为一种兴

趣生活；惟其如此，他是纯粹的抱持一个为己主义……吾们现在看看玩玩照相的

朋友，谁不想出风头！谁不想有几位大老能够夸奖他！谁不想因此而别有所企求！

谁不想模仿人家！……”344 

这种纯粹的为己主义与刘半农在《新青年》阶段所逐渐接纳的个人主义有关，

这种观念逐渐内化，成为他在后期阶段决裂于新文化团体和偏离主流左翼思潮的

前提。因此，他也反对以摄影比赛来评判作品水平的高低，以名次来绑架拍摄者

的创作意图与感情，更反对以集体的审美抑制个人的价值选择。“既称赛会，必

定有什么无聊的奖，加之以无聊的评判人。这评判人并不是我自己，他如何能领

略我的心情，如何能评判我的作品的好坏。”345同时，刘半农还反对以当时左翼

思潮下的“进步”观念来作为摄影目的和审美标准，表明对多样化审美的推崇和个

人意志的尊重。“他们只知道各各依着自己的意兴做去，并不彼此相学，更说不

到学社外的人。……不知道什么叫进步，什么叫退步。”346“他们并不想对于社会

有什么贡献，也不想在摄影艺术中有什么改进和创造，因此他们并不担任这种使

命。……他们彼此尊崇个人的个性。……他们不愿意参加任何赛会。……他们在

根本上只负担着对己的责任。他们对人的责任应求之于他们的职业上，不应求之

于这职业以外的兴趣工作上。”347刘半农此处指出“摄影”是一件个人的事，无须

对他人或社会负责，也表明现代知识分子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些受现代教育的

 
343 刘半农《北京光社年鉴 第一册序》，页 198。 
344 陈万里《谈半农的摄影》，原载于《人间世》，1935年 17期，见祝帅，杨简茹编著《民国摄影
文论》，页 224。 
345 刘半农《北京光社年鉴 第一册序》，页 198。 
346 同上注，页 199。 
347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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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已经逐渐分化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类似于传统的“士”，具有正统性并关

心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另一类则对意识形态没有过多的兴趣，而是更具有岗位意

识和职业精神，他们通过在行业内建立威信而获得自我认同。因此，业余爱好对

他们来说就是纯粹个人的消遣，他们亦没有在此寄托过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这

种对个人体验的倾听和主观感受的重视无疑是现代性，也是从理性向感性的回归。

在超越了利益、目的和意识形态的状态下，能够让感官状态忠于内心的感怀。 

然而，对“业余性”的强调似乎并不能成为划分摄影成就的单一标准，而是刘

半农等人对自身阶级属性的一种维护。摄影成就的高低其实与创作者的审美水平

和艺术修养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职业来评判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充满

吊诡的是，刘半农并没有将现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相区别，具有专业技能的知识

分子是否能够在艺术修养和审美格调上超越专业的摄影师，这恐怕只是刘半农的

一厢情愿。传统的中国艺术，讲究诗书画作为综合的统一体，士大夫在绘画中势

必体现出其超越匠人的文化品味和情趣，然而这些放在以技术和分科教育为基础

培养出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否同样适用，他们已经脱离了诗书画的训练基础，

并且不少人还是从事理工科、医科等工作的专业人士，从艺术素养和文艺功底上

要求似乎过于苛刻。即便是如汪孟舒、许智方等在绘画上深有造诣的社员，他们

的文艺观念也正经历着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发展的剧烈拉锯。 

刘半农因其文名，在“光社”中多充当着一个引导者或组织者的身份，他的观

念或可看做是当时光社成员集体意识的先声，也会被奉为准则成为社员笃信的信

条。在当时以“走向群众”为要求的时代思潮下，刘半农及光社选择了在时代中做

低调的隐者，这并不是说他们因清高而以精英自居，而是摄影术的物质性决定了

使用者其挥之不去的前卫与小众基调，以消遣为目的的摄影也就成为一场只有少

数人能够参与的自娱游戏。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成为一种新的阶级在时代变革

中完成了个人身份认知的转变，一些将兴趣转移为以专业性和技术性著称的技术

知识分子，以及仍然热衷于批判、解放并具有政治性的人文知识分子，348这两种

精英也跟随价值取向的引导而渐行渐远。光社的大多数专业人士，包括刘半农自

己，所转向的正是这种技术知识分子的阵营，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专业精神钻研

 
348 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页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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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不只是一种艺术表现，还包含技术的探索和精进，在反复的试验和分享中，

获取解决“技术”问题和玩味“新意”的快感。 

 

第二节 《半农谈影》中的写意与抒情 

有学者在之前对《半农谈影》的研究中进行了简要归纳，例如梳理出刘半农

的消遣观、“写真”与“写意”的分类，照片的清晰与模糊等，这些都对之后中国摄

影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半农谈影》作为中国摄影理论的初期探索，首先绕

不开的便是摄影的基本类型、技法指导以及艺术地位等问题，这些刘半农都有所

解答。刘半农认为当时对摄影最大的偏见就是将其作为一种机械性的复制过程，

从而使摄影无法企及绘画的崇高与神圣，解决这种刻板印象的方法就是在不否认

其机械复制方式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出另一类不符合这种复制特点的照片类型，

即“复写”和“非复写”两大类。“复写”即是侧重纪实的功能，避免作者的创造性和

表现性，最大程度地将事物的外观清晰客观地表现出来，因此刘半农认为“写真”

二字更适合表述这类摄影。另一类照片则没有沿用日本“艺术写真”的叫法，而是

用“写意”指称，“写意”是中国绘画领域的重要概念，其本身也在流变的过程中不

断被丰富和阐释。刘半农所说的“写意”不是在清末阐释的作为一种绘画形式或风

格的空洞概念，而是上溯到宋元“文人画”中注重“载道”与“畅神”的“写意”。“写意”

一词在元代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中就已出现，墨梅画的开创者北宋僧仲仁“以

墨晕作画，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349这种“重意而略形”的美学观可

以上溯带北宋文人画的理念，例如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350，欧阳修“古

画画意不画形”351，也就是不应把事物的再现性看做是最高的品鉴标准，而应该

关注画家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即传情达意的能力。“意”的概念强调于绘画作品与

人内在精神的某种互动和自由的情感表达,而不是仅立足于客体的外在和表现。

将“写意”视为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寄托，这一点在柯伟勤（Richard K. Kent）

的研究中也已提到，“刘半农的‘摄影分类说’，或许是想唤起 11世纪晚期中国传

统文人艺术的审美思维模式。……借用苏轼的思想含蓄的引出他对摄影的观点，

 
349 夏文彦《图画宝鉴》（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0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九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1 欧阳修《盘车图》，《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一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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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堪称机敏。”352 

除了对“写意”类型的阐释，刘半农还提出“意境”在摄影中的营造，两者都是

根植于中国美学中生发出来的。“意境”的语源始于王昌龄（698-757）的《诗格》，

之后经过王国维对“境界”的改造和阐释，“意境”成为美学中一个多层次的复杂概

念，并常与“意象”等概念来比较和区分。同刘半农同时代的宗白华（1897-1986）

将“意境”阐释为一种情境交融方式，“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

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飞鸢鱼跃，

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353正

如前章中所讨论的，风景中所凝结的个人意识，“一切图画之形态，一切风景是

这样的，较主观的，较抒情的。”这些概念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风景中的“情”，

关注情感与外物的共鸣，进而深化到对人生的思考和情感的表达，而刘半农强调

“作者的意境”正是与这种阐释不谋而合的，“借着照相表露出来。意境是人人不

同的，而且是随时随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来，必须有所寄藉。……我们看到了

这种的照相，往往不去管他照的是什么东西，却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去领略作者

的意境。”354对情绪的观照体现出刘半农将摄影视为一种可以“抒情”的艺术，通

过与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并置，进一步提高了摄影的艺术地位。“美

术作品的意趣，在于以我自己的情感吸引别人的情感，即所谓同情之徵求。”355

抒情性的发现也表现出这些知识分子的视线由关注外在社会到发现自我和日常

生活的美学，快门成为了记录日常生活经验最便利和最能捕捉瞬间的工具，随着

物象印刻在胶卷上，某一时刻的自我（Self）和现实（Moment）的体验也被记录

下来。 

刘半农以拍摄正阳门为例，举了两例来对比“意境”在摄影中的运用。“譬如

‘云淡风轻近午天’是个印象（impression）；你若说‘云作灰白色，不甚绵密；风力

每秒钟二公尺；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五分’，这就是一篇死帐，还有什么意趣呢?”

 
352 柯伟勤《20 世纪早期的艺术摄影：接纳、本土化、拥抱西方》，《中国艺术时空》，2017 年 3
期，页 39。 
353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卷 2，页
361。 
354 刘半农《半农谈影》，页 12-13。 
355 刘半农《半农谈影》，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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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在此想要说明，艺术境界的显现，不是机械地描摹客观景物，而需要借景

来写胸中快意。“云淡风轻近午天”出自程颢的《春日偶成》，全句为“云淡风轻近

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诗句虽然运用白描的手法，但因春日中风光明丽的气

象和河畔野花翠柳之景，能够咀嚼出一种平淡与闲情，充满画面感和诗意。刘半

农以诗句命名的作品还有“平林漠漠烟如织”（图 4.1），此句出自李白《菩萨蛮·平

林漠漠烟如织》：“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远望平林交织成一片苍

茫，暮霭寒山，朦胧黯然，带出神伤的意境。照片中因远处山林边缘的模糊，使

寒林与苍茫的天际融为一体。创作者想要通过照片表达诗情画意的效果，往往需

要借助“命名”的方式来完成，但实际上，中国的诗、画及风景三者的同质性在宋

代早就已经生成，“风景即诗”“风景如画”“诗画一律”等观念表现出中国美学体系

下，对风景的接受和品赏常将诗或画作为重要的参照物。当摄影师通过取景器记

录下一处风景之时，他已经赋予了这处风景诗意的美感，同时，诗句所生发的联

想将比照片所体现的物象要丰富更多。 

柯伟勤曾指出“刘半农提出‘写意’的目的，在于表达他与光社成员对“美术摄

影”的理解是有别于新闻摄影或商业摄影的，更有别于那些摄影工作室为了满足

客户需求拍的照片。”356然而，不仅是要与商业照相有所区别，可以说摄影就是

刘半农的“自我抒情空间”，无论是在《半农谈影》中的观念，还是《光社年鉴》

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他对摄影无功利性和目的性的诉求。这也标志着他从一个

具有士大夫精神的传统知识分子逐渐转化为一个坚持个人主义观念的现代知识

分子。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刘半农同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创作曾被认为是不符

合“时代精神”的反面教材，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纯粹式的美感，即“个人的、主观

的、想象性的绵延，亦即自我的开展所创造的私人时间。”357《半农杂文·自序》

中刘半农也认为自己已无意去追逐时代的巨变，而是希望专注于自我的追求。“一

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益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

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

说抹煞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

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时

 
356 柯伟勤《20世纪早期的艺术摄影：接纳、本土化、拥抱西方》，页 39-40 
357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批评评论精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0），页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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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伟大。”358即便在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个性与自我仍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正

体现出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世界摄影之林中，刘半农也希望中国摄影能够有所发声，体现出中国摄影

的个性。因为中国摄影家在世界摄影领域处于长期失语的状态，特别是在刘半农

留法期间，西方摄影如火如荼的发展与中国摄影的萌芽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直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郎静山在日本摄影展中获奖，中国摄影才算是初展头角。

所以刘半农认为“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调，借着

镜箱充分的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

这种民族性的觉醒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身份的自觉，也体现出刘半农一直变化

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以割裂的方式发生的，民族主义对他来说是一个脑海中擦除不

掉的淡淡印记。 

 

第三节 刘半农摄影中的光影与水墨 

摄影也被称为“光画（Photography）”，因为 photo 的词根来源正是希腊语中

phos，也就是“光”（light）的意思。光在西方美术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无论

是讲求空间透视，还是明暗关系，亦或是致力于捕捉自然光感和色彩的印象派，

光影的象征和表现都是一个核心着眼点，这与西方的宗教哲学与历史发展有关。

而在中国绘画中，虽然在古代画论中有出现过关于光与影的讨论，但是这种讨论

一直都是边缘性的，取而代之的是以“阴”、“阳”来指代光影的概念。值到明清时

期，随着西方美术的传入，绘画领域对光的关注逐渐加深。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

年代，光影问题已经随着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成为绘画领域的普遍话题。 

在刘半农的作品中，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他偏爱通过光来营造氛围，

表现空间，甚至是用暗影来模仿水墨的效果。刘半农认为形、光、色是事物影像

的三要素。其中，形与光的表现最需细致打磨的，而色处于最次要的位置。“形

是画的骨子，光是画的命脉。”他因不喜商业照相馆中手工上色工艺对照片面貌

过于浓重的修饰，将颜色表现视为美术照相中最不重要的元素，甚至称“通常所

 
358 刘半农《自序》，《半农杂文》（北京：星云堂书店，1934），页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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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美术照相，都是没有颜色的照相。”359而照片中只能呈现黑白灰色调的特点，

正契合了中国画中不重设色写实，强调墨彩和造型的审美传统。例如刘半农的摄

影作品《垂条》（图 4.2），360利用柳叶的剪影来营造出墨韵的效果，同时也对照

片比例进行了剪裁和调整，使之接近传统书画中的立轴，或是通过加长纵向尺寸

来强调柳枝的垂坠柔美。这种纯粹的造型加之清秀的轮廓使人很易联想到文人画

类型中的墨竹图。自刘半农看来，光影的呈现有时远比实物重要。同样是利用光

影来模仿墨竹图的还有郎静山的《板桥画本》（图 4.3），361吴中行（1899-1976）

的《双清》等（图 4.4）。362《良友》编辑还特地为《板桥画本》注释过这样一段

文字。“郎君静山为当代摄影艺术家，随手拈来皆成妙作，上图本系几枝平淡无

奇之竹叶，一经摄制，秀逸成画。……”无论是柳叶还是竹影，其实都是生活中

“随手拈来”和“平淡无奇”的描绘对象，而现代性的要求就是要打破和超越这种平

庸，将之塑造成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作为模仿水墨效果的照片容易被视为拍摄者

复古与保守的表现，实际上，正如“墨竹图”已经成为超越视觉，直抒画家心志的

主题，这种超越形式和摆脱刻板印象的实践本身是对传统的一种突破。 

刘半农还善于利用逆光摄影所产生的剪影来模仿水墨的效果，以表现水墨

画的荒寒境界，亦或是塑造浓墨点染成的辽远云山。例如作品《寒林》（图

4.5），所拍摄的应该是秋冬时节，山林中的沉寂之景。刘半农不仅在构图上加

入了超过一半的留白，而且在留白处还题写了名称和创作时间。摄影“写实”的

特点在这幅作品中几乎完全被剥除掉了，所体现的正是前文所言的刘半农所极

力倡导的“写意”美学。在《西湖朝雾》（图 4.6）和《山雨欲来风满楼》（图

4.7）中，363所体现的重点是突出云雾和远山的组合。除了沿用逆光的剪影拍

摄，刘半农还通过对焦点虚化来表现云雾的效果。云山所制造的朦胧效果在中

国传统绘画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云山是通过调节水墨的浓淡得以实现的，

其次，由米氏父子所开创的云山画法以及“墨戏”的实践正说明了一种纯粹的创

 
359 刘半农《半农谈影》，页 31-32。 
360 《光社年鉴》，1927年第一册。 
361 《良友》，1928年 8月第 38期，页 31。 
362 《飞鹰》，1936年 6月，页 26。 
363 《光社年鉴》，1928年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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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观，以“适性”为目的，以“游戏”为姿态，用刘半农的话来说就是“各个依着自

己的意兴去做”的。 

从刘半农对于线条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水墨”形式的推崇。“譬如我们画一

条很光很匀的线(有如用鸦嘴笔画成的)，无论是曲是直，看上去总是死僵僵的，

没有什么意思的。若然拿枝毛笔，蘸些半浓半淡的墨水，在宣纸上随意挥一笔，

这一笔尽可以不成物形，却是活的，不是死的，看上去似乎中间含蓄着许多的意

味，虽然连我们自己也解释不出究竟是什么意味来。”364中国传统绘画之所以颇

具特色的原因，正是因其以毛笔作为创作工具。而在民国初年，要求美术变革的

背景下，刘半农仍然大力肯定毛笔与水墨的价值，无疑说明了他对于中国美术变

革的侧面回应。虽然照相机无法还原毛笔在纸上所塑造出线条的灵动性，但是“柔

焦”技术却可以帮助他接近水墨的效果，使“照片的线条也含有意味”。“若然照得

糊一点，使所有的线条都不是枯瘦的而是丰腴的，画中的事物，就可以由死板的

变而为生动的;看的人也自然是余味盎然，不再感觉到平直无聊了。”365刘半农认

为照片所呈现的模糊效果是为了使物理线条变得更加丰腴，画笔可以帮助画家轻

松地达到这样的效果，而摄影就要借助技术的干预，使线条更加生动鲜活，与视

野中所见形象相区别。但另一方面，刘半农反对将“摄影”视为对绘画的模仿，因

为“模仿”这种说法从出发点上便贬低了这些知识分子摄影探索的艺术价值。他对

摄影的实践并不是将其作为绘画的代替品或省却技能素养的速成品，而是试图将

中国美学的观念和审美趣味嫁接到摄影上。此处也可以看出刘半农对于摄影艺术

认识的局限性，虽然他多次强调其目的是希望为摄影在艺术领域获得更多话语权，

但当他评价一幅摄影作品的艺术价值时，仍然是以绘画的标准和再现特点来要求

照片效果。正如前文所论刘半农对诗画理论的借鉴相似，这也反映出他对于争取

摄影艺术地位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摄影要想在艺术领域获取一席之地，需要突

出其与绘画的差别，呈现其主体性和独立性，而非一味地寻求两者的联系或与之

并驾齐驱。 

这种对于线条和笔墨的崇拜，也许是刘半农选择西方“画意摄影”风格的原因。

刘半农虽未言及他所学习或偏爱的西方摄影的具体流派，但是从他早期拍摄的一

 
364 刘半农《半农谈影》，页 21-22。 
365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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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像作品《卖花女》（图 4.8）可以看出，西方“画意摄影”是早期刘半农摄影实

践的重要参考模式。“画意摄影”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最为盛行，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画意摄影”都逐渐走向尾声，

新的艺术观念也使得诸多摄影流派和风格异军突起，例如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超现实摄影（Surrealism photography）等，从”画意摄影”向直接摄

影过渡的状况已经非常明显。1920 至 1925 年间在欧洲留学的刘半农，经常流连

于巴黎举办的各种摄影作品展，没有理由不接触到当时西方摄影最先进的理念和

风格，然后，他选择并坚持了日渐式微的“画意摄影”作为他改造中国摄影的凭借。 

刘半农的审美偏好与当时许多爱好摄影的知识分子都不谋而合，当西方不再

崇尚“画意摄影”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以“美术摄影”接棒了这种与绘画紧密联系

的风格，并使其在中国继续保持活力。其内在原因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美学观

念有关，“模糊”是“美术摄影”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利用重铬盐酸树胶、油渲、

半色调、凹版印刷等技术和后期冲洗以达到自然的雾霭效果、失焦虚化，从而使

画面看起来不够“写实”。模糊的画面一方面与中国绘画因笔墨方式所呈现的烟云

效果相契合，从而关乎意境和意象的营造。另一方面，清晰与模糊的辩证也是希

望一改大众以“技法”来评判摄影作品高下的标准。“模糊” 或者“Out of focus”（失

焦）并不代表作者技艺不佳，而是自有作者的用意和视角所在。正如中国的传统

绘画从不以“逼真”作为评判绘画水准的唯一指标，从而证明“模糊照片”是“摄影

作为艺术”的合理性所在。而“模糊”的程度和层次，则要求摄影者“善于斟酌”。

“按着物理上说，按着艺术的手段上说，糊不但可以有，而且必须有。”366而西方

正流行的一些先锋的摄影流派，比如运用蒙太奇(Montage)来拼贴照片，利用影调

来增加照片的对比度和锐度等结构主义摄影，都是刘半农避而不谈的。摄影对刘

半农来说，不是一种“实验”或迎合艺术改革的“工具”，摄影对他来说，是一种由

外向内回归心灵和发现生活的美学艺术。摄影镜头将生活中平凡但触发感动的瞬

间记录的那一刻，也是将过去和记忆以一种“诗意化”的方式留存在图像中。 

清晰与模糊在当时的视觉文化中象征着关于写实细节的焦虑，一方面清晰的

照片正是当时对满足“真实”欲望的实现，另一方面，“模糊”的方式又成为摄影艺

术化的自我实现。美术摄影需要同时适应这两种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的视觉欲望。

 
366 刘半农《半农谈影》，页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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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看与展示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视觉方式去探索现代性，并使这种

现代性适用于中国的视觉秩序。 

图像是多义的，需要想象力来诠释，而想象力实际上是另一种文化凝视的反

映。因此，没有完美的写实，图像中的写实永远无法摆脱诠释的界限。影像的写

实特性也并没有因此而限制观看者的诠释，而是一种观看的解放。 

 

小结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摄影与绘画从来都不是各自为政的，而是通过各种

形式拉锯纠缠，排斥或接纳。刘半农所提出的“美术照相”正是希望以绘画的标准

和审美来嫁接到摄影中，然而，要从中国画几千年的绘画史发展中去提炼这样的

标准和审美，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 

对于这个看似无解的命题，刘半农所给出的答案之一便是“文人画”。“文人

画”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凝练和通用的话语，但是这个概念的定义仍然是学者反思

和讨论的焦点。也正因为“文人画”概念的复杂性，始终很难形成一个具有共识性

和概而论之的定义。在民国时期关于文人画的诸多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说法如改

革派者徐悲鸿则认为文人画是中国艺术落后于西方的“主因”367，这里的“文人画”

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则是以陈师曾为代表的传统派对文人画价值

的肯定“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368也就是

并非以流派、样式等表面因素考量，而是以创作者之身份和学识来区别文人画。 

当代学者如万青力认为“文人画”是一个历史概念，因为是由中国历史中的文

人这一特定社会阶层的成员所组成，但随着十九世纪末根据西方所建立的新式教

育体系逐步取代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旧学体系，1905 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历史

上的文人阶层逐渐分崩瓦解，这也使得“文人画”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文人画传

统”仍存在于中国艺术发展脉络中。369石守谦则认为“文人画”并不能从风格和职

 
367 徐悲鸿《世界艺术之没落与中国艺术之复兴》，《徐悲鸿艺术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页 498-507。 
368 陈衡恪《文人画之价值》，何怀硕编《近代中国美术论集》（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页
49-52。 
369 万青力《文人画与文人画传统——对 20世纪中国画史研究中一个概念的界定》，《文艺研究》，



 

 132 

业上来划分，而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之中的非单一的理想状态，不同时代对“文人

画”概念的诠释，都是他们根据当下所面对的难题所提出的一种理想的策略。“文

人画”的角色，总是充当为与一种流行观念相抗衡的需要，从而挽救艺术免于留

俗，在创作上将不断地前卫的精神传统传递下去。370在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文

人画”不局限于一种绘画风格和技法，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画的代名词，而是

象征士或知识分子前卫性格和批判的态度。对于刘半农个人来说，他需要抗衡和

批判的是正是将摄影视为一种机械化的工具，扭转当时商业照相馆所塑造出的媚

俗风气并塑造一种具有民族性特征的中国风格。 

此外，文人画讲求自娱精神和非功利性，又与刘半农在后期所坚守的个人主

义精神相契合，他多次强调的“业余性”和“自适性”来表达自己的创作观。从这些

影像中，丝毫不见革命、启蒙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宏大话语，而是充斥着他寄托于

自然风物中的情志，还在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发现。 

刘半农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问题上的决绝者，正如“复古”与“前卫”并非不

能成为一种观念的一体两面。在改革派看来，刘半农常被批评为复古和倒退的，

但“复古”作为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古”的定义本身就暧昧不清，无论是“写意”

还是“水墨”等美学观也并不能等同于古代的美学，这些根植于中国美学体系中的

审美符号已经无法将之划分到古代或现代的场域，对其内容的阐释更要依赖于语

境的需求和个人的意识。而已经完成了自身思想转变，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刘半

农正是对“传统”做出他的现代阐释和开创，正如学者所言，刘半农的“复古”与那

些普通的保守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复古是生产性的，创新性的，也是挑

战左翼激进思潮的重要话语和基础。371作为一个时代转型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刘

半农选择做一个传递前卫精神的自觉者和中国摄影艺术的开拓者，通过向古代艺

术中寻道中解开当代命题的答案。 

刘半农在西方画意摄影的基础之上，试图以中国的绘画语言去重新阐释画

意摄影的意涵，同时注重以中国文人画的思想作为这套风格的美学理念。如果

 
1996年 01期，页 140-144。 
370 石守谦《文人画究竟是什么？》，《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北京：三联书店，
2015），页 49-64。 
371 邵栋《刘半农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页 22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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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画意摄影”在西方逐渐成为保守和刻板的代名词，在中国则一直以先锋和

开创性完成了超越。画意摄影不仅是关注创作的风格，更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

义精神之上的自由表达。个人主义是五四新文化中知识分子的启蒙内容之一，

这一时期刘半农个人主义观念的增强以及光社精英们都崇尚个人自身主体性和

张扬个性的释放。就摄影来说，这其中就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张力。一方面这

种对消遣观与个人意识的凸显是由现代性加剧的，而另一方面，这种站在大众

反面的主张实际上又是与现代性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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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思郎静山的身份认同、风格塑造与国际声望 

郎静山作为二三十年代上海最活跃的摄影家之一，以其独特的风格独树一帜，

成为中国摄影史中无可替代的章节。以往学者对郎静山的研究，往往关注他所创

制的集锦摄影，以及作品所带有的浓厚的传统绘画风格，这诚然是郎静山对中国

早期摄影史最杰出的贡献。然而，郎静山的个人经历，多重的社会身份以及他所

参与的一系列国内外的摄影实践，都表明集锦摄影风格的创制背后反映出郎静山

以及他所代表的业余摄影师群体更深层次的关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焦虑。 

 

第一节 郎静山的个人经历与摄影生涯  

郎静山是江苏淮阴人，出生在一个清廷武官家庭。父亲郎锦堂曾官至淮军中

路统领，还分别追随过曾国藩（1811-1872）与李鸿章等晚清名臣。郎锦堂虽以战

功立勋业，但他文武兼备，对书画文玩尤其着迷，平时酷爱收集古石印章，还热

衷于京剧戏曲，醉心梨园。372在父亲的影响下，郎静山不仅在儿时接受的是私塾

式的旧学教育，自小对古代书画的耳濡目染也成为他艺术认知的第一课。 

郎锦堂虽然保持着旧式文人的文艺雅好，但对新事物照相也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郎静山曾回忆在他三四岁时，就见过父亲的一张放大版的设色照片，因真切

写实的形象使他对“照相”留下了极深的印象。373“他（父亲）喜欢收藏各种艺术

品、唱戏和照相，收集的艺术品有大明的宣德炉以及书、画、戏剧类的东西，还

有就是照片，他曾经从上海带回一架照相箱，平日得闲经常把玩，由于他善交际，

和当时的一些显贵、艺术家时有往返。每次到上海，南京总是带回若干照片，此

时我开始对照相有些印象，而且心里早就跃跃欲试了。”374 

父亲郎锦堂是郎静山对摄影产生兴趣的最初启蒙者，而在成为专职的摄影师

之前，郎静山的几位老师便使他领悟到艺术媒介中的融会贯通。郎静山曾回忆儿

时教授自己绘画的老师纪月庄，曾因所住居所空间狭窄，无法完全将画纸摊开作

 
372 对郎锦堂的生平与郎静山少时经历，主要参考 Kin-keung Lai. “The Life and Art Photography of 
Lang Jingshan (1892-1995).”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373 郎静山《吾怎样开始学习摄影》，《良友》，1940年 1月 150期。 
374 郎靜山《镜里乾坤七十载》，《台湾时报》，1978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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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遂发明过一种特殊的作画方式。就是将大画纸折叠数次后逐面完成，画毕再

将画纸重新摊开，最后得以完成一幅一丈两尺的巨幅山水。这种方式成为他之后

“集锦摄影”的启发。375 

1906 年，十四岁的郎静山在上海南洋中学读预科班，376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虽然因家计原因最终无法在南洋中学完成学业，但在短暂的就读期间得以认识系

统教授他摄影技术的另一位启蒙老师李靖兰。李靖兰时任南洋中学的图画老师，

他因自身酷爱拍照，遂在课余还开设了“照相小班”，同几个学生一起钻研摄影。

李靖兰不仅在自己的暗房中带学生冲洗照片，节假日还会带领他们到上海周边拍

摄外景，教授他们取景曝光的技巧等。377虽然是一段短暂的学习经历，但郎静山

在此结识了之后北京“光社”的发起人黄振玉，还掌握了基础的拍摄和冲洗技术。

当时摄影界主要以“美术摄影”为主导风潮，而老师李靖兰又以教授图画为主，

可以预见郎静山最初所受到的教学引导和习作风格使他的艺术审美在既定规范

与风格偏好下被塑造。 

1912 年，在郎锦堂的安排下，二十岁的郎静山从淮阴来到上海进入申报馆

工作，主要负责报刊的广告业务和记账等工作，之后因出色的表现又升任广告部

主任。成年后的郎静山也开始在上海结交到不少摄影同好，展开他庞大的社交网

络。上海时期的郎静山在摄影领域的进步和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勤勉创作和摸索，

更离不开诸多友人师长的提点和帮助。郎静山回忆他早期的摄影经历，不仅常约

胡伯翔，丁悚这两位影友兼同事拍照切磋，还曾与沈伯尘一同到当时上海最大的

私家花园哈同花园外拍。郎静山曾拍摄过一张荷花柳树的风景照得到丁悚的大嘉

赞赏，还被《时报画报》的总编戈公振（1890-1935）选中连同郎静山的其他照片

一同拿去发表，这也是郎静山的照片首次发表在刊物上。378 

 
375 纪录片《人间传奇——摄影大师郎静山——走过一世纪》。转引自 Kin-keung Lai. “The Life and 
Art Photography of Lang Jingshan (1892-1995),” pp. 82-83. 
376 关于郎静山进入南洋中学读书时的时间，根据国立历史博物馆编《郎静山百龄嵩寿摄影回顾

集》中郎静山的年谱是 1904年，也就是十二岁时，郎静山曾自言是十四岁进入南洋中学，也就

是 1906年。参见《吾怎样开始学习摄影》，《良友》1940年 1月 150期。此处以郎静山的自叙为

准。郎静山曾在多处访谈中回忆自己从青年到晚年的摄影经历，个别地方和时间都有所出入，对

于回忆的部分，本文尽量选取较早文本的材料为准。 
377 萧永盛《画意·集锦·郎静山》（台北：雄狮美术出版社，2004），页 19。 
378 郎静山《吾怎样开始学习摄影》，《良友》，1940年 1月 1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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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静山在回忆中曾多次提到“借用”影友们的相机和暗房，他在青年会的寄宿

时期，曾借用到曹雪赓的暗房，时常冲印照片到废寝忘食。这可能暗示了郎静山

当时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但这也并不妨碍一众影友对他摄影爱好的赞助与支持。

银行业影友聂管臣介绍上海著名的金融银行家胡筠籁同郎静山认识，胡筠籁当时

是上海业余摄影圈中颇有名望，不仅各款照相机多，还藏有各种照相杂志。郎静

山称他为自己的另一位“导师”，这位导师可能不仅为郎静山提供过经济或器材上

的支持，还不吝为自己的这位“学生”推荐各种发表佳作的机会。1920 年，胡筠籁

曾介绍郎静山参加上海摄影会（Shanghai Photographic Society）在亚洲文会举办

的“中国文化”影展。上海摄影会不仅由英国人 Dr. Dent创办，团体成员也大多数

是外国人，郎静山在这次影展中参展作品包括苏州的西园以及上海乡下的日落景

象等，这是郎静山第一次在展览会展出作品。379 

在《申报》的工作经历使郎静山的社会关系具有可信赖的稳定性，所负责的

广告业务和出色的专业表现又使他同许多财力雄厚的企业家、银行家有所联络。

1919 年，郎静山在上海山东路成立了“静山广告社”，独立门户的底气说明了郎静

山当时在广告界已经小有名气，也自信地将“静山”打造成值得信赖的广告品牌。

静山广告社最大的主顾是经营“虎标万金油”永安堂，来自新加坡的“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1882-1954）对郎静山颇为赏识，将“虎标万金油”的广告全权交由“静山

广告社”代理，胡文虎可以说是郎静山职业生涯的另一位“伯乐”。胡文虎的支持

使得静山广告社有了稳定雄厚的客户资源，也使得其一度保持着良好的经营状况。

380之后，郎静山在一次影展中结识了黄伯惠（1894-1982）、黄仲长兄弟，并经常

一同相约外拍，这次相识又使他与《上海时报》结缘。黄伯惠接管《时报》后，

敏锐地洞察到当时大众读者对于图像新闻的诉求，遂邀请郎静山加入共同拓展新

闻照片业务，郎静山于 1928 年退出《申报》后加入《时报》，成为其首任新闻记

者。381 

 
379  丁玉华《上海摄影的都市语境 1920-1937》，郎静山艺术文化发展学会：
http://www.longchinsan.com/?p=63. (最后浏览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380 郎静山所爱用的 Graflex 相机上，写有“胡文虎赠”的字样，可见两人交情不浅。萧永盛《画

意·集锦·郎静山》，页 39。郎静山所拍摄的《虎视眈眈》的佳作曾经在国际摄影沙龙中大放异彩，

也 有 人 称 此 虎 有 象 征 胡 文 虎 为 事 业 贵 人 的 象 征 意 义 。

https://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70315000595-260115?chdtv.（最后浏览时间：2020年
7月 20日） 
381 黎健强对这种说法产生质疑，认为郎静山只是兼任为《时报》提供新闻照片，而并非正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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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底，北京“光社”的黄振玉、陈万里为了筹备天马会第八界美术展览会

来到上海，也开始与郎静山、胡伯翔等人商议筹备上海的摄影社团。1928 年初，

郎静山与胡伯翔、陈万里、黄振玉等同好挚友正式成立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

社”），并将“静山广告社”定为华社的聚会地点。郎静山还邀请了同在《时报》工

作的同事唐镜元携夫人一同加入，唐镜元又邀请了他的影友染料商张珍侯，张珍

侯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华社”提供了不少经费上的支持。《时报》主人黄伯惠不仅

惠借报馆大楼的照相室为“华社”提供照片展览的场地，还将该馆四色套印机器部

开放给公众以供参观。 

“华社”在 1928 年 3月举办的第一次影展在上海艺文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与光社的影展对成员的资质有较严格的限制相比，华社的展览则不限于本社社员，

任何圈内人士均可参与。“凡属同好皆可加入，惟以有艺术兴趣者为限。”382送展

的照片还由赞助商提供装裱费用，如此大手笔的赞助商便是郎静山最主要的广告

客户永安堂，永安堂也正好借影展开幕之机，宣传自己虎标万金油的产品。383《申

报》、《良友》、《时报》副刊《图像画报》等主流媒体都加入了宣传造势的阵营，

主要归因于这些报纸的执笔人或主编都与“华社”成员关系熟络，甚至自己本身即

是华社的成员。例如《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周瘦鹃（1895-1968）与华社诸人都

是老相识，他曾回忆自己初次学习摄影的情景，384记述了自己因受到友人的影响，

也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有王大佛、张珍侯，胡伯翔、伯洲诸友第一次教他

摄影的琐记。因此，在周瘦鹃 1920 至 1932 年主编“自由谈”版面时，还多次为“华

社”的展览提供宣传之便。在首次影展中，就刊有《华社摄影展览之进行》，385俞

剑华（1895-1979）《参观华社摄影展览会记》，386以及郑曼青（1902-1975）《参观

华社摄影展览会之感想》。387这些参展观感的文章，除了郑曼青、俞剑华两人从

自身具备的美术素养出发进行了专业的点评外，其他对作品的点评大多停留在泛

化的赞赏，例如“观者均甚赞美、咸以作品可以代表东方美术趣味、并能表现时

 
者。详参 Kin-keung Lai. “The Life and Art Photography of Lang Jingshan (1892-1995),” pp. 101-103. 
382 《时报》，1928年 2月 16日 
383 《上海时报》，1928年 3月 9日。 
384《摄影第一课》，《天鹏》1928年 12月第 3卷第 6号。 
385 《申报》，1928年 3月 3日，第 17版。 
386 《申报》，1928年 3月 16日，第 17版。 
387 《申报》，1928年 3月 18日，第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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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精神、与作者之个性等辞为批评”云云。388展览会这种传播方式作为连接大众

与艺术的中介，必然无法兼顾启蒙效果与艺术追求，作为响应“美育”政策的现代

性实践，展览会为大众营造出民主气氛与审美的幻想，而观众缺乏钻研精神的反

馈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式的呼应。 

“华社”大张旗鼓的宣传势必起到显著的效果，首次影展共有五十多位摄影师

参加，389在影展开幕之际，参展作品已多达二百幅，分两个会场展开，“来宾多

瞻视甚久，不肯遽去。”390参观人数众多，“签名簿上计有万人，其他不及签名者

半之。”因参观人数过多，影展不得已延期一天。391到了 1930 年，“华社”的第四

届影展时，参观者依然积极踊跃，盛况不减，“三日来，细雨漾漾，由签名处报

告参观之男女老幼，约五千人。足見沪上人士对摄影之注意矣。”前来参观影展

的也不乏各界名人，他们或携妻伴友或专程从外地赶来，例如第一次影展李孤帆

夫妇，周君常夫妇，丁祖泽夫妇，邵雨湘夫妇，392马叙伦（1884-1970），画家司

徒恒，关紫兰（1903-1986）等。393第三次影展中前来的各界名宿有狄楚卿

（1873-？），叶恭绰（1881-1968），以及各学校机关，东西文化各界人士。394直

到第四次影展，仍有不少文艺界人士也特来支持赏鉴，“闻名国内外之名画家潘

玉良（1899-1977）女士，特乘飞机来沪，有交际博士黄警顽（1894-1979）偕来

鉴赏久之。又有名漫画家黄文农（1901-1934），名摄影家吴中行等，分道由首都

常州乘夜车来。吁，可谓盛矣。”395“华社”业余摄影师们的活跃运作与人情世故

上的通达老练，使“华社”的几次影展都取得了十分热烈的社会反响。 

名人效应一直是华社充分利用的宣传策略，而此效应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向

心力法则，名气的相互叠加得以使传播效果最大化。除了将胡伯翔、郎静山、张

珍侯等人称为“沪上名家”外，396还以“国内外驰名之摄影团体”“华南华北名家均

 
388 《申报》，1929年 12月 09日，第 15版。 
389 《申报》，1928年 3月 9日，第 15版。 
390 《申报》，1928年 3月 10日，第 15版。 
391 《申报》，1928年 3月 12日，第 14版。 
392 《申报》，1928年 3月 12日，第 14版。 
393 《申报》，1928年 03月 11日，第 15版。 
394 《申报》，1929年 12月 09日，第 15版。 
395 《申报》，1930年 12月 25日，第 11版。 
396 《申报》，1928年 3月 3日，第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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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入”等字眼突显展览的业界分量。作为中国的摄影社团，受到国外团体的认

可无疑会使“华社”的知名度从“本土性”晋升为“国际化”，《申报》特别报道了当时

上海的一个日人摄影社团光画研究会的加入“华社”首次展览的消息，称“该会会

员出品，与赛东西各国，获奖甚多。”397从而表现“华社”水准已突破国界，在国际

上绽放异彩。“华社”这次得以与上海光画研究会得以合作，全有赖于郎静山从中

引荐联络。虽然郎静山在“华社”中未担任过书记一职，而是多次担任会计干事，

但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元老成员，以及众多社员的入会引荐人，郎静山在“华社”中

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与“光社”的刘半农相比，郎静山身上的务实气息也许

更加浓重，他懂得积极运用人际网络，结合商业运作的方式，来为“美术摄影”

和所经营的“静山广告社”“静山摄影社”制造声势，扩大影响。 

可以看出，这些聚集在“华社”知识分子，他们的正业很多都与出版媒体和报

刊杂志有关，这些人显然掌握着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和文化生产传播的走向。另外

一些成员散布于商界、政界，甚至是军界等，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动

用的社会关系和行业声望遍布上海社会的各个领域。“华社”影展甚至可以被视为

群体式的聚集和狂欢，其影响力已经不仅局限于活动或言论本身。 

这种“命运共同体”式的关系网可以从郎静山和其第二任妻子雷佩芝的婚礼

中窥见一斑。1930 年 5 月，郎雷两人在徐园订婚，郎静山的影友与华社友人胡

伯洲、胡伯翔、黄伯惠、黄仲长、张珍侯、唐镜元、丁悚、朱寿仁、蔡仁抱、陆

增祺（1926-？）等都悉数前来见证，《申报》记者戈公振、周瘦鹃、《上海漫画》

张光宇也来祝贺。沈卓吾（1887-1931）先生任司仪，胡伯洲介绍来宾，沈新三还

特地把订婚盛况发表于《申报》。3986 月 8 日，郎静山与雷佩芝在大华饭店举办

婚礼，不少文学家、画家、摄影家更是纷至沓来，张珍侯担任司仪、胡伯翔主婚，

《时报》创始人狄楚青代替无法来沪的政府要员吴稚晖做证婚人，胡伯洲与周延

庆是介绍人，周瘦鹃代表来宾致辞；礼成后，钱景华（1935-？）用还像摄影机拍

了一张来宾合影，光社华社的摄影家又争先恐后拍摄了多张照片。此外，郎静山

的结婚证书由书法家朱复戡（1900-1989）书写，叶浅予金绘上龙下凤，张光宇添

 
397 《申报》，1928年 2月 24日，第 14版。 
398 新三《摄影家郎静山先生徐园订婚誌盛》，1930年 5月 30日，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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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乌云烘托，精美异常。399郎静山作为当时摄影界、新闻出版界以及广告工商界

的一个重要的交汇点，不仅以其资深的技艺成为标杆式的人物，他还善于利用摄

影热忱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照片”不仅再现了郎静山所感知的世界，成为他表

达世界的语言。另一方面，还充当他建构社交网络的名片，为他传递认同的信号

和创造交际的空间 

郎静山私人的社交圈除了与报界、商界和政界的要人外，还有不少擅长传统

风格的水墨画家。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以及黄宾虹等人就与郎静山十分交好。因

之前郎静山与张善孖、张大千的老师曾熙（1861-1930）是近邻，因此结识张氏兄

弟并往来密切。400妻子雷佩芝（1909-1985）还曾拜张大千为绘画老师。401黄宾虹

则住在兄弟二人楼上，还与曾熙是故交。此外，郎静山还与吴湖帆、叶浅予、张

光宇等艺坛人士都十分熟识。他自己也因为喜爱笔墨偶有创作，还曾与吴湖帆合

作过临仿倪瓒（1301-1374）山水的《汀树遥岑图》。402 

许纪霖指出城市知识分子是在公共空间中活动的，所谓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即是指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场所。“通过具体

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

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正是这些

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403郎静山甚

至自己创造这样的空间，上文中提及，“静山广告社”曾是华社主要的活动场所。

在三十年代，他还以三分之一的股份投资了南京路上有名的新雅粤菜馆，餐馆的

经理胡桂庚（1898-1964）正是虎标永安堂公司的经理，胡桂庚来此处帮忙也是由

于郎静山从中联络，404在 1937 年，餐厅特地在二楼开辟了一间“静山茶座”，以

便郎静山在每日下午在此招待影友和研习影艺。这些空间为郎静山等人进行文化

互动和建构社会网络提供了场所，也成为他们建构自我认同的需要，可以说，郎

 
399 赵鼎铭《誌郎雷之婚》，1930年 6月 11日，第 17版。 
400 包立民《张大千与郎静山》，《大成》，1991年 9月 1日，页 20-21。 
401 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编著《上海摄影史》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页 23。 
402 游雅兰《郎静山的摄影对吴湖帆绘画之影响》，《造形艺术学刊》，2012年 10月，页 173- 206。 
403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总序页

4-5。 
404 吴寅伯《追念郎老》，《摄影报》，1995年 4月第 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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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山等人是在这样的空间中认识和定义自我的。 

城市知识分子并不仅从历史或地缘的脉络中寻找个人认同，而是凭借个人的

身份、意识形态、地域文化等因素在城市的空间网络中，建构自身的文化社会关

系。在以陌生关系所建立的都市社会中，特别需要私人或公共的交往来建构新的

关系网络。405郎静山因为自身新闻出版经历、职业广告人以及“华社”成员的多重

身份，使他的归属和认同也处于一个彼此重叠交织的关系网络中，这也构成了他

个人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第二节 集锦摄影对绘画语言的重新表述 

郎静山的“集锦摄影”使他成为中国摄影史中标杆式的人物，虽然集锦技术并

不是郎静山所发明，而是早在 1850 年就由西方摄影家所应用的技艺，但他所强

调的“静山集锦”显然与直接运用 Composite技术有所不同。 

郎静山集锦摄影的理论大多发表于四五十年代，但从他早期的摄影实践已经

表现出对理论的探索以及集锦技艺的应用。1931 年，郎静山就开始利用局部分

开感光的方法，成功地以多张底片重新组成一张照片。406值到 1939 年，他在《郎

静山摄影专刊第一集》中，提到国外的 Combination Printing 与我国绘画的原理

有相通之处“所构图理法易多取与吾国绘事相同，如凑合数种底片，汇印于一张，

若吾国画家之对景随意取舍然……”，4071941 年，“集锦摄影”的概念在《郎静山

摄影专刊第二集》以及《集锦照相概要》中被他本人正式定名，并阐释集锦照相

的艺术理念与制作方式。此后，他更是积极进行这类照片的制作，特别是五十年

代后，开始撰写相关的理论文章，强调“静山集锦”与西方 Combination Printing 的

区别，旨在突出这种摄影独特的民族特色。 

郎静山的美学理念与刘半农《半农谈影》中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

与刘半农在承认摄影主体性的基础上来探讨摄影的中国风格相比，郎静山的摄影

语言倾向于从中国绘画寻求依据，甚至直接将“集锦摄影”视为中国画论体系中的

 
405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1895-1949》，总序，页 11。 
406 《附录年谱》，国立历史博物馆编《郎静山百龄嵩寿摄影回顾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

1990） 
407 郎静山《自序》，《郎静山摄影专刊第一集》（上海：自印，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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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技法风格。“我因研究中国画理，发现较西洋各种画法确是完备，现在于照

相方面更多吻合。而且当时照相未发明，中国人能领悟光、理等原则，这四五千

年的历史，不是一天就成功的。所以说这个（集锦摄影）不是我发明，而是中国

人在几千年前的发明，不过现在才有了相机，采取他的方法用在相机方面罢

了。”408也就是说，郎静山认为“集锦”的原理早已体现在中国的画论中。集锦虽

然在技法上是通过摄影实现的，但是这种技术所体现的正是中国画论中的美学精

神。因此，“集锦摄影”在视觉上更接近于在中国绘画，而不是照片。正如陈万里

曾评价郎静山的摄影“他能撷国画的精粹，处处是书写他个人的性灵，因为他的

胸襟，他的气度，就活活泼泼地显现在尺幅之间。所以当人们看他作品的时候，

实在说不是看摄取的影片，而是读画。”409 

“集锦”所讲求的技巧性和可操作性使得这种做法被感兴趣的观者模仿和学

习。郎静山也乐于分享制作经验，希望通过传播“集锦”的方式为中国的摄影界注

入活力。郎静山以《芥子园画传》为参照，教授初学者如何将摄影的多个素材进

行重组。例如从《芥子园画传》中《画学浅论》来指导构图位置的经营，410指出

“论天地位置，‘凡经营下笔必留天地，何谓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

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窃见世之初学者据而把笔，涂抹满纸，看之

填塞人目，以决阻意。’”411以及树木素材的选取，“由简入繁，由繁入简。例如二

株之法一大加小为负老，一小加大为携幼，老树须婆娑多情，嫩枝必须窈窕有致，

如人之聚立顾盼也。其他有五株之法，由五株而百千株法，依法处理，转致千万，

在人变化。”412同明清时的诸多教学画谱一样，郎静山对初学者还提出“起首三株

树，非亭即小桥”“初学者对景难以下笔，故先临摹他人已成之景，较易下手。”等

从绘画教学中生成的实践口诀。413这种借用绘画技巧的方法使集锦摄影的初学者

不至因技艺生涩而难以下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专业壁垒的消除，推动

了摄影的民主化。 

 
408 郎静山《六十年来之中国摄影》（台北：中华学术院摄影所，1971），页 382。 
409 陈万里《序》，郎静山《静山集锦》（上海：桐云书屋，1948） 
410 王概《画学浅说》，《芥子园画传巢动临本（山水）》（香港：中华书局，1986），页 25。 
411 郎静山《静山集锦作法》（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 1958） 
412 《树谱》，《芥子园画传巢动临本（山水）》，页 42。 
413 郎静山《静山集锦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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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集锦的拼贴方式降低了精准把握瞬间美感和在取景框内完美构图的要

求，“取景”不再是画家关注的重点。“虽同拼合，但经作者于放映时之意匠与手

术经营之后，遂觉天衣无缝，其移花接木，适心悦目，恍若出于自然，迥非剪贴

拼凑者所可比拟，此亦即中国绘画之理法今日实始施于照相者也。爱述其意义与

方法如次，以资同好者研究焉。”414随意取舍是集锦摄影的一项重要特点，因此，

摄影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创造出理想的意境，从而使风景成为摄影师表达

文化理想的媒介与手段。例如 1934 年郎静山所拍摄的《春树奇峰》（图 5.1）是

他初期集锦摄影的重要代表作品，415这张照片也并被入选英国摄影沙龙且获得多

项奖项。《春树奇峰》取材于黄山后拼贴而成。“余于此摄影西海峰峦亦度险之一，

惟西海之峰别具生面，峰峰露骨，更无草木可见，望之雄厚而不矍，……此国画

家之曲线美夜，黄山之峰奇而独有，天下无所也。”416书法名家马公愚（1890-1969）

还在照片上题写“黄山之水天下绝，树怪峰奇云海阔。郎君写真善妙术，世间画

笔那能夺。”来赞美郎静山摄术精湛。照片主景是黄山的崇山峻岭，山腰处还有

缭绕的云海雾涛，前景斜横着一株新枝欲展的春树。照片景物的自然比例以及符

合视觉规律的辽阔感表现出黄山的恢弘气势与云海的苍茫辽远。通过打乱风景本

身的秩序，凸显出景观的符号化和编码系统，重塑了乌托邦式的理想风景。 

集锦的好处是可以使画面趋于理想，但是郎静山并没有回避照相机对“实景”

的再现能力，“虽写一地之实景，而未尝做刻板之描摹，类皆取其所好，而弃其

所恶者，以为其理想境界，不违大自然之正常现象，亦为超现实之理想也。”集

锦摄影的虚构性使得郎静山所塑造的风景难以得到再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

犹如艺术品般的“独特性”。与其说集锦摄影是基于山水画审美对实景进行的剪裁

和拼贴，不如说“集锦摄影”反映的是郎静山心中的理想山水，所投射的是他个人

化内心图景，是一个远离尘世纷争与喧嚣的“桃花源”。 

受到《春树奇峰》的鼓励，郎静山在之后又按照这种图式创作了《雁荡鸣春》

（图 5.2）。417他将雁荡山与柏树叠加以突显画面的辽阔悠远，中间通过遮蔽曝光

等方法用空白来表现浓密的云海。从这两张构图相似的照片都可以看出，郎静山

 
414 郎静山《集锦照相》，《集锦照相概要》1941年影印版。 
415 郎静山《静山集锦》，页 2。 
416 郎静山《黄山摄影再记》，萧永盛，《画意·集锦·郎静山》，页 120。 
417 郎静山《静山集锦》，页 3。 



 

 144 

善于利用垂柳、枯枝、芦草、树丛等素材的叠加为画面增加层次感，还可以通过

掩映的方式增加景物含蓄的诗意，以达到“景物之宾主、揖让、开合、本原、驱

使、行列，种种均须各得其宜”418的效果。郎静山显然是有所超越的，他不仅超

越了摄影的机械制约，也超越了绘画对笔墨技法的限制，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

超越本身模糊了两种媒材的边界，挑战了媒介对再现的限制。 

拍摄于 1936 年的《古阁重峦》（图 5.3）可以看出郎静山在实景山水之外，

对风景小品更加理想化的塑造。《古阁重峦》至少由三张底片叠加而成的，419在

景观层次上表现的十分丰富，前景是一座倚林而建的古阁飞檐，旁边的苍松翠柏

掩映着宁静隐秘的建筑环境。背景是故意经过强曝光处理的层峦远山，从而营造

出云雾遮蔽若隐若现的朦胧感。在古阁的前方，郎静山还拼贴了一枝虬曲无端的

古松，其类似盆景的造型以及失衡的比例尺寸反而显得过于突兀，同时，古阁下

端的留白也加强了这处景观被虚构出的本质。因郎静山认为“经营位置”需“山水

要宁空无实，故章法位置总要灵气往来，不可窒塞。”但过多刻意的修饰使这张

风景小品产生一种琐碎的不真实感，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画意境界。而另一张运用

同一张素材的《绝嶂孤亭》（图 5.4）则因为没有过多碎片式的素材处理使画面反

而更贴近真实景观的质感。420虽然前景的杂树和远景的层峦绝嶂也是经过拼贴得

以实现的，但是因为运用了正常的曝光手段，使得景观的色调与对比度都与中景

的孤亭趋于一致，使远、中、近景形成了自然的层次过渡。风景小品较实景照片

来说，更加依赖于符号所传达出的象征和指示意义，也容易剥离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因此，可以说纯粹是一种内省式的自我表达，寄托了郎静山内心的林泉之志。 

从 1931 年的《飞泉幽涧》（图 5.5），4211933 年的《临流独坐》（又名《石梁

观瀑》《泉声带玉琴》）（图 5.6）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照片中出现的一位林泉中的

高士形象。422这位高士可能象征郎静山对自我形象的塑造。《飞泉幽涧》中是一

位邻瀑而坐，长袍束簪的高士。他侧卧在一块山岩上凝思，后方是通过集锦叠加

的崇崖高瀑，临流直下的飞瀑几乎正在冲刷过高士的头顶，似是有佛教中醍醐灌

 
418 郎静山《静山集锦作法》 
419 康添旺编《郎静山诗画意趣摄影特刊》（台北：台北市立美术馆，1988），页 93。 

420 郎静山《郎静山摄影专刊第二集》（上海：印地不详，1941） 
421 郎静山《静山影艺》（台北：中国摄影学会，1972）。 
422 郎静山《静山集锦》，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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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的隐喻，自然中的清泉瀑布仿佛可以启迪思想和觉醒智慧。这张照片的形制可

能源自郎静山对“听（观）瀑图”母题的偏爱，1933 年的《临流独坐》，同样是一

位头戴斗笠的高士背对而坐，面对前方的瀑布清潭，头顶是一大片茂密的松荫。

虽然听泉高士出现在松荫与岩石中间的狭窄空间中，但观者追随着他面前的高山

深潭，对遮蔽的风景将会延展出更多想象的空间。此外，郎静山甚至还试图通过

集锦塑造仙界人物，他拍摄过的《坐看云起时》（图 5.7）即是利用《飞泉幽涧》

中高士的形象再次拼贴组合。423这位倚石而坐的高士出现在了大团浓密的云海之

上，其背后是厚重的山峦，好似高士腾云驾雾而来。在三十年代，郎静山也为好

友张善孖拍摄了两组类似的图像，张善孖倚坐在四周由云海衬托的石台上，周围

背景仙气缭绕，人物则泰然自若，淡定超脱（图 5.8）。其中张善孖的动作与宋朝

佚名仿李公麟（1040-1106）的《维摩居士像》中的形象有几分相像，都是曲膝而

坐，两臂一曲一垂，身体自然倾向一侧。再配合人物前方脱离真实情景的松虬与

波涛击岸的景象，更赋予张善孖一种佛教居士的神秘身份。摄影师已经不再将摄

影作为一种再现“现实”的装置，而只是一种图像的“再现”，从而表达出自我或群

体内心世界和情志抱负的写照。 

三四十年代，郎静山还酷爱拍摄虎、狮题材，这两种动物放在当时的社会语

境中更增加了隐喻意味。而郎静山在四十年代末赴台后，几乎没有再拍过这类题

材的作品。其中，特别是吼狮的影像出现在《河东狮吼》（1931 年）《叱咤风云》

（30 年代）《声吼缠猛虎》（无纪年）等至少三幅作品中。二三十年代，龙作为国

族符号的象征已经跌落神态，取而代之的是雄狮晋升为新的民族国家的隐喻。自

1899 年梁启超（1873-1929）最初在《自由书·动物谈》中将当时的中国比作“睡

狮”之后，在“先睡后醒论”的观念下，“醒狮”的形象已经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语

境中反复出现，象征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改革反抗的决心。1924 年，中国青年党甚

至还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以此来“唤起国人自信自强之念。”424岭南画派的

高奇峰（1889-1933）、何香凝（1878-1972）等人也曾在二十年代创作过多幅《怒

 
423 郎静山《静山影艺》 
424 关于“狮”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表述与隐喻的符号化变迁，详参杨瑞松《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
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8 年第 30 期，页 87-117。单
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南开学报》，2006年第 4期，页 29-36。Roberta Wue. 
“China in the World: On Photography, Montages, and the Magic Lantern.”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 
41, no. 2, 2017, pp. 1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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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狮》等形象，由此可以看出，“醒狮”已经成为国族想象的符号象征。郎静山

所创作的《河东狮吼》（图 5.9），425首先通过净化过的照片背景，重点突出怒吼

的雄狮这一视觉焦点，作者以“河东狮吼”命名并非是想要取其带有性别色彩的典

故义，而是以“东”来指代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之崛起。同样摄于三十年代的《叱

咤风云》（图 5.10）则是将《河东狮吼》中的雄狮通过集锦添加到一个更为贴合

的背景中，426伫立于山岩之上的吼狮威风凛凛，气势雄壮，如同背后风起云涌的

气团，呈现出即将腾空而起，蓄势待发的氛围。 

因此，郎静山关于国族意识的表现不仅出现在风景和他所创造的诗意世界中，

他也并不像现实主义摄影师对他所批评的拘泥于自我的虚拟世界中，而是以自我

所建构出的一套符号化的视觉体系来回应时代的声音。正如钟山隐在《郎静山摄

影专刊》为好友所撰写的序言中提到“或谓当此国难之际，吾人似不应竭其心力，

为此无裨时事之举，然视世之遣日于醉梦之中，寄情于驰骛之表者，其贤不肖则

相去何如也。况瞻禾黍而兴故国之思，闻杜宇而盛乡关之感，读者对此，抚今追

昔，其中心岂竟漠然无所感激耶。且静山以阐扬吾国艺术之真谛，期溥及于世界，

使各国人士，知所欣赏而珍惜之，其功当不在焦头烂额下，苟读者不仅以过眼烟

云目之，则即小见大，因微知著，弦外之音，亦足法深省，有心人其能无所警惕

哉。”427这套依赖于符号化的集锦摄影相较于现实主义影像对社会的关怀同情，

更加侧重于唤起一种集体式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无须借助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精

英式的教育背景，只需要以普世的方式即可完成集体的想象和共情。 

然而，郎静山的摄影实践和理念绝不是单调保守的，作为一名徘徊于商业与

艺术的摄影师，郎静山还为杂志和画报拍摄迎合观众品位的商业照片，其中不乏

为女明星拍摄的时尚感十足的造型照，以展现都市新女性聪明自信，健美优雅的

一面。然而，陈学圣指出郎静山的展览和作品集中几乎不曾见到这些相对前卫的

人像照片，这可能因为郎静山所拍摄的这些照片的初衷本来只是出于杂志编辑上

的企划和要求。428实际上，郎静山的艺术观念要更加前卫，他曾是中国人体摄影

 
425 郎静山《静山影艺》 
426 郎静山《静山集锦》，页 34。 
427 钟山隐序《郎静山摄影专刊》 
428 陈学圣《郎静山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艺术摄影》，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编《郎静山》（上海：上
海文化出版社，2014），页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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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例如他还通过集锦和人体照片创作过一幅十分前卫的摄

影蒙太奇作品，即是经由切割、重组、拼贴等方式制造出与原本图像看似矛盾的

影像。画面下方是一位侧躺的裸体少女，她的动作透漏出某种不安和局促，少女

的上方是行军中的日本官兵，两个画面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少女作为一个备

受屈辱和践踏的形象使观看者立刻感受到战争逼近与民族危亡的强烈共鸣。（图

5.11）429对郎静山来说，拍摄人体模特的象征意义似乎大于审美意义，随着越来

越多的业余摄影者加入画报照片的发表队伍，“美术摄影”的艺术性也在参差不

齐的照片质量中大打折扣，然而，人体摄影因受到社会风俗的挑战，反而成为真

正美术摄影家们试图去占领的话语领域，同时，突显含蓄特质的人体摄影也是中

国摄影师们回应国际摄影潮流并试图保持同调的一种方式。 

郎静山的集锦摄影打破了现实拍摄对象的框架和制约，将摄影最本质的再现

性解构成绘画，使他得以表达理想中的美学追求和道德隐喻。郎静山个人风格的

两极特征体现出民国摄影师身份与认同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因为家庭背景和

所受教育因素仍保留着对传统的偏爱，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交网络的影响和艺术理

念的成长使他们的风格极具包容性。郎静山曾言“文艺永远不能超然，更不能孤

立。它是附着于时代，附着于社会，以及附着于民族性。”430现实主义摄影师显

然在“写实”的时代思潮中将郎静山视为一种“复古”的退步，正如像黄宾虹、吴湖

帆（1894-1968）等传统风格的画家一样，被视为一群不愿回应时代的“书斋文人”。

然而集锦摄影绝不是外界所批评的自我封闭，逃避现实与沉溺复古的展现，不如

说是这些现实主义摄影师所不能或不愿接受的现实，那就是回应时代和现实问题

所存在的另外一种艺术可能。诚然，这些作品确实有他偏向于自我抒情的一面，

而作为为画报杂志供稿的摄影人也不乏以现代性的目光来审视摄影艺术，这是郎

静山在社会语境下所具有的多重自我身份的表征。 

 

第三节 自我认同的确认：被观看的东方影像  

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观看行为成为一个被多重经验所建构的命题，正如约

 
429 《时代画报》，1933年 5月第 4卷第 5期，页 8。 
430 《静山语录》，国立历史博物馆编，《郎静山百龄松寿摄影回顾展》，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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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伯格所提出的具有意识形态的的观看方法，“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和

信仰的影响。”431在个人审美之外，更多的是文化的熏陶，特定的氛围，以及是

群体意识的投射。郎静山作为中国业余摄影师的代表，他的作品也面对着西方和

中国两种不同审美素养观众的品评。 

从前文了解到，郎静山自二十年代就积极与国际摄影领域进行对话，积极联

络邀请日人团体参加“华社”的早期影展，国际观众的认可对他来说具有更多的象

征意义。布迪厄曾指出“艺术品及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的空

间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偶像的艺术

品的价值。因为艺术品要作为有价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认，

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和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审美素

养和能力对于了解和认可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432因摄影作为一种由外来到本

土的艺术的象征，需要国际的关注和声誉给予其在中国的合法性，这不仅是对自

身作品价值的提升，还是对本土文化改造的肯定。 

郎静山的摄影之所以引起国际的关注，还要归因于他的作品与西方摄影形成

了显著差异，其所彰显的东方风格和视觉语言的表述使郎静山成为一个被观看的

文化“他者”。三十年代，郎静山开始频繁地利用作品于国际摄影界对话，1931 年

《柳丝下的摇船女》（又名《柳池弄艇》《柳荫轻舟》）（图 5.12）入选日本写真联

盟举办的“第五届国际沙龙”。433这幅作品中，画面前景略显凌乱的柳枝可以看出

郎静山可能未使用他引以为傲的集锦技法的处理，而是实景拍摄的结果。小舟中

前后落座的两人也不似中国绘画中超脱的渔父形象，而是优雅端庄的仕女，画面

前景因为交错的柳枝使观者无法清晰观看到仕女的容貌，增添了图像的朦胧美感。

如果说《柳丝下的摇船女》是表现东亚女性行乐游赏中的含蓄，那么在 1933 年，

入选“新英格兰派”摄影艺术沙龙的人体摄影《抱瓮凝思》（Meditation）（图 5.13），
434则是在含蓄与柔美外，试图打破关于观看女性身体的性别政治。《抱瓮凝思》

的造型灵感可能来源于法国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431 约翰·伯格（John Berger）《观看之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 2。 
432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页 276。 
433 《郎静山年谱》，图版来自萧永盛编《集锦·画意·郎静山》，页 72。 
434 图版取自郎静山《静山集锦》，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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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que Ingres，1780-1867）在 1856 年创作的《泉》（La Source）（图 5.14），

两张照片都表现了一位体态丰盈的少女将一个陶瓮抱于颈部，身体稍微歪斜沉思

的姿态。435不同的是，郎静山的模特面部低垂，以半蹲的姿态对女性裸露的身体

有所遮掩，呈现出东方少女羞涩的美感。这张照片具有明显的仿画特征，所追溯

的是西方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对于郎静山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古典主

义，都是他为“美术摄影”寻求合法性的灵感。 

1934 年，刚开始接管《良友》担任主编的马国亮曾在“良友人影”中说明郎静

山在中国摄影界中地位“提起了摄影家，我想没有人会忘记郎静山先生的。……

并且，在中国的摄影家里面，有国际名望的，也只有郎氏一人。”可以看出郎氏

的声誉相较于中国的其他摄影师，已经在国际上脱颖而出，郎静山所获奖项还包

括上文所提到的集锦照片《春树奇峰》在 1934 年入选英国摄影沙龙，之后多次

入选各种奖项及展览达 40 次。1935 年，所拍摄的人体照片在瑞士摄影年鉴中获

奖。1937 年在比利时举办摄影个人展览，同年，郎静山也获选美国摄影学会初级

会士（APSA）。 

郎静山对国际影坛的参与并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当时中国业余摄影界的一种

流行风气。从当时的摄影专刊中可以看到经常刊出的各国国际摄影沙龙的影讯，

包括举办组织、地点、日期和稿件的寄送地址等信息都可公开查阅。更值得一提

的是，在 1931 年，郎静山邀请好友黄仲长，徐祖荫成立“三友影会”，专门向各

国摄影沙龙寄送作品，期望使中国的风景、人像等优秀作品被世界影坛所认可，

为中国摄影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三友影会存在的六年间，被三百余处摄影展

览选入作品多达数千余张。1932 年 11月，三友还组织展览和售卖印刷品，捐款

给因战争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同胞。黄仲长回忆“三友影会”的成立动机

“当时外国人来中国来拍照片，常专找腐朽没落的镜头，……甚至将中国诬为‘东

亚病夫’。‘三友’出于民族自尊感，对于洋人侮辱中华民族的宣传极为愤懑，便力

图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输寄各国，来宣扬祖国的壮美山河和勤劳勇敢的人民大

众。”436“三友”的成立足可见郎静山等人所拥有的爱国热忱，通过积极地参与国

 
435 Mia Liu. “The Allegorical Landscape: Lang Jingshan’s Photography in Context.”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65, no. 1, 2016, pp. 1–24.  
436 丁杉萱《活跃于三十年代影坛的“三友”——访老摄影家黄仲长》(影印资料出处未详，1981)。 
转引自周修平《郎静山中国画意摄影研究》，国立中央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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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沙龙，也使中国摄影师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他们始终在探索应以何种方式得以

使中国摄影在国际影展中留有印象，改变西方对中国抱有的刻板印象和成见。 

1935 年 2月 16号，《时代》杂志中刊登了“国际摄影沙龙中国作家的荣誉”，

介绍了国际比赛得奖最多的六个摄影者，包括吴中行、吴印咸（1900-1994）、郎

静山、陈传霖（1901-1978）、刘旭沧（1913-1966）和卢施福。在这些参赛众多的

业余摄影师中，吴中行实际上比郎静山更早尝试在国际摄影沙龙中展露头角。他

拍摄的《归牧》在 1926 年入选英国伦敦国际摄影展览会，这也是中国摄影师的

作品首次获选，吴中行还应邀参加英国皇家摄影学会。1933 年，《归牧》入选英

国摄影年鉴并获得 1933 年芝博会预选会摄影展览“美术摄影”特等奖。437另一

幅作品《报晓》也获得 1931 年英国沙龙万国摄影展览会中国代表作一等奖。438

此外，吴中行的作品也曾多次入选国际影展，包括 1932 年《锦树双栖》《水纹》

入选英国伦敦国际影展，《蝉》《羔》《双鹅》《牧羊》入选法国国际摄影展，《报

晓》《声如洪钟》入选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展览会万国影展，《春柳》《秋云》《戏

水》《朝起》入选法国巴黎万国摄影展览会，《枭》《晨光》入选法国沙龙，1935

年《戒旦新生》《烟树》《风雪归程》入选瑞士国际摄影展览，前文所提及的《双

清》（又名《竹影摇月》）入选瑞士沙龙，并编入瑞士国际摄影年鉴，《报晓》编

入美国摄影年鉴等。439同为摄影家的郎静山与吴中行交情深厚，两人可以说是当

时“美术摄影”的最杰出代表，上海王开照相馆橱窗内，一边放置郎静山的作品，

一边放置吴中行的作品。440虽然吴中行不是“华社”的成员，但在 1929 年，两人

共同加入“上海摄影会”，之后还一同应浙江省建设厅邀请，前往浙江拍摄风景的

作品，所拍的《一帆风送到兰溪》《浔阳江上乱帆明》等照片以“浙东游迹——中

行曾作画中行”为专题刊登于 1935 年第 3 期的《美术生活》上。441 

即便郎静山已经在国际上开始崭露头角，在中国的摄影界也出现对他质疑的

声音，特别是战前左翼美术兴起的原因，”画意摄影”的风格便受到攻击，郎静山

 
437 《时代》，1933 年第 4卷第 3期，页 11。  
438 《农牧月报》于 1933年第 1期扉页发表时特别注明该作品在 1931年英国沙龙万国摄影展览 
会获中国代表作第一奖。  
439 吴中行摄影简历，见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站，http://m.cpanet.org.cn/detail_picdetail_123243.html. 
(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 7月 20日) 
440 吴锦成《郎静山、吴印咸与祖父吴中行的情谊》，《都会遗踪》，2015年 2月，页 140-145。 
441《美术生活》，1935年第 3期，页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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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意摄影”的基础上又进行看似复古的改造，更加招致现实主义摄影家的不满。

当时的一些摄影者也毫不掩饰对郎静山这种“闭门造车”创作方式的批评，例如沙

飞就指出“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自囚于玻璃棚内，

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442黑白

影社的陈传霖认为:“艺术要是现实的反映，真正的艺术是要写实的，这是一切艺

术最高的法则。影艺是艺术的一个部门，自然也不能例外。”443对这些主张深入

社会，关注现实主义题材的摄影师来说，郎静山所实践的”画意摄影”无疑被看做

一种无视国难，文人消极颓废的自我陶醉。这些反映文人趣味的作风看似有悖于

当时文艺界“走向群众”和“大众化”的思潮，但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国家与民

族的危亡之外，而是选择以个人化的方式来对抗现实中的棘手困境，“选择文人

美学与士夫认同，并不等同于退守古代，相反，他们所关心、塑造的恰恰是现代

中国的艺术认知。”444郎静山不是选择保守，而是一种柔性的法则来迎合照片观

众的品位，特别是对于西人观众，他希望借助历史文脉在现代中铺陈文化意识与

传统精神，修正和清晰他们对于中国艺术的印象。 

西方观众在欣赏这些富有中国画意的照片时的感受及入选理由已经无法考

证，但对以西人视角来研究中国艺术的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

对郎静山摄影的看法可以窥见一二。福开森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向西方展示和

传播中国艺术的汉学家，曾为郎静山的摄影专刊撰写序言，他这样评价郎静山“既

有画家之禀赋，又不辞劳瘁，跋涉山川，遍历名迹，且复精于技术，其所摄诸帧，

非徒为纪游象迹，实美术之最高成绩。此种摄影，倘能印于色韵相宣之纸上如澄

心堂名笺者，相得益彰其雅丽悦目，当可与名家笔绘相比擬矣。峨眉上中所摄观

光台一景，使余忆及金应桂所绘之佛荣，又古木竹石一帧，令人回忆余所藏宋人

所绘之古木图，此外大痴画意一帧，酷肖黄公望笔法，……窃愿中国现代画家，

能将郎君杰作，悉心研究，以为绘画之助，则必能增写物赋形之妙，而添笔墨之

雄健焉。”445福开森并非因为摄影的特质将照片与绘画相区隔，而是视为中国艺

 
442 沙飞《写在展出之前》，原载于《沙飞摄影展览会专刊》，1936年 6月，见龙憙祖编《中国近
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集》，页 377-378。 
443 陈传霖《八年来的黑白影社》，见龙憙祖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集》，页 435-443。 
444 鲁明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艺术与中国革命：以黄宾虹、郎静山及费穆为例》，《文艺

研究》，2019年 09期，页 124-134。 
445 郎静山《自序》，《郎静山摄影专刊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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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一种再现。在福开森的观念中，中国艺术更倾向于一种想象性的重构，而不

是僵化的摹写，绘画是关乎精神的和尊崇文化的。特别是山水，可以看做是一种

修辞、符号和象征，从而体现出高贵的民族理想。对郎静山来说，“美”是一种“国

际语言”，446是从媒介间的差异性回归到艺术的统一性。 

同为“美术摄影”先驱的郎静山友人胡君磊序言中则强调郎静山是代表“吾

国”的民族风格，“匪独于摄影术中另辟畦町，而于吾国美术之阐扬，……迴异时

流，而为欧美各邦人士所称道。”然而，值得思考的是，郎静山摄影的独特风格

是否真正能以民族国家的立场为中国摄影力争国际声誉，而不是以“自我东方主

义”的认知成为西方视角下的“东方”。在他的 1939 年出版的“自序”中，“东方艺

术”成为“中国艺术”等同的话语，“东方艺术可为摄影之助，摄影亦足证东方艺术

已早入于精妙之域也。……世界之摄影团体，已渐臻吾国所谓大同之道矣。”447

在此，郎静山希望东西方摄影可以到达“大同”的境界，希望消除国家边界与民族

偏见的希望，使东方美学能够平等地与西方艺术进行对话。但实际上，他在此已

经预设了一种二元论的不平等关系。 

从欧美在十七十八世纪对“中国风格（Chinoiserie）”的迷恋，再在十九世纪

中期盛行的“日本主义（Japonisme）”，这或多或少与二十世纪初郎静山等人在国

际上获奖之间存在一些间接的关联，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看出欧洲人所迷恋

的“中国风格”的具体组成，特别是在装饰风格上，他们着迷于那种“不对称、不

用传统的的透视画法，采用东方图案和花纹”的风尚，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国风

格因为东亚地区如土耳其、埃及等地区风格的竞争而日渐衰落，但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在室内装饰领域曾再次流行。448然而在二三十年代，西人视野中的“亚洲

艺术”并没有国别意识，中国艺术作为“东方艺术”的一个部分与其他艺术之间被

强调的更多的是同一性而非主体性。福开森曾指出欧洲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艺术

时，大多是以来欧美和日本的藏品为中心，随意地使用“亚洲艺术”或“远东绘画”

一词，不仅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国自身发展的中心地位，还在研究时借用印度、日

本以及波斯艺术的知识来建构所谓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从而造成了很多

 
446 郎静山《乾坤一镜收》，《中国时报》，1978年 4月 18日。 
447 郎静山《自序》，《郎静山摄影专刊第一集》 
448 刘晓路《从中国风格到日本主义：东西方视线的交错》，《新美术》，1997年 03期，页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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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和误读。449但是直至 20 世纪中期，“Chinese Art”也没有被普遍提及和使

用，更多学者更倾向于使用“Chinese Painting Art”等具体词汇来代替他们未知的

中国艺术门类，也会认为中国艺术与日本艺术以及亚洲艺术密不可分。450福开森

还曾公开反对“亚洲艺术”这一称法：“对于西方的亚洲艺术（the art of Asia）作者

来说，有一件事刻不容缓。那就是永远不再使用‘亚洲艺术’（Asiatic Art）一词。

冈仓天心（1863-1913）‘亚洲一体’的结论，在亚洲艺术方面，对西方人来说完全

是一种误导。……普通的西方人同时看一幅中国画和一幅日本话，他会立即将它

们归入一类。不过中国和日本的评论家一眼就能发现其中的区别，……我们必须

像舍弃‘古代艺术’（Ancient art）一词一样地永久舍弃‘亚洲艺术’，这两个词汇都

属于艺术批评的业余时期。”451因此，如果从西方的“亚洲艺术”来回观郎静山等

人具有中国风格的”画意摄影”的作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摄影师想要

表达的民族精神和独立性的初衷，这种悖论也说明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的警惕。

对于那些剔除了时空感和现实元素，单纯由符号组合成的照片来说，观众也无法

精准地感受到摄影师所传达的意图和情感，从而产生有悖于创作者初衷的误读也

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结果。 

郎静山的作品具有多面性，这不完全是由他的创作意图所决定的，而是取决

于观看他作品的观众。一方面，作品所具有的东方风格倾向迎合了西方观众对东

方的凝视，使郎静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力图在作品中更加

凸显所谓的“东方”符号。同时，为了寻找中国“美术摄影”合法化的依据，他也

未曾拒绝探索西方古典绘画的领域。观看行为背后显然蕴藏着更加复杂的产生和

加工机制，郎静山作品中显著的东方美学的特征以及符号表征的运用，为中国的

摄影争取到了一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在西方观众的视野中，所谓“中国”与

“东方”的概念本身是含混的，“欧美各邦的称道”很可能只是将之视为一个文化的

“他者”。 

 

 
449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著，张郁乎译《中国艺术演讲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页 5。 
450 聂婷（Lara Netting）著，郑涛译《福开森与中国艺术》（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页
194 
451 福开森《亚洲艺术》，《中国期刊》，1926年 4期，页 164。转引自赵成清《福开森与中国古代
书画研究》，《美术》，2019年 08期，页 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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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章以郎静山作为一个深描的个案，再现了二三十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摄影

人物以及他开创的独特风格。从郎静山的早年生活经历与他对于“华社”的参与，

勾勒出他的社会属性以及城市知识分子所交往的公共空间，在此过程中他完成了

作为一个商业和业余摄影师身份的转化和建构。对他生活经历的论述放在特定的

时空语境中，表明了郎静山并不回避商业化与大众化的务实姿态。郎静山所大力

提倡的集锦摄影，是他个人审美倾向的碎片化呈现，更是他尝试对国家风景的重

新表述。他所利用的中国美术的话语来取代摄影语言，曾尝试在全球语境中通过

跨媒介性来重新定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然而，即便中国摄影师已经通过参与国

际沙龙尝试为中国摄影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借助符号化了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美学

来修正和清晰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印象。但是，符号化美学的圈套正意味着这面

“东方艺术”的旗帜实际上无法代表中国艺术，反而成为一种误解中国的借口，

消解了其中的民族主义精神和主体性的探索。由于“东方主义”的凝视导致西方对

“东方美学”所产生的审美偏好反而使这个命题成为一个悖论式的存在。在民族国

家不断遭受危机和挑战的三十年代，中国摄影师对于主体性的追求和摄影民族主

义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他们需要重新开创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去回应外在

审视的目光和内在现代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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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多重经验下的金石声摄影与《飞鹰》的现代转向 

第一节 金石声与《飞鹰》的创办 

“本刊以飞鹰命名，盖亦自祝其‘云程万里’，‘一飞冲天’也。虽然，狂

风暴雨，挫折兹多。尚希读者诸君，随时爱助。他日飞渡重阳，飞过喜马拉雅山，

飞遍了世界，非惟本刊之幸，亦中国摄影界之光也。”452 

《飞鹰》（1936-1937）发刊词中这段雄心勃勃的宣言已表明编者们对这本期

刊所寄托的厚望，虽然最后《飞鹰》未能“飞遍世界”，弘扬“中国摄影之光”，但

却成为战前中国摄影发展的重要见证和参照。这本创刊于 1936 年的杂志虽然起

步较晚，且发行时间尚未满两年，但细数二三十年代的多部摄影期刊，《飞鹰》

可以说是评价最高，质量最好的杂志之一，它刊发时间稳定，作品质量也颇有水

准，这与编者所抱持的严谨态度与专业精神密不可分。 

《飞鹰》杂志的主要编辑，也是创办人之一金石声（1910-2000）是三十年代

业余摄影师的重要代表。金石声原名金经昌，1910 年生于一个殷实的徽商家庭，

后因战乱，被父亲从武汉送到徽州乡下度过他的童年生活，之后又随父亲及家人

迁址江苏扬州生活。同刘半农与郎静山一样，金石声的少年时代也曾接受过多年

旧式的传统教育，他没有上过新式小学，而是在私塾中拜师学习。在这样的熏陶

和训练下，金石声的的旧学功底较深，古典艺术中的诗书画印，他都有所涉及。

但家庭对金石声的影响不仅于此，金石声的父亲在经商的过程中不仅与西方有所

接触，他还学习过一些船舶、银行业等现代西方知识，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金

石声对西方多种“实学”也颇有兴趣。中西方的知识与观念在金石声的成长过程中

杂糅与共生，也影响了他之后的摄影实践。 

在金石声十五岁那年，收到了父亲送的一台二手柯达 A3相机。这个礼物使

金石声开始接触摄影，从此便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摄影也成为了伴随他终身的

消遣爱好。1931 年，金石声考入同济大学土木系，在校期间，他经常与同学好友

切磋影艺。当时，上海的摄影器材行业“商文并举”的情况十分普遍，摄影器材商

往往乐于资助影人或自己创办摄影杂志，同时可以在杂志中刊登自家广告，以此

 
452 编者言《发刊词》，《飞鹰》，1936年第 1期，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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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扩大耗材销量增加营收。例如当时上海的柯达公司于 1930 年便创办了《柯达

杂志》，华昌照相馆于 1933 年创办了《晨风》杂志，都是运用媒介与广告相结合

的商业模式。作为摄影“发烧友”的金石声在此时也受到了上海冠龙照相器材行老

板的赏识，这是当时中国最大且由中国人经营的照相器材公司。在冠龙照相器材

行的支持和赞助下，金石声决定与同样爱好摄影的中学校友蒋炳南、冯四知

（1911-1984）一同创办《飞鹰》杂志，以增加摄影的社会参与度和大众影响力。

就这样，《飞鹰》杂志在赞助人的商业考量与编者们兴趣笃深的共同运作下得以

在 1936 年 1月诞生。《飞鹰》创办的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摄影从浪漫画意走向

现代主义的转折阶段。 

上海作为当时摄影文化的中心，已经出现不少专门的摄影杂志，除了前文所

述的由照相器材商所赞助的期刊外，还有摄影团体所自发组织出版的刊物杂志。

例如创刊于 1931 年 10月由“华社”发行的《中华摄影杂志》，在当时的影响较为

广泛，其发刊词就已经预示了中国摄影的发展无法规避的现实因素。胡伯翔在发

刊词中指出“凡属学术昌明之国家，于此期中，对于摄影无不各有相当之新途径。

欧美各国，于斯道之发展，久为世人所习知，即是一衣带水之自本，亦能追踪而

前，有所表现。然则吾国于摄影之贡献果何在耶？岂吾人之才智不如人耶？……

对于实学之冷淡，亦为我国民亟宜矫正之弱点。”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紧张，

“九一八”事件后民族矛盾的升级使这些远离战场，但对局势异常敏感的知识分子

来说，已无法再沉浸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一二八”事件后，上海的抗战情绪更

加强烈，当时不少摄影杂志都提到了摄影与工业的关系，例如化名刘三的摄影师

指出“摄影在现今，非但救国不足，而是亡国有余！我们理由就是多一中国人摄

影，就多一中国人把金钱送给外国人，直至中国能自制摄影工具之后。”453 

这一观点可能对金石声有所影响，类似的观点也体现在《飞鹰》的创刊词中。

454“在工业落后的中国，摄影器械的制造和改良，虽暂时还谈不到；但事业的成

功，端赖个人的研究和努力。欧美摄影事业之有今日，非偶然所致。摄影本为新

兴科学的艺术。突飞猛晋，亦数十年间事耳。十年前，日本摄影材料的需要，亦

 
453 刘三《镜箱与取材》，《晨风摄影杂志文艺合刊》，第 3集，1934年 2月。 
454 柯伟勤（Richard K. Kent）《金石声和三十年代的中国摄影事业》，金华编《陈迹：金石声与中
国现代摄影》（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17），页 36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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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仰给予欧美。而近数年来，非惟许多简单的机械，已经自造；即留影的软片，

日人亦能自制，流行于市场矣。其出品之精良与否，姑置勿论；但一种努力的精

神，希望国内研究摄影的同志和工业家加以注意。”摄影作为一门技术有见微知

著之感，直接反应出一国的科技与制造的实力。在战争日益逼近的阶段，即便这

些知识分子对生活仍然抱有一份诗意和期许，但国家危亡的信号就如同阴霾一般

笼罩着国家，更笼罩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自摄影传入中国之初，摄影界普遍的声音即是希望能够建立中国独特的风格，

从而与西方摄影有所区别。金石声等人作为比刘半农、郎静山更年轻的一代青年，

在对待西方摄影的心态上显然更开放和多元。他主张先以学习的态度接纳欧美摄

影的各类风格，特别是对摄影初学者来说，极力鼓励他们研习阅读各国大量的作

品集与年鉴。他说“摄影术本是洋国来的顽意。器械且不必讲，连摄影的读物，

中文也委实数不出几种。吾说多读书，假使不读洋书，简直没有几本书可‘读’。

几年来中国的摄影术，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进步。只是和欧美比起来，总‘自愧不

如’。最大的原因是真正向里边研究的人太少。有心研究的人，又每因本国文字

的读物太少，欧美的读物，又因文字的隔膜不能享受，终于无可奈何。于是摄影

一道，乃为一种特殊阶级的所专有。”455金石声在之后发表的《摄影琐谈》一文

也提到当时各国的摄影年鉴和杂志是学习者的重要来源。“研究摄影的人，第一

步要多‘看’！各国的摄影年鉴，各种摄影杂志，各人的影集，越能多看越好。……

艺术本无国界，摄影和绘画，雕刻及其艺术作品一样，多看自然意会，固不必待

文字来说明。各国的作风，各人的章法，各有其特异的地方。集思广益，融会贯

通，获益岂鲜哉！”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是这些年鉴的忠实读者，有学者就在他

的照片中发现过当时流行的摄影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作品风格与金石声自身风

格的形成也有所关联，特别是《德国摄影年鉴》（Das deutsche Lichhtbild）和英国

的《年度黑影照片》（Photograms of the Year）。456 

但是，仅从这些西方各国年鉴的作品也许并非就能反映国际摄影发展最先锋

的面貌，因此金石声之子金华先生就提到，英美月刊和年鉴上刊载的新时期的画

 
455 《摄影琐谈——看读写作》，《飞鹰》，1936年第 1期，页 32-33。 
456 巫鸿从金石声 1936年的自拍照中发现了《德国摄影年鉴》，巫鸿《金石声和他的内部空间》，
金华编《陈迹：金石声与中国现代摄影》，页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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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作品更为大众化，相较于二十年前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

主编的《摄影作品》（Camera Work）上的作品相比，“显然有一种滞后的、不自

觉的追随。……与过去题材近似的作品反而出现了一种格调上的萎靡气息。”457

因此，作为初学者来阅读西方年鉴也许确有裨益，但是如果想通过这样方式对西

方摄影有所超越，则实属不易。有幸的是，从《飞鹰》杂志中所发表的作品及其

金石声有些个人佳作，确有超越范本的高明之处。 

金石声作为《飞鹰》的主编之一，在不断尝试以现代经验来扩充中国摄影的

边界。《飞鹰》上金石声的作品虽多为静物和风景，但不同于之前“美术摄影”

大多采用柔焦的工艺，三十年代的“美术摄影”随着印摄技术的发展尝试了更多

影像的实验，例如附件柔和镜、放大机附加柔和镜、网纹、加调色液等结合银盐、

铜板等印制方法来获取画面效果。 

金石声所拍摄的照片还反映出他所受到的多重国际摄影潮流的影响，除了

“画意摄影”的部分，也有美国“直接摄影”和德国“新客观主义”等现代风格的影响。

德国“新视觉摄影”或“新客观主义摄影”提供了一种现代的观看方式，经常采用特

写、仰拍，俯拍等陌生化的镜头直接表现前卫的观看视角，突出对感官的刺激与

冲击。例如 1936 年 3 期的《田园风味》（图 6.1）所拍摄的即是将光圈缩小后对

青菜的特写，对实物细节夸张式地放大带给观者奇妙又陌生的视觉体验，犹如魔

术一般。正如本雅明所提到“摄影原本更得心应手的是技术和医学所关注的事物

结构特性、细胞组织等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不是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或灵气

盎然的人像，但是，摄影在这样的题材中同时也扩开了那些面貌层，那些若隐若

现地栖居于最微小物种而只能在梦幻中去想见的图像世界。如今通过摄影，他们

变得大而可见并能不断被再现。这样，技术与魔力间的界限就一步一步呈现为历

史性地可变的东西。”4581935 年拍摄的《农田》是通过俯拍的方式（图 6.2），通

过呈现农田的几何结构的交错，让观者对原本熟悉的生活场景陌生化，发现之前

所忽略的日常。金华曾提到父亲金石声在“新客观主义”的影响下，更乐于“从日

常事物中寻找瞬间、琢磨影调，形成了一种类似中国写意画中的浓郁和老辣的风

 
457 金华《附录：金石声在德国》，金华编《陈迹：金石声与中国现代摄影》，页 654-673。 
458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王才勇译《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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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使最平凡的事物获得生命力。这种风格从精神上来看，似乎出自他从小熟悉

的家藏的扬州八怪绘画，从方法上看，则来自地道的纯摄影的技术。”459金华在

此所说的“写意”风格并非是画意摄影中“如画”的观念，而是前文刘半农所提倡的

“写意”，与注重形似的观念相比，更加关注作者的创作用意，甚至涉及到画家艺

术精神的品赏，从而再现出事物的理想境界。 

有学者指出，1930 至 1934 年大概是金石声作为美术摄影家的成型年代，而

1935 至 1937 年时期的作品则凸显出他最具现代主义与创造性的作品。460但事实

上在 1932 年开始，在他刊登于《中华摄影杂志》的自摄像中就已经是一幅颇具

现代风格的影像实验（图 6.3）。金石声在这篇自拍照下标注出这幅新奇的作品是

如何通过颇具巧思的曝光方法来制作成功的。“此照片系用重摄法摄成。先以镜

箱对镜而摄其镜中反影。时为秋日午后六时。镜头离窗可一尺许。经过相当之移

置。镜头中部适无反光。乃于毛玻璃上记其部位。露光二秒半。然后取已摄成之

照片以张。四周围以乌绒。以巫师烛光电灯一盏。正射照片中部。四周乌绒上适

无反光。于是仍取前片装于镜箱。使人像部分适在以前镜头中部。无反光之处。

露光十五秒即成。”461巫鸿指出，金石声采用如此繁琐的过程拍摄这样一幅合成

照片，是希望将自己与摄像机合为一体，通过将快门持续打开并且将光圈设为最

大的方法，“使镜头成为一个持续张开的孔道。镜头中的面容因此既可以想象成

相机前的被摄者，也可以想象成摄影机后操作者的浮现。”462 

摄影对金石声来说不再是一台可以操作的机器，这项技术对他的吸引力已经

超越了再现图像的功能本身。在他另一幅 1937 年的自摄相中（图 6.4），通过镜

像反射出的多重结构表达了他对于时空的思考。金石声还在照片旁边留有题记

“权收宇宙盈方寸，且留今日给明朝。”此照片最独特之处便在于金石声利用墨镜

来呈现影像，同时与外在景物的光影变化相互呼应，形成统一的表现风格。镜面

眼镜中所反射的内容包括他的相机以及镜中的自己，借助题记的隐喻表现出金石

 
459 林路《试论金石声摄影的人文价值》，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编《海上摄影名家大系——金石声》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页 46。 
460 克里斯琴·彼得森（Christian A. Peterson）《两本独特的原始照片相册》，金华编《陈迹：金石

声与中国现代摄影》，页 289-292。 
461《中华摄影杂志》，1932年 12月 8期，页 326。 
462 巫鸿《金石声和他的内部空间》，金华编《陈迹：金石声与中国现代摄影》，页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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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对机器与自我的思考，宇宙之大似乎可以收纳在这方寸的照片中，时间也可以

通过照片凝结过去，昨日重温。但是今日的“我”是否已经不同于明天的自己，就

如同光影在时空中看似日复一日的更替与变化，实际上已然变得不可复制，观者、

像主与此刻光影的组合因无法取代而异常珍贵。金石声似乎通过墨镜的反射提醒

他自己关于时空的启示，更是对观看照片的人。这些被定格的时光碎片，作为流

逝时间的替代品，可以安抚人们对于时间逝去的伤感，带给人们可以超越时间的

遐想，复活当时的时空记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的摄影师们已经开始注重对

城市与工业化社会的表达。金石声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年轻大学生，对城市中美

感的发现和现代经验的思考更为敏感。因此，他的作品也经常充斥着对大都市上

海现代生活瞬间的捕捉，金石声对城市寄于了职业的热情，民族的理想和个人生

活的情趣，在他的镜头下，上海有冷酷的城市线条，也有敏感又多情的城市青年

的诗意想象。例如他在 1935 年所拍摄《百老汇大厦》（图 6.5）以及《上海市政

府大楼—台阶》（图 6.6），两幅照片都是从城市建筑中获得的拍摄灵感，百老汇

大厦是通过桥上钢架凌乱交错的结构为拍摄主体百老汇大厦制造一种疏离感，这

正是城市特有的一种语言，看似无序混杂的交错几何实则是城市本身的秩序与规

则所在。而另一幅政府大楼的台阶则通过光影与建筑的组合营造出具有东方特色

的作品，这是上海这座东西情调兼备的摩登都市所具有的独特质感。大楼台阶被

光影突出的轮廓和线条营造出十足的现代经验，两位行人的身影被阳光拉长，又

打破了建筑过于冰冷的平衡感，结合中式建筑结构增添了一份城市中的诗意。金

石声镜头中所呈现的上海，重构了之前带有殖民视角的城市经验，以现代知识分

子的视角来重新发现上海的摩登现代与古典优雅的两面性。 

1938 年，金石声去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留学，之后则以城市规划师的

身份为中国的现代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无论是早期的摄影实践还是从专业领域

的见树，金石声始终强调的民族化风格不曾改变，他以高度包容的品位接受了画

意和现代的摄影风格，都是希望将中国摄影的发展步入轨道并借助摄影这种艺术

媒介来传达对民族精神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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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飞鹰》中的画意、媚俗与自我重复 

《飞鹰》作为民国摄影期刊中的后期之秀，与同类期刊相比算得上质量突出。

因为当时摄影业余团体的作品发表环境并不十分优越，一些专门刊登摄影作品的

刊物如《天鹏》和《中国摄影学月刊》等因为一些现实条件所限，发行规模小，

每期出版时间也不稳定。另一方面，有些业余爱好者则将作品发表于《良友》《时

代画报》等流行刊物所设置的“美术摄影”专栏中，满足大众画报对视觉图像的

诉求，但是这类大众刊物的专业精神和作品水平显然比较受限，普通读者也不会

对画报中的摄影作品的艺术水准给予过多关注。胡伯翔总结了前述摄影杂志维持

之困难，直言这项事业与国人对摄影之参与有关。“国人之研究斯道者，与日俱

增。可名为中国摄影艺术之酝酿时期，此期间先后有二起摄影杂志之试刊，然卒

因国人对于专门学艺意志薄弱之故，然欲奋力撑持，终以失去兴趣而停刊，良可

惜也。”或是“外来之稿，皆不堪用。编者殊属老瘁……近年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

仰，然真正知者，能有几人。”463因此，秉承专业精神为宗旨的《飞鹰》自创刊

之初便在业余摄影圈中备受重视，特别是随着印刷设计与技术的改进，使《飞鹰》

更体现出作为专业摄影杂志的成熟。464 

实际上，仅从作品风格上讲，《飞鹰》与以上的摄影期刊并无显著差异，拍

摄主题都比较多样，作品风格也不是整齐划一，现代主义风格仍占少数。另一方

面，《飞鹰》上所发表的一些照片，也许并非这些照片的首次发表时间，有些照

片因为备受推崇则会多次被各期刊转载。将《飞鹰》作为个案来探讨中国画意风

格向现代主义摄影阶段的重要转折，更多的是考量到可以将之视为特定时代中摄

影杂志的代表。 

《飞鹰》中的一些理论探索已经反映出当时摄影界观念的发展和现代风格的

觉醒，例如不再将模糊与清晰作为评判是否具有画意或美术性的标准。在《飞鹰》

第十五期中，张印泉在《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中回顾“以往的美术摄影，多趋

向模糊黑暗，以求合乎画法的渲染，及意义的含蓄，如油渲片及用柔光散光所修

改之照片等，此派作品自一九三〇年以后已逐渐淘汰，摄影家多趋向于清晰 sharp

 
463 胡伯翔《发刊词》，《中华摄影杂志》，1931年 10月，页 3。 
464 柯伟勤《金石声和三十年代的中国摄影事业》，金华编《陈迹：金石声与中国现代摄影》，页

36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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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途……这是近年摄影最显明的一种趋向。”465这种 Sharp 不仅限于线条的干净

与清晰，还在于整个画面风格能否给人干净有力的视觉感受，这取决于摄影师能

否在拍摄时进行合适的露光。卢施福同张印泉的观点类似，他认为“所谓新时代

的画意摄影”最重要的是露光和章法，这个也是“摄影艺术的灵魂和本能。”但是

他也批评一些擅长”画意摄影”的老手“作风祗侧重于我国画意的题材，因为他们

或者懂得与学过些国画，以为一树依稀三五鸦影，就是目空一切的作品，至于看

他们的底片，十之八九皆露光不足。这样的作品在在肤表上看来，好似幽远而秀

丽，但在骨子里他不但绝无宏伟的气派，而是弱之又弱的少力摄作罢了。”466卢

施福所批评的是有些摄影师缺少对摄影本质的认识，仍将摄影视为绘画的代替品。

所谓“少力”的摄作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缺乏气势和力量的苍白贫瘠，而是缺少打动

读者的感染和共情。 

有些突显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还通过特殊视角来创造视觉的奇观，表达夸张

的视觉张力与新颖的感知体验，例如俯拍卢施福《舟子之炊》（图 6.7）467、徐续

宇《车》（图 6.8）468都是通过仰俯拍的特殊视角来呈现之前被人所忽略的景象，

卢施福所拍摄的渔人的舟行生活带给读者新鲜的视觉体验，即便摄于舟子逼仄的

工作空间，也不会带给观众不愉悦的压抑感，反而通过舟子身体的线条配合周围

炊具搭配形成几何图案的和谐。《车》也是选取了俯拍的视角，将马路上繁忙的

景象再现给观众，人力车、自行车、板车一同在争夺这宝贵的分秒，行色匆匆的

众生相与居高临下的局外人视角的鲜明的对立也引发观者的思考。 

然而与大多数同时期的摄影刊物一样，“美术摄影”仍然是《飞鹰》的主旋

律，其中各类常见主题也基本上代表了二三十年代备受摄影师喜爱的有代表性的

“美术摄影”的主题。既有现代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锐利线条，也有田园乡村的静

谧景象。例如“牧归”是摄影师经常用来营造田园美感和乡村诗意生活的常见主题，

摄影家吴中行对这一主题尤其钟爱，469在总共不到二十期的《飞鹰》中，刊有多

 
465 《飞鹰》，1937年 15期，页 7-8。 
466 卢施福《我的艺术摄影观》，《摄影周刊》，第一卷第 3期。转引自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
美学文选》，页 317-318。 
467 《飞鹰》，1936年 1期，页 10。 
468 《飞鹰》，1937年 18期，页 12。 
469 关于吴中行的研究参看吴锦成，吴锦渝《变化的时代与不变的画意：纪念中国摄影的先驱探

索者吴中行》，《中国摄影》，2019年 11期，页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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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牧童为主题的照片，这些照片所描绘的都是清明时节牧童晚归的情景，极具田

园诗意，孩童骑于牛背之上，手持鞭索，漫步于林樾平丘之中，闲情逸乐。实际

上，吴中行还摄有多幅“牧归”主题的作品分别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中，以及前文所

提到过的他还以此在国际摄影沙龙上斩获过奖项。在 1936 年 2 期的《飞鹰》中，

吴中行发表了《春雨归牧》（图 6.9），470摄影师对背景进行了处理，通过干净的

纸面背景与黑白突出的剪影来显现画面的视觉焦点，而在《杏花雨欲湿牛衣》（图

6.10）中，471摄影师充分利用了夕阳时斜射的光线，使牧童与牛的身上呈现光影

的变化，表现出黄昏的时间感。而背景中若隐若现的寺塔的轮廓也突出了影像区

别于绘画的层次感。从照片左侧出现的突出人物，可以看出照片在后期未经过过

多加工，甚至连剪裁都未曾过多干预。在这些照片中，儿童的动作姿势以及牧牛

的环境风景是各异的，但是摄影师都捕捉到了牧童活泼的动感，林樾放歌，嬉笑

游戏，成为乡间生活难以磨灭的空间记忆。 

对于吴中行等来自江南的摄影师来说，这类主题象征着一种乡愁和怀旧，也

表达出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暗示。从江南的家乡来到上海这个异域元素混杂交织

的大都会，四处充满着摩登和舶来的符号，对于乡土质朴主题的偏爱意味着对文

化身份的一份坚守。正如吴中行自己所言中国”画意摄影”的特色，“外人取材，

就其摩登伟大为基础，我国作品，须以古朴率直胜之，不必仿效。……窃谓摄影

一道，等于速写，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山川人物，虫鱼鸟兽，出

演于世界水路新舞台者，兴之所至，便为留影……如温旧梦、伤怀日，寂寥时，

对此画幅，转增兴趣，岂有些名利之心存乎其间哉。”472虽然有学者指出，吴中

行所拍摄的“放牧”更多的是建立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473也是造化自然对内心情

感的触动，但是对大众来说，媒介中的典范效应本身即是对效仿与参照行为的召

唤。 

除了“归牧”以外，“日暮孤帆”也是当时盛行的常见主题，即便是金石声这样

 
470 《飞鹰》，1936年 2期，页 8。 
471 《飞鹰》，1936年 3期，页 28。 
472 《大同影集》，转引自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页 394。 
473 徐希景《风筝不断线：吴中行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摄影的文化身份建构》，《中国摄影》，
2019年 11期，页 1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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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实践者也不能免俗，即便他所侧重的并非画意效果而是现代特质。474从《飞

鹰》中所选取的三幅作品为例，都利用了俯拍的视角拍摄，这三幅都选择了较为

平静的水面，更接近中国传统绘画对水面留白式的自然呈现。孤帆作为点缀使人

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式的联想，远处退隐或淡出画面的天际也十分契合“孤帆”在

诗词中多种的意象搭配组合。近景是老树墨竹，远处是碧空远影，表达孤寂、思

乡、送别等孤苦萧瑟的思绪。与绘画或诗词相比，照片给观者的反应更加直观逼

真，也更容易将观者带入这种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和情境中。 

然而，从这些利用意象和符号化的方式来创造中国“美术摄影”的方式，并

且就同一主题自我重复的泛滥使民国摄影呈现出一种“泛写意”的特色，所谓“写

意”传统在不断的重复与大众视野中，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套式。刊登于《飞鹰》

第五期的叶浅予漫画也表现出“美术摄影”所产生的媚俗效应，叶浅予这幅漫画

《王盛摄影个展》（图 6.11）讽刺的是当时业余摄影师热衷办个展以求取虚名的

浮躁风气，这些摄影师的本意并不在钻研真正的摄影技艺，提高实际水平，而是

利用摄影爱好者的噱头另有所图。从这幅漫画中，可以看到“美术摄影”中的大

众化主题，其中也包含了归牧、远帆、静物等常见的拍摄对象，可见这些是众多

业余摄影师展现的普遍主题。在“展示”的过程中，摄影满足了一些人对名声的追

求，也使自我生活在被观看中被放大。卢施福曾援引朋友的话评价当时摄影界同

质性之高的现象，“有一位懂得美术的朋友说：‘摄影展览么？不必去看了，大约

想象得到的东西吧——’他又说：‘没有一张出品能使看的人留住脚在一分钟以上

的’”475以此说明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丰子恺也指出当时商业照相馆也利用了就

是这种“泛写意”的美术风格的流行，“近来又加了‘漂亮’‘画意’两个目标。……也

有故意做出散乱一点，不规则一点，即一般照相人所谓‘写意一点’的，但也只是

‘写意’而已，并不见位置的美，到不如规则的好。最使人（至少我）讨嫌的，倒

是其‘漂亮’和‘写意’。看到时的感觉，无以名之，只能混统地名之曰‘肉麻’。有一

次我到杭州一个照相馆里去照相，照相匠教我把头侧一点，偏一点，眼斜视一点，

他说‘这样写意’。我从此学得了‘写意’这个名词。但觉得‘写意’就是‘肉麻’。” 

 
474 《飞鹰》，1936年第 4期，页 7， 
475 卢施福《我的艺术摄影观》，《摄影周刊》，第一卷第 3期。转引自龙憙祖《中国近代摄影艺术
美学文选》，页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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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叶浅予自身作为一名业余摄影者对于“美术摄影”的偏好似乎也无法

免俗，他作为上海《时代》画报的编辑，拍摄过很多商业气息浓厚的照片，同时

1933 年他加入黑白影社，并成为影社的中坚力量，身体力行投入“美术摄影”的

出版编辑等实践中。叶浅予发表于《飞鹰》的中《小立》（图 6.12），476以月洞门

的圆型构造塑造视觉中的亮点，通过方形画幅与圆形月门加之人物随性活泼的姿

势，构成别致生动的视觉线条。这种利用建筑的构造与画幅结合的表现在其他作

品中亦有所见。杨公赞所拍摄的《夕阳》（图 6.13）与金石声 1934 年拍摄于扬州

的《瘦西湖游人》（图 6.14）比叶浅予的作品构成更加丰富。《夕阳》是利用拱门

的印象塑造出折叠的效果，而门中是一位正在等待的女性，她曼妙的身影又使观

者对画面之外的桥段充满无限遐想。金石声的作品则将月门塑造成一个观看的窗

口，同时利用了弧形的暗角来模拟画框的效果，使读者更为专注门中的情境，照

片旁附有题诗“湖光云影都如画，游人权作画中人。”照片中女子和男童有着情绪

上的互动，构成了画面的近景，中景和远景则以瘦西湖与天空的对称呈现，突显

金石声高超技艺的是，云朵的层次也映衬在清透的湖面上，形成镜像的效果。公

园中亭台廊桥和烟柳碧树成为切分湖面与天空自然的界限，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佳

作。“‘画框’的设置将两个不同的时空并置于一个新的视觉形式中——一个是有

着永恒之美的瘦西湖风光，一个是抓拍的日常交流瞬间，二者的融合打破了传统

风景摄影超脱于时间和空间的永恒性，呈现出现代摄影的瞬间性和日常性，为风

景摄影引入了一个新的时间维度。”477 

《飞鹰》以及同时期其他摄影媒介所表现出的这种自我重复的特征使“美术

摄影”逐渐从早期对先锋精神的强调变成媚俗气息浓厚的大众审美的产品。更不

必说非严肃性的摄影期刊更是通过裸体美女这样极富争议性地照片来抓人眼球，

博取关注。因此，媚俗现象在民国摄影界中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作为一种哗众

取宠的艺术，往往为大众消费而专门设计，媚俗艺术有意为广大民众那些最肤浅

的审美需求或奇怪念头提供即时的满足。”媚俗艺术“具有让人虚幻地逃避当今日

常生活沉闷乏味而无意义性的功能，”478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对抗枯燥乏味的现实

 
476 《飞鹰》，1936年第 10期，页 41。 
477 郭秋孜《画意、旅行与现代主义——金石声与中国风景摄影的现代转折》，《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8年 02期，页 47-59。 
478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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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杂志这种大众读物与出版品从本质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向主流屈从，并一定

程度上讨好读者、赞助商或投稿者。金石声等人作为编者如果想要杂志得以有序

运营并发行，就要在多重力量的牵制下进行平衡，一方面要维持“美术摄影”所

具有的艺术性，突破固有的模式与套路，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主流的风格和审美，

隐退本身的先锋色彩。 

综合二三十年代不少摄影期刊产生媚俗性的原因，首先在于这些期刊即是摄

影器材公司营销运作的产物，虽然实际的编辑团队往往是知识分子等有闲阶级，

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和审美独立性。但大多数人仍将摄影视为一种消费，而不是艺

术追求。这种消遣观念和消费观在王劳生（1908-1961）《美术摄影的意义》也有

所讨论，他认为摄影消遣并不是一种孤芳自赏，他也主张摄者将得以之作公之于

众“从事美术摄影的人，他的最终目的，是参加国家摄影展览会，又称沙龙。这

是一桩没有酬劳，而是消费的事。”479参加摄影沙龙更多的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和声誉的提升，虽然参加沙龙将会耗费较多的经济投入“但是见到你的姓名，列

入精印的沙龙目录中，你的作品与全世界的摄影名家的作品，共同悬陈在一起，

互相争胜者，被人观赏与批评，甚至被选刊入摄影年鉴中，这样你在精神方面，

将感到很大的满足。从事美术摄影的人，至此地步，可说是最高的收获又可说是

唯一的荣誉了。”虽然这些自我重复性极强的照片在艺术上的创新有限，但也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那就是活跃和刺激了当时整个摄影领域的创作生态。 

其次，媚俗与机械复制的关系密不可分，机械复制的作品因为失去了创作的

“光晕”很容易与文化产品与商业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一种反文化的特质。媚俗

艺术这种美学形式“不再能精英主义地宣称自己的独一无二性，一旦它的传播取

决于金钱标准，‘美’就显得那么容易制造。这一事实也许是当今世界虚假美无处

不在的原因，在当今世界甚至连自然最终也变得像廉价的艺术。”480这些被大众

认为好看的照片带给观众身心愉悦的感觉，并且通过形式获得了功能美学上的意

义。布迪厄辛辣的提出，摄影行为要想获得艺术创造的美名，不得不遭遇这种通

俗观念的挑战:没有艺术家的艺术还是一种艺术吗? 481作为这些业余摄影师来说，

 
务印书馆，2002），页 282，页 274。 
479 王劳生《美术摄影的意义》，《飞鹰》，1936年第 10期，页 25-27。 
480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页 246。 
481 布迪厄《摄影的社会定义》，选自顾铮编《西方摄影文论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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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不懈地追求摄影的艺术性，但他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艺术文化体系所排

斥。 

这类自我重复的“媚俗”的作品显然与五四时期之后所提倡的“进步”观念相

背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分突出社会现代性，而忽略了审美现代性。大众文

化作为现代性的产物表现出强烈的媚俗性，而精英文化因为追求对立面的审美现

代性而被孤立。先锋和媚俗本身就不可割裂来看，正如先锋派的技法很容易被媚

俗艺术运用并转化为俗套，从而服务于从众主义。482幸运的是，《飞鹰》试图既

满足既定的审美，也没有忽略批判意识。正是二三十年代这种先锋与粗鄙的杂糅

存在，使得“美术摄影”的面貌有了更多的思维方式和延伸的空间。摄影杂志的

读者，无论是抱持通过观看获取感官的愉悦与快感，还是期盼从先锋的探索中获

取新奇的思想启发，都可以在《飞鹰》的多重经验中找到一种途径。 

  

第三节 革命语境下的《飞鹰》与“美术摄影” 

摄影在中国不仅被视为描绘自然真实的载体，更是表达个人情感的媒介。吉

泽尔·弗伦德（Gisle Freund, 1908-2001）指出了摄影作为媒介的社会功能性，在

《摄影与社会》中，他将摄影师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把摄影当做表达个人艺术的

媒介，另一派是“关心社会的”（concerned），摄影是他们表达参与社会事务的方

式。483对于刊登于杂志的摄影作品来说，摄影绝不仅是传达了个人抒情的声音，

摄影师还要力图在公众与私人之间需求更多的平衡。《飞鹰》中既有对自然风景

的诗意呈现，也有对民国时社会风景的投射，反映出摄影师对社会的深切关怀与

生活气息的敏锐感知。 

如果说业余摄影师们可以随着他们个人阅历和情感经验的成长呈现变动不

居的作品风格，那么作为媒介平台的《飞鹰》等杂志则需要秉承更为稳定统一的

艺术理念来一以贯之，以此来传达严肃的艺术命题。《飞鹰》早在发刊词中就提

到迎合时代思潮的“艺术大众化”问题，“本刊内容务求艺术大众化，并极欢迎有

 
页 61。 
482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页 274。 
483 吉泽尔·弗伦德著，盛继润等译《摄影与社会》（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页 29-43。 



 

 168 

价值的文字和意味深长之照片，我们选择的标准，不以作家之名裁定取舍。”484

这看似主张艺术民主化的策略不排除是为了争取更多读者的商业考量，但实际上，

“艺术大众化”在三十年代的文艺各界都是一种强劲的主流思潮，1930 年，左翼作

家联盟和左翼美术联盟分别成立，这也标志着以文艺大众化为目标的左翼文艺运

动的正式兴起。 

五四新文化之后，“大众”概念成为阶级区分的标准，“大众”即工农大众，是

可以通过号召、教育组织起来的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力量。特别是 1928 年之

后的十年，“大众”逐渐被演绎成具有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成为“左翼”服务与启

蒙的对象。当时文学界对“艺术大众化”的呼声和实践最为突出，有学者曾总结出

三十年代文艺思潮的三个特征“其一是‘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

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政治化；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初步的运用，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

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及

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彼此颉颃互竞，共同丰富着 30 年代的文学创作。”485其中，“文

艺大众化”是左联积极推动和提倡的以无产阶级文学运用为核心的问题，也是左

翼文学理论的讨论的焦点之一。实际上，当时的“左翼”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

一是在中共领导下比较有组织化的激进左翼，第二种则是游离于组织之外的较为

温和的个人化左翼。486这些业余摄影师们，虽然提出了具有左翼倾向的摄影理念，

但他们大多仍是处于后者。 

三十年代，业余摄影师身处民族危机与此起彼伏的党政冲突中，身负实现自

身价值与参与社会变革的责任感。同时，他们对于摄影曾处于艺术边缘地位的现

状也企图改变，希望通过这次机会使摄影与主流文艺保持同调，以提高摄影的艺

术地位和认可度。因此，是否符合“大众”品位则成为了摄影的时代意义所在。王

劳生在第十期的《飞鹰》中提到“美术摄影的意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大众的

认可，艺术与大众之间应该积极沟通，“除了自己及知友观赏，又有机会可以供

 
484 编者言《发刊词》，《飞鹰》，1936年第 1期，页 5-6。 
485 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编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
191。 
486 高华《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已收入《战争、苦难、与知识分子的视觉

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http://www.artlinkart.com/cn/article/overview/0dfcxCur. (浏览
日期：2020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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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大众，本来任何美术作品不是私有的，理应使大众赏鉴，并感动大众，使

大众的生活改造而美化。在创作美术摄影者方面，感知了美术摄影的真实的意义，

就是因为看到自己作品的成功，被许多人观赏着，于他个人的精神上会觉得欣慰

和满足。”487这位来自江苏无锡的业余摄影家比主编金石声稍长两岁，1935 年加

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 年又率先在无锡成立本地最早的雪浪影社，他是“美术摄

影”的忠实拥趸，所拍摄的风光小景照片曾多次入选国际沙龙。488与王劳生思想

类似的还有主编之一冯四知，他在第七期中《我对于摄影》中言“我认清应走的

道路，认清它的目标，充实思想，修养学识，多努力于大众实际，社会的作品，

以人生现象及社会生活，来作题材，不仅仅只走向单纯的美的路径，应该能使人

感动而发生力量。美，诗意，画意，不是真正的摄影艺术作品。”从最初凭借《藤

影翩跹》在国际上获奖，到之后成为制作左翼电影的摄影人，冯四知的风格与思

想也在不断向左翼倾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飞鹰》中刊载的冯四知、王劳生

的有些作品仍不免带有惆怅小资的抒情美感，他们一再呼吁的大众也不过是有闲

阶层和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地涵盖左翼所关心的工农大众，这也是摄影之特性所

决定的。“作为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

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489公众比大众更能够参与讨论，自主的

表达理性意见，而大众则往往受到传播媒介的左右，更容易被权力机构和舆论的

导向所操控。490 

王劳生与冯四知对于摄影都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美学”的倾向，对于怎样创造

出为大众所理解的作品，让大众“感动而发生力量”的作品，是《飞鹰》编辑及其

业余摄影师们所关注和探讨的中心。至少从形式上来说，摄影家们认为要从表现

“力量”开始。这种美学偏好与三十年代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中的尚力美学有关。新

兴木刻运动不同于传统的木刻运动，它专指三十年代由鲁迅所倡导兴起，并受到

西方现代木刻影响的美术运动。也有研究者将之称为“左翼木刻”，因这场运动受

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也注重表现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

 
487 王劳生《美术摄影的意义》，《飞鹰》，1936年第 10期，页 25-27。 
488 王海宝《王劳生:自成体系的一代沪上摄影名家》，《中国摄影报》，2013年 11月 15日，第三
版。 
489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1895-1949》，页 20。 
490 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许荣等译《权力精英》（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 384-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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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左翼木刻”开拓了中国美术中的现实主义版图，也使得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自此

阶段日益明显。492 

鲁迅认为新兴版画正是中国当时所需要的艺术形式，版画所运用材质和工艺

以及所突出的“刀力”“木力”的组合使得版画作品呈现层次鲜明的“力之美”，黑白

分明的木刻也与摄影的黑白影调具有视觉的一致性。因此，冯四知在《飞鹰》第

七期中《我对于摄影》这篇随感中提出了力量感在“美术摄影”中的重要，指出

并非所有的照片都能称之为“作品”。“一张摄影作品，不抵具备：构图圆满，光线

柔和，色调美妙条件等，更需要的是力的表现，意义的含蓄。仅抵美呀！诗意，

画意的照片，不能算是摄影艺术，真正艺术作品，是能改变人的环境，生活，思

想，有一种力的感动，它的价值，是永久不变的，永久值得人纪念而不忘怀的，

就是所谓不朽之作。”493冯四知之后，特别是后来成为“红色摄影师”张印泉的文

章也显现出对“美术摄影”风格的转型要求，他在《飞鹰》15 期（1937 年 3月）

的《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一文强烈要求改变之前的风格，同时也开始对国际摄

影的发展与改革开始强烈的呼应。他首先回顾了欧美各国之前半个世纪的发展历

程和摄影年鉴，指出近年来摄影风格的变化和进步的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一

改“呆板繁杂”的格调。现代摄影的结构可以用“简洁”“明朗”“生动”“有力”，他还

特别突出“力的表现，在现代世界文艺中，已成了最普通的趋势，摄影对于力的

描写，更格外显著，格外起硬，试观近数年各国摄影的杰作，及年鉴的取材，大

多都倾向于此。我们固然赞成照片的结构，合乎画意美的发挥：我们更希望除美

的条件外，仍带有雄伟之气，换句话说我们在摄影上的需要，不仅是温柔的美；

我们尤需要阳刚的美，因为有力，才能表现伟大，才能使一般观众，得着些兴奋

的概念，至于如何能表现有力，并不专指勇士的体魄，劳动的迈进，凡取材的雄

奇，构图的生动，含义的深刻，以及光线色调的鲜然，皆是为力之发扬。”494张

印泉所提出的这些要求，符合“美术摄影”在当时发展的诉求，前期的“美术摄影”

以画意派风格为主，而现代的“美术摄影”则需要进行风格的转换，不仅要有思

 
491 刘新《与左翼木刻面对面——1930-1940年代中国木刻的再发现》，《美术》，2001年第 10期，
页 34-35。 
492 关于新兴木刻版画与政治的关系，参看李树声《中国新兴版画在现代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

《文艺研究》，1997年第 6期，页 142-143。 
493 冯四知《我对于摄影》，《飞鹰》，1936年第 7期，页 19。 
494 张印泉《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飞鹰》，1937年 15期，页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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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性表达和力量感的呈现，还要从取材、构图、光感、色调等因素突出对力的刻

画和展现。张印泉还从光线的塑造技法上教授风格改变的具体实践。然而，《飞

鹰》上这些表现力量美的作品仍然显得比较幼稚，例如《力的表现》（图 6.15）
495《力》（图 6.16）496《力》（图 6.17）497等，都是通过男性健硕的身体和肌肉来

呈现力感，大胆直白的表现风格虽然呼应了张印泉所提倡的“阳刚、雄伟”的气质，

但是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崇高和更深刻的立意。 

此外，摄影师还不断开拓作品题材来表现这种审美的转变，因为左翼文艺思

潮对农村和底层劳动者的关怀，《飞鹰》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表现农人的各种

劳动情境，包括运输、浣衣、农忙等，生活气息浓郁。这些照片为他们清苦的生

活赋予一种理想化的诗意，也通过劳动情景来彰显力与美，使镜头下的乡村生活

呈现出桃花源式的安乐。特别是在表现农村妇女的生活时，充满了恬静质朴的自

在悠闲，即便真实场景有杂乱困苦的一面也都有意回避。《网得鱼儿易米炊》498

《绿波留恋浣纱人》499《浣妇》500等，都散发着大自然中乡村生活的和谐美感。 

还有一些摄影师则善于发现底层人民生活中勤勉奋斗的一面，他们也许是城

市的边缘者，既没有办法享受乡村宁静自由的生活节奏，也无法成为享受繁华都

市的主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卖力生存。例如《运载》501《劳苦功高》《满载》

502《满载而归》503《入市》504通过装满货物的驴车表现这些底层的劳动者们，充

满隐喻的照片名称带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的能量，这些货车上，不仅驮运着他们谋

生的资本，更是自食其力换取更好生活的希望。 

1937 年，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飞鹰》中对摄影的讨论已经充斥着民族主

义的气氛，业余摄影师们将摄影视为关乎民族尊严与国家荣辱的希望。1937 年，

 
495 《飞鹰》，1936年 9期，页 7。 
496 《飞鹰》，1936年 4期，页 8。 
497 《飞鹰》，1937年 13期，页 17。 
498 《飞鹰》，1936年 2期，页 9。 
499 《飞鹰》，1937年 17期，页 25。 
500 《飞鹰》，1936年 5期，页 26。 
501 《飞鹰》，1936年 8期，页 33。 
502 《飞鹰》，1937年 14期，页 8，页 9。 
503 《飞鹰》，1937年 17期，页 15。 
504 《飞鹰》，1936年 9期，页 15。 



 

 172 

黑白影社举办了第四次影展，聂光地在特刊中引用《满江红》来表明民族国家的

危急时刻“摄影师时代的反应。一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动，都可以在摄

影作品中反映出来。因为国家多难，政局不定，我们的这次影展逐一再展期，可

见政治是如何影响摄影的了。我们希望政治安定，我们更忘不了版图变色东四省。

读岳将军的‘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词

句，我们每一个国民怎能不感动？怎能不热求民族复兴，希冀今年是‘收复失地

车’？”505 

本身，中国摄影由于产生和发展于特殊的时代阶段，民族化风格始终是业余

摄影师们试图寻找的一个方向。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速，民族的生存与觉醒越

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摄影文章中。1937 年 13 期（1月）的《编者言》中可以看出

较一年前的《飞鹰》的发刊词相比，编辑们显然以更加激烈和迫切的情绪来表达

情势的紧急。“在清脆的快门声中摄成佳作，是何等雅致而令人心醉的事。可是

我们在物理上和化学上探讨的人，竟少于凤毛麟角。摄影工业在我国将‘不知始

于何时’。我们的‘镜箱’，仰给于人，我们的‘软片’，也仰给于人，凡摄影上之一

切，无不仰给于人。吾们假如静思一下，这快门清脆的一声，无形中就已由我们

的漏巵多流出一滴鲜红的血。”506作者提到摄影所关乎的科技是衡量文明进步的

重要指标，这种全然仰赖西方设备的摄影在战争中的表现反而成为了对我国工业

落后现状的讽刺。那些有能力也有条件的国人摄影师们，应该自我反思只将摄影

作为满足欲望的奢侈消遣，同时转变为报以严肃的态度潜心钻研，使摄影术得以

完全自主制造。“不然，则中国的艺术摄影。已失其独立的价值，最多不过如亡

国诗人的诗歌，仅给人传颂，或为之太息耳。这样提倡摄影，于国家为罪人，于

个人也是恶极了。……最后，希望吾们勿忘了塞外的苦寒，在冰天雪地中，‘风头

如刀面如割’的情况之下，吾们御侮捍国的健儿，还在冲锋陷敌，为国家争光荣，

为民族争人格。新年酴酥应痛饮一杯，为国家祝福！为民族祝福！”507 

《飞鹰》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不乏严肃性和批判性，在第 18 期《摄影在现

阶段的任务》中，须提所提出发展“国防摄影”的诉求更加验证了这本刊物的走向，

 
505 光地《小引》，《黑白四届影展》，1937年 3期，页 5. 
506 《编者言》，《飞鹰》1937年 1月 13期，页 7-8。 
507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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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摄影”这一概念很明显脱胎于 1936 年所提出的“国防文学”的概念。1936 年

2月，周扬根据《八一宣言》发起成立的“国防政府”进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

目的是希望联合抗日力量，以建立泛民族统一战线。自“国防文学”提出后，“国

防美术”“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概念也被相继提出，对于业余摄影师来说，摄影

似乎也不甘于人后，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积极响应“国防”文艺的主张，建立泛民

族的统一战线加入民族革命斗争，“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

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508须提

基本上是以鲁迅对革命文学的主张来套用在摄影上的，他多次引用鲁迅的文学观

点，进而将鲁迅对文学革命的看法照搬到摄影领域，例如对于摄影的材料选取，

应该遵循鲁迅对于“现在我们的文学运用的取材”中的要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

众文学……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民族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

学。因为现代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同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

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的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

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调，

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

学。”509须提这段引用出处源自冯雪峰（1903-1976）以鲁迅名义代笔所写的《论

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事实上，与周扬有所区别的是，鲁迅最初对“国防文学”

的口号并不全然赞扬推崇，他认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显然有着因抗战而模糊阶

级界限的倾向，即所谓‘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510而在《论现在我们的文

学运动》中，暂且不论是冯雪峰所作，还是经由鲁迅的默许，都已经表达出“民

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向“国防文学”的妥协，甚至是趋同认可。因为在面对民

族危机的时刻，民族国家的利益显然比阶级斗争更为迫切。 

从“国防文学”到“国防摄影”，阶级斗争与民族危机糅合成了一个综合的现实

情境，须提所提出的“国防摄影”对于两个口号的阶级倾向显然没有过度的关注，

而是一再强调“在东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日益凶险，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现阶段

上，……尽我们摄影研究者的所有的力量，为民族的自主和解放，“中国之自由

 
508 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发表于 1936年，转引自方维保《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

——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文史哲》，2015年 03期，页 147-157。 
509《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 6卷，页 591。 
510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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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而努力。”511之所以将鲁迅视为“国防文学”的代言人一再引用，可能与鲁迅

在当时文坛与文学史中的政治地位有关。 

实际上在须提倡导“国防摄影”之前，早在 1936 年 11月，沙飞在《生活星期

刊》上发表的《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对“国防

摄影”的一次实践。虽然这张照片内容所拍摄的是南澳岛的一组夏日风光，但作

为华南国防前线的南澳岛，无时无刻不受到侵略者的垂涎，观者已经能够通过标

题感受到这组照片的政治意味和宣传目的。只可惜，在须提“国防摄影”提出的两

个月后，《飞鹰》在 1937 年 7月不得不因为战争的关系而停刊，“国防摄影”也成

为摄影史中昙花一现的记忆。 

 

小结 

金石声的“美术摄影”具有十分显著的现代主义特征，影像实验和自摄像等

具有创造性的实践不断更新着中国摄影界对美术摄影概念的诠释，特别是对城市

的表现和现代经验的表达较之前更为明显。金石声等人还希望将中国摄影的发展

代入到具有自身特色的轨道并借助摄影媒介传达民族精神。《飞鹰》是文艺备战

时期业余摄影师响应时代精神的一个缩影，其中对摄影理论的文章不乏教条式的

劝说，然而从刊登的作品来看，却可以发现类型有限和泛滥的自我重复，与理论

所呼应的风格转变也仍然有多隔绝，这种两张皮的现象可能在于审美实践的生涩

与突破精神的匮乏。正如布迪厄所言，即便这些业余摄影师的宏远是美好的，摄

影是否能真正消解阶级区隔，向艺术民主化更近一步，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从刘半农所提倡的“写意”到三十年代的“泛写意”，“写意”传统成为一个

在大众视野中不断自我重复和固定的套式，从而变成一种媚俗的图式。自我重复

的特征使美术摄影逐渐从早期对先锋精神的强调变成媚俗气息浓厚的大众消费

的产品。然而，先锋和媚俗本身就不可割裂来看，先锋派的激发很容易被媚俗艺

术运用并转化为俗套，从而服务于从众主义。然而，二十三年代的大众回应着一

个集合商业化、世俗化、革命化等多方面的诉求的群体。大众是由不同群体且不

断变化的亲属离合的多层联系构成黏合在一起的关系总合。其内部是复杂多变的

 
511 须提《摄影在现阶段之任务》，《飞鹰》，1937年 18期，页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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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趣味，并且是以一种不断磨合，对抗与妥协共存的不稳定状态

而存在的。美术摄影还反映出对社会的关切，来回应三十年代“艺术大众化”的

问题。同时，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速，摄影在回应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也不乏严

肃性和批判性，甚至发明了“国防摄影”等类型来响应时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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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美术摄影”中媒介，认同与跨文化的现代性 

自十九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的内部与外部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摄

影正是在这段时期逐渐传入中国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的，艺术

与媒介、观念与价值等文化层面也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而受到挑战。“美术摄影”

作为一个由西方翻译而来的概念，其在中国的使用显然也应该放在更加多元交织

的脉络中去重新考量和定位。同时，“美术摄影”作为一种再现的媒介，也反映

出当时中国各个群体在追求现代性和实践现代主义中所呈现的张力。 

文本从“美术摄影”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来切入两条轨道，其一是从媒介层

面本身，重思“美术摄影”的概念和实践，“美术摄影”如何反映和呈现民国社

会各个阶层的审美诉求。其二是从认识论层面来说，知识分子阶层或大众如何回

应和利用“美术摄影”来表达自我和社会，这种表达背后又意味着以何种方式理

解和实践现代性。 

本文在第一章中首先梳理了自十九世纪摄影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过程，以及中

国社会各个层面对摄影的接受情况。一方面是西方在华摄影师以殖民式的目光来

观看中国，以猎奇的视角来呈现作为文化他者的差异性，充满了一种东方主义的

凝视。另一方面，中国对摄影的接受从清廷贵族，到晚清的知识分子，最后下沉

到民间，都表达出对摄影术的陌生、好奇和探索的欲望。然而，当摄影在中国作

为一种西方科学技术被推上神坛，也意味着西方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科学与进步

的化身，向中国展示着制度和宗教的优越性。中西方就在这样一段不平等的对视

中凝视和想象对方。 

第二章则讨论了摄影作为艺术在中国的生产脉络。“美术摄影”概念的生产离

不开“美术”作为译词在中国的接受，美术牵引出的“美育”“美术变革”等都预示着

五四时代文艺界即将迎来的诸多变化。与其他媒介不同的是，摄影作为发明不久

的新奇事物无须同文学、绘画等媒介一同面临“改良”或“革命”的历史问题，这种

缺乏文化传统的环境反而使摄影在发展中无须背负保守主义的束缚。但是，摄影

在最初确需要依附绘画而存在，这就使早期摄影与绘画之间产生一种互相消耗又

依赖的混杂生态。随着摄影画报等大众媒体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摄影也成为受

到大众追捧的图像，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趣味，摄影借助画报不断地为大众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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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欲望和幻想。 

第三章将风景题材的摄影作为一种媒介，探讨了这种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摄影

类型所富含的复杂性。风景摄影不仅参与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美术界所企盼的“真

实”的命题与写生的实践，还成为现代性观看的装置。摄影只能充当对过去的一

种解释，而并非是再现关于过去的事实，风景摄影也被作为传递感知变化和政治

宣传的工具，昔日“如画”的风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生成了新的表述，不仅改

写了关于风景的时空记忆，更重要的是重新诠释了风景与人的关系。 

第四至六章将以刘半农、郎静山、金石声三位摄影师的个人或集体实践作为

个案进行重点分析，这三位业余摄影师从不同层面代表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

对“美术摄影”的创作态度和风格表现。不同的摄影师对“美术摄影”的诠释既

有相同之处，也有个人在理解上的差异。以刘半农为代表的个案可以被视为坚持

个人主义和为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借助摄影表达张扬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觉

醒。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不是传统文化的卫道者，而是持有先锋和开创性的批判，

来坚守精英文化中理想的审美世界。 

郎静山则代表了积极融入社会各个阶层，又以个人风格开辟国际影坛影响力

的务实者。郎静山所开创的“集锦摄影”看似是一种退步的保守，实际上是他在面

对传统与现代冲突时所经营的一种策略。郎静山照片中东方式的审美正迎合了西

方对中国的凝视，这也带给他国际的知名度和奖项，然而，郎静山在这种跨文化

的实践中，所提供的这种“想象中国的方法”实际上消解了他所期望的摄影界“大

同之道”的世界主义愿景。 

金石声及其所创办的《飞鹰》所面对的是中国文艺思潮的又一次转变。同时，

城市青年们对于社会现实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和观察，他们更积极地融入

到城市的洪流中，拥抱时代和大众。然而随着民国摄影由精英向大众化倾斜，也

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重复的泛滥。为了换取摄影更大的话语权，业余摄影师们也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左翼的阵营，摄影个人消遣的属性逐渐隐去，而是与政治的结

合日益紧密。 

本文在讨论中以个案作为相关的深描，这样的策略是为了更加清晰呈现不同

知识分子对于摄影所采取的态度和实践策略，希望将民国时期“美术摄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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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花齐放的活力融入到三个具有代表性且贡献卓著的摄影家身上。但本文所关

注的并非局限在分析三位摄影师的创作风格，而是企图划分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

代不同摄影师群体对摄影的不同理解。当然，无论是表现个人抒情与现实问题，

日常小品与崇高风景，城市线条与田园乡村，“美术摄影”的主题立意和再现方

式要比笔者所举个案要多元复杂地多，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位摄影师的作品可以作

为“美术摄影”的典型，没有一本期刊能够完全将“美术摄影”的概念涵盖其中。 

 

“美术摄影”作为媒介 

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进入到万物皆可为媒介的时代，媒介实际上已

经无法与人的主体性相分离，从而反映着社会生活关系的各个层面。“美术摄影”

作为媒介承载着相应的传播功能，媒介本身也作为一种复杂的影像加工系统，“通

过物质中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的一种系统，也可以是形式于其中茁壮成长的空

间。”512摄影不单是一种媒介装置来承载纯粹的观看，它作为人眼视觉的延伸开

辟了新的视觉体验和观看视角。自十九世纪中叶后摄影传入中国，无论是照相机

还是照片，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充斥着权力等级，意识形态以及审美趣味。“美

术摄影”是一种艺术再现，但它同样具有其他艺术门类不具备的真实与客观，它

的真实属性与再现属性构成了摄影媒介的两面。人作为媒介的操作者，需要遵守

媒介的规则和内在逻辑来操作。但当人工对照片的修饰以及集锦摄影等技术手段

打破了这种内在的规范时，也重新定义了人、技术与媒介的关系。 

近年来所兴起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eology），即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对

媒介历史研究的线性叙事。对媒介的关注不再从线性的历史出发，而是关注新媒

介与旧有媒介的关系，新的媒介不会全然替代旧有的媒介，而是会借势来转化、

附着以及再媒体化。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切入二十世纪上半叶“美术摄影”的研

究，摄影与绘画这两种媒介在互相借助与依附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目标的转化，

摄影不仅没有消解绘画的艺术性，反而为绘画提供了更加真实生动，变化万千的

视觉证词。而绘画作为一种旧有的媒介也为摄影的艺术化提供了具有信服力的艺

 
512 米歇尔（Michelle），陈永国译《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页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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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依据和可以转化的文化传统，使作为美术的摄影不再成为被压抑和忽略的另类。

“美术摄影”的作用不仅在媒介所关注的传播层面，它也是一种会反作用于文化

生产的机制，摄影的刊物、团体同样作为媒介在知识精英和大众之间传递着对彼

此的预设和幻想。 

 

流动的认同 

身份认同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个人或群体得以认识到自己在一

个社会里的地位具有某种显著的特征或可衡量的尺度，以此确认自我的身份，另

一方面，当个人或群体试图去寻求、确认这种身份特质时，则具有了认同性。这

一问题所讨论的是关于自我（“我们”、主体）与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不仅将“身份”视为“一种共有的文化”，

从而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以此提供在变换的历史经验中的稳

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同时还将之作为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强调“真

正的现在”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513 

民初的摄影也时刻体现着摄影师关于认同的探问与变动，刘半农将之视为知

识分子群体自我审美与趣味的表达，由对个人内在与价值观念的关注转变为阶级

属性的认同。而大部分业余摄影师则游移于商业与艺术之间，难以始终保持纯粹

的美学趣味，他们也曾试图消解摄影本身所代表的阶级差异，甚至到了三十年代

末，摄影被要求用来服务和对接更广泛的大众。 

然而，虽然画报杂志、旅行影集与摄影消费始终在将“美术摄影”打造成面向

大众，制造艺术民主化的幻想，但正如布迪厄所言，摄影始终是一种为资产阶级

服务的实践。他指出“摄影实践并没有为艺术民主带来希望，相反，摄影实践仍

然发挥着社会区隔的功能，并掩饰着社会阶级的不平等。摄影的社会功能决定了

其基本实践形态与社会意义。……文化实践一方面发挥着社会区隔的功能，并将

此区隔加以合法化，另一方面，又由此掩饰着社会阶级的不平等。”514摄影成为

 
513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 283-285。 
514 朱国华《阶级习性与中等品位的艺术：布迪厄的摄影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8 期，页 68-77。又参：Pierre Bourdieu and Luc Boltanski.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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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艺术飞地，既满足了他们的美学期待，又比绘画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然而摄影的用途和受众正反映出这一媒介所体现的阶级习性与社会结构的权力

关系。 

民初的社会语境同样推动了摄影所反映的国族认同。在民族国家不断遭受危

机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国族认同对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来说同样迫切。然而，这

一认同的危机在于来自他者的观看，作为西方的文化他者激发了中国摄影师建构

具有东方特征的风格，从而使得摄影师们以回归传统来重塑中国的现代影像，对

文人美学的怀旧正迎合了西方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想象和期待，然而却遮蔽了这些

影像背后强烈的国族认同和对现代的渴望。 

 

“美术摄影”作为跨文化的现代性 

“五四”之后，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都在不断探索“如何现代”的问题。摄影从西

方输往中国的时期，正是中国因战争等因素丧失文化信心的阶段，摄影被视为西

方现代主义的表征，以“技术输入”的姿态被中国接受和学习，“美术摄影”同样

参与了这段“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现代性除了表现为寻求新奇的欲望以及对时

间的进步意识等特征以外，还有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渴

望。515然而，现代性从不是一个中立的话语，正如学者包华石（Martin Powers）

指出现代艺术的发展是跨文化的历史过程。“自从 18世纪以来，‘现代性’在文化

政治战场的修辞功能是将跨文化的现象重新建构为纯粹西方的成就。……现代主

义在艺术领域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而发展的。因此, 我们不该将 “现代性”看作是

不可辩驳的理论, 它原来是经过伪饰的东西, 它的实际面貌是跨文化的、多彩多

样的, 只是它的面具是西方式的。”516中国的摄影师们无论是否意识到了“现代性”

的西方面孔，他们都热衷于借鉴中国的传统来实现这种跨文化的竞争和博弈，从

而使世界看到一个不同往日积极融入国际性的中国。然而，在不均衡的世界主义

中，即便中国摄影师积极地拥抱西方，但也无法掩盖政治浪潮下的种种矛盾。“中

国现代主义者在跳跃的想象中‘进入’了全球领域。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对

 
515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批评评论精选集》，页 234-236。 
516 包华石（Martin Powers）《中国体为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

2007年 04期，页 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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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本质只能是虚幻和想象的，……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对话。”517 

如果说语言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可以介入社会领域的变革，那么图像亦可

以充当具有象征性和权力意识的文本。与绘画不同的是，便携相机作为一种小型

机械对操作者来说更加友好亲切，生产与消费的速度也更加突出，因此，照片是

一种无可替代的视觉再现门类。然而，摄影史却作为冷门的研究领域长期被学界

所忽视，本文试图突破这种媒介间的局限，利用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来诠释影像文本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挖掘史料中曾被忽视的一

面。然而，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涉的摄影门类和时间的限度仍然比较有限，很

难展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摄影发展的整体面貌。对于现代性等宏大的概念并没

有提出更有价值的创见，以及触及理论深层的哲学思辨。只是以期通过对“美术

摄影”这一类型的深描，为影像史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新的经验，为

20世纪初期的文化研究提供更多思考的维度。 

  

 
517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页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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