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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 年代以后摄影

表现的重要特征之一 !"色彩 #

被提了出来$在讨论时!人们更

关注快照式的彩色摄影$ 在日

本!对众多摄影家而言!"色彩%

是本质性的要素之一! 色调和

质感甚至比拍摄对象更重要 $

那么!这种"色彩%的作用&功能

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 !本文姑且对 "快照 %

作如下定义( 拍摄于没有特别

意义的日常性中! 乍看没有人

为的&艺术性的表现!不是打造

出来的景象!而是自然&原始的

碎片$ )日本彩色摄影%特指以

亲密的感觉&粉色调!用具有氛

围的色彩感拍摄身边物! 有某

种特定风格的照片$

在此先试着分析两位第一

代彩色摄影摄影师埃格尔斯顿

*%&''&() *++',-./0+&迈耶罗维

茨*1/,' 2,3,4/5&.6+的作品$

埃格尔斯顿最近几年突然

得到很高评价! 其最早的摄影

集是 "#78 年出 版 的 %&''&()

*++',-./0,- 9:&;,! 第二本是

"#<# 年出版的 =>, ?,)/@4(.&@

A/4,-.!两者隔了很长时间$ 可

以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 也就

是 "#<B 年代后!彩色摄影的再

次兴起! 让他再次获得关注评

价$ "#78 年纽约现代美术馆举

办了其个展 C/'/4 D>/./+4(D>-!

从摄影史的角度宣告了彩色摄

影的解放!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据 策 展 人 沙 考 夫 斯 基 *1/>0

E6(4F/5-F&+称 !在埃格尔斯顿

之前的摄影中!)色彩% 并非必

要!只是表面附上的颜色!或自

律式的艺术作品中呈现的色彩

游戏$ 大多数彩色照片只是单

纯地让人觉得漂亮而已$

最初! 色彩的含义被无视

了$同时!拍摄对象所具有的意

义被无视了$对摄影师来说!从

周围生动的世界直接取景进行

拍摄! 要同时关注蓝色和天空

这两者实在太过困难$

这样一种黑白 GE 彩色的

两分法! 与绘画史中线描与色

彩之间的两分法不无关系$ 线

描表现的是 )存在%)本质%)存

留物%!色彩象征的则是)假象%

)表层%)嬗变之物%$在摄影中!

黑白是赤裸的现实! 彩色则与

主观审美有关$ 当摄影仅被看

作是揭露现实的工具时! 色彩

似乎无处安身! 黑白是沙漠中

的标记!这是现代摄影的宗旨$

如此! 埃格尔斯顿的彩色

摄影就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形

象与色彩&内容与形式的合成$

"##B 年代末本世纪初的

摄影师更为熟练&自然!以更大

胆的意识开始创作彩色照片 $

色彩不再孤立! 且无法对其单

独进行解读$ 世界本身是附有

色彩的存在! 摄影师在创作时

开始将蓝色和天空看作一体$

)内容 *图像 +与形式 *色

彩 +一体化 !无法进行区分 %想

要表达的意思适用于各类摄

影$ 沙考夫斯基意识到了这一

点! 他最终将评判标准放在了

摄影家的本能和直觉上$

更为大胆的摄影师开始追

求自我与关于自我的先觉知识

间有特别关系的拍摄对象 !即

那些不仅形式与内容是一致

的! 且与其自身的意图一致的

图像$ 我们因而得以远离那些

可被评测的美学& 美术史的学

问 !从而被指引向直觉 &迷信 &

气质&恐惧或喜悦等状态$

埃格尔斯顿采用的染料转

印法 *;3, .4(0-H,4+!以高度丰

富和谐的色彩为特征 $ 由此 !

)色彩与图像无法加以区分%这

句绘画式二元论被反转了 !绘

画中作为形式的色彩成了内

容! 图像却不再是内容而成了

形 式 $ 比 如 他 在 拍 摄

?,)/@4(.&@ C(),4( 时完全没有

选择拍摄对象$

那么! 色彩究竟是什么样

的内容' 在埃格尔斯顿的彩色

照片中经常出现美国南部的图

案! 他就像是在白色的肌肤中

察知黑色血液的摄影师! 从有

色人种肌肤颜色的差别作为脉

络延伸出去! 颜色成了外显却

潜在颠覆日常生活的表现$ 一

如美国文学中的怪奇小说谱

系!埃格尔斯顿的照片是)关于

畸人的故事%$平常生活中的普

通人! 因为某个契机脱离了日

常这个轨道! 使得身体内部沉

淀多年的诡奇被剥离而出$ 色

彩成了意味的旗手! 埃格尔斯

顿的彩色摄影不是对世界进行

再现&表现!而是对世界的一种

染色! 甚至有时是一种攻击性

的介入!)我始终处在针对理所

当然的事物的一种战斗状态%$

我们再看另一位迈耶罗维

茨的作品$ 他的彩色摄影最早

是基于对黑白快照的扩充$ )扩

充%意指将他主观&个人的感觉

添加进去$

)当我开始专注于彩色照

片时! 首先注意到的是描写的

必要性增强了$所谓描写!是我

从事物那里接收到的表面的感

觉&色彩关系&其他状态下对那

些事物的记忆& 与事物不可分

离的脉络等等$作为呼应!我开

始了彩色照片的拍摄$ %他说$

迈耶罗维茨照片的主题 !

是幼年时记忆深处的个人沉

思$ )一张彩色照片!能够让人

学习或思考如何通过色彩观察

并感受事物$ 我们对光谱全波

段都能产生相应的感觉! 甚至

有些感觉会追溯到幼儿时的感

情$ 但有时我们对某些波段不

能产生反应! 这可能是缺乏某

种形成感觉的条件$ 我们并不

是受限于波长的生物! 并不是

看不见某种颜色的狗$ %他说$

黑白的世界! 就交给街上的野

狗们*摄影师+吧$

在迈耶罗维茨的创作中 !

色彩依旧占据传统的)形式%地

位$随着色彩不断壮大!表现被

吞没 !图像 *内容 +不断变得空

洞直至最终被抹去 !在 )色彩 %

中发现自身纯粹的等价物$ 他

举例道! 将一张加油站的照片

上下翻转! 在照相机内部能看

到)最美的滑冰场%$ )像这种反

转会让人觉得很兴奋$ 有些只

不过凑巧 -看 ,到 !无论对象是

加油站!还是橡胶板&破旧的小

屋$ 我看到的是纯粹的色彩$ %

迈耶罗维茨希望自己能处

在被动状态! 即不是他在拍摄

照片! 而是照片在传达某些变

得透明的主体的情绪及氛围 !

可以将他的感觉 "转交% 给他

人$ "在拍摄时!就像是滑进去

了一般! 一个精彩广阔的视野

被打开了$在那个瞬间!我最希

望看照片的人说 -就好像我在

那个地方一样 ,!-我经历了那

些!我正好在那里!我在那幢大

楼前!感受到那片阴影!我站在

你们家的前廊!望着外面,$ 感

受着风!我是竖琴$风从我的琴

弦中穿过!这是风在创作音乐!

属于风自己的音乐$ 我对于创

作-艺术 ,毫无兴趣 !从来没有

想过这件事!绝对地$ %

通过纯粹的色彩 !"我的 %

主观且不定性的感觉&情绪&回

忆和情感得以表现 !而 "我 %则

变得透明!成为媒介$透过作为

媒介的我! 观看者所见的是他

们创作的照片!自己的照片$

这一"透明的我%的定位可

以延续到日本彩色摄影之中 $

"透明的我% 并不是相机之眼!

而是不特定的"我%的视线$ 对

迈耶罗维茨而言! 色彩是某个

透明的 "我 %传达情绪的手段 $

将"我 %虚空化 !并从艺术家的

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 朝着情

绪和氛围的世界敞开自我 !这

恰恰是来自色彩的诱惑$

如今是影像信息泛滥 &全

面消费的社会! 广告世界中新

的&异质的&吸引人关注的功能

被不断提升$视频广告&文案中

传播的空虚的 "我 %!与消费者

相互重叠! 消费者通过购买广

告商品对空虚的 "我% 进行填

充$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有"消

费者%这一属性!就在多大程度

上是透明的$ 当"透明的我%成

为某种特定的标准状态! 最想

要追求的却应是 "不透明的

我%!这恰恰是终极的商品$ "个

性 %"像自己 %"原创 %"个人履

历% 等都只是千疮百孔的广告

文案罢了$

这是日本彩色摄影产生的

背景$ 在此!"色彩%作为"透明

的我 %发生作用 !这个 "透明的

我%被虚空的情绪填塞!任何一

位观者都能进入 !并发出 "啊 !

这种氛围我明白 %&"这种景象

我曾经见过%的感叹$在这个意

味上! 日本的彩色摄影正如前

文所提到的! 只不过是不断反

复的广告的进化版$

还有另一种境况! 是想要

从这个彻底消费化的社会中逃

脱的欲望$ 拍摄对象会被限定

为身边的物品! 让人感受到些

许怀念的场所! 然后被定格在

转瞬之间的永恒$ 让人联想到

消费社会的东西必须被排除出

去$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想作为

"透明的我%!也不想作为"原创

的我%$ 并且!包含我们在内的

这个世界! 最好就单纯地停止

在那边$ 这种期待会将人引向

某种怀旧情绪...对广告诞生

之前的世界的怀旧! 对去除了

让人烦闷的赋予意义变得单纯

原始的世界的怀旧! 是对于现

代摄影的沙漠的怀旧$ 新世代

的彩色摄影! 是向着黑白摄影

沙漠的&色彩丰富的怀旧$

*作者为日本同志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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