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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意外地表现出一致的特征：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互图性、实用性……

20 世纪下半叶日常生活照片的影像类型丰富、多元，甚至出格，呈现出这一时期中国人生活的表与里、现象与本质。 晋永权通
过二十多年的图像收集、整理，甄选出从 195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末期 1500 余幅佚落的日常生活照片，试图寻找出中国人日
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 照片拍摄者、被拍摄者及拥有者信息皆无，使日常生活图像消弭了个案差异，由个体、家庭、特定
人群的记忆载体，转变为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
《佚名照》既关乎过往，又预示未来，是一部平民生活的影像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成长史。 在客观、温和中打开了视
觉艺术解读历史文化的新视角，为一个日渐模糊的昨日世界，呈现出人性的温度，使我们更直观、感性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人。

《佚名照——
—20 世纪下半叶中 国 人

照相的度过

的日常生活图像》
晋永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晋永权

[作 者 简 介]
晋永权
曾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
中国摄影出版社常务副 总 编 辑 、《中
国摄影》杂志主编，现为《大 众 摄 影 》
杂志主编。 著有 《最 后 的 汉 族 》（合
著 ）、《出 三 峡 记 》、《江 河 移 民 》、 《 沙
与水》、《红旗照相馆：1956 — 1959 年
的中国摄影争辩》、《合家欢：20 世纪
50 — 80 年 代 的 民 间 相 片 》、《每 一 声
快门都忧伤》等。 系列摄影作品“傩”
“三峡移民”等，被蓬皮杜 艺 术 中 心 、
上海美术馆等多个艺术机构收藏。

自摄影术传入中国至今， 照相——
—无
论是坐拥固定空间、设施、工具、人手的照
相馆程式化拍照，还是散漫淡然、东瞅瞅西
瞧瞧， 猎奇寻欢到此一游式留影——
—传达
的文化道德面貌， 包括品味旨趣、 体态情
状、秩序状态，甚至期许诉求、价值观念、社
会心理等等，虽有年代变迁、地域变化带来
的些微差异，但总体来说，具有相对稳定的
特征。
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
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 带来三千年未有
之变局。 这一次，让社会精英惊骇的是，在
那些强大的军事力量背后， 还有一套国人
陌生的制度和文化形态。 而照相机作为集
西方工业文明、 制度文明成果为一体的现
代性工具，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在中国
大地上的。 1860 年 11 月 2 日，由西方第一
位 入 华 摄 影 记 者 费 利 斯 ? 比 托（Felice
Beato）拍摄的恭亲王奕?肖像，当为近代
国族运势的视觉隐喻——
—帝国的黄昏、王
权的衰落、个体的茫然，无不呈现于此。 依
持照相机，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强制观看。
这一路径，自沿海、沿江、沿疆，而内
陆；自南向北，自东向西；自商业阶层、市民
阶层、文化阶层，而皇宫贵胄、革命分子，再
到政党政治、社会批判、个人表达等。 可以
说，一部中国摄影史，在很长时间、很大程
度上，就是一部照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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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接受摄影术，自实用性的商业照相始，
澳门、香港、广州、福州、上海等地的商业阶
层首先接纳了这一可以致用——
—谋取利益
的工具。 固然，要得到消费者，即普通市民
阶层的广泛认可，其间还有诸多障碍，但商
业诉求迅速主导了照相消费文化的型塑，
市民们残存的惊惧心、神秘感，很快就被好
奇心及便捷快速获取方式及照相美学新潮
流取代了。 这使得照相术在市民占主体的
城市社会中获得了极大的普及。
但，照相术真正的被统治阶层、政治人
物、上流阶层所接受，还要拜慈禧照相这一
20 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照相史上规模巨
大的照相行为。 可以想象，巨幅照片被精心
着色， 在荣宝斋安装上金丝楠木框， 各行
省、直隶官员来到紫禁城迎请“圣相”的情
形： 当迎驾仪式结束， 被高高供奉的 “圣
相”前，依照级别高低跪着的大员们抬头一
睹圣容时，会带来何等的心理震撼啊！ 而先
前，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要么无缘被召
见，被召见的大抵也是始终低头捣蒜，无缘
一睹圣颜。
这些照相史上的珍贵材料， 要感谢清
宫史官们的详细记述， 多存于内务府档案
《圣容账》中。 自然，自摄影之乡法国学成，
并带回器材给慈禧照相的摄影师勋龄，当
是中国照相师傅中最有里子， 也该是最有
面子的人物。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老话再次在
照相历史上得以印证。“老佛爷”亲力亲为
之后， 照相术才真正为王公贵族、 士绅名
流，及民间社会所认可。 慈禧所倡导的照相
文化被后人模仿， 特别是那些带头革了大
清王朝命的人——
—他们大量印制代表自己
庄严、正气、具有新派革命者形象的相片，
广为散发，进行鼓动宣传。 至于早期报馆所
需——
—姑且称之为“新闻照片”的那些相
片， 则是直接委托照相馆安排照相师傅们
拍摄并冲印。 与之相比，那些文化精英们由
于深染传统，或固守道统，在看待、接受照
相机这一西方工具方面，却迟缓得多，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渐入他们法眼。 很
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把照相机当成另一种
类型的毛笔，作为美化人生、陶冶情操的工
具。 许多人，特别是对照相的见证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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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了解，亦无兴趣，更不要说对于其作为民
主手段，与政治、社会生活相互关系等诸问
题的理解把握了。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 打断了原本的照
相文化演变进程。 此时，一手提着枪一手提
着照相机的爱国主义者、抵抗战士、革命者
一起汇入宏大的历史潮流， 完成保存中华
民族根脉，救亡图存的使命去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沦陷区上海，照相馆
的生意并未完全中断， 甚至还一度出现照
相馆激增，并陷于无序竞争的局面。 此间，
作家张爱玲对照相文化现代性的认知，代
表了一个非凡的高度。 她对世俗社会生活
中国人之于照相的心理、 状态、 类型与阐
释，及对其仓促、易变、临时而又永恒等现
代性特征的体悟，无不鞭辟入里。 这是目前
中国影像文化认知过程中被忽视的、 分量
甚重的一笔遗产。
为大众广泛认同， 或者说已经型塑完
成的照相文化心理， 一旦被充分把握、利
用，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形成各种名目的
影像话语形态，并从原先私人空间的形态，
转而成为在公共媒介、 公共空间展现的影
像模式。 集中体现在宣传摄影上，那就是照
相馆式的宣传图式、样态。 这种影像文化无
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典型的特质，
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体照相行为。
1958年，布列松来到中国时，人们总是
把他这个抓拍大师当成照相师傅来对待，
因而殷勤地向他展示自己的劳动成就和美
好而幸福的生活场景。 而当他面对群体时，
看到的大多又是组织与摆布后的场面。 布
列松意识到， 东方传统的礼仪之邦所遵循
的待客之道以及仪式中， 还缺少现代影像
文化生成过程中那些约定俗成的基本程
式。 这让他一筹莫展。
1973年， 苏珊·桑塔格来中国后发现，
中国的照片很少是抓拍的。 她从文化上寻
找根源，认为“这或许部分因为某种关于举
止和形象得体的古老习俗所造成的”，但她
没有提及现实政治因素对人们日常行为举
止的型塑、规制。 而这二者的奇妙联姻，恰
恰构成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人拍照姿势的
典型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 社会流动加

速，居住空间更改频繁，使得大量照相馆拍
摄的照片， 包括大量籍籍无名的大众日常
影像得以进入了公众视野， 成为可以交换
的物品。 今日学界如果还有谁对照相馆相
片， 以及那些野外随手拍摄的纪念照片充
满不屑，并斥之为“机械的照相”“不过就
是张旅游纪念呆照”， 认为没有什么价值，
或者仅仅以“一图胜千言”之类的话大而
化之地敷衍一下， 那他是彻彻底底地落伍
了。 新史学早已把这些材料作为研究家庭
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所谓宏大叙事的重要
印证材料。 许多旧照片，甚至残缺不全、破
烂不堪的大路货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
实证的，或审美的。 运用这种材料进行历史
研究的序幕也已拉开，前景广阔。
不只是城市市民家庭的影像得到重
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使得先前没有进
行的影像田野调查正逢其时，深描、浅述皆
成气象。 包括先前一直被忽略的乡村影像，
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照相师傅是塑造
乡村影像文化形态——
—包括美学趣味、照
相体态、 景观想象的主体。 特定历史时期
内，大量的乡村人，包括县城人的视觉形象
正是经由他们来塑造的。 特别是在城镇化
浪潮无可避免的背景下， 那份依凭影像存
留的乡村记忆更加珍贵。 多年来，这些影像
只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难以进入官方叙
事渠道， 也不被大多数的拥有者认知、珍
视。 与那些宣传照片相较，它们不入流，拍
摄者本人往往也自惭形秽，觉得技不如人。
大量文本也让观察者看到， 这些从事商业
服务行业的照相师傅们努力模仿宣传照片
的痕迹。 但总体说来，这些影像还是形成了
自己的特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
质不只在美学意义上， 更在文献意义上成
为考察这一时期本地区乡村、 城镇文化重
要而直观的文本。
至于照相文化的艺术价值， 以影像为
材料或手段的艺术家从中汲取养料的努力
一直没有停止过， 并且逐渐由单一的老照
片呈现， 转化为多媒体多材料的混搭跨界
形态，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矿源。 这已
经是题外话了。
写于 2015 年 8 月
改于 2018 年 8 月、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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