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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表情”美学于摄影中的发展及演变
黄秋杰
摘要：本文以梳理“无表情”美学于摄影发明之初至今，

二、“无表情”美学于摄影中的发展及演变

在艺术摄影史的萌芽、特征的显现、题材扩宽至成熟的演

（一）“无表情”的界定与初现（1839-1910s）

变过程，探析20世纪90年代“无表情”美学于当代艺术

按照《韦氏词典》的说法，“deadpan”一词于 1928

摄影领域大量涌现的原因，以及探讨其相关摄影作品的内

年时首次被用作形容词，1930 年被确定为名词，解释为“不

在指向。

动声色的，板着脸的，面无表情的；无表情的行为或表达

关键词：“无表情”；美学；摄影；发展；演变

方式。”[1]

一、引言

与我们今日对焦快速、抓拍便捷的数码相机不同，在

2017 年 10 月， “德国 8——德国艺术在中国” 系列

摄影术自 1839 年发明后的半个世纪里，由于技术手段的匮

之一——《摄影的语言——杜塞尔多夫学院》当代摄影艺

乏、拍摄过程的繁琐、冗长，因此在早期的诸如达盖尔摄

术作品展中在北京民生美术馆展出。这是杜塞尔多夫学派

影法、卡罗式摄影法等所拍摄出来的人物肖像作品中，人

（Düsseldorf School of Photography）
（后文称为
“杜塞学派”
）

物表情虽然清晰可见，但难免看起来相对严肃、僵硬。因此，

在中国的首次集体亮相。
相较于以往的摄影作品，以杜塞学派为代表的摄影艺术

从经验上所理解的无表情摄影，在早期的人物肖像作品中
已初见端倪，即面无表情的肖像照片。

作品的画面具有一种
“莫名的乏味”
，
如托马斯·鲁夫
（Thomas

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摄影并不被认同为一种艺术形

Ruff）的《肖像》（Portraits）（1980-1990）系列中，四

式，而更像是一种严格遵循客观现实的自动化机械过程，

张白色背景的证件照，被放大至 210×165cm 尺寸依序排布，

它剥夺了艺术家作为创作者的可能这样的概念。即使在 19

站在观者的视角难以从平淡无奇的证件照中寻找出蕴含的

世纪末期出现的第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摄影运动——画意摄

意义；其次，巨大的尺幅与超常的清晰度带来更加具体可见

影中，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充满诗意的个人生活、宁静的风景、

的细节，照片呈现出被摄者面部的细节，甚至是皮肤的毛

借助寓言或者其它文学主题为题材进行角色扮演、女性人

囊和毛孔，人物表情木然，这些细节似乎又在向观者暗示

体等题材成为拍摄典型，画面表现力丰富的摄影作品层出

着某种图像表面之下的寓意，这又提供了一种与“平淡无奇”

不穷。客观记录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世界却并没有被世人所

相逆的吸引力。

关注，此时摄影的客观记录属性也退居其后，直至 19 世纪

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艺术博物馆、画廊、艺术
收藏机构（如基金会、银行等）频繁地展示这类尺寸巨大
且画面清晰异常，戏剧性和韵律感被摒弃于画面之外的摄

末 20 世纪初前后，才再一次声名鹊起，此时“无表情”美
学于摄影中也逐渐显露出迹象。
（二）
“无表情”
美学于摄影中的正式开端
（1910s-1950s）

影作品。国内外以夏洛特·科顿（Charlotte Cotton）、露西·瑟

早 在 1904 年， 美 籍 德 裔 摄 影 师 萨 达 基 奇· 哈 特 曼

特（Lucy Soutter）、迈克·弗雷德（Michael Fried）、杨莉

（Sadakichi Hartmann）在媒体上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

莉等为代表的艺术评论家对于此类摄影作品的描述性术语

他建议：艺术和“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的

中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将其与“无

概念之间应该有合理的界限，后者更擅长表现视觉真实，

表情（Deadpan）”一词联系在一起。于是笔者通过这一

所以应该远离绘画（指的是画意摄影），坚持直接描述。[2]

展览所带来的体验为契机，开始深入探究为何“无表情”

“摄影分离”组织的创建人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

一词在当代摄影领域中被反复提及，并借此梳理这一特定

（Alfred Stieglitz）接受“直接摄影”这一名称，以及它对于“画

的美学风格于摄影中的体现与发展脉络。

意摄影”的批评。在施蒂格利茨眼里，直接摄影依赖于摄
影师对摄影本质的理解和接受，以及对摄影和立体主义一
样是一门现代艺术的坚定信念。此后，在其与保罗·斯特兰
德（Paul Strand）、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等

作者简介：黄秋杰，生于1992年，女，侗族，研究生，研 人的共同努力及推进下，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开始摈弃模仿
绘画的方式，转向对客观世界的如实表达。同时期，远在
究方向：摄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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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德国，一场文学艺术题材与表现手法的革新运

的角度，尽可能真实的还原现实，为后人研究鲁尔区工业

动——“新客观主义”运动，也为“无表情”美学在摄影

建筑的发展序列及相互关系提供文献参考依据。其次，贝

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歇夫妇的创作理念通过不断对摄影媒质和图像语言的探索，

“新客观”一词最先是由德国曼海姆艺术博物馆馆长

将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以摄影的形式呈现于公众前，引发

古斯塔夫·F·哈特劳普（Gustav F. Hartlaub）在 1923 年策

了公众对于艺术摄影边界的思考，并得到欧美两地艺术界

划的一场名为“‘新客观派’（New Objectivity）画展”而

的广泛认可，如 1975 年作为唯一的欧洲摄影艺术家参加

得名。画展中的作品主要展示了“忠实地描绘实际存在的、

了纽约乔治·伊尔曼中心所举办的“新地形学：人为改变的

[3]

伸手可及的现实的艺术家们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种现

风景的照片”（New Topographics: Photographs of a an-

实主义的风格，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冷酷的现代化

altered Landscape），并且在 1990 年作为德国艺术代表参

进程。

加威尼斯国际双年展，获得雕塑金狮奖。最后，伯恩·贝歇

此时的摄影领域，人们对于画意摄影的追捧逐渐消退，

自 1976 年起开始执教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贝歇夫妇的

而更多的转向关注人造环境和工业社会，并呈现出追求

创作理念借以学院的优质生源和传统师徒制的教学模式得

清晰、理性与秩序的潮流。如艾伯特·兰格 - 帕奇（Albert

以延续及传播。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由其学生如安德烈·古

Renger-Patzsch）摄影著作《世界是美丽的》（The World

斯基（Andreas Gursky）、托马斯·鲁夫等人的创作实践，

is Beautiful）（1928）中展示了 100 幅以极度客观、真实

使这种风格广受赞誉，并被人称为杜塞尔多夫学派。

的方式表现植被、树木、工业景观和机器的照片，并加以

与此同时，前文所提及的“新地形学”展览对于“无表情”

系统化的视觉排列。无论是单个来看，还是从整体视觉来看，

美学摄影题材的扩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策展人威廉·詹

其直白清晰的构图和拍摄方式、对个人情绪的有意识剔除

金斯（William Jenkins）于 1975 年策划在纽约罗切斯特的

都完美的贴合了新客观主义的特点。

乔治·伊尔曼中心展出的“新地形学”的参展摄影师有前文

同时期作为新客观主义代表还有卡尔·布洛斯菲尔特的

所提及的贝歇夫妇、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史

《自然界的艺术》(Material Forms in Nature)（1925）和奥

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等人。比如亚当斯十分克制

古斯特·桑德的《时代的面孔》（Faces of Time）（1929）

地以黑白摄影的形式将美国西部正在开发的景观如实地呈

的摄影作品。此类作品在当时广受赞誉的同时，也有人将其

现给观众，画面中始终保持着客观、冷静，关注着人们对

评论为美式风格，并批评、贬低其为“非德国性”的，但

土地的使用和滥用，作品朴素而平实，以此来展示被人类

并不妨碍其对艺术摄影领域所产生影响。如在大多数学者

改变后的风景。

的文献分析中提及“无表情”美学的摄影作品时，不可避

“新地形学摄影”的展览和图录意外地发展成一个宣

免的将德国新客观主义与之相联系。放眼今日的艺术评论

言，在“社会风景”理念的基础上，不带感情色彩、反映当

界，此类风格的摄影作品也大多是形容德国艺术摄影派系。

代工业文化产物和景观的拍摄题材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无

这种分析明确指出了德国新客观主义在“无表情”美学在

表情”美学的摄影作品开始频频出现，并引领更多的人关

摄影中逐渐成型的过程中有不可比拟的地位。

注当代社会现状。

三、“无表情”美学于摄影中的延伸（1950s-1990s）

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教授伯恩·贝歇（Bernd

四、无表情”美学摄影作品于当代的涌现（1990s- 至今）

2011 年，古斯基于 1999 年所拍摄制作的《莱茵河 2 号》

Becher）和他的夫人希拉·贝歇（Hilla Becher）自 1959 年

（Rhein II）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现场以 434 万美元的

开始借由摄影精确、客观的记录特性，对德国鲁尔区的旧

价格成交，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摄影作品。画面中呈现的

工厂建筑进行系统化的拍摄。通过这个系统化的长期项目，

是一条完全没有轮廓的小路、草地、河流，以及灰色的天

大量的照片被以 9 个或者更多类似的物体编排组成，被排

空，形成了完美的水平结构。整个系列呈现出莱茵河的景

列成网格状挂在墙上。这种形式参考了新客观主义的档案

观，细节清晰可见，并借由后期数码处理技术，将画面中

化的手法，与植物学家的风格研究（类型学）一致。

任何可能让人分神的元素剔除，摄影师的主观情绪也隐藏

在摄影的“无表情”美学发展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

于画面之后，难以揣摩。与此同时，《莱茵河 2 号》（Rhine

用。首先在其五十多年创作的《无个性的雕塑》（Anonyme

II）的尺寸达到了 155.6×308.6cm。置身于绘画一般尺幅大

Skulpturen）(1970）几千幅的作品中，没有任何通过光影

小的摄影作品前，其冲击力是难以想象的，这不免引人去

作用或者天气变化而制造的戏剧效果，整个画面没有呈现

探究其原因所在。

出丝毫情感，冷峻写实的风格贯穿其中。作为新客观主义

早在 20 年代 70 年代，摄影在英美艺术界逐渐东山再起。

的一种延续，贝歇夫妇将所拍摄的工业建筑分门别类，将

面对绘画和雕塑的不稳定需求，艺术市场通过推动历史照

被摄对象作为画面中唯一的主体呈现，坚持以一种旁观者

片和当代摄影作品的销售与收藏寻求一种让自己重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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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模式。[4] 80 年代开始，大尺幅彩色的、视觉上具有戏

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照片中不可能存在风格，

剧性而且装裱昂贵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促成了艺术品价格呈指

因为风格是由于图像的指示性而自动赋予的。然而笔者认为，

[5]

数上升。 以载体而论，在装裱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承载

以“无表情”美学作为摄影风格为代表的摄影家们在通过快

大尺幅的摄影作品时，摄影师往往是自己制作作品，或委托

门的释放添加到图像中，包含了有意为之的细节和巧合，照

专门的工作室协助制作。

片中的元素可能就是集中对某一类型人或者是一连串同类型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以杜塞尔多夫学派为代表的摄影艺

但又看不出情绪化的景观的连续记录。此时这一类没有更多

术家开始借助“迪亚塞克”（Diasec Face，又名“三明治”

情绪的“人”或一连串“景观”在一个系列中被组成了一个

装裱工艺）装裱技术将作品装裱在亚克力上，制作成与大型

完整的角色，从而延伸出无表情摄影风格的形象内涵的独特

绘画尺寸相媲美作品，形成了有着学院派绘画样貌的摄影物

表现方式——用角色代替符号。

件。如鲁夫的“肖像”系列在艺术画廊展出的时候，人们往

随着数码快照时代的到来，经过精心考究、深思熟虑后

往无法忽略这些尺幅巨大的肖像作品，它们面无表情，冷冰

的作品则显得弥足珍贵。“无表情”美学的摄影作品中，经

冰的注视着观者，画面的精确度令人震惊。这样的大尺幅的

过前文的深入研究，此类作品摒弃了个性化，远离了摄影师

照片一改人们对于摄影的传统观念，让人不可避免地将之与

的主观性，为观者观看现实世界的思考营造出一个抽象空间，

绘画作品等量齐观。

照片的真实性功能在此刻被突显出来。透过几张看似布局简

对摄影与美术馆的关系具有转折性的影响，对此也出现
了一些宏大的论断，如艺术史学家迈克尔·弗雷德来说，只有

单的组照，看似客观的照片背后是主动引领我们去意会创作
者的主观意图。

当照片为美术馆墙面而作——“被当成画一样观看”——那

此类作品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频频受到观者及画廊、美

时，它们才开始像当代艺术一样重要。[6] 朱利安·斯黛拉布拉

术馆及博物馆等机构的喜爱也不无道理。照片细节丰富异常，

斯（Julian Stellabrass）用“博物馆摄影”这个措辞来形容

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视觉形式；大画幅相机的使用，其拍摄方

这种向大幅记录摄影的转变，主张在 80 和 90 年代，摄影师

式客观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觉方式；大尺幅照片于展览空间

开始主动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到博物馆空间以及与这种高雅语

中的摆放，不得已吸引人们对于它们自身乃至它们描绘的世

境联系在一起的学术话语当中。

界的注意力。它既遵循了以客观性、真实性为代表的新客观

因此不论是使用小画幅还是大画幅的底片尺寸，摄影作

主义、直接摄影等摄影艺术潮流的传统，又结合当下实际，

品尺寸往往受到技术的限制。然而在经历了技术的更新迭代

对人类所在的现实世界予以真实记录，题材的选取上升到以

之后，新时期的摄影已由可任意在手上细细把玩的状态转换

符合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同时技术的进步带来大尺幅照片

为空间感强、需要精心编排展览位置的立体展示，将摄影由

的出现，又符合当下艺术全球化市场的潮流。

观赏方式带来的卑微感从中解放出来。

（二）客观性背后的主观体现

此时，摄影的关注点在此时更多的转向了对当下工业社

通常我们所认知的摄影作品的主观性，主要通过其构图、

会、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的关注，人造景观、社会现象被大

色彩、被摄体的主观情绪或截取的瞬间中得以体现。而在对

量记录，并且借由“无表情”美学的创作形式被广泛传播。

大量以“无表情”美学为风格的摄影作品进行分析后，摄影

五、“无表情”美学摄影作品的内在指向

师们大多以大画幅相机作为其拍摄工具。“无表情”美学的

（一）无表情的形象内涵——角色代替符号的体现

摄影作品中冷静、凝视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画幅

不同于森山大道街拍摄影作品中的一连串记忆相互累计

自身的拍摄特性所决定的。在拍摄时，摄影师对被摄主体的

的过程，包含着大量文化符号、概念、情绪，以及大面积的

主题把握、现场空间中各元素的位置关系，皆是通过与底片

学科横跨，或者是如莎莉·曼（Sally Mann）在《亲密家庭》

同等大小的取景玻璃所决定的，这与人对现实生活中的直接

（Immediate Family）（1992）系列中那种子女看似肮脏、

观看相一致，客观上诞生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而在对被摄

青肿或者受到威胁的丰富。相比而言，“无表情”美学下的

物体进行拍摄时，照片的整体布置均匀，画面的细节被完整

摄影作品的画面元素构成则看起来更加简单，甚至可以说是

地表述出来，展现出强大的存在感和丰富的视觉信息，而创

单调。

作者的个人情绪及观点似乎被隐藏。

在很多摄影理论的书籍中都使用到了“指示符号（指示性）

拍摄器材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人与世界对话

（Index）”和“像似符号（像似性）（Icon）”两类术语来

的方式。如埃里克·索斯（Alec Soth）谈论到他使用大画

解释摄影与绘画之间的一般差异。通常，我们认为摄影中的

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尼古拉斯·尼克松（Nicholas

指示符号，往往会指向不同的照片（如前文提到的森山大道、

Nixon）、乔尔·斯坦菲尔德（Joel Sternfeld）的作品，因为

莎莉·曼等摄影师不同风格的摄影作品），而且强调照片的像

他们都是使用了大画幅相机。[7] 因为大画幅笨重不宜便携，

似性特征的创作者，针对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和视角。苏

（下转第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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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畲歌传承活动之外，很少会积极主动的参与畲歌的拓展。

离不开家庭这个大环境，畲歌的传承也离不开家庭的熏陶。老一

三、对畲歌教学活动的实践反思

辈畲族人是听着畲歌长大的，家里的长辈经常会教孩子唱畲歌，

（一）教学要回归学生，重视学生的创造性

渐渐歌学的多了，就可以和家人朋友进行畲族传统的畲歌对歌。

多数的畲歌教学体现在歌曲本身上，即以某些经典畲族歌曲

在传统的环境里畲歌的学习是从小开始的，和母语学习十分相似，

为例子，教会学生怎样进行演唱，但这种枯燥的方法很难使学生

是一种逐步渐进式的学习。从听和模仿开始，逐渐掌握畲歌的规

产生兴趣并自发的保护和传承畲歌，也不能体现畲歌即兴创作抒

制结构，进而参与对歌活动。这种母语式教学尽早开始，从小开

发感情的自由内涵。畲族音乐是和畲族人的传统生活紧密相连的，

始培养对畲歌的兴趣，遵循孩子的生长规律。带来的影响也不只

可以从畲族的传统文化与畲歌之间的联系入手，将畲歌产生的最

局限在畲歌的学习中，对孩子的全面成长也有重要的意义。畲歌

初的意境性与即兴发挥的特点传递给传承者，辅之以畲歌相关的

也是畲言，它不只是传递着该民族的精神历史习俗，更传递着该

发音、韵律习俗。教学可以通过唱畲族经典曲目进行切入，教孩

民族人民朴素与真挚的感情，具有着传递感情的功能。畲歌对歌

子演唱畲歌，但不能止步于此，要引导学生去了解畲歌中蕴含的

本就是一种畲族人休闲娱乐的方式，老一辈的畲族人在结束了一

畲族的历史与文化。同时还应重视孩子们的创造性，畲歌中的即

天的辛苦劳动后，会通过畲歌对歌活动和家人朋友开玩笑是一种

兴创作成分占比很大，所以教学中应该鼓励孩子们进行创新，不

古老又传统的休闲方式。家庭中进行对歌活动，不只可以在轻松

要拘泥于形式上的定格与死板。音乐的学习不应是应试教育，要

和睦的气氛中学习畲歌，还可以传递感情，来拉近家庭成员之间

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体验，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可以在课

的距离。

堂中引导学生们模拟畲族传统对歌场景。
（二）多维互动激发兴趣，欣赏音乐了解文化

四、结语

少数民族歌谣也是我国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

可以在课程中穿插游戏环节，用肢体活动来展示律动辅助找

长河中兼容并蓄、代代传承而沉淀下来的璀璨结晶，是朴实、动

到正确的音高，寓教于乐让课程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进行，激发

人的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畲歌在新的时代中日渐式微，如何更

学生兴趣。在课程中增加多媒体的互动，通过播放畲歌相关的图

好的传承和发展畲族音乐离不开畲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一个民族

片音频和视频，激发学生兴趣。用现代技术向孩子们展现畲歌的

不只是血脉不能断绝，其孕育出的文化也是不能消失的。文化保

传统畲歌歌场样貌，传统仪式活动的举办盛况，还原对歌活动场

护不能只靠少数专业人士的努力，更要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面，使孩子们更加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提升民族自豪感，并进一

畲歌进校园活动对于当代畲歌保护有重要的传承作用，对我国民

步对畲歌产生兴趣自觉传承畲歌和畲族文化。通过互动来激发孩

族保护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畲歌的保护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

子们的潜能，培养学生们对畲歌的兴趣，了解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努力弥补畲歌的传承断层，延续畲族的历史，传递畲族人民的情

使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畲族传统歌谣，积极的进行传承保护。现

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阶段教室里信息技术教学硬件配套还不完善，在畲歌课上的使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率不高，不能很好的通过先进科技的便利来辅助进行教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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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此类作品摒弃了个性化，远离了摄影师的主观性，为

深刻地改变了他自己拍照、观看方式。因此在拍摄时，往往经过

观者观看现实世界的思考营造出一个抽象空间，照片的真实性功

冷静思考，再三权衡以后才会拿出自己相机。这样，画面也不会

能在此刻被突显出来。透过几张看似布局简单的组照，看似客观

如同新闻摄影等一样留存过多的掠夺性，画面的布局更加考究。
因此看似中立、客观的摄影画面，观众实际上是遵循着摄影
师埋下的线索来理解作品，画面的去情绪化不过是给观众的一种
错觉，创作者的引导始终存在，并最终引领着观者捕获他们想要
传达的信息。

的照片背后是主动引领我们去意会创作者的主观意图。
从最初的面无表情的肖像，通过新客观主义、直接摄影、贝
歇夫妇及新地形学展览等一步步形成的理念基础——客观记录、
如实表达、题材扩宽，同时借由艺术全球化的推进、装裱及打印

六、小结

技术的革新等客观历史条件的推动，“无表情”美学的摄影作品

随着数码快照时代的到来，经过精心考究、深思熟虑后的作

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开始在艺术摄影领域有着更重要的话语权。

品则显得弥足珍贵。“无表情”美学的摄影作品中，经过前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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