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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艺术经过180余年的发展，已经在“摄
影式观看”和诸多本体探索上积淀了深厚的实践
经验和理论成果。纵观摄影发展史上的各个时
期，“观看”的侧重对象和“注目”的内容都有所不
同，也正因此差异，不同时期摄影艺术的发展就
会有时体现为外延的拓展，有时体现为本体的回
归，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直以来，正是对“当时”
重要事件的强烈关注和记录的渴望，促使着人类
不断推进摄影技术的变革，从而实现某种与时代
题材和内容相契合的新摄影类型的出现；而摄影
新类型的出现，反过来又会加深摄影艺术对时代
内容的进一步挖掘和积淀。就其发展规律而言，
每当人类面对战争、自然灾害频仍的年份，“图
片”则常常偏向于体现对“摄影”本体的回归并凸
显影像纪录的价值。回顾2020中国的庚子年，人
类的“大疫”之年，就是这样。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
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学校企业、水陆
交通和党政机关及部队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
干部群众都投入到这场阻击战中，抢时间、争速
度，夜以继日，英勇奋战。而这一切，也都成为了
这一年全国摄影人面对这场疫情尽皆关注的“对
象”。摄影界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的相关部署，积极投入到纪录这场伟大战

“疫”斗争的工作中，拍摄了大批优秀作品，以“影
像”的方式增强并凝聚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表示，抗疫一线的广大医务人
员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压力，很多人脸颊被
口罩勒出血痕甚至溃烂，很多人双手因汗水长时
间浸泡发白。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武汉疫情发生之后，国内十
余家央级媒体记者分批奔赴一线，以影像多角度
记录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国摄影家协会
受命派出以中国摄协主席李舸率领的摄影小分
队奔赴武汉。在66天的时间里，为全国各地驰援
武汉的4.2万名医护人员拍摄肖像及各种生活情
态，拍摄各条生活保障战线上工作人员的奋战场
面。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系统宣传部门也组
织了系统内全国范围的拍摄纪录工作。湖北省摄
协和武汉市的摄影人也组织起来，发挥近距离的
优势，在较长时段多方位地拍摄了大量现场性极
强的作品。以上这些摄影人的努力，都体现了特
殊时期摄影人的担当精神。此外，疫情期间大众
参与日常影像记录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延伸
了。最直接、最生动、现场性最强的影像常常诞生
于“在场”的业余摄影爱好者。钟南山在首次奔赴
武汉的火车上忧心忡忡的照片，不少医务人员在
现场拍摄的解下口罩、露出自己变色而带脱皮印

痕的脸的照片等，都感动了很多人；疫情期间，网
络上最早传出的影像纪录片就是一位身在武汉
的年轻人拍摄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部视频《方
舱日记》也是出自武汉一位患者之手。此外，武汉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甘俊超作为志愿
者，在武汉人民医院东院拍摄的上海援鄂医疗队
队员刘凯和一位87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楼下一
起看夕阳的景象，也曾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成为
武汉抗疫影像的代表作之一。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各行业、各地区抗击
疫情的摄影展同时举办，全国性摄影组织也举办
了相应展览，中国摄协、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中国
新闻摄影学会、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等，都第一时
间征集会员作品进行集中展示，抗“疫”影展不断
增多。其中比较大型的展览有12月20日在河南
省三门峡市举办的中国摄影艺术节上的《见证·
造像——抗击疫情影像展览》、9月27日于北京
国际摄影周期间举办的“共渡——公元2020抗
疫影像展”、《褶子——疫情中的自拍像》摄影展
等。这些展览作品里，中国部分令人印象突出的，
有关于钟南山等人的环境肖像，雷神山、火神山
医院的修建，最美逆行者离开驻地的感人瞬间，
一线医护人员的坚守、与病人的交流，此外还有
天安门广场降半旗哀悼同胞、过关检疫中的排队
与等待，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状态等；外国作
品中有不少反映人们居家隔离中突发奇想式的
行动。应该说，这些作品中摄影艺术所具有的技
术性、客观性、现场性、瞬间性、机遇性和选择性
等本体属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2020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目标实现之年、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疫情的发生增加了全国范围的脱贫攻坚战难度，
但并没有阻止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脚步。贫困地
区的党政干部驻村包户，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直
接帮扶，各行各业对口衔接，全国人民齐心动员，
而全国各地的摄影组织，一方面纪录抗击疫情过
程，一方面也深入脱贫攻坚战一线跟踪拍摄，有
的以贫困户为拍摄对象，有的以扶贫干部为拍摄
线索，有的以新村建设为拍摄内容展开观察和记
录。一些地域的摄影人把家乡的老照片与新影像
进行同机位、同框比较，效果强烈。比如，由中国
文联和中国摄协、中国民协于2017年共同发起
至2020年底结束的“影像见证新时代·聚焦扶贫
决胜期2018—2020大型影像跨界驻点调研创
作工程”项目，各艺术门类艺术家跨界参与，呈现
手段多样化。“聚焦希望的田野”全国脱贫攻坚摄
影大展项目，主要运用新旧对比的方法，从大处
着眼、小处入手，反映脱贫攻坚所取得的伟大成
就。各省市摄影家协会、各摄影专业媒体也相应
开设征稿、展览和主题栏目，对脱贫攻坚的举国
行动进行追踪报道和呈现。

二

新时代，摄影业已实现了日常化、大众化，全
国、全世界每日生产的影像数据难以计数，其中
有关本次新冠疫情的相关影像，关于脱贫攻坚的
影像也属“海量”。影像的积蓄与铺展，已成为人
类认知与物理现实之间的一道玻璃墙，而数码影
像也成为了奠定人类记录历史的新的电子文献
之路的重要基石。未来的人们回顾历史之时，将
借助这一玻璃墙和无比浩瀚的电子化素材作出
新的梳理、总结和提炼。非常时期，有意识地运用
影像建构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和国家记忆，这是
历史的责任与使命。

然而，将社会纪实影像加以梳理所涉及的学
术话题会很多，总体来看，包含影像与时间的关
系问题、社会纪实摄影的价值和当代延续问题以
及影像与历史的相互嵌入和视域融合、影像生成
中的意识和无意识、指涉现实与虚拟现实、摄影
中的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影像与记忆建构、影
像与文本、影像与传播等种种问题。这些讨论和
研究，对推进摄影艺术的学术积累大有裨益。

关于影像与时间的关系，在2018年中国改
革开放40年进行影像梳理时，就已引起不少业
界学者关注。之后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到来，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讨论。影像
与时间、记忆的关系，同样也是三年来摄影业界
策展人和参与展览出版的纪实摄影家思考的中
心点。许多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人，
面对众多摄影家在今天拿出的系统化记录新中
国成立以来，各个不同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照片而
倍感温暖。那些面对现实生活坚持拍摄了四五十
年的摄影师，用他们的影像作为“时间的遗迹”

“与“曾在”的证明，成为各个年代人们共同记忆
的影像“引语”。在大量相似题材的影像中，一批
配有全面而准确的文字说明的影像成为这一话
语体系中具有支撑性的力量。

面对来自不同“方位”的摄影家所拍之影像，
对摄影者个人叙事风格的比较也是摆在摄影评
论家、图片编辑和策展人面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影像是散碎的生活切片，同时也散发着拍摄
者主观思想的光芒。摄影对时间的“定格”常常难
以系统化地说明具体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却
铭刻着时间的划痕并积淀着生活的底色。在瞬间
的“光刻”和影像绵延铺展的双重钩织下，“共同
的经历”也让观看者能更深地体悟穿透时空的影
像中所透现出的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力量与生
命存在的质感。来自现实的纪实影像具有对社会
历史的“说明性”，它连接着物质存在也连接着主
观认知；一方面有面对历史“言说”的成分，一方
面又受制于电子的物理运动或胶片的化学变化。
从摄影的本体属性来看，一个“视点”下的空间透
视关系和具有整体感的主体选择是生成影像空
间维度张力的两种决定因素；有意识的画面营造
与无意识的客观信息流露，则形成影像美学和历
史学的叙事张力；而以瞬间的方式凝固永恒，则
是影像与生俱来的在时间维度上的第三种张力。

一般而言，所谓“历史”实质上包括关于历史
的话语体系、文本与影像；而其“意义”则来自于
话语所指涉的现实。无论“历史”多么“完备”，它
与现实之间总会有“缝隙”和不能“接续”之处。艺
术令这些缝隙和不能接续之处的感觉、体验等，

以情感与形式一体化的方式加以补充表述和呈
现。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历史文献将会越来越
多地借助影像与影像的说明及编辑来完成，影像
与语言文字在双重叙事中的意义“对抗”与“融
合”既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技术”问题，也是有关
摄影的永恒的“艺术”问题。如果将历史看作“框
架”和“主干”，那么艺术则常常被认为是“血肉”
和“气息”。因此，历史文本与文学、影像等是互为
语境的关系。从以往一些惯见的比较单一的影像
的宏大叙事到大众摄影进入“平凡”、微观的日常
生活并对社会进行“活性的”“流变式”的观察，无
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那些更接近百姓内心感受
的影像化的个人生活史，仿佛古代的笔记小说、
稗官野史一样，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而出自
大众之手的纪实影像的价值也在于此。

三

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就关
乎现实、历史的描述与大众记忆的生成和建构。
在当代中国形象的构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书写中，当代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面对新时代社会的急剧变革，我们不得不面
对三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文字和话
语描述中的世界，还有一个则是由影像等构成的

“影子”世界。这三个“平行”的世界既相互作用亦
彼此影响。个体的思维逻辑越来越多地被影像叙
事所替代，思维深度被观看的速度所消解，置身

现场的“自然之光”越来越多地被“屏幕之光”所
替代。观看方式在深深改变我们的同时，对于如
何重新整理和编辑数不清的纪实性照片，梳理结
构，以此来言说新的故事、树立新的形象，无论对
于学术探讨还是实践探索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历史记忆逐步演变为数字化的影像文件包，如
何读解影像的“碎片”并从中提炼与微观个体或
宏观历史息息相关的多元化、个性化主题，既需
要大众视觉素养的普遍提升，也需要影像编辑学
和传播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当下的网络传播与手机等新媒体客户端，已
让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沉浸”于虚拟世界。随
着面对面、手拉手的交流越来越少，记录类的影
像越来越成为提供“现实感”的来源与“依靠”。一
张照片，就像楔进现实的一枚钉子，将“现实”钉
牢，以帮助观看者抵御时光流变的逝去之感。影
像用光的尖刺，刺入迅速遁入黑暗的“曾在”，又
仿佛一条绳索，让我们系留住难以挽回的时空存
在。以技术性连接着操控与被操控，以现场性连
接着物理现实的摄影艺术，其随机性连接着主观
与客观的相遇，其选择性连接着人的精神活动，
而最终所有这些摄影本体属性的凝聚，则如一枚
钉子、一条绳索，抑或一道光，实现了对现实的

“点亮”。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的现实所提供
的时代背景下，影像本身已成为了最具时代性和

真实感的“面孔”。回顾2020年，那一张张抗疫一
线医务人员的面庞与一个个脱贫攻坚现场驻村
干部的身影，才是信息汪洋中昭示真实的摆渡舟
和时光的激流迅变中或可“触摸”的“物化石”。

就当下的摄影艺术而言，面对新时代的需要，
我们在科技所拓展的新范畴里，在物性与艺术性
之间，摄影艺术还需再做创新探索，在社会思想和
传播方式的激变中找到视觉纪录与创新表达的更
好方式。对于摄影而言，所有的创新都需在光明与
黑暗、时间与空间、速度与深度、线索与方位、有与
无、实与虚、在与不在、个人与群体、意识与存在中
展开；此外，还有人与机器、约束与自由，灾难与生
命的对抗等等。也许，我们永远都不能触摸到极
致，但每一个执著坚持的摄影人终将带着各自的
偏好，在这些矛盾关系中提炼出独属于自己的观
看与叙事方式，在逃逸、奋争与挣脱的过程中实现
影像艺术化、视觉化的升华与呈现。

面对新时代的需要，中国摄影人在满足时代
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同时，还要在增强摄影艺术的
精神力量方面多下功夫。比如一方面可以多方
位、多角度、立体化地挖掘和展示祖国山河之美、
历史之厚与人民之善，以增加文化自信；一方面
可以利用摄影艺术的客观性、现场性，深入反映
和呈现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和根本需要，在
宏观道路和微观情感的结合点上找到影像切入
的视角与文化母题，为人类文化的多样化共存和
文明互鉴提供更多的影像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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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影：：艺术本体的回归艺术本体的回归
□□李树峰李树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护师吴映霖。
李舸 摄

2020年3月25日，入境人员在新国展转运集散地在等待办理登记手续。
郝 羿 摄

2020年7月26日，在位于南海北部海域的勘探三号钻井平台上，钻井
工人在摆放钻杆。 蒲晓旭 摄

2020年10月9日，从城市返回河南省信阳市东岳村里创业的刘芳（左），带着村民直播销售他们
的自创旗袍服装品牌和当地特色手工产品。 居 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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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新征程 书写新篇章——2021年《脊梁》
新年寄语

报告文学 “钢铁侠”魔方 ………… 剑 钧
编织梦想的人们 ……… 朱仲祥

中篇小说 牵牛花盛开的那个早晨
…………………… 鲁 文

荒野 …………………… 杨梅莹
黑启动 ………………… 陈富强

短篇小说 无影绳 ………………… 李岩岩
一个人的营业站 ……… 马晓忠
星球电站 ……………… 余 涛
匆匆那些年 …………… 王 力
神仙鱼儿 ……………… 富 周

散 文 铁塔的影子 …………… 何红梅
月光下的双人舞 ……… 苏艳玲
家乡的食物 …………… 司 空
山村物语 ……………… 刘远平
民间乐器 ……………… 龚家凤
武昌湖之冬 …………… 胡晓延

特殊的生日 …………… 孙丙杰
一树樱桃带雨红 ……… 肖秀花
我的爸爸 ……………… 易溪云

诗 歌 跟我上凉山（组诗） …… 吕 宾
电厂工作手记（组诗） … 崔 宇
关于春的抒情（组诗） … 范秀山
风是我的心绪（外一首）… 罗迦玮
风中的吟咏 …………… 李广力

文艺评论
从杜甫诗歌的名词魅力说开去 …… 师力斌
在行走中感悟与思考

——简评《大地上的行走》 …… 任林举
新人新作 用生命照亮千家万户（报告文学）

…………… 陈 举 范才夫
情满南阳村（报告文学）… 王雨嫣
浓浓志愿情（报告文学）… 王朝峰

“黑脸书记”（报告文学）… 朱丽婷
春曲和秋赋（诗歌） …… 林祯红
母爱（散文） …………… 张 振

作家走廊

苏童工作坊：《玛多娜生意》《西瓜船》

………………………… 张旭东 苏 童等

格非：十年一日 ……………………… 张 英

郭爽小辑

换日线 ……………………………… 郭 爽

会笑的人 …………………………… 郭 爽

金短篇

冰岛的尽头 ………………………… 邱华栋

普拉娅的早餐 ……………………… 李 浩

鲜花大街 …………………………… 阿 成

最后的告别 ………………………… 残 雪

平行世界 …………………………… 朱文颖

掩耳记 ……………………………… 包 倬

长 篇

塞影记 ……………………………… 马 平

诗人空间

【张曙光小辑】

黄色的推土机或塞尚和莫兰迪 …… 张曙光

诗歌的噪声 ………………………… 杜 鹏

【余怒小辑】

鳗 …………………………………… 余 怒

我在做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 ……… 李光耀

记忆·故事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师生情 ……… 刘德有

我说我在·《“李尔王”与1979》评论

我们的《尤利西斯》 ………………… 苗 伟

“伴随文本”的盛宴 ………………… 马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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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风华作品 列车的延长线（中篇小说）
…………………… 邵风华

密友及其他故事（微小说五则） …… 邵风华
只要它们一直处在暗中（访谈）

……………………… 邵风华 吴 娱
小说家 结局（短篇小说） ………… 江 冬

盲飞（短篇小说） ………… 于小耕
格森赢了（短篇小说） …… 忽 兰

滇池诗卷
星空下，一个人（组诗）……………… 林典铇
作为“精神事件”的写作（评论） …… 霍俊明

“真的把异乡当作故乡了吗”（访谈）
……………………… 霍俊明 林典铇

个人史 青年札记（上） …………… 陆 源
散 文 渊薮 ……………………… 傅 菲

寻陶庵记 ………………… 王 亚
老家 ……………………… 张树超

【刊中刊】东南亚华文文学
朵拉作品辑
他回来了（短篇小说） …【马来西亚】朵 拉
中国文化的心（散文） …【马来西亚】朵 拉
时光的翅膀（组诗） ……【马来西亚】朵 拉
在抒情与写实之间（评论） ………… 陈进武
封二、三、内文插图
现代水墨：【马来西亚】朵 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