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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摄影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镜子”的媒介身份，指涉借由照片透视现实。

然而在现当代语境中，摄影无论从拍摄手法或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传统

摄影中的凸显“透明性”的诉求。德国摄影师迈克尔·沃尔夫的城市纪实系列作品尤

其能够代表这种趋向。这位具有人类学背景的纪实摄影家在2003年 SARS疫情反思中

进行艺术摄影转向，以新视角透视香港、东京等高密度城市，采用大量的平视构图突

出了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空间。进而通过截取窗口元素，沃尔夫在镜头中重新度量城市，

并将观众的视线和思考引导回关注媒介本身。本文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正面性”的拍

摄和对“窗口效应”的营造，使得沃尔夫的摄影艺术脱离直接的、透明的呈现，而成

为探索摄影“半透明”媒介特质的突出案例。通过把沃尔夫的摄影作品作为典型案例

分析，本文深入探讨“半透明“作为一种媒介话语，即摄影媒介的内部空间与现实空

间的交叠，进而呈现出城市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等复杂、多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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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摄影师迈克尔 · 沃尔夫（Michael Wolf）在长洲的家中辞世，

这不禁使人回忆起他镜头下香港成排的高密度建筑和充满市井气息的街巷生活，

异国的都市风貌是他旅居生涯中梦幻般的记忆。在城市纪实题材之外、都市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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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表层之下，沃尔夫的作品在形式上颇显心思，展露出苦心经营的编排意

味。评论界对此也在质疑，称呼其为纪实摄影是否妥当，但无论怎样，沃尔夫

的确在摄影媒介本质层面作出了探索和实践。

曾经在德国 STERN 杂志长期担任新闻摄影师的沃尔夫，却因香港 2003 年

的 SARS（非典）疫情转向独立摄影，并从此愈加锐利地捕捉城市和人的关

系。在“城市生活”主题之外的拍摄手法方面，则充分传达出沃尔夫对摄影

“透明性”特质的深刻反思。摄影的透明性代表着一种对现实的客观再现，照

相机的机械成像原理和光化学反应，使得早期的胶片时代往往疏于对人为因素

的考察，影像被认为是真实的、客观的，摄影也化身为透明的媒介。然而，自

数码摄影发明以来，摄影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便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由于成像原

理的不同，数字摄影的可篡改性使得照片失去了传统观念下的可信度，与此同

时，摄影师也不再仅仅是“操作者”，摇身一变，成为照片的“创造者”，其主

观意图被纳入衡量标准之内，数码摄影时代也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作“后摄影时

代”（post-photograph era），对透明性的质疑和反思也成了后摄影时代下摄影师

和艺术家们的关照之一。

作为后摄影时代下的实践者，迈克尔 · 沃尔夫也用纪实摄影的形式传达其

本人对于透明性的见解。在拍摄手法方面，沃尔夫的城市纪实摄影有着鲜明的

特点：规避采用仰视、俯视等建筑常用的拍摄角度，平视的角度往往使得深层

次的视觉空间遭到挤压，呈现扁平化，那种自文艺复兴起绘画界所追求的透视

表达，在沃尔夫的照片当中隐退；窗户将建筑立面分割成无数的方格，这些平

铺的矩形合力构成一张细密的“大网”，形成严密的秩序感，透过窗子所展现

的内部空间构成也趋于多元；天空、地面或是其他可供对照的空间元素被沃尔

夫驱逐出图像，被拍摄的主体填充整个画面，聚成一堵严丝合缝的墙，令人难

以呼吸。总体来看，沃尔夫的作品看起来似乎更为扁平和单薄，图像的立体感

弱化，同时画面的构成具有某种视觉指向性，观众的焦点被作者捆绑在特定区

域而无法跳脱出来。

通过对其作品的观察和比较，可以将沃尔夫的拍摄技巧大致归纳为两类：

“正面性”的拍摄和营造“窗口效应”。尽管沃尔夫本人从未承认自己在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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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运用了某种公式化的方法，但这些特征的确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对

应。更进一步来说，这类拍摄方式本身带有强烈的创作色彩，也是对摄影师

主观因素的正面回应。因此本文得出结论，正是由于摄影师“正面性”的拍

摄和对“窗口效应”的营造，摄影的“透明性”本质受到来自创作者主观意

图的影响，脱离直接的、客观的呈现，转变为“半透明”的再现，摄影媒介

的内部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出现交叠，进而呈现出城市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

等复杂、多义的关系。

一、“半透明”的媒介话语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数码相机问世以来，关于摄影的透明性便一直饱

受学界争议，一批诸如杰夫 · 沃尔（Jeff wall）、格哈特 · 李希特（Gerhard 

Richter）、爱德华 · 韦斯顿（Edward Weston）、艾德瑞斯 · 卡恩（Idris Khan）

等摄影师和艺术家尝试运用摄影实践的方式，从各个角度探讨透明性及其他

新的可能。迈克尔 · 沃尔夫作为其中一员，通过“正面性”的拍摄手法和营造

“窗口效应”这两种手法，弱化了摄影的直接体验，强调了媒介的真实性一

面，消解了客观再现，照相机与摄影师达成了合谋，对透明性构成了巨大的

冲击。 

（一）“正面性”拍摄密度城市

迈克尔 · 沃尔夫擅长对城市建筑和人物的拍摄，而这其中，他对高密度城

市建筑的表现更为独到。在这些图像当中，沃尔夫用“正面性”的拍摄手法

弱化照片再现的真实性，利用平面化的空间诠释现实的立体建筑空间，这种

做法可以看作是他质疑摄影“透明性”的第一步。 

1994 年沃尔夫移居香港，担任德国 STERN 杂志摄影记者。2003 年 SARS

席卷香港，其家人搬离香港，作为这座城市的观察者，沃尔夫辞掉杂志社摄

影师的职务，专注于拍摄香港的城市纪实题材，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

在这一年他拍摄了《密度城市》（Architecture of Density），后成为他“生活在

城市（Life in City）”系列中的一部分。和许多痴迷于香港光鲜亮丽外表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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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师不同，沃尔夫将目光对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高密度的平民居住空间，

被拍摄建筑的外立面无一例外被开发商粉刷了色彩，装饰之余用以缓解逼仄空

间当中住户压抑已久的焦躁情绪。

在拍摄时，沃尔夫舍弃了夸张角度的取景，采用平视的视角观察这些建

筑，楼的外立面与照片表面近乎平行，所示元素也多以垂直或水平的形式出

现。一眼看上去，沃尔夫拍摄的似乎不再是建筑群，而更像是由纵横交错的

画面元素编织成的一张“大网”，而人们就住在这些大小相等的格子当中。这

一手法在其 2006 年的作品《透明城市》（Transparent City）中同样得到了生动

的展现，好奇心日报的专栏评论员蒂芙尼 · 梅（Tiffany May）观看后这样描述

道：“在‘透明城市’这个系列里，他从芝加哥的一座楼顶上，用长焦镜头捕

捉到了密密麻麻的公寓，也透过点亮的窗户记录下了一些私人生活的细节。”[1]

作为摩天大楼的发祥地，芝加哥的城市当中遍布着镶嵌有大尺寸玻璃窗户

的高层建筑，直插云端的建筑群数量之巨，令沃尔夫惊叹。与密度城市的白昼

光线不同，夜幕下的芝加哥大楼灯火通明，建筑内部空间散发出的光亮透过高

大的落地窗户投射出来，成为拍摄过程当中的稳定光源。摩天大楼的外立面，

也因窗户的分隔，如同遮挡在光亮背景前的一扇“纱窗”。画面基本由黑暗的

墙面和明亮的窗户两大元素构成，纵横方向的线框将画面分割成密集的方格，

强烈的明暗对比也使得窗户内部的空间结构暴露无遗，尽管如此，屋内各物体

和人的位置关系却并不明确，深度变化亦不明显，整体看起来更像是嵌在在窗

户上的一幅家居画。

在这两组城市建筑系列作品当中，沃尔夫的拍摄手法可以看作是一种“正

面性”的技巧运用。摄影师拒绝夸张角度和不寻常的视点切入，选择平视于

楼体立面的角度进行取景，照片内的墙体、窗户等平面并不存在夸张形变，从

而与照片表层达到平行，反映空间深度的侧面也以竖直线元素呈现；同时，照

片当中缺少曲线和斜线元素，垂直和平行元素在画面当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平行透视下的照片内部空间深度大大压缩，屋内的空间与外墙被挤压至同一平

面，照片整体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在建筑理论学者曾引看来，正面性“首先

是画面主导的视觉秩序与画布表面相平行，物体主要以正面方式呈现；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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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意思是指人物或物体表现的方法更接近于正面投影而偏离透视法”[2]。曾引

是从绘画的角度去解读正面性的，沃尔夫则是在摄影领域还原了这些特征，

称其为“正面性”的拍摄有其合理性。

 进一步来看，这种正面性的拍摄直接导致立体空间在照片中呈现平面化

特征，这种扁平的视觉图像并不符合人眼对现实立体的感知，观看者对真实

建筑的立体图像记忆与所看到的平面化信息发生冲突，阻碍了将照片信息还

原为现实的过程，对照片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是在所难免的，照片赋予观看

者的直观感受大打折扣。乔伊 · 大卫 · 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 · 格

鲁森（Richard Grusin）将媒体为观看者营造出的直接体验现实的感受称之为

“透明的直感性”（transparent immediacy），与媒介的“透明性”挂钩，后者

因前者而成为可能 [3]。很显然，沃尔夫的照片并不能产生强有力的“透明的直

感性”，相反，观众还会根据照片反映的内容产生困顿和讶异，这些扁平且缺

乏空间深度的画面并不能让他们准确地联想到现实，如果不是照相机对细节

和质感的逼真还原，即使说这是一幅画的照片也不为过。弱化照片给人的直

接体验，消解了绝对的客观再现，这是沃尔夫反思摄影“透明性”的第一种

手段。

（二）透明城市中的“窗口效应”

如果说，《密度城市》与《透明城市》将立体空间进行扁平化处理，图像

在观众眼中被还原为现实的难度增加，从而弱化了摄影媒介的客观再现，那

么《东京压缩》（Tokyo Compression）和《街景》（Street View）便是对媒介自

主性的赋权。强化媒介自身的真实性成为沃尔夫独特的“半透明“媒介艺术

表达的第二特征，这也同时是他反思“透明性”的另一种途径，在《东京压

缩》和《街景》当中，“窗口”的元素频繁出现，这其中既有对窗户的直接拍

摄，也有通过可视化元素暗示视窗的存在。窗口在人眼和现实对象之间树立

起一道屏障，使得观看者摆脱以往透过照片直接观看现实的错觉，转而开始

注意摄影媒介的存在，再现的景观转变为创造的景观，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窗

口效应”。

在分析沃尔夫的作品之前，需要对另一个术语加以解释，即超媒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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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mediacy），波尔特和格鲁森认为，透明的直感性与透明的媒介关联，超媒

介性则对应着超媒介性的媒体，超媒介性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媒介本身，使观

看者意识到并非透过媒介来观看而是在观看媒介本身 [4]。透明的直感性和超媒介

性是摄影在不同时期的两种特性，在摄影之初，照片因其对事物高度逼真的影像

还原而被认为是超越绘画的表现，此时摄影的透明直感性显现出来；随着电影和

电视的出现，时间性的动态图像又对摄影的瞬时记录提出了挑战，摄影赋予观众

的直感体验弱化，摄影的超媒介性占据上风。

通过对窗口这一元素的调度和取用，沃尔夫似乎有意强化摄影的超媒介性

的一面。以《东京压缩》为例，沃尔夫拍摄了东京的下北泽地铁车站早高峰的

场景，对高压的城市生活的锐利捕捉让他凭借该作荣获当年荷赛日常生活类一

等奖 [5]。摄影师身处站台，透过车门处的窗户向车内拍摄，窗户成为观众和乘

客之间的透明屏障。但很显然沃尔夫并不在意这种遮挡，反而有意将清晰的车

窗边缝，氤氲的玻璃雾气，贴在车窗的标签，轿厢内人物的虚实位置关系等视

觉特征尽收在镜头当中（图 1），以强调在摄影师（或是观看者）和乘客之间

“窗户”这一阻碍视觉直接观看的屏障存在。而窗户在图像中起到了某种视觉

导向的作用，这意味着对观看区域的限定和框选，吴琼指出，无论是经典电影

理论还是新理论，都对“银幕”这一存在有着独特的理解。在吴琼看来，爱森

斯坦和阿恩海姆等新理论学者都设想观众是置身于画框所框定的影像之前 , 所

图1   迈克尔·沃尔夫  东京压缩 （局部）  2010，
©Michael Wolf，photomichaelwo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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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画框以内的造型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6]。对于摄影作品来讲，银幕就是方寸

之间的相纸或是印刷在出版品上的油墨面积，超出这块面积之外的一切，是

摄影师舍弃的，是不需要观者留意的。对图像开放式的浏览变成封闭式的阅

读，人看到的画面恰恰是摄影师刻意挑选的，而非现实当中供人眼自由捕捉

的光影。这种观看方式与现实中的观看是不同的，尽管这可能并非沃尔夫本

意，但通过他的摄影作品的确能感受到观者在面对照片时被动的处境，图像

之内绝不是肉眼所见的现实，而是摄影对观众开的一个关于超媒介性的“玩

笑”：在高度还原对象细节的透明性表层之下，摄影能够创造出一个不同于

现实的世界，无论是视野范围还是构图方式，摄影不再只是用以观看现实的

媒介，因其本身即能展现另一个现实。

在捕捉“窗口“时，沃尔夫呈现出艺术摄影家特有的敏感性。他把电脑

屏幕视作一种窗口，创作了《街景》。该项目在获得 2011 年荷赛奖的荣誉称

号，沃尔夫对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值得称赞，但其拍摄电子屏幕的图像的做法

同样受到多方质疑，人们认为它有违新闻摄影的初衷。在笔者看来，这恰恰

可以激发对于新闻摄影和摄影真实性的重新界定。

相较于《东京压缩》中明确而易识的车厢窗口，《街景》则以较为隐晦的

方式加以展现：窗口不再是可直接辨认的存在，而变成视觉要素暗示下的窗

口。在捕捉窗口的时候，沃尔夫展现出艺术摄影家特有的敏感性。用他本人

的话来说，巴黎的城市变化缓慢，促使他尝试从全新的角度观察这个熟悉的

地方，谷歌街景 [7] 给予了他灵感。沃尔夫在电脑屏幕前架好相机，当浏览到

地图中有趣的瞬间时，便按下快门拍摄下来，后期根据所拍摄的照片内容进

行主题的划分。

本文之所以称之为“暗示的窗口”，是因为摄影师并未将电脑屏幕的外

壳边缘置入画面当中，而是通过光学成像问题产生的视觉效果，帮助观众

在头脑中完成对“窗口”存在的建构。由于拍摄到的是电脑屏幕显示出的

画面，所以这些照片拥有一个共同视觉特征：笼罩着大量的摩尔纹（Moire 

pattern）[8]。有过拍摄经验的人会对这种干扰效果十分熟悉，它更像是一层

吸附在照片表面的彩色网格，时刻提醒观看者自己看到的不过是一块屏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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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景象。显然，沃尔夫可以选择用电脑截图的方式将图片加以呈现，这样

做将避免摩尔纹对观众的视觉干扰，但这种做法不仅违背摄影原则，同样也

不符合他所要传达的想法。在谷歌地图的“敞开式”图像当中，浏览者可以

360 度自由转动镜头选择画面，如同现实的观察方式一般，《街景》则是经由

摄影师筛选过后对画面的截取，周围的场景变得不再重要（摄影师所认为的）

或不需要关注，人的目光被牵引到当前的一幕之下。谷歌地图是一种对摄影

极致透明性的尝试，它的确将客观现实一一囊括在图像里（排除为保护隐私

而做的马赛克处理），并鼓励浏览信息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行观看，在现代

技术的协助下，人们似乎实现了对瞬时性影像的开放式观看。

但沃尔夫的意图恰恰与之相左，他希望展现的是摄影的自我认可，而非人

们经过对比现实后对摄影做出的判断。再看沃尔夫的照片，从对象的描摹上，

它的确与现实如出一辙，但观看者在脱离照片之后，是无法借助双眼在周遭环

境中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的，因为这些影像是摄影师和摄像机根据现实仿造出

来的，它相似于真实却不同于真实。现在看来，沃尔夫的确做到了，将寻常的

图像切割成一幕幕正在上映的“窗口”，观众不得不调整思维，告诉自己这不

再是现实的再现，而是摄影机的杰作。

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正面性”的拍摄手段还是营造“窗口效应”，沃

尔夫始终都坚持着摄影师对现实世界的能动性再现，他的照片足以使人们意识

到摄影以往的“透明性”本质是片面和缺乏说服力的。苏珊 · 桑塔格曾说：“拍

照既是占有客观世界的一种无限度的技术，又是那个单一的自我的一种不可避

免地唯我论的表达。”[9] 摄影最终的呈现效果无法摆脱摄影师的主观意图施加

的影响，这可以称之为某种在头脑中的预先“成像”，透射出摄影师的个人意

趣和审美取向。摄影超媒介性的一面促使摄影师借用实际存在构建超越现实的

图像，摄影也因此脱离被动再现，转而借助摄影师之手完成某种自我重塑，从

这个方面来说，透明性的说法已然崩塌。

沃尔夫的作品是启发性的，本文认为，摄影媒介已然脱离纯粹透明的再

现，它所反映出的光影和画面尽管取自现实，但又与现实截然不同，呈现出一

种“半透明”的状态。“正面性”的拍摄和营造“窗口效应”共同构成了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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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 沃尔夫的“半透明”摄影手法，凭借这种拍摄方式，沃尔夫又在媒介的空

间表现上给予了深入的思考。

二、 对话“半透明”：空间关系的多重表述

在引发摄影的媒介本质性讨论的同时，沃尔夫的作品凸显媒介内部空间与

现实空间的关系的鲜明特性。概括来讲，沃尔夫所拍摄的图像当中，平面与立

体、内部与外部两组空间关系共在。

从立体空间到平面空间的转化，可以被看作是对空间的降维处理，在《密

度城市》和《透明城市》中，沃尔夫都在竭力传达这样一种独特的媒介空间

状态：被拍摄对象在现实中表现为立体空间，在照片内却表现出平面空间的特

征。香港居民住宅和芝加哥大厦地处两个大洲，相去万里，在沃尔夫的镜头下

却都丢失了纵向的深度体验。当把两组作品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建筑外观和材

料的差异被平面化网格式的共性所压制，地理空间距离难以阻挡两栋建筑的拼

接过程，平面空间的氛围统一而协调。需要注意的是，图像表现出的平面空间

指的并非是物理层面的扁平化，因为无论如何，一张照片表面所展示的画面永

远都是平面化的。这里所说的平面空间特征，乃是摄影师通过“正面性”的手

段改造后，影像给予观看者的扁平化感受。在商业摄影讨论如何将物品拍摄得

更有质感和立体感的时候，沃尔夫却在追求一种与现实空间的矛盾对立。

而在《东京压缩》和《街景》两组作品当中，则蕴藏着一种内部与外部空

间的模糊认知和潜意识对话。通过梳理沃尔夫的创作体悟可以看到拍摄的过程

和情景赋予了双向观看的艺术张力。沃尔夫将镜头对准窗户内的乘客时，有些

人一看到照相机就会闭上眼睛，不去朝车外注视。沃尔夫在后期的采访当中曾

提到，“他们（被拍摄对象）大概是想：如果我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我。”这

并非巧合，摄影作品本身也形成了这样的观看关系，以《东京压缩》和《街

景》系列中的两幅作品为例：挤在窗户边缘凝视摄影师的老者，同样可以是站

在车厢外看着车厢内摄影师的人；伴随着对图像长久的凝视和思索，这种隐秘

而怪诞的位置关系变得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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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首先在于窗口给予的视觉要素在图像内部的构成作

用。由于“窗口”的透明属性，身处屏障两侧的双方视线交汇进而形成对话关

系，观众（摄影师）意识到在审视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他者观看，“暗中

窥视”的情景在这一瞬间垮塌，单向的侵犯性监视升级为双向的、充满交流

意味的对视。米歇尔 ·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Survelier et 

Punir）中对囚室情景的描述，“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

以从前面看到他……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

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10]。沃尔夫借用玻璃窗可供双向观看的媒介属性无疑

打破了这种囚室效果，摄影下的对象不再是“被探查的对象”，摇身成为观看

的主体。作为观众的代言人，摄影师拍摄并保留了颇有背叛意味的对视画面，

冷静地告诉那些站在作品面前的人，他们并非监视者，亦绝非杰伊 · 阿普尔顿

“栖息地理论”的猎食者，身处战略要地 [11]。观者头脑中因先前通过欣赏摄影

作品而产生的前理解，一种经验性的置身图像之外的空间预设，越发变得模糊

和矛盾。

与此同时，通过刻意地框选，剔除图像中影响空间判断的视觉元素，沃尔

夫将整个作品的空间关系彻底打乱。这种看似混乱的布局引起了评论家蒂芙

尼 · 梅的关注，她在文章中写道：“沃尔夫拍高楼大厦的时候既不包括天空、

也不包括天际线，只拍摄高楼大厦狭窄的立面，从而创造出了看似无限重复的

建筑照片。”[12] 诚然，丢弃天空和地面的处理方式，无疑让密布窗户的住宅群

越发局促，其画面张力得到极大扩充。沃尔夫意识到天际线和地平线之于建筑

的意义，有意地抹除它们正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独特批判和解构——城市栖居

者似乎再难一览苍穹和坦途。

除了对现代城市孤立于自然之天空地面的情感层面解读，沃尔夫的这种媒

介表达还呈现出一种模糊观众视角和空间关系的诉求。在创作《密度城市》的

时候，沃尔夫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手法，隐藏起建筑四周的天空和地面，画面中

只有彩色墙体和窗户，可供观者进行内外空间判断的参考性元素一并被遗弃在

画面之外。《东京压缩》和《街景》中除窗口元素外的其他空间暗示性因素，

如地铁车厢周围的站台、电脑屏幕的外边框都被摄影师通过镜头裁剪掉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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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来，可供参考的视觉信息丢失，仅通过照片所提供的图像，观众没有充分

证据对自己所处空间（即镜头所处的空间）的内外属性下定论。

从日常经验出发，在观察一幅照片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将自己与摄影师共

置在一个位置，相机镜头替代人眼作为在场的见证，因此镜头所处的空间坐标

在某种程度也会被观者所认同。以观看沃尔夫的作品为例，依据往常看照片的

经验性认知，观众可以轻松地理解摄影师是站在车厢外或电脑屏幕前进行拍摄

的，一种干扰阅读摄影的空间预设始终在干扰观众的双向思维。照片的表层被

打造成单面镜，庇护着观者的窥视，制造并反复强调着观众所处空间的固化。

然而，观众所处的空间并非看上去的那样单纯和稳定，摄影有能力撼动这

种牢不可破的错觉。沃尔夫刻意隐藏或丢弃掉那些企图引导空间判断的要素，

阻断了观众回溯现实空间的过程，当被拍摄对象与观众对视的时候，交流的过

程达成了。沃尔夫的这些作品对观众构成了空间认知上的灾难：头脑中经验性

的判断，那种置身图像之外的空间预设，将随着不甚明确的媒介空间而越发变

得模糊和矛盾。

《密度城市》和《透明城市》代表着平面空间与立体空间的纠缠，《东京

压缩》和《街景》则干扰了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认知，两组空间关系的模糊

是沃尔夫摄影艺术当中媒介空间的典型特征。对于观看者来说，现实单一的空

间定位认知在沃尔夫的作品中却呈现为双向空间的含混不清，再现的空间秩序

被彻底打乱。这种做法并非是对观众的玩弄，甚至可以肯定沃尔夫在拍摄这些

照片时是极为严肃的，其摄影主题往往也都充满着深刻的社会人类学等多元化

的思考。从严密压抑的住宅到拥挤难耐的车厢，沃尔夫的摄影主题从未脱离对

现代城市人居生活的观照，“半透明”的媒介话语之下，摄影媒介脱离纯粹的

现实自我生产出复杂、多义的空间关系，这本身同样是对摄影半透明性的空间

层面的反馈。

结  语

迈克尔 · 沃尔夫面对社会问题进行了从纪实摄影师到艺术摄影探索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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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本文在对这种关注城市变化的摄影创作中分析提取了沃尔夫独特的艺术

视角：“正面性”的拍摄和营造“窗口效应”。

正是通过这两种拍摄技巧，沃尔夫一方面弱化了摄影透明的直感性，同时

强调了摄影的超媒介性，从媒介自身的真实性上实现了对传统透明理论的瓦

解，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摄影师本人的主观介入。摄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再

是对现实客观的、直接的呈现，而变成了主观的、间接的再现，这意味着一种

“半透明”的转向，摄影因此也成为“半透明”的媒介。另一方面，基于以上

两种拍摄手段，通过对被拍摄对象空间内部暗示性视觉元素的过滤，沃尔夫在

照片内部构建起双重空间并存的状态，摄影媒介的内部空间因此也变得复杂多

义，与现实的单一空间形态发生碰撞，这同时也是对媒介半透明性质的空间化

体现。

在强调摄影能够超越再现的局限之外，沃尔夫也对媒介时代下的图像进行

了深入思考：事物在图像当中的样子真的如同现实中那般吗？香港高密度的畸

形城市发展，透过扁平而压抑的建筑视角得到展现。长久凝视沃尔夫的摄影作

品，不禁让人怀疑那些耸立在城市环境下的高层建筑是否还是立体而饱满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空间的压缩可以看作城市住民濒于坍缩的身心状态，更是

对后现代都市下紧张情绪的思考。“正面性”的拍摄方式并非沃尔夫首创，但

沃尔夫却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拓展性尝试。

“窗口”所展现的对媒介时代城市人群的观照，是沃尔夫“半透明”摄影

片段中的另一处聚焦。车厢里的乘客和屏幕里谷歌街景中的人，正是当下媒介

监视下的囚徒。身心疲惫的上班族，在饱受注视的目光之余，寄希望于“掩耳

盗铃”，无力地闭上双眼，紧紧捍卫着自己仅存的隐私权；看向窗外的人，则

力求一搏，或怒目圆睁、冷眼斜视，或做出辱骂性手势坚守自己最后的倔强；

街边车后便溺的妇女，自以为找到了足够隐蔽的角落，却被全世界看在眼里。

“窗口”的影像之下，展现了现代城市的无助和迷惘，在媒介和媒体无处不在

的时代，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定更加模糊不清，这也是每个现代城市人都

难以摆脱的处境。

对迈克尔 · 沃尔夫的“半透明”的媒介话语的思考绝不应仅限于拍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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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手法上的分析，摄影技法诉求同时彰显着艺术家本人的社会责任担当与人文

关怀。因此，理解摄影师所在的人文展望点，对城市发展及社会整体结构加以

综合考量，才能够深刻地透视到隐藏在光影表象之下的全球性议题。要做到这

点并非易事，沃尔夫本人即是多种标签的集合体：早年人类学背景和纪实摄影

师的经历、对城市生活的长期关注和洞察、跨文化的艺术行走和比较研究等使

得其获得了独树一帜的艺术视角和媒介表述力。可以肯定的是，从媒介理论、

城市理论、合作民族志、跨文化传播等诸多学科领域出发，对摄影艺术空间的

讨论将是丰富和多元的。艺术视角透视中的城市议题，其逐步解决也必将需要

全球性的努力和跨学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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