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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劉香成及情境理解 1 

 

羅清奇 

澳洲阿德萊德大學藝術史系高級講師 

 

劉香成具標誌性的攝影集《毛以後的中國：從事實尋找真相》（企鵝出版社

1983），為所有對中國有興趣的人知曉及愛戴，劉氏的照片顯示出文化大革命

之後的日常生活，衝擊眾讀者對封閉及抑制性共產社會的刻板印象，繼而揭示

社會真實的一面。三十年後，此書的大陸中文版本以新封面出版；以《中國

夢：劉香成攝影三十年》為名，並加入 1983 至 2013 年期間所拍的照片，當中

的作品亦於中國的同名展覽展出。只是，部分原著照片並未被一同包括在上述

之書籍及展覽中。 

 

 

 
圖一 :  劉香成,《毛以後的中國》 

 

劉氏原著的副題「從事實尋找真相」強調他 1970 及 80 年代拍攝作品之歷史獨

特性，亦同時反映固中劉氏的使命感。劉氏形容自己為「傳統的攝影記者」，

並認為自己「很幸運，能用五年時間觀察中國」。最先是在毛澤東死後、1976

年在廣州；三年之後，他獲《時代雜誌》派駐北京，在那時是少有的長駐工

作。劉氏說他充份利用僱主給他的自由度，藉此提交他認為有意思的各種報

道。
3
在北京居住，讓他有許多時間去發掘和觀察當地人民生活的轉變。 

 

劉香成於 1951 年在香港出生、於中國上學、並在美國接受教育。已入美籍的劉

香成現長居北京。除了作爲一名攝影記者，他同時具備一種獨特的跨文化身

份。在最近的訪問中，劉被問及怎樣看自己被北京藝術家及文化評論家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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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形容為最能將中國誠實、真實地呈現出來的「局外人」（與 Cartier-Bresson

並列）。劉氏的回應將自己和 Cartier-Bresson 與及其他非華籍攝影師保持距離，

同時不認同自己是局外人。他回應道：「我的作品比較接近一般中國人的生

活。」4 陳氏語帶雙關的讚美，引發出關於何謂「中國攝影」的定義、許多有意

思而又重要的問題；同時也帶出中國國內不願承認對由所謂「局外人」，即外

國通訊社所表現的新聞攝影作品（或更廣義的攝影作品）。 

 

為何劉氏的照片被認為是中國再次對外開放初期的最具代表性作品？是因為他

同為局外人和帶感情的局內人雙重身份、與及他所稱為的「情境理解」？還是

在乎於觀者的經驗及理解？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時，當劉氏已開始拍攝，而我

仍在北京進修藝術。活在當中的我常常反覆問自己這些問題。在他的作品中，

劉氏不單只以欣賞的角度去看日常的紀實對象，更從中反映出他由美國教育培

養出來的、讓人感到熟悉的大都會美學。 

 

從劉香成的照片、與和他同時期在北京工作的紀實攝影師的作品比較，就能夠

更透徹地理解他的紀實攝影和新聞攝影風格，以及他對建構中國視覺文化可貴

的貢獻。 

 

但事先申明關於紀實攝影的一些認知。對於紀實攝影，我指的是利用攝影真實

而客觀地記下日常生活的不同層面，以留為歷史紀錄。換句話說，紀實攝影其

實是一種包含新聞攝影和獨立攝影師作品的攝影類型。 

 

從今天的角度看，紀實攝影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的重要性大概太輕易被遺忘

了。以陳小波作例，他則提醒我們由 1950 年代至 70 年代，真相從相片消失的

可怕空白一頁。
5 

 

近年的紀實攝影，或我所稱之的「人民攝影」，始於 1976 年。在 1976 年 4 月 4

及 5 日，人民勇敢地、自發地記錄當時市民違抗政府禁令，前往天安門廣場集

會，悼念逝世的周恩來總理（毛於同年 9 月逝世）的境況。
6
此後的數十年，基

於紀實攝影與官方印刷媒體的緊密政治關係，紀實攝影演化出複雜的形式，但

仍保留其自我表達及藝術元素。 

 

兩位自學的攝影師的拍下的照片，奠下了紀實攝影日後發展的基礎；他們也成

為日後的四月影會的核心成員。 

 

王志平（生於 1947）寫在 1979 年文化大革命之後，認為攝影作品應從藝術角度

去拍攝及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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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攝影不能取代攝影藝術，內容與形式並不相同。攝影作為藝術形

式，有其獨有的語言⋯⋯攝影之美源於大自然的節奏、社會的真象、與

及人民的情感和興趣。漸漸地，它不需存在於「重要主題」和「官方意

識形態」中。7 

 

數年後，對於王志平及其他人的作品所帶起的攝影藝術風氣，影會會員李曉斌

（生於 1955）寫道： 

 

我認為內容亦是形式，內容和形式同樣重要。我致力利用攝影的獨有特

點去表達美，或不一定是美、然而必須要真和自然 。我認為美麗的⋯⋯
例如隨意地拍下人民的日常生活，我不想為他們作任何修飾，因為現在

我真的認識及理解他們。我希望以攝影形式去表達一種感覺。8 

 

王志平和李曉斌的說法闡明了文革時期從而產生的焦慮；一方面希望攝影不再

服膺於政治和官方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認可攝影於紀錄中國經濟改革所引起

的激劇轉變之固中重要性。李曉斌的話，反映他深信在拍攝二十世紀中國的日

常生活時，必須防止另一可怕空白再次出現。 

 

放眼中國﹣觀點 

 

圖二 : 李曉斌, 「上訪者」(1977)，彩色打印。(嗚謝李曉斌) 



M+ 思考︱藝術作品文獻 www.mplusmatter.hk  

 4

 

圖三 : 呂楠, 攝於精神病院、天津(1989), 銀鹽明膠印製。(鳴謝: 吕楠) 

 

 

紀實攝影師的觀點很重要，這體現於他／她的攝影風格。當我們看著李曉斌拍

下的「上訪者」（1977），和呂楠（生於 1962）的「精神病院、天津」

（1989），我們第一時間想了解的，是攝影師的拍攝動機。 

 

若獲知北京的上訪者的苦況（中國政府估計，文革時期共有約三千萬宗寃

案），我們看那些照片時又會有何想法？呂楠的照片則成為「被遺忘的人：精

神病人生存狀況」整系列的其一作品。楊軍是天津一所精神病院的病人，留醫

已十年。他沒有親人，在拍下照片的兩個月後，因肺結核去世。 

 

為免這種直接的紀實風格的解讀受到影響，系列當中的照片無一為在職新聞記

者的拍攝，而這些照片亦非拍下多年後才印行或公開展示的作品。我引用李曉

斌和呂楠的作品，是希望點出中國在 1970 至 80 年代的人文關懷，以理解及闡

釋當時的紀實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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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香成的照片 

 

圖四 : 劉香成, 毛澤東與華國鋒, 攝於上海(1977)。(嗚謝藝術家及 M+博物館) 

 

 

劉香成其中一張於 1977 年攝於中國的早期作品，拍下了「你辦事，我放心」油

畫的大型戶外海報，這油畫是畫家彭彬及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靳尚誼的聯合作品

（1977），現為中國美術館收藏。「你辦事，我放心」是描繪毛澤東交予權力

給指定繼任人華國鋒的官方認可油畫作品。在劉的照片中，該油畫的大型複製

品正展示於上海灘上。由此可見，劉氏獨特的風格概括包含日常生活中的奇異

影像，突顯強烈敍述性與及社會及政治情境，同時隱約帶有美籍阿爾巴尼亞行

動藝術攝影師 Gjon Mili 的影子。劉在《生活》雜誌工作時是 Mili 的學徒，劉感

謝 Mili 引導他去「解讀人生體驗，並以熱誠將它們捕捉於平面影像上。」11 劉

拍下的影像帶有清晰而又引人深思的訊息，其作品獨立欣賞已足以讓人明瞭其

意思，但亦可作為報紙或雜誌上的新聞故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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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 李曉斌,攝於北京西單(1978), 銀鹽明膠印製。(嗚謝李曉斌) 

 

劉香成和李曉斌均於 1979 年在北京拍下民主牆的照片。那時，李曉斌在天安門

廣場旁邊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作。在言論自由稍稍得以回復的 1979 年，過

千張申寃大字報均張貼於西單的一道牆上。1976 年，周恩來之死引發四五行

動，而早期的大字報大多便是要為該事件中的被捕人士要求政治平反。 

 

在劉氏的照片中，一名男子富中國特色的蹲在地上，一面讀著共產黨的喉舌

《人民日報》，與其他人群格格不入。這男子孤立的行為，產生了無形的對比

和情境。雖然在影像中看不著，但反而令人更留意那些在熱切地讀大字報的

人，而非照片內的其他事物。在李氏的照片中，大字報上的文字清晰可讀，致

使他的照片（與及同系列的其他照片）即時成為大字報的檔案，同時也為民主

牆現象存檔。
12 

 

 

圖六: 劉香成, 高中學生於天安門廣場溫習(1980)。(嗚謝藝術家及 M+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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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王文瀾,攝於北京天安門廣場, 1984, 銀鹽明膠印製。(嗚謝王文瀾) 

 

比較劉香成和王文瀾的拍攝人們晚上在天安門廣場散步的照片，也能讓我們更

明白當時的情境。廣場上照射著強烈的保安射燈，很多人到那兒閱讀，包括為

大學入學試溫習的學生。劉攝於 1980 年的照片中，焦點是一班在廣場靜坐溫習

的年輕人。地上石階連接而成的綫條由近而漸遠，為構圖加上深度，引領觀者

望向背景中給照射得光如白晝的毛主席紀念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相反地，王

在三年後拍下的照片中，主要突顯廣場上不同的群體和活動。一雙一對的情侶

以及一家大小忙碌一天後能到人民大會堂前的廣場稍微憩息。照片中的人和單

車都是焦點，而晚上在街上借燈光溫習這種較少見的活動，在照片中則不太著

重。 

 

劉與王在 1979 年相識。王會為著茶、麵條和交談而探訪劉（在獲得准許往外國

人的家探訪後）。13 與劉香成一樣，王文瀾（生於 1953）亦是攝影記者。官方

英文報紙《中國日報》於 1980 年創辦時，他同時成爲其首席攝影師。看過劉氏

的作品《毛以後的中國》後，王發現他可以從他的思維和看法去拍攝，並積極

地參與成爲歷史一部分。在 19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當時少有外國刊物能公

開供應閱讀或購買。人們只能靠「外國朋友」及書店去接觸獨立影像以及中國

以外的資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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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 劉香成, 時尚一夥, 攝於雲南 (1980)。(嗚謝藝術家及 M+博物館) 

 

 

圖九 : 李曉斌, 在北海公園附近騎單車的女子 (1980 年春), 銀鹽明膠印製。(嗚謝李曉斌) 

 

在這相對地開明的 1980 年段，經濟改革逐漸使中國對相繼出現的外商抱持較開

放的態度。轉變的風氣直接反映在街上人們的衣著上，尤其明顯。劉香成 1980

年拍下的照片中，是三名架上反光太陽眼鏡的年輕人的大特寫；而李曉斌在

1980 年拍的彩色照片中，則是一名穿著女性化夏裳，架著大墨鏡，在北海公園

附近騎單車的女子。
 

 

劉香成的影像是靜止、形象化而又緊密聚焦。年輕人的臉填滿了畫面，太陽鏡

遮蓋了男孩的眼睛、卻又反映出正在拍照的劉氏的倒影，產生了看和被看的雙

重迴響。時尚的太陽鏡和拉錬夾克，相對於毛裝帽子，構成強烈對比和反差。 

 

文化大革命期間，女士絕不可能穿飄逸和鮮色的衣裳，而不被批鬥為恬不知恥

的資產階級。所以，李氏明亮輕快的影像隨即讓人聯想到當時的快速轉變，其

富有生氣的照片投射出不可拑制的形象。反則，劉氏的照片反映出控制的聯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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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 王文瀾, 北京金水橋 (1986) , 銀鹽明膠印製。(嗚謝王文瀾) 
 

 

 

圖十一 : 李曉斌,  攝於法國設計師聖羅蘭於北京中國藝術館的展覽, (1985) ;  銀鹽明膠印製。(嗚謝李曉斌) 

 

延續關於時裝的主題，劉香成於 1981 年拍下法國時裝設計師皮亞卡丹整理中國

男模特兒大衣衣領的一刻。這見證了該設計師第二次在中國舉行的時裝秀，地

點為北京飯店（他 1979 年的首度時裝秀以閉門形式舉行，只邀請個別人士觀

看）。皮亞卡丹是首位獲邀往中國作秀的資深國際時裝設計師（他早於 1976 年

作首次探訪），更被稱頌為首位把時裝秀概念和模特兒引入中國的人。16 

 

五年後，一張由王文瀾拍攝的相關照片捕捉到一眾中國模特兒穿上北歐皮草大

衣，在天安門城樓前向觀眾展示。在毛澤東的巨型頭像底下，模特兒全都顯得

特別矮小，造成自 1949 年習以成規的樸素軍裝的簡樸與皮草大衣的奢華之間的

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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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可作比較的李曉斌作品中，一個孤獨的中年男子凝視著穿上時尚短裙及

外衣，交疊雙腿穿著襪子，頭戴女裝帽子的人形模型。這照片拍攝至聖羅蘭

1985 年在中國藝術館舉行的時裝展覽。靜寂近乎無人的藝廊中， 牆上富藝術性

地掛上布飾，教人留意到現代巴黎和現代北京在鑑賞力和體會上的鴻溝。據悉

該時裝展反應不理想，只有很少觀眾。
17

劉香成和王文瀾的北京時裝活動照片

有很大新聞價值，然而李曉斌的照片則未能引起迴響。李利用藝廊中的圍欄分

隔出不同的世界：真實的相對於想像的，以活生生的、尋常的觀眾對比無生命

的、舶來的人形模型。李的照片反映出在變遷的大環境下，他對當地文化和紀

實的細膩觸覺。 

 

賀延光（生於 1951）是另一位攝影記者先鋒。在 1976 年時他是工廠工人，因其

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而坐牢。當他回復清譽後，獲派往共青團的中央委員

會，並在《北京青年報》於 1981 年復刊時成為記者。 

 

在 2008 年，回看過去 30 年來的新聞攝影，他察覺到： 

 

攝影的功能不僅是為了觀賞，有時是為了防止遺忘。常常有人問我，這

個東西又見不了報，為什麼要拍？我的回答很堅決，拍下就是永恆，不

要怕等待，早晚有一天它能和讀者見面。最可怕的是，有那麼一天，片

子可以拿出來了，你卻說：「哎呀，我想著當時不能發，就沒拍。」對

於那些尚不具備發表條件的照片，我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歷史多麼頑

強，不管如何禁錮，它總在持續不斷地披露真相，展現事實。18 

 

 

圖十二: 劉香成, 在毛像下溜冰, 攝於遼寧(1981)。(嗚謝藝術家及 M+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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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其中一幅最為人所知及多番被複印的作品，是在 1981 年於大連理工大學拍攝

的「在毛像下溜冰」。劉的構圖將已逝的和活著的一起並置，不知名的溜冰者

滑過毛像，以無懼的姿態，將自己推進猶如無盡天際的空間，有如獲釋放般自

由。 

 

劉身兼局外人（《時代》雜誌的攝影記者）和擁有「情境理解」的局內人身

份，令他在中國成為獨特的攝影記者。在《毛以後的中國》中，他創造了豐碩

的影像紀錄以流傳於世，其觸動人心的照片，散發出人文關懷和懾人的歷史

感。就像其他優秀攝影師的作品一樣，其作品分類難以言喻；以日常之事物為

拍攝對象，而作品既紀實同時又富藝術性。劉香成的照片是中國視覺文化史的

重要部份，有助我們去探知過去三十多年來戲劇性的經濟和文化轉變。 

 

當劉成功地將《毛以後的中國》系列照片在中國印行甚至再版時，一些不再在

位的政治人物如趙紫陽及胡耀邦的照片（一般的新聞攝影作品），都不被包括

在內。三十年以來，新聞界及印刷媒體仍被政治化及強烈監控。《中國夢：劉

香成攝影三十年》的製作仍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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