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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当代摄影艺术进程中，达格 • 阿

尔文（Dag Alveng）是一位绕不开的摄影师。 

围绕着达格 • 阿尔文近 40 年的摄影生涯，

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达格 • 阿尔文，1953 年出生于奥斯陆。

受爱好摄影的父亲的影响，阿尔文 9 岁便开始

接触摄影，而相机一直成为他观察周围事物的

工具。1976 年，他从奥斯陆大学医学院毕业

后，由于对摄影的兴趣越发浓厚，去了英国

特伦特理工学院学习摄影，自此开启了他的

摄影之路。而他除了自身不断的艺术实践外，

还不遗余力地推广挪威的摄影艺术，并把国外

比较前沿的摄影艺术带到挪威。1977 年，阿

尔文回国后，和好友一起建立了“摄影画廊”

（Fotogalleriet），这是斯堪的那维亚（地理上

包含挪威和瑞典两国）的第一家摄影画廊，

而他也是挪威艺术摄影协会（Forbundet Frie 

Fotografer，1974 年成立）的早期成员之一，

在新闻摄影主导着挪威摄影主流地位的时期，

这家画廊推动着挪威艺术摄影向前发展。

1979 年，阿尔文于“摄影画廊”举办了

摄影个展“墙”（Walls），这不仅是他艺术

生涯的重要节点，还在挪威的摄影界、艺术界

乃至大众媒体中都引发热烈的讨论。 “墙”

这个展览上的 20 幅照片表现的是这家画廊的

展墙，而展出时他在原展墙拍摄处挂上所拍照

片，使得展墙和照片中的“墙”难以区分。当

时，阿尔文在《挪威晨报》（Morgenbladet）

中表示自己这么做的缘由：“这场展览是想表

明摄影和现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当我们在画

廊里四处走动时，我们看到的墙壁不断变化，

而照片却都是静态的，一张照片既不能精确地

描绘现实，也不能描绘现实本身，出现在画廊

里的这些照片只是我的一个构思。”但这依然

低挡不住各种接踵而来的争议，其中最主要的

批评声是阿尔文的观念元素使得照片丢失了

摄影的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些评论

家认为阿尔文的“复制”并没有很好展现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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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结构和律动；还有一些人认为阿尔文所拍

照片没有很好地用摄影表现墙壁的面貌，使得

观者没法从美学层面欣赏它们。《挪威晚邮报》

（Aftenposten）的一篇评论更为尖锐：阿尔文

也可以把相框直接放在墙上，而不需要经过相

机来做这迂回的中间过程，他这么做只是想让

观众按着他的方式来观看墙壁。如今，“墙”

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挪威最早的观念摄影作品

之一，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对上世纪 60 年代

末兴起的场域特定艺术（Site-specific art）的回

应，他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表现手法及

语言上，同时也要人们关注诠释的语境，观看

者置身其中对影像或艺术品会有所回应。这一

展览可以说是继 1971 年卡尔 • 基维贾维（Kåre 

Kivijärvi ，1938 - 1991）的摄影作品首次在挪威

秋季艺术展（Høstutstillingen，1882 年在奥斯

陆创办，是挪威最大的当代艺术展）亮相，使

得摄影作为一门独特艺术形式在挪威艺术界

被认可后的又一轰动事件，使得艺术界再次把

目光聚焦在摄影上。同年，挪威艺术摄影协会

还在挪威秋季艺术展上带来 38 位摄影师的作

品，后来每年的秋季艺术展都有摄影加入。

对 阿 尔 文 来 说， 观 念 反 映 了 艺 术 家 的

表达和观看，而这还体现在他对表现事物细

节的敏锐上，摄影成为他挖掘人类性格及生

活方式的工具。在“墙”系列中，他会关注

到墙壁上的裂痕和缝隙，“精神病院”系列

（Asylum,1978-1982）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倾向，

这系列照片中他把镜头聚焦于人遗留的“痕

迹”而非人本身，这些照片使人保有一种持

久的注视力，正如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 摄影部策展人苏珊 • 姬丝玛丽可

（Susan Kismaric）所说：“照片中所描述的事

物成为钝化、无聊、重复、暴力、恐吓和日常

的象征，揭示了痛苦和悲伤的真相。”这种对

日常事物的凝视，在他往后的所有系列作品中

都有所体现。

阿尔文的凝视也体现在他对一个地方的

持续观察上，他的好些作品都有比较长的拍

摄周期。“夏日之光”系列（Summer Light）

是一个从 1979 年开始的偶然拍摄、到 1988 年

创作主旨的明确以及拍摄方式（从中画幅改

为 8×10 大画幅）的转变、再到如今仍然持续

进行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他不仅拍摄了

他和家人朋友在挪威奥斯陆峡湾的生活，还

展现了那里的海岸和森林，以及挪威罕有的

晴朗的夏季风景，在后期处理照片上他还加

重那种“过曝”的效果。而阿尔文在纽约生

活时创作的“这是最重要的”（This is MOST 

Important ,1992-2003）和“我爱每年的这个时

候”（I Love This Time of Year,1992-2007）这两

个系列作品都表达了他对纽约城市的看法，并

且用 4×5 大画幅相机以实验性的方式拍摄，

前者采用双重曝光；而后者则采用四重曝光，

每个场景拍摄四次，拍时把照相机转 90 度。

这样的方式使得照片带有某种戏剧性的效果，

以独特的视角展现纽约街头的日常生活和城

市景观，挪威艺术评论家乔纳斯 • 埃克伯格

（Jonas Ekeberg）评价阿尔文的纽约照片“像

是一曲爵士乐，这些多重曝光照片就是一个个

视觉切分音，时间和空间时而碰撞、时而补充、

时而互斥”。这既是一场技术美学实验，也显

现出纽约这座大都市的紧迫感。

“精神病院”系列，浴缸，1982　达格·阿尔文 “精神病院”系列，绑带座椅，1980　达格·阿尔文
右页：“精神病院”系列，圣诞节，客厅，1980　达格·阿尔文



海外 | FROM ABROAD

中国摄影 / 9998 /  Chinese Photography 

将 兴 趣 爱 好 和 摄 影 相 结 合 也 是 阿 尔 文

摄影的重要表现。在“赛车”系列（Racing, 

2000-2012）中，他用摄影映射出自己对赛车

的激情，拍摄与之有关的各种题材，在展出时

还加入了视频、雕塑、装置和行为表演。而在

“威尔斯—人文主义者和他的实验室”（Wilse 

- The Humanist and His Lab,2009-2015）中，由

于对花园景观和大自然的兴趣，他追随北欧自

然科学家、生态学家、气象学家雅各布 • 尼

古拉 • 威尔士（Jacob Nicolai Wilse）的脚步，

重访威尔士在挪威斯哥德堡教区呆过的一个

花园，这个威尔士曾经的天然实验室成为阿尔

文的拍摄基地，他以摄影的方式研究了那里一

年四季的天气和风景，在他的这些照片里仿佛

能听到万物柔和自然的呼吸声。在这两个系列

作品中他还用数码相机拍摄，所拍的彩色照片

成为他编辑摄影书时有趣的“调味剂”。

阿尔文这些以“景”为主的摄影具有纪

实性和自我表达兼有的意味，很好地印证了

罗伯特 • 亚当斯（Robert Adams）所说的“地

理、自传、隐喻三者的结合，它们互相强化，

成为一种我们共同竭力维护的东西：对生活的

热爱”。 阿尔文又以微妙且具巧思的方式激

励人们用新的角度凝视日常生活，找到一种新

的感受力。某种程度上，被检视的其实不是

照片里的事物，而是人们对周遭环境的感受，

感受日常成为他艺术表达的出口。他也在提示

着每位有心创作的摄影师：只要你细心观看，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现影像的张力。

在挪威摄影杂志 PHOTOICON 的一篇文

章中，你曾谈到早年自己在挪威摄影界的境

况：“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来者，由

于某些原因，我的摄影被认为是充满挑衅的，

评论也大多是负面的。”这是你从英国学成归

来后遇到的情况吧？那时候有什么样的批评

声？是否可以谈谈当时挪威摄影的状况，以及

你在挪威摄影中的位置？

挪威是个人口不多的小国，艺术家或摄

影师群体也只有一小批。1960 年代，大部分

摄影师都受到报道摄影的影响，以及来自瑞典

摄影师、摄影教育家克里斯特 • 斯特伦霍尔

姆（Christer Strömholm）和他在斯德哥尔摩建

立的“Fotoskolan”摄影学校的熏陶，艺术摄

影的空间在挪威很窄。当时每个人的想法基本

上是走出去，然后回国发展。我的摄影更多是

这样的：看看你的周围，你看到了什么？我可

以拍摄一个照明开关，这是一个人们习以为

常的事物以至于都不会注意到。我的相机是

朝向平凡事物，每天都可以从这些日常事物

中学习到新的想法，忘记固有的思维，不断

地观看，看看你认为的理所当然。在英国的

学习中，我了解到马塞尔 • 杜尚和激浪派运

动（the Fluxus movement）的艺术，创作中也

许有一部分影响是来自杜尚在军械库展览中

展出的小便池。回到挪威后，我甚至还收到

一些恶劣的信件攻击，而我的摄影在新闻界

完全是不被接受的，特别是 1979 年我在摄影

画廊“Fotogalleriet”做的第一个展览“墙”，

这组偏向观念艺术的摄影作品带来许多质疑

“我爱每年的这个时候”系列之一，2003　达格·阿尔文

“这是最重要的”系列之一，1996　达格·阿尔文



海外 | FROM ABROAD

中国摄影 / 101100 /  Chinese Photography 

声。与此同时，我的作品被纽约现代艺术博

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收藏，而我也在 1983 年

获得阿尔勒摄影节年轻摄影师奖，收获了一

些国际赞誉。

“精神病院”系列是“墙”展览之后开始

的创作吧？你似乎对空间和痕迹一直很关注，

这系列作品里很少看到“人”的身影。

我对医学一直很感兴趣，尤其是“精神方

式”（ways of the mind），高中毕业后，我去

了奥斯陆的一家精神病院短暂担任医院夜班

警卫的工作，后来又去了奥斯陆大学学医。那

时值夜班的同时，我拿起相机对着感兴趣的地

方拍摄，没有太多想法，那更像是个无聊和实

验的结果。后来我去英国学了一年摄影。1970

年代后期，我意识到最初在精神病院拍摄的那

些照片的魅力。我又开始在精神病院做夜班警

卫，而这次是为了拍照而进去，开始了“精神

病院”系列的创作。

我夜夜沉浸于医院，使用中画幅的禄来

相机和三脚架进行拍摄，我甚至还拍摄了病人

和裸露自拍。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所做的事，

因为一旦被知晓很可能就被禁止拍摄了。我开

始对表面纹理、曾经或当日白天遗留的痕迹、

夜晚霓虹灯的特性等感兴趣。我开始看到这个

地方的孤独，特别是在圣诞节，白天的工作人

员草率地布置着各种圣诞装饰，在夜里我关注

着它们的模样。

后来我把作品给我的一位画廊朋友特隆

赫姆艺术博物馆（Trondheim Art Museum）主

任斯万 • 克里斯蒂安森（Svein Christiansen）看，

他希望我在他的画廊做个展览。1983 年，“精

神病院”系列的首展开幕了。展览之后我本想

继续拍摄，但却被告知不能继续做夜班工作。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医院得知了我拍摄的照片，

可能认为我拍的东西是负面的，我不得不放弃

拍摄。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发表一张有出现精

神病人的照片，但这些无人的场景和物件同样

触动人类的情感，告诉观者这是一个悲伤、绝

望和痛苦的故事。

“夏日之光”系列开始于 1979 年，你最左页：“赛车”系列，Lancia 16V 喷射发动机，达格·阿尔文与其朋友英奇·托斯达伦（Inge Torsdalen）、厄于温·汉森
（Øyvind Hansen）共同构造。2010　达格·阿尔文

阿伦贝格，纽博格林北赛道，2006　达格· 阿尔文

“赛车”系列，纽博格林赛道的 Döttinger Höhe 区域，2006　达格·阿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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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动机是什么？您是如何逐渐确定将它

作为一个长期项目对待？可否具体谈谈你的

想法。

这个项目现在都还在进行中。一开始，

我并没有什么想法，1970 年代，那时我 20 岁，

总是随身携带着相机，随时随地都在拍照。每

到夏季，我和我当时的女友经常去往奥斯陆

峡湾西海岸度假，我的女友在那有一所房子，

而我在那也租了一间房。我拍摄了她和她的家

庭，以及她的朋友，带着无意识和游戏的方式

把玩相机。我不断地丰富照片，并为展览选择

了一些照片，在不同地方做过几个展览，其

中有一个是 1988 年和刘易斯 • 巴尔兹（Lewis 

Baltz）在欧登塞举办的一场双人展。在那场展

览中，我意识到照片中的强大力量，我发现了

照片中的一些共性：它们在纯蓝色的天空下拍

摄，没有云，天气温暖。因为挪威的夏天通常

是寒冷和多雨的，但在那里竟然可以看到挪威

这样罕见的天气。从那一刻起，我称那些照片

为“夏日之光”，因为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有一

“威尔士”系列，傍晚的池塘边，2014　达格·阿尔文

“威尔士”系列，桦树，2014　达格·阿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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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干净、高亮、独特的挪威夏日之光。也从那

时起我一直持续拍摄这个主题，尤其是在阳光

明媚的日子拍摄，并采用 8 ×10 大画幅相机

来表现更多细节，即使我没有同一个女朋友、

同一台相机、同一栋房子。我觉得这一系列照

片最精彩部分的本质是挪威的夏天和挪威奥

斯陆峡湾的景观。

刘易斯·巴尔兹是美国“新地形摄影”

的代表，他的摄影风格及这场摄影运动对包括

你在内的挪威摄影师是否有影响？

1980 年，我在英国特伦特理工学院上学

时的导师保罗•希尔（Paul Hill）的引荐下，

参加了刘易斯•巴尔兹在英国德比“摄影师之

地（The Photographer´s Place）” 举 办 的 工 作

坊，我和刘易斯成了朋友，几年后，我邀请他

到挪威罗弗敦开工作坊。他在挪威还创作了一

组作品，名为“连续火，极地圆”（Continous 

Fire, Polar Circle），他还影响了一批挪威摄影师。

1980 年代末，你搬到了纽约，在那你也

开始新的拍摄项目，创作了“这是最重要的”

和“我爱每年的这个时候”两个系列作品。纽

约是一个非常嘈杂且快节奏的大都市，而挪威

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小国家。这两种环境氛围对

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

1985 年，我在休斯顿摄影节上遇到了我

的妻子，1986 年开始我们往来于奥斯陆和纽

约两座城市之间。当时我在挪威以接商业广告

工作为生，作为一个繁忙的商业摄影师，纽约

成了我寻求安静的地方，在那我可以无顾忌

地追求艺术创作，充分关注自己的个人创作。

挪威是我的祖国，我拍摄风景，那与我个人的

距离非常接近。当我搬到纽约，走在纽约的街

道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想把它们（风景）变成

我自己，一个新地方，远离家乡，但最终成为

我的第二个家。我在纽约做的两个项目是始于

一种玩的心态，不断地实验和观看，然后创作

更多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空

间被转化成图案，不同分层的时间凝聚在同一

张图片上。拍摄纽约这座城市更像是在狩猎，

发现地方，跟随目标。纽约嘈杂且喧闹，我始

括我拍摄的照片，还有在赛车内拍摄的视频。

这个项目不仅关于赛车，还有友谊和兄弟情。

在“威尔士”系列中，你寻着自然科学

家雅各布·尼古拉·威尔士的足迹，同时 , 你

似乎构造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创作这组作品时

你是处于怎样的状态？

拍摄时，我总是试图让自己达到一种冥

想的精神状态。我试着让照片来找我，而不是

我追着它们。像威尔士一样，我也研究了季节、

天气和风景，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快乐仿佛让

我回到了童年。要拍摄一张好照片需要花很多

工夫，有一个“浮动”（float），有时很容易

获得想要的照片，有时很难找到那种理想的拍

摄感觉，这很难控制。创作“威尔士”系列时，

我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一个如此小

的区域拍照，我感觉自己举步维艰。一段时间

后，我了解到每丛灌木或每一棵树，要拍出非

常出彩的照片是很难的，有时我甚至好几天没

有拍照，更多是在冥思。这个项目使我身心俱

疲，所以当这个项目结束展出后，我休息了很

长一段时间。

在“威尔士”系列和“赛车”系列中，

都有黑白照片和少数彩色照片的混合，为什么

会做这样的处理？

1962 年我就迷上了黑白摄影，我的摄影

作品几乎都是黑白的，我一直不喜欢传统胶片

里的“照片色彩”，因为我无法控制颜色，但

数码摄影提供了很多控制事物颜色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一些彩

色照片，发现彩色和黑白有个非常有趣的结合

点，比如在“威尔士”系列中我采用了不同画

幅的相机，既有彩色也有黑白，我是想通过这

样的不同材料组合，在编辑这一系列的摄影书

时，可以让观者看到一幅彩色照片或五幅连着

的彩色照片带来的惊喜。当然，我认为摄影最

重要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如何打动人，触及人

的智力和情感。

你不仅是一位艺术家，也曾是一家摄影

“威尔士”系列，一条枝干和它的影子，2013　达格·阿尔文

画廊的老板。1977 年，你和朋友在奥斯陆共

同创立“摄影画廊”，当时为什么会开这家画

廊，有怎样的定位？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现

在还在那工作吗 ?

我 和 我 的 朋 友 汤 姆 • 桑 德 伯 格（Tom 

Sandberg）在特伦特理工学院上学时，彼此都

觉得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缺乏严肃的艺术摄影的

场所。我们了解到很多伟大的作品很少有机会

被介绍到挪威。我们的目的是以展览的方式给

年轻有才的挪威摄影师介绍高质量的国际摄影

作品。我们邀请朋友和大学参与到我们的展览

活动中，而我主要负责画廊的运营。最初我们

做的活动都没有其他资金支持，后来我们获得

挪威政府的支持，现在还在正常运营中。我在

负责画廊的同时还做着自己的工作，当时没有

孩子，我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兼顾两边的工

作，我相信那时的生活充满着创造力。1983 年，

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我没法集中工作，后来我

也逐渐退出了画廊的工作。

德 国 策 展 人 托 马 斯· 威 斯 基（Thomas 

Weski）曾这么评价你的摄影 :“……这些照片

想必会被理解为摄影师努力将现实转为艺术

的自我表达……摄影师离开所呈现出的客观

事实自由控制着自己的视觉表达……他的照

片是基于事实的虚构。”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

你如何理解自我表达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 ?

纽 约 现 代 艺 术 博 物 馆 前 摄 影 部 主 任 约

翰 • 萨考斯基曾说 :“摄影是最简单的艺术。

摄影师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捕捉。唯一可能比它更容易的是诗歌，诗人只

需把单词以正确的顺序排列以让读者理解。”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 我相信任何艺术都

是艺术家世界观的表达。不管我有没有摄影，

艺术都是我的信仰。

终让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成为这

座城市的一部分。

当你展示“赛车”系列时，除了照片，

你也加入了视频、雕塑、装置和行为表演。具

体说说你是怎么呈现的 ?

“赛车”系列中，我自己有一台赛车，围

绕着欧洲跑，并拍摄了许多赛道，我还拍摄了

修理车间、车队的朋友，以及其他赛车手和汽

车。在展览中，我展出与赛车相关的物件，包 “威尔士”系列，本土苹果，2009　达格·阿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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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你爱那些山，并不意味着它们也爱你。”1 
—《雷尼尔山的挑战》，迪·莫利纳尔

 在 一 段 录 像 中， 达 格 • 阿 尔 文（Dag 

Alveng）截取了挪威作家杰尔 • 阿斯金尔德

森（Kjell Askildsen） 的 短 篇 小 说《 今 后 我 将

一路跟随你回家》（Heretter følger jeg deg helt 

hjem）的部分文字，并配上一组静态照片。文

本描述了在夏日阳光中，一个成熟的女人和一

个年轻男性沿着一条穿越树林的小径散步的

场景。他们相互之间的吸引力、紧张又不确定

的状态，逐渐演化成一次性接触：“他觉得，

我们缠绵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天。因为

我已经清楚了什么是最好的，因而此后的每一

天都将无与伦比。”

 录像中所使用的照片均拍摄于 1996 年至

1997 年间，艺术家拍摄了斯卡格拉克海峡的

科斯特岛上的夏季。在展览和相关摄影书中，

这些照片都置于“夏日之光”的标题下呈现，

与其他照片并作一个系列。这些照片从诱惑、

情欲、幸福与爱这些角度联结成一个整体，那

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系列呢？ 

“ 夏 日 之 光” 系 列 由 拍 摄 于 1979 年 至

2012 年间的照片所构成，有几组照片之间甚

至间隔了好几年。每张照片都有一个简短的、

描述性的标题，像是“小白屋”“畜棚”“敞

开的门”之类，照片拍摄的地理位置都是确定

的，不是在赫瓦瑟（Hvasser，挪威地名）就

是在科斯特 (Koster，挪威地名 )，后面还会注

明拍摄的确切年份。除了“魔力森林，科斯特，

1997”这个标题外，其他标题基本都没有迷惑

性的形容词，十分客观。

 1994 年之前，这些照片曾在不同语境中

出现过，但在 1994 年，它们第一次以“夏日

之光”的标题，作为一个系列展出。之后，达

格 • 阿尔文保留了这个标题，并持续地为这

个系列拍摄新的作品。他坚信这个处于未完成

状态的特殊系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添越来

越多的作品。艺术家本人将 1988 年作为他创

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并这样解释道：“1988

年我和刘易斯 • 巴尔兹一起在欧登塞举办了

一场展览。从那以后，我渐渐清楚了这个拍摄

项目的核心是什么。1990 年代起，我开始使

用一台 8 × 10 的大画幅相机在科斯特岛上进

行拍摄。”

赫瓦瑟和科斯特都坐落于海滨，位于奥

斯陆海峡的外端，连接斯卡格拉克海峡。19

世纪晚期，在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开始盛

行去海滨胜地的住宅、别墅中度夏。许多艺术

家也受这股趋势的影响，在夏季更换住处。爱

德华 • 蒙克（Edvard Munch）与奥斯高特兰

（Åsgårdstrand，挪威地名）的连结就是其中

一个备受讨论的例子。到了 20 世纪，这股趋

势逐渐发展成一种小规模的大众旅游。无数的

家庭和友人结伴在奥斯陆海峡和斯卡格拉克

海峡边买下或是租下避暑别墅。许多艺术家都

以他们体验这种优质生活方式的经验作为艺

术创作的基础。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

这类艺术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欢迎。一

些艺术家将他们的创作重心转移到对社交层

面的关注上，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友谊与阴

谋、情欲与克制等议题；另一些艺术家仍然描

绘他们对自然景观以及夏季的感情。20 世纪

30 年代，挪威画家图瓦尔 • 埃里克森（Thorvald 

Erichsen）以奥斯陆海峡的夏日为题材创作了

大量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看似漫不经心的

用笔和色彩描绘出艺术家内心的兴奋，却让观

者很容易沉浸到绘画所表现的情境中去。

达格 • 阿尔文的“夏日之光”系列可谓

是沿袭了这一趋势。若是简单地将这一趋势描

述为新浪漫主义，就是误导了。这股趋势源于

一次社会历史变革，无数表现形式与风格各异

的艺术作品从中产生。达格 • 阿尔文的照片

与“优质生活”的议题相关—一种处于友谊

和自然景观的包围之中的生活状态，在这类作

品中，观众很容易就联想到情色或是投向色欲

的目光。

这组照片可以被看作是享乐主义的宣言。

在古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学派庭院的入口处，

有一块告示牌上面这样写着：“陌生人，你将

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

事。”好的生活就是令人愉悦的生活，能将享

乐最大化而将痛苦和压力无限缩小。舒适与欢

愉并不来源于自我放纵和骄奢享乐的习惯，也 樱桃耳坠（玛蒂尔达和弗里达），赫瓦瑟，1987　达格·阿尔文

Summer Light and Love    

夏日之光与爱
摄影／达格·阿尔文　文／佩尔·博埃姆　翻译／陆怡舟

Photos by Dag Alveng　Text by Per Bjarne Boym　Trans.by Lu Y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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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上的凡妮莎，赫瓦瑟，1980　达格·阿尔文

不来源于对个人地位的不断重申，或是对另一

类现实的狂热追求。舒适欢愉的真正源泉是友

情、自由和情欲（但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可能

发生的后果）。

这组照片中所倡导的享乐主义是与情欲

以及的感官世界紧密相关的，且仅止于此。

“真正的幸福……来源于我们头脑的安宁……

这又需要自由与友谊的稳固。一个人需要在尘

世烦杂的纠葛之中寻求自由……”2 对于享乐

主义的这番描述，在“夏日之光”系列中也可

寻得呼应。其中，告诫人们警惕“尘世烦杂的

纠葛”，是为了避免他们陷于政治与社会事务

之中。它建议我们回归自然景观，回到对分析

与反思有所需求的状态之中；这种在社会生活

和自然景观之中的平衡在“夏日之光”系列中

也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在这组照片中，黑、白、灰

影调层次非常丰富。根据艺术家之前的叙述，

随着他渐渐意识到“这个摄影项目的核心应该

是什么”，1988 年他转而使用一台更大的相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影调层次饱满的呈

现。更大画幅的相机带来更高的清晰度，使得

更多细节得以展现。这也是摄影发展史中一个

令人着迷的传统，“20 世纪摄影中最引以为傲、

最至关重要的传统”3 。作为这一趋势的先锋，

美国摄影师保罗 • 斯特兰德 (Paul Strand) 确

切地阐述了这样的目标，新图像应该是“极其

清晰的”。这种观念拒绝以通常的视角来观察

事物，而偏向于从新奇、陌生的角度来看它们。

房屋不仅仅是房屋，树枝也不仅仅是树枝，每

件物品都不只是它原来的样子。能体现这一理

念的图片或是观看方式，本身就已经具备非常

详尽的细节，无论是它们的取景、对焦还是它

岩石和海洋，科斯特，1996　达格·阿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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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呈现的微观世界。这一传统也带有一点享

乐主义的意味：无限的差异性、克制的情欲、

此时此地、分析与反思都能带来乐趣。艺术家

对“极其精细”的画面的追求悠久历史，甚至

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夏日之光”系列也体

现了这一追求。艺术家追求的第一层级的细节

是光线、明晰的天空、北半球北部沿海特定区

域的夏天，简言之就是“夏日之光”。

“夏日之光”无论是作为一件事物或是作

为一种现象，实际上都不需要特别显示细节。

然而，艺术家在这个系列展现的场景都清晰敏

锐，却又连结松散。这些场景可以被视作小说

中的插曲—关于夏季小屋，关于安宁的家庭生

活，关于果树，关于穿过树林通往海滩的小径。

摄影师罗伯特 • 亚当斯（Robert Adams）曾

这样描述这些场景：“达格 • 阿尔文这组表

现他在一个小岛度过的夏日的照片，并没有记

录一场逃离，而是记录了一次拥抱。”

这是爱的拥抱。爱既是怀旧的，又带有

一点乌托邦性质；它不断循环过去，又开启新

时刻。艺术家有意识地选择了更低的拍摄角度

和孩童般的视角，让这个系列充溢着怀旧的联

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温孩童时代的夏

日记忆。照片“敞开夏日小屋，早春，赫瓦瑟，

1981”重新展示了艺术家深爱的屋子。“基尔

斯、杜格尔德与朋友们，赫瓦瑟，1987”表达

了夏日的愉悦，这一照片的形式甚至可以成为

一些对生活和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幻想的基础。

实际上，艺术家在这一作品中关注的重点却是

青年一代，那些尚未体会到夏日田园之美的年

轻人。因此，这也是在提醒观者持续探索新事

物的必要性。另外，作品“樱桃耳坠（玛蒂尔

达和弗里达），赫瓦瑟，1987”则表现了探索

与发现带来的乐趣。

爱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状态，这种易逝的状

态需要为人接受并予以理解。像是在作品“枯

萎的花朵，赫瓦瑟，1980”中，日光几乎将花

朵完全湮没。而在作品“杜格尔德，奥斯卡和

玛蒂尔达（二号），赫瓦瑟，1987”中，几代

人的并置也暗示了时光流转，同时他们的肢体

语言也暗喻了持续的变化，这既是对瞬态的

确认，也是接受。

与爱相伴的是恐惧，害怕一切都是幻觉，

担忧所爱之人会突然消失。“夏日之光”系列

只是达格 • 阿尔文众多摄影项目中的一个。

当他刚开始创作这系列的第一组照片时，他还

沉浸在另一种被称为观念摄影的摄影类型之

中。例如，作品 “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

朵玫瑰”（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艺术家的

关注点聚焦在观念如何影响我们与世界、外在

现实和社会环境的连结方式上。而在“夏日之

光”系列中，艺术家试图将观念手法作为对与

爱相随的恐惧的回应，换言之，这是用否定的

方式来确认爱情关系。更早期的作品，像是“给

水浇水，赫瓦瑟，1979”以及“摄影师自拍，

赫瓦瑟，1981”都可以看做是用观念手法征

服恐惧的例子。

爱瞬息即逝，因此它需要接受被爱之人

原本的面目，并持续地重启。与传统田园诗概

念相抵触的图片可以看做是这种接受的表征。

“曲径，科斯特，1996”，“残骸，向东看，

科斯特，1996”以及“残骸，向北看，科斯特，

1996”就属于这一类型。

爱天生就具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力量。“夏

日之光”系列中，艺术家总是在努力捕捉枝

干、树叶与光线之间不断变化的微妙关系，这

体现了上述的力量。更多作品，例如“日落

之时的蚊子，赫瓦瑟，1981”、“货箱，赫瓦

瑟，1987”、“密尔顿附近的支流，科斯特，

1999”，“枯萎的枝条，科斯特，1996”，“森

林的入口，科斯特，1996”，“从我阳台看到

的景色，科斯特，1997”以及“魔力森林，科

斯特，1997”，都能很好地阐释上述的完美主义。

爱能够巩固并维持一段现存的关系。从

这个系列最早面向观众，到艺术家最初意识到

关于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什么，中间已经隔了

10 年；到现在，又隔了 25 年。我们可以从其

不断更新的主题和观看方式判定，这段关系依

然鲜活。

爱是对美的回应，还是与之背道而驰？

“夏日之光”系列给观者最基本的感觉就是欢

愉、安宁和舒适。无疑，这些感觉能产生美妙

的图片—这也是美由爱生的证据。

爱有一种摄人心魂的力量，并需要持续

的加热—这暗示了爱是世间的基础之物。就如

杰尔 • 阿斯金尔德森的小说中的年轻人所说：

“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了……”

从另一种情色的角度，爱也代表了想要在世间

寻得一立足点的希冀，代表了一个介入混乱并

使之持续发酵的机会。欢愉带来活力，爱“是

一种由外部因素引发的欢愉”，荷兰哲学家巴

鲁赫 • 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如是说。

对许多人来说，夏季白天与黑夜中弥漫的爱，

这种爱与自然景观之间温暖而紧密的接触，都

表达了一种寻求立足点的希望，使之成为生命

轮胎，赫瓦瑟，2012　达格·阿尔文

魔力森林，科斯特，1997　达格·阿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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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持续不断的源泉。照片所描绘的人与自然景

观在夏季的互动，都暗含着情欲，且十分隐匿，

就像在作品“敞开的门，赫瓦瑟，1979”或是

“森林入口，科斯特，1996”，“岩石和海洋，

科斯特，1996”和“小树，赫瓦瑟，2012”中

都体现了更为明确的视觉隐喻。

因而，对“夏日之光”系列的理解，可

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展开：对完美的追求、

发掘新事物的努力、接受所爱之人的努力，提

供一幅关于爱的需求与益处的图像。这幅关于

爱的图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理解爱的发生，

并不断更新重启，才能使之成为幸福持续的源

泉。就如杰尔 • 阿斯金尔德森的小说中年轻

人自信的话语：“……此后，每一天都将无

与伦比……”“夏日之光”系列也告诉我们，

若是要把一个好的开始作为欢乐恒久的源泉，

就需要重复不断地去稳固。

像是“海滩上的凡妮莎，赫瓦瑟，1980”

以及“海滩上的莫林，赫瓦瑟，1980”与“轮

胎， 赫 瓦 瑟，2012”、“ 房 屋 与 梨 树， 赫 瓦

瑟，2012”这样的照片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

性。1980 年代的那两张照片给我们展示了沐

浴在温暖的背光之中的人像，而另外两张拍

摄于 2012 年的图片在对光的感受与拍摄方式

上就显得复杂得多 , 分析与反思的成分大幅上

升。在后期那些关于夏季小屋场景的作品中所

体现的怀疑，也是爱的一个方面吗？与一部分

照片中有所指的路径不同，2012 年的那两张

照片中破损的车轮和杂草丛生的儿童秋千，即

使在构图中暗含对角线，但都没有其他深入的

所指。对角线直直地指向一个自然生长的障碍

物—树墩。夏日小屋旁的梨树枝头缀满果实，

虽然沐浴在日光之中，却已显现出腐朽的迹

象，并遭受了照片边框怪异的裁剪。照片中透

着的光也不是初夏或是夏至的光，而是属于夏

季末尾的光。时隔 35 年，那种对夏日之光的

爱早已改变了。尤其是 2012 年以后，照片中

关于永恒之爱的议题比过去更激烈：这种爱是

否已经被我们的时代所抛弃，还是它还能够深

入发展？

（作者为挪威艺术史家、策展人、前挪

威国家艺术博物馆馆长）

房屋与梨树，赫瓦瑟，2012　达格·阿尔文

注释：

1. 卢·惠特克（Lou Whittaker，美国登山家）对艾德 • 维斯特（Ed Viesturs , 美国登山家）说的话，

摘自《雷尼尔山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ainier）第四版，迪 • 莫利纳尔（Dee Molenaar）/ 著，

登山家图书（Mountaineers Books），p15

2. 摘自《爱的历史》，西蒙 • 梅 (Simon May)/ 著，耶鲁大学出版社

3. 摘自达格·阿尔文的《赛车》（Racing，2012）一书中，挪威策展人 Åsmund Thorkildsen 

写的一篇文章，p109

敞开夏日小屋，早春，赫瓦瑟，1981　达格·阿尔文


